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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one needs is little, but what one 
wants is a lot” Monk sheng-yan said. If one 
wants too much, he will become greedy and 
then turns himself into a slave of materials. 
Some people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wealth 
and publicity for their lives; they never feel 
content and grateful. Each of us all needs a heart 
full of gratitude. If we know how to appreciate 
other people, we will feel delighted as well. 
Thus, one’s real happiness lies in caring little, 
not having much.

In our daily lives, we have to show our 
gratitude to lots of people. For example, parents 
have to work hard until they are old to foster 
their children; traffic volunteers have to stand 
on the crossroad and put up with the chill, the 

sun and the rain to protect students’ safety; 
teachers in the school organize a club and 
donate money periodically to help the students 
who are unable to afford the tuition; the class 
cadre and the lunch servers sacrifice their 
rest time to make the class operate normally. 
These example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our 
school. Besides, in our society,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such as volunteers for the charitable 
organizat ion,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dical care. Etc., work silently 

without asking to be requited. Though they take 
part in different ways, their sacrifical spirits 
are the same. Today we are able to live in this 
stable and prosperous society, we should be 
appreciative.

With a heart full of gratitude, there is no 
hatred among people; they don’t attack one 
another any more. Thanks to it, there is love 
among people; they begin to concern with one 
another. When people in Taiwan suffered 921 
earthquake, the donation came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 people. The sufferers who accepted 
the aid must have felt the warmth and fervidity. 
As the disaster area was reconstructed, they 
would turn their sorrow into strenth. They 
would reciprocate the society if they had the 
chance to do so.

Love is boundless. We can donate money 
to help people in Africa who are suffering from 
hunger. We can donate money to help people 
in Sichuan, China. We also can donate money 
to Red Cross Association to help people who 
are in need. When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a 
calamity, they are helpless and most likely to 
feel frustrated. If we can give them a hand in 
time, we can help them to regain their courage 
to face their future. 

How can we turn gratitude into action? We 
can give a smile to strangers; we can say “good 
morning” to the joggers who are passing 
by; we can say “thank you” to the traffic 
volunteers on our way home or to school; we 
can give cards to teachers on Teacher’s Day; 
we can make cards for parents on Father’s or 
Mother’s Day. Learning to be grateful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things. A heart 
full of gratitude is like a beautiful flower. It may 
be in full bloom anytime. Anyone who sees the 
bloom will feel pleased and delighted too.

