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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ld’s character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family 
education, so it is for su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everybody 
in his growth. Making your children do some housework will 
inspire responsibility, empathy, confidence, achievement and 
enthusiasm in them. The advantages are numerous. Share 
with your kids in some chores timely. You may learn that it is 
the entry to their creativity. Surely, applause might enhance the 
efficacy.

Reading with your kids is a good way to develop a cheerful 
family. “Accompanying” may lead to the bet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embers. By reading together, you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mmunicate with your family and catch 
on each other’s thought effectively. Also, teaching is learning. 
Actually your involvement with kids makes not only them but 
you parents enrich the life and grow up joyfully. 

Then, the body language, “Hug,” will let your children realize 
your genuine love. Giving a hug or a pat on shoulders without 
any words may make your children feel secure,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Money is not everything. The material award 
easily develops a comparison mindset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material desire. At times, the gracious language award is also 
good occasional education. 

Besides, “Listening” builds up pleasa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ry to keep your ears open to kids’ heart often and 
know what they think of. 

Sometimes I hear certain parents complain, “To offer better 
living surroundings for my kids, we work hard. However, their 
laziness and unsatisfactory ambition on schoolwork make 
us frustrated!” Well, this stressful concern might just get 
the counter-effect back. In fact, more positiv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such as sharing chores, accompanying, listening, 
reading with kids, hug, praise, and support, bring about 
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your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closely. Attempt to do 
these and you will find out the marvelous outcome of your 
efforts.

家庭教育之良窳是孩子品格教育的基礎，給孩

子家事做更能啟迪其責任心、同理心、自信心以

及成就感、愛整潔、勤服務…等，好處不勝枚

舉，在在都是調教孩子成為良好品德的好機會。

以往曾看到報紙上談論家長為了不讓孩子在學校

打掃廁所，甚且建議外包清潔公司代勞，剝奪了

孩子學習、成長（包括心靈上）的機會。諸不知

「愛之適足以害之」的道理，視家中灑掃工作為

粗鄙事，好可惜！讓孩子適度的分擔家事吧！你

會發現他們充滿了創意！再來點掌聲效果更好。

親子共讀也是培養家庭和樂氣氛的好方法，更

可以明白相互的想法，了解每個人不同的、獨特

的思考模式，能更多面向的看待一件事，也更能

接納他人的想法。「陪伴」能讓家人感情更融

洽，尤其是陪著孩子成長，事實上是給自己再一

次成長的機會。舉個我自己的親身經驗吧！好幾

次為了督促孩子背英文單字，逐字聽他背誦，結

果自己也多記了許多以前不曾讀過的單字，想不

到出國旅遊時還派上用場，真可謂一舉兩得。

「擁抱」這種肢體語言會讓孩子更能體會你真

誠的愛，一個擁抱或拍拍肩膀，一切都在不言

中，孩子會知道你能了解他、認同他、接納他、

鼓勵他。金錢不是萬能的，物質的鼓勵容易造

成比較及物慾的提升。還有善用優美的語言做獎

賞，也是機會教育。

常常「傾聽」