感恩．
Gratitude

教務主任李文商

1. 本校鄭清森老師、邱昭穎老師參加桃園縣97年度國教輔導團數學

領域創新業務「數學自拍－哇~這也是數學」榮獲平面第三名。

2. 本校李恩鈺老師參加教育部97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徵稿作品

入選。

3. 本校蔡元胤老師參加桃園縣97年度「創意教案設計競賽」榮獲第

三名。

4. 本校陳冠樺老師指導115曾雅惠同學參加桃園縣97學年度生命

教育「3Q VERY MUCH系列故事」3Q達人故事評選榮獲MQ優

勝。

5. 本校參加第49屆大園鄉科展榮獲佳績

◎生物科 第一名 「臭的恰到好處」

指導老師：何盈儒老師

參展學生：110楊朝龍、107吳以玲、107李珈寧、110賴建宇

◎數學科 第二名 「一張郵票的聯想」 

指導老師：許惠貞老師、陳誼娉老師

參展學生：201莊志誠、201張心媛、212蕭聖瀚

6.本校管樂團參加9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優等。

7. 本校116羅元亭同學榮獲中華郵政公司「尋找小小理財王」儲金

詩文徵文比賽榮獲國中組佳作。

8.本校合唱團參加9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甲等。

9. 本校馬喃瑜老師指導222尤紹謙同學參加桃園縣英語演講比賽榮

獲第三名。

聖嚴法師說：「生命中真正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很多」，如果想要的太多就會

造成貪得無厭，而自己就變成了物質的奴隸，掉進痛苦的深淵裡去。有些人終其一

生都在追求財富與名位，不懂得知足與感恩。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顆感恩的心，因

為懂得感謝別人，自己就會得到快樂。一個人真正的快樂並不是擁有的多，而是計

較的少。

 生活中，能感謝的人有許多，例如：父母親為養兒育女必須常年辛苦工作，一

直到年老力衰，滿頭白髮；交通志工為維護學生行的安全，必須常年站在危險的十

字路口，忍受風寒與日曬雨淋；學校裡的老師關心學子的教育，籌組愛心社，定期

捐款，幫助開學無力繳費或家庭遭遇困境的學生；還有在班級擔任幹部或午餐工作

的同學，他們為了班級能夠正常運作，經常犧牲個人的休息時間來為團體服務。以

上這幾個例子在我們的校園裡隨處可見。除此之外，在社會上各個角落裡尚有很多

人在默默付出不求回報，包括各類公益團體及教育、環保、醫療等志工皆是。他們

雖然參與的層次與方式各有不同，但犧牲奉獻的精

神都相同。今天我們能夠在這個安定與繁榮的社會

裡生活，我們應該惜福與感恩。       

因為有感恩的心，人與人之間沒有仇恨，不再

互相攻擊；因為有感恩的心，人與人之間有愛，會

彼此互相關懷。當台灣人民遭遇九二一大地震時，

愛心的捐款與物資來自國內外。當時接受資助的災

民必能感受到人間的溫暖，當災區重建完成，災民

重拾信心化悲憤為力量，將來有機會他們會回饋社

會，甚至回饋國際。愛是無國界的，我們可以捐錢幫助非洲飢民、捐贈物資幫助大

陸四川的災民，也可以透過紅十字會捐贈物資幫助國際上需要幫助的人。人在遭遇

苦難無助時，最容易喪志，我們若能及時伸出援手給予溫暖，就可以幫助這些人再

次有面對明天的勇氣。

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把感恩的心轉化為具體行動？我們可以對一個陌生人微笑；

我們可以向路過晨跑的大哥道下早安；我們可以在上、放學穿越十字路口時對交通

導護人員說聲：「謝謝您」；我們可以在教師節時獻上教師賀卡；我們可以在父親

節或母親節時寫一張感恩卡片。夕陽只會在黃昏時刻綻放光采，學會感恩，擁有一

顆感恩的心比任何事都重要。感恩的心就像美麗的花，隨時都可能盛開，當它盛開

時，看到的人會感受到幸福快樂。

Honor Board
※感恩的時刻 The Moment of Gratitude

榮譽榜Honor Board

 
校名

 97年最 96年最 95年最 94年最 
校名 科名

 97年最 96年最

  低分 低分 低分 低分   低分 低分

   公立高中                        公私立高中職

 國立武 
287 279 270 269

 國立桃 
職業類科 197-241 191-218

 陵高中     園農工

 國立中 
274 265 256 253

 國立中 綜合高中 234 228

 壢高中     壢高商 職業類科 211-217 208-237

 國立桃 
265 257 248 243

 國立中 
職業類科 205-208 208-210

 園高中     壢家商

 國立內 
261 252 244 241

 國立龍 
職業類科 189-205 185-215

 壢高中     潭農工

 國立陽 
250 241 233 230

 桃園私立 普通高中 203 225

 明高中     振聲高中 職業類科 143-159 146-162

 國立楊 
225 221 215 213

 桃園私立 普通高中 221 214

 梅高中     復旦高中 幼保科 120 122

 
縣立永

 
241 235 227 225

 
桃園私立

 普通高中 201 194

 
豐高中

     
新興高中

 綜合高中 166 167

       職業類科 144-187 138-188

 縣立平
 

248 240 231 229
 

桃園私立
 普通高中 203 190

 
鎮高中

     
育達高中

 綜合高中 140 146

       職業類科 150 125

 縣立南
 

234 229 222 219
 

桃園私立
 普通高中 201 190

 
崁高中

     
六和高中

 綜合高中 163 160

       職業類科 121 117

  
 資料來源：98彩繪亮麗人生

  桃園私立
 普通高中 186 181

      
治平高中

 綜合高中 182 187

       職業類科 100-143 100-142

※升學資訊

桃園縣97~94桃園縣97~94
登記分發入學錄取最低分

※98年多元入學管道流程圖：

※ 想知道更多升學資訊,請上教育部98年國中畢業生

多元進路宣導網站: http://140.124.3.186/junior/
index.php?page=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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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因你們而精采

活動剪影  Pictures of  Activities

新年祈福活動

生涯發展教育-認識工作世界、分站活動

校慶嘉年華義拍賣活動

參觀弘化懷幼院-體驗
感恩與惜福

本校管樂團和男聲合唱
團代表桃園縣參加全國
音樂比賽並榮獲佳績

三年級技藝教育學程暨
成果發表會

※感恩好站相連
                        The Gratitude Websites
◎公共電視台-感恩故事集 
http://www.pts.org.tw/~web02/gratefulness/

◎3Q心樂園 http://www.3q125.org.tw/

破曉之後  
◎ 109陳巧芸

風
停止吹拂。

畫面定格在此，永遠沉睡在黑色棺木中的容顏。

沒有蟲鳴，沒有啁啾，沒有微笑，只有斷斷續續的哭聲。

——今天是『感恩』的告別式。

「我從來沒有這麼難過。」

「少了他，我不認為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光明之處。」

穿的一襲黑洋裝的智慧坐在前方，她邊用著黑色手帕擦拭的眼淚，

邊輕聲的跟坐在自己旁邊、一臉五官突出的品德交談。

「⋯⋯」

品德清了清喉嚨，並沒有回話。

但交疊放在大腿上的雙手卻隱隱顫抖著，在褲子上揪起多片皺摺。

「你也是這麼認為的吧？」

「已經……沒有可以挽回的地方了。」

見品德沒有回話，智慧督了他一眼，隨後哀悽的將眼睛閉上。

長長睫毛掃過了塵埃，陰影投下。

後頭的哲學點起了菸，帽簷擋住了大半的表情。

他嘴角隱約在諷刺著什麼的微笑，又像是在悼念著什麼的苦笑。

「那混蛋…」

「就這樣一走了之，真的是很不理智的做法…」

他眼神望著緊閉的黑色棺木，語氣帶點責備的意味。

「他難道不知道……」

「世界若沒有了他，會是如此的腐敗麼？」

過長的菸灰落地後，

就像是破碎的希望一樣，隨風消散。

真理帶著黑色的面紗，站在最後一排。

她懷裡抱著號啕大哭的無垢，沒有表情的抬頭。

那灰茫茫的天際，頓時開始有一點點的白光。

「啊啊…要天亮了呢。」

「只是依現在這種情況，有這麼一點諷刺呢。」

一邊是陷入黑暗，一邊是走進光明。

多麼無言又強烈的對比。

「那傢伙…」

「可真是害死人不償命的傻蛋啊。」

隨後她哀悽的道。

閉上了那透徹的中國藍雙眼，並感覺到臉上滑過的一絲溫熱。

尾聲，他們開始紛紛獻花。

智慧率下罵了句白痴，便將花用力丟入棺木內，還發洩似的用力往

前一踢。

接著後面的品德則是輕輕的將花放下，語氣輕輕的說了聲再見，那

眉頭皺得很糾結。

而哲學依舊抽著菸，他把被捏的有些不美觀的花投入，什麼也沒有

說，只是意味深長的看了裡頭人一眼。

最後，真理牽起流淚的無垢的手，靜靜的來到了棺木前。大手跟小

手同時將花放掉，恰好落在那人的臉上。

「我們將永遠的緬懷他。」

「——這個叫『感恩』的傢伙。」

儀式結束之後，東方的天際泛起了淺淺的魚肚白。

然後瞬間，柔柔的光芒從雲層的隙縫中嘩啦嘩啦灑下。

——現在，是破曉之時。

曾經有人說過，破曉之後，希望就會來臨。

但為什麼現在的我們，心裡卻還是感到一絲絲寒意？

感恩
◎115葉松霖

一
粒米，能瀝出多少的汗水？一碗飯，能盛滿多少人的心血？一

桌飯菜，有人說，太鹹、太酸、太苦。但我嘗的出來，那鹹，

是汗流浹背醞釀下的汗鹹；那酸，是餐風宿露流露出的辛酸；那

苦，是稼穡艱難點滴來的辛苦；不管怎麼嘗，都甘之如飴。

這人生，像大海反覆無常。有的人，像漂浮不定的漁船，終日陷

進陰霾，只怨雨，為何砸在我身上，只怪風，總是與我作對。

他們看不到，陽光始終溫煦。只要簡單的「加」多一點感恩，

「減」少怨天尤人，頓時，那暖流像清泉般的湧入心中；那暖和的

光灑滿了心田。船，不再陷入風雨中；那飯菜，不再苦澀，甘甘

的，也甜甜的。

臉也不再抱怨，反而笑靨迎人。一起揚帆吧！乘著感恩的風，迎

向燦爛的人生。

我感謝
◎ 122袁珮如

看
著農夫在金黃色的稻田裡收割， 看著麵包師傅在廚房裡製作

麵包，仔細看著父母下班回來疲憊的面孔，仔細看著老師上

課專業的口語表情，我了解，他們付出都是為了我們。我喜歡身上

的衣服，我喜歡每天的三餐，我喜歡師長的勉勵，我喜歡溫暖的太

陽，我明白，都該滿足了⋯。

為甚麼有讓人放鬆的音樂？為甚麼有使人感動的文章？為甚麼有

吸引人的電視劇？為甚麼有讓人意想不到的科技？因為有人默默的

付出，卻又讓人不認識的無名英雄。音樂總是唱出心情，詞曲總是

寫出感情，節奏總是哼出感覺，

無名英雄一次的創作，讓多少人感動？每一天的早餐，吃出多少

感謝？每一天的午餐，吃出多少溫暖？每一晚的晚餐，吃出多少喜

歡？呼！總是有這些人在付出，是否該說聲謝謝？感謝老天讓我們

有這樣的世界、感謝太陽讓我們看到那彩虹、感謝月亮總是讓星星

陪著它，全部全部的感謝，盡在不言中。

感恩惜福心
◎ 112蔡佳君

如
果你問這世上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可能有人回答擁有財富，也

有可能有人回答手掌大權，但我會回答：「感恩」。

從小到大得天獨厚的我受到了許多人的關愛，或許是因擁有了太

多的愛，我開始不那麼在乎別人給我的種種事物，常把他人的給予

視為理所當然，不存著感恩的心，直到那個事件發生……。

那時為了上國中後的英文著想，我去上了英文補習班，因課程正

好是在晚餐時間，許多人要自理，但媽媽卻都幫我準備了美味可口

的便當，每次當我掀開盒蓋總是引來不少羨慕的眼光，在我心中總

漾起一股驕傲。但有一次，當我打開便當盒發現媽媽忘了幫我帶筷

子時，我居然打電話回家去向媽媽發脾氣，回到了家當然少不了一

陣責罵，但在責罵的過程媽媽還一度哽咽，使我看了也很自責，且

也領悟了媽媽為了我好的心。

我們從呱呱落地到撒手人寰都接受了他人的恩惠，但我們常將

別人為我們所做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還不滿意的嫌這裡不好

那裡不對，這時請你自己想一想，當你想為一個人付出時，那個人

卻連一句感謝的話都從未說出口，你的心裡是否感到傷心且不愉快

呢？再想一想如果那個接受恩惠的人是自己，你是否會說聲：「謝

謝！」呢？我希望你會，因為學會了感恩，你將會是個快樂的人，

學會了感恩，你也會是個幸福的人。

對方或許只因為你的感謝，而願為了你付出更多，這樣使雙方都

愉悅的方法誰不要呢？就怕你不說，就怕你不做，不要猶豫了！快

向為你犧牲奉獻的人說聲「謝謝」吧！

校長的話：「在順境中感恩，在逆境中依然心存喜樂，認真活在當下。」
The Principal,”Be grateful in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be optimistic in time of adversity; live seriously at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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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誰在歌唱「知足」

風在樹林稍吹奏著動人的樂章，跳躍的音符鼓動我們愉悅的心，

隨著節奏輕快的起伏，此際，我們乘著風的翅膀，在他的臂膀裡愉

悅的俯瞰大地；風捎來春天花香與活潑的氣息，味蕾貪婪地吸進天

地的靈氣，我們的身、心、靈沐浴在這濃馥的香之國度，好香，

好美，你感受到了嗎？一睜眼，看哪！這繁華的世界，不斷上演著

精彩的奇幻劇，帶著我們馳騁想像的翅膀，翱翔天際，品嚐這世間

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是否你曾想過？「每天可以

自在的呼吸—透過視覺、味覺、嗅覺、觸覺、聽覺、心覺，感受周

遭所發生一切，就該充滿感恩了！」如果缺少這「六覺」中的某一

樣，看不見美色、食不知味時，可能就要像《潛水鐘與蝴蝶》的作

者鮑比一樣問著：「在宇宙中，是否有一把鑰匙可以解開我的潛水

鐘？有沒有一列沒有終點的地下鐵？哪一種強勢貨幣可讓我買回自

由？」想到他，左眼的眨動，是和世界溝通的唯一窗口，此時回看

我們自身，是否覺得自己非常幸福？

某天，春寒料峭、陰霾的天空中，一隻白鷺絲頂著風雨，奮力地

向前飛，灰黑布幕中緩緩移動的小白點，呈現出一幅動人的生命畫

作，能徜徉在這美景中，能看見、聽見……是人生莫大的幸福。「有

一粒麥子在沃的田壤中裡，感謝金黃的陽光溫暖著他，感謝雨露滋

潤著他，感謝大地賜予他養分，他逐日茁壯，某日，他用盡全身

的氣力推開泥士，向世界大聲歡呼，讚美生命的喜悅與榮耀。另一

粒麥子，除了抱怨陽光像萬箭穿心般太傷他；還怨雨露太粗魯，濺

潑他一身高貴的衣裳，無法以高貴的姿態向世人展現他的英姿；更

怨覆蓋在身上的泥士千斤重，害他推不開來伸一伸身子，他就待在

黑暗的泥中抱怨、哭泣，以淚水澆灌、掩埋自身，見不到亮麗的陽

光」，「感恩的麥子」擁有無窮的能量，幫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大哲學家柏拉圖，一輩子沒有結婚，有人問他：「我要如何選

擇伴侶呢？」柏拉圖說：「你順著這條路走下去，路邊都種滿了稻

子，那一株稻子結得最大，就將它採下。」這個人沿著路走下去，

眼前所見都很大，但心中總想著，『前面還有更大的』，就這樣

一路走下去，最後沒有任何稻子了。」若當時是知足的，採了把稻

子，用心欣賞它的顏色，將其中的綠看在眼裡、看進心裡，把它變

成像音符一樣跳躍，像《小王子》一書中的小王子最後學會細心呵

護他的玫瑰花，或許他的心中就擁有稻浪萬頃。

二、以「虔敬、感謝」拓展我們的生命力

「虔敬」是對生命、財物、父母、長輩、自然、及別人權利與別

人信仰的尊重，從真正關心別人的感受中，調整內在的傲慢之心，

學會包容及敬重，用如此態度來待人接物，則於人或於己都是自尊

的提昇及心靈境界的成長。但人要「不自我、不自私」，學會「虔

敬」他人，是需要時間練習、與某種程度的成熟，才能看見成果，

為了學會這門課，首先要了解「能悔改」與「寬恕」、「懷恨在心

的無益與痛苦」這些價值觀——跟我的幸福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重要

性，將這價值觀放在心中時時提醒自己，自然「感恩」的心就油然

而生了。

簡單的說：一粒小蕃茄，農夫要照顧三、四個月左右才能收成，

惜福的人用感恩的心吃它，就等於吃進這宇宙間幸福的能量；浪費

的人把它當球玩，逞一時的「快樂」，卻在心中種下「頑劣」的種

子，「頑劣」一旦長成盤根錯節的大樹時，可能「勒死」你璀燦

的花朵。一個人對飲食的感謝，就等於是對出生為人的感謝，對活

著的感謝，以及對所有人的感謝。我想，沒有一人能獨活在這人間

吧！「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已是耳熟能詳的道理，若能體認

這個事實的人是幸福的，因你的心已如海洋般寬廣、如崇山峻嶺般

壯闊，讓我們就從用餐時對人、對食物的感恩幫助我們培養虔敬、

尊敬的心吧。

 三、面對逆境時，感謝它吧！

人際相處難免有衝突，當別人對我們提出建議時，該感謝對方

願意冒著被「仇恨」的危險，對我們提出建言；所以，有怒氣時，

正好是自我反省及調整、磨鍊心性的好時機。感恩的價值觀是什

麼？我把它定義為「正念、感謝」。「正念」就是凡事朝正向看，

將一切的不如意看成是上天給我們學習的機會，如此，心中自會有

感恩的心，以真誠的感激回報給曾幫助和愛我們的人，我們的心靈

將會變得更高貴；反之，忘恩負義，則是可恥的，怨恨、排斥、逃

避使情況愈糟，可能讓我們裹上更厚的壞運氣。「感恩」同時也是

體諒、自信、積極的心，美國的前總統雷根，每年他的夫人南茜生

日，他都會送一束鮮花南茜的母親，在賀卡上寫著：「感謝您生養

了南茜」，這種感恩的心，或許是他獲得連任總統的原因之一吧！

此時，問問我們自己，今日我「感恩了阿嬤、阿公、母親、父親、

師長、學校、朋友了嗎？」如果我們每天有修此「感恩禪」，相信

我們的心中會開滿快樂的花朵，其中滿布的芬芳必渲染週遭的人

群，如海洋般寬廣且喜樂的心，將為我們帶來更快樂的日子。美國

總統林肯成功後的歲月裡，常說：「我的一切，都發端於我天使般

的母親——生母陪伴他過艱苦的童年，培育他正直、勤勞的特質讓

他受好的教育；繼母則用全心的愛，教育他、幫助他，支持他成為

一代偉人」，他心中的感恩信念，幫他登上生命的頂峰。

《美廲人生》一片羅貝多貝里尼導演得獎時說：「感謝父母送他

最大的禮物是——貧窮」，在困境中，他像水牛般埋頭努力，忘了

「苦」存在，走過了物質的貧苦，卻造就了心靈的富足，心中愈充

滿感恩他人，將有更強的能量挹注入我們的生命長河中，更可快速

達成我們心中的想望。

不管對什麼，若要了解，就必須注視、傾聽、感知，這需要一段

時間的鍛鍊。

不知感恩的人，是因太驕傲、自私，以自我為中心，易因此否定

別人的能力。能超越「自尊」和過度的「優越感」，就能單純為別

人付出，是高尚的人品。

《秘密》書中，華勒思．華特斯說：「許多人以各種方式將自

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但卻仍活在貧窮之中，只因他自缺少了感

恩。」心中常存知足感恩，你就是世界最大的富翁。《獃子伊凡》

書中的伊凡，財產大部分都被哥哥拿走，他只分到貧瘠的士地，他

一樣努力工作，當他貪婪的哥哥們被小魔鬼整得傾家蕩產後來投靠

他，他大嫂厚顏的嫌他臭，不願和他同桌吃飯，他一樣歡欣的拿

著飯團離開自己的家去馬廄裡吃，他常說：「好啊！有什麼不好

呢！」「願上帝保佑你！」因此所有大、 小魔鬼都整不了他，還在

他的祈祝中鑽入土裡消失了，他反而是兄弟中最富有的人。

感謝您耐心讀完這篇文章，在此僅以三個口訣送給親愛的您：

「富足心」、「感恩心」、「歡喜心」，願您常沐浴在歡樂中。

時光飛逝，轉眼間三年級同學只剩幾十天就要畢業了，老師今年

也是畢業班導師，回憶點點滴滴，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老師要感謝

自己班上的同學，這三年來在整潔、秩序、課業上都能與老師充分

配合，表現良好，讓大家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這幾年由於媒體影

響力的無遠弗屆，娛樂八卦成為生活主流，同學受到時下歌唱選秀

節目中，「毒舌」評審風格的影響，習慣以譏諷謾罵方式與師長同

學應對，彷彿別人一無是處，最後變得言語乏味、面目可憎而不自

知。這是老師所深感憂心的。

每個人除了父母、師長、朋友之外，一定有值得感謝的對象，老

師也不例外。如果要說是比較奇特的經驗，在這裡提供一則與大家

分享：

多年前老師在屏東當兵，擔任預官輔導長。有一天下午奉命搭乘

吉普車，送一位弟兄去高雄縣旗山鎮某單位受訓。車子開到半途突

然拋錨，不得已只好改搭高雄客運前往。當時因為感冒身體違和，

一路上頭昏眼花，等到完成報到手續後，已是黃昏時分。我頭昏腦

脹的走到車站，打算坐車到高雄市，未經詳察，跳上一班公車便沉

沉睡去，不料卻搭上反方向路線的公車，一路直奔一處山城－－甲

仙鄉。直到被司機叫醒時，已經是終點站，而這班又是末班車，沒

有公車去高雄了。

當時天空下著小雨，我佇立街頭，全身早已溼透，又在發燒，

而渾身上下僅剩一百元，逼不得已只好學老外，沿路招手搭便車。

就在絕望之際，一輛破爛的小貨車嘎然停下，我不疑有他，毫不猶

豫的跳上車去，並對車主連聲道謝。仔細端詳，車主嚼著檳榔，蓬

頭垢面，面目黧黑，衣衫破舊。他問我為何在雨夜裡佇立街頭，為

了感激他的善意，我說明原委，但也好奇他為何願意搭載陌生人。

他表示對軍人很尊敬，並無戒心，當看見我軍服的右胸口繡著傘徽

（象徵受過跳傘訓練）之後，更加有好感，因為他也是傘兵退伍。

我問他為何深夜出城，他表示要到高雄載貨。其間我望向窗外，沿

途山路蜿蜒、一片漆黑，只見車燈稀疏，魚貫入山，並不見出城車

輛，心中不禁暗自慶幸，冥冥之中彷彿是老天爺派了一輛專車來解

救我！否則今夜不知要流落何處了。

一路上他抱怨著退伍之後謀生不易，仍嚮往軍旅生涯的穩定，

想回部隊又不被軍方接受，言談中充滿著落寞遺憾。我安慰他人生

要往前看，不要洩氣，將來仍大有可為。一路上相談甚歡，不知不

覺車已開到高雄。我對他說，你把我載到高雄市已是大恩大德，我

自行搭車回屏東即可。他說相逢就是有緣，索性好人做到底，直接

載我回營區。等到抵達營區門口，已是午夜時分，我感激莫名，將

口袋中僅剩的一百元塞給他，請他不要嫌棄，去買些香菸檳榔，最

後彼此互道珍重離去。進入營區後，拖著蹣跚的步伐，三步併做兩

步，直奔房間，不管還在發燒，倒頭就睡。等到第二天清晨醒來，

感冒居然不藥而癒！昨日種種，有如夢境！

這段回憶已放在心中十幾年了，不知道這位大哥別後是否無恙？

感謝您當年的搭救之恩，祝您平安順利！古人說：「施恩慎勿念、

受施慎勿忘」，你是否有需要感謝的人呢？不要忘記及時道謝喔！

如果不知道是誰，就去幫助更多的人吧！

感恩
惜福

｜胡復興老師

    

The Heart of Gratitude

賴淑美老師

感恩的樂章

感恩的樂章

※心理測驗
你知道「青鳥原來就在身邊」嗎？

Ｑ:�在一個氣候宜人舒爽的夏夜裡，你一個人到

公園散步，走著走著忽然看到前方的路上有

個被布半遮半掩的東西，請問那是什麼？

A.珠寶首飾 B.錶 C.黃金 D.錢
結果分析：

選A的人：
你的心態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樣，若已

處於世俗標準的幸福裡，必然會顯露得

意洋洋的神情，但只要稍有不幸或不順的

事發生，立刻跌入無底深淵，如同世界末

日，是一個不懂得感恩、惜福的人。

選B的人
你是會自己尋求幸福的人，別人所認為的

幸福不一定適用於你，但你並不會因此而

滿是藉口地抱怨，反而會更積極去追求和

感受，其實在你釋懷的同時，幸福就已經

在你心中了。

選C的人
你是一個知足常樂、懂得感恩的人，即使

老天為你安排的命運充滿各種困難的挑

戰，你仍然可以甘之如飴地過下去，沒有

怨言也沒有非份之想，只要得到一點點幸

福就可以快樂好久。

選D的人
即使你已有金山銀山，仍覺得錢不夠多；

即使你已被溫暖重重包圍，仍覺得有人對

自己不夠好，不知足的程度簡直到了貪婪

的地步，然而究其原因，根本是自己把心

封閉，拒絕幸福的到訪。

（摘錄自www.wretch.cc/blog/f7412102002/2250454）

※感恩排行榜

最熱門的感恩人物

 名次 排行項目 感恩次數 比例

 1 父母 459次 22%
 2 伴侶 324次 16%
 3 其他 236次 11%
 4 同事 184次 9%

 5 師長 147次 7%

 6 同學 135次 6%

 7 兄弟姐妹 101次 5%

 8 晚輩親戚 85次 4%

 9 感恩友 66次 3%

 10 其他同儕 62次 3%

 11 長輩親戚 55次 3%

 12 密友 53次 3%

 13 商店老闆 33次 2%

 14 下屬 27次 1%

 15 鄰居 27次 1%

 16 同輩親戚 21次 1%

 17 主管 19次 1%

 18 醫生 19次 1%

 19 客戶 17次 1%

 20 商店店員 16次 1%

（資料來源:3Q心樂園

     http://www.3q125.org.tw/arpage.aspx?PageID=AR003540-CT0031）

感恩的心

俗
話說：「受人點水之恩，必當湧泉之報」這是每個人都應知

道的道理，然而多數人僅僅只是知道，卻很少能身體力行，

因此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就要立即付諸行動，感恩從最基本的原點

做起，就是從孝順父母開始，即使只是一句發自心底的謝謝，也是

報恩最簡單且最基本的方式喔！

一生中，我最要感謝的人就是父母，父母自我一出生就無微不

至的照顧我，不讓我受到絲毫的傷害，在我牙牙學語時，就開始砸

下許多教育費、補習費……，但我有時候卻不以為然，覺得父母照顧

我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這真是再錯誤也不過的心態。所以

我們應該要對父母常懷一顆感恩的心，並且知恩圖報。前幾天，我

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篇感人的報導，有一位女子的母親因肝硬化而

陷入昏迷，這位女子出自於一片孝心要捐肝給母親，但就在手術之

前，他的母親已離開人世間了，老天真愛造化弄人啊！這篇報導給

我一個極大的悸動：何苦在失去之際才明白對方的重要呢?「樹欲靜

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我在當中真實明白了愛要及時。

  此外，我真該好好感謝從小到大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因為有你

們用心的教導，讓我學到許多課外的知識。因為有你們的循循善

誘，讓我的行為不會偏差。俗話說：「一日之師，終身為父」，你

們對待所有學生，就像是照顧自己孩子般，有耐心、因材施教、有

教無類，付出許多精神與勞力在我們身上，讓我們成長茁壯，將來

必能成為國家社會之棟樑。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朋友和我一同切磋功課，討論課

外知識，「朋友就像一面鏡子，能讓我們察覺到自己還需要學習的

地方；朋友如同一扇門，能讓我們開啟不同的視野，讓我們的世界

更加寬闊。」它讓我看到自己身上的優缺點，優點繼續保持，缺點

就能引以為戒，努力改進，所以，我要感謝我的朋友，他們讓我看

到自己的錯誤，不會讓我一錯再錯，並且耐心陪伴、扶持，這樣的

朋友是一生的祝福。

  「吃水果，拜樹頭，吃米飯，敬鋤頭」對物要珍惜，對事要盡

心，對人要感恩，我要感恩父母、老師和朋友們，一路走來有你們

相隨，我由衷的感謝你們。

．103｜王映婷

一杯咖啡

在
國外，咖啡就像台灣的

茶一樣普遍，一杯35元、

50元甚至貴到120元的咖啡比比皆

是，但你知道其中有一家店販賣的是

「愛的咖啡」，人潮絡繹不絕，不是它特

別好喝或特別便宜，而是……在美國的這個小鎮裡，有

跟「得來速」領餐方式很相同的咖啡銷售方式，顧客如流水般通過

取餐窗口，這種以快速和方便為目的的店竟然會塞車！更奇特的現

象是——沒有一位駕駛為眼前的塞車抱怨、憤怒、爭吵……，也許你

心中會納悶：「是效率太差嗎？」「可怎麼又無人抱怨呢？」真正

塞車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前一位客人心血來潮的想送下一位客人

一杯咖啡，想要在這種寒冷的經濟風暴下，送給別人一點溫暖和快

樂，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散播更多歡笑，而被請的人開心之餘也

效法了，就這樣一個接一個擠得水洩不通，但是，每個人的心卻都

暖洋洋的，臉上展現富足的喜樂。

說真的，一杯咖啡有多貴？但當他在這種經濟風暴侵襲，以這種

特別的方式送到你手中時，那股溫暖從胃湧向全身，它所代表的價

值和影響，可以比幾億美元的紓困案，更有效的溫暖人心，為人與

人之間點上盞盞的光明燈，在人們心中值下感恩和喜樂的種子，種

子萌芽，驅使著人們互助、互愛，驅使著人們去感恩、去珍惜所擁

有的一切，驅使著人們去努力、去相信能夠在這場暴風裡挺下來，

迎接璀璨的未來，而不是無止盡的抱怨、謾罵和敵視，而是攜手解

決和面對這場所有人共同的難題。

從一杯咖啡裡，我們不只可以看見友愛的芳醇，更該從這裡去好

好省思自己，當別人寬大的將自己的愛無私的分給一位身為陌生的

你時，當他用一杯咖啡把愛傳給你時，你能夠因他的好意而愉快，

但反觀己身，我們怎能對包辦我們食衣住行而不求回報的父母惡言

相向呢？他給我們的是比一杯咖啡還要多千倍的關愛，我們能渾然

無所覺嗎？甚至只因為一點小事就負氣離家？難道僅僅只是因為他

們的「默默付出」讓你感受不到？又或者是因為你根本不曾好好的

想過？總是忽略現有幸福而不自知，是這樣嗎？不要總是抱怨身邊

的人沒有給你愛和關心，他們所付出的愛絕對超乎你的想像，但要

體悟其中的「愛」，首先，你必須要靜下心細細的品嘗，像喝一杯

咖啡一樣，在苦澀中找出那種令人迷戀的滋味，在「愛之深、責之

切」的教育裡，一點一滴的去發現他們的愛。

一杯香濃而道地的咖啡，需由香氣、味道、顏色來用心品味它，

而深愛我們的祖父母、父母、師長、親友，將大愛、小愛都濃縮在

杯杯芳醇的「善言咖啡」裡，我們能不用知足、感恩的心細細去品

味它嗎？相信此刻的你早已陶醉在其中濃得化不開的香醇及無盡的

愛之中了。

．208｜吳逸軒

感恩惜福心

感
恩惜福的心，是體驗人生另一種境界的感受，我們要知恩珍

惜才會感恩惜福，我們不僅要飲水思源還要幫助別人，成為

被感恩的對象，處處要充滿感恩的香氛，讓世界瀰漫著感恩的溫

馨，讓地球漸至佳境溫馨祥和，因為我們都有感恩惜福的心。

感恩有兩種，第一是實際去做：例如我們學校經常推出許多感恩

及祈福的活動，全校都充滿歡樂及溫暖的氣息，令我印像最深刻的

是「彩繪橘子的活動」，因為橘子象徵圓滿大吉大利，最重要的是

寫在上面的感恩及祈福的祝福語，字字句句都是因為內心感恩而寫

出來的，如此感動人心。

第二是心靈上的感恩：一句發自內心的感謝話語勝過千言萬語，

口口聲聲說謝謝，如果不是心甘情願不如不要說，真誠發自內心所

表現出來的感謝，是如此的虔誠令人感動，就像田裡的稻穗，因為

受到許多恩惠，陽光、空氣、水、土壤以及農夫一點一滴的愛心，

稻穗們一一垂下頭來磕頭致謝，而且心裡還包著白玉般的感恩，我

們要像稻穗一樣滿懷感恩，學會虛心表達感恩。

害人之心不可有，感恩真心不可無，時常感恩不分大小，好比吃

果子拜樹頭，因為虔誠地拜下次才有的吃，從古至今不變的道理，

對他人感恩，學會付出不求回報，將幫助別人的心散播全世界。

．210｜宋宥賢

感恩的心

當
在夏日炎炎的午後，看著勤奮有力的父親在耕田時，你能心

安理得嗎？當在寒天雪地的夜晚，看著雙手發紫的母親在洗

衣服時，你能不為之震撼嗎？當在安然得坐在公車上，看著弱不禁

風的老人站在你面前，你能無動於衷嗎？當你有一顆感恩的心，它

能使你有一種別樣的幸福感。

如果你不關心父母、忤逆長輩、不為幫家裡分擔一些家務現象，

您是否似曾相識呢？

在物質生活富裕的這一天，許多人都不懂得怎麼感恩，不懂得

怎麼珍惜幸福生活。只知道依賴父母，而不懂得感恩他們、回報他

們。其實，自然界中還是知道感恩。大海給魚兒遼闊的天空，因為

感恩，魚兒給大海一片生機；天空給鳥兒一片可以翱翔的領空，因

為感恩，鳥兒給天空一處美麗；大地給樹木肥沃的土壤，因為感

恩，樹木反贈給大地一絲絲陰涼，況且我們人類呢？

我們都學過海倫．凱勒的故事，從小失明，他沒有因此而埋怨

他的父母親沒有給她一副健全的身體，就是因為她一顆純潔的感恩

心，而因此沒有怨天尤人，她感謝父親、母親給她生命，他用筆寫

下一部部的經典文學回報社會和她的雙親。正因為她擁有感恩的

心，海倫．凱勒才越挫越勇變得更加堅強、勇敢，正是因為感恩，

她才體會到人生的快樂。

感恩並不是你們想像的難，只要懷有感恩心，珍惜現有的幸福，

就算為一點點的快樂也可以讓人覺得很幸福。

．215｜甘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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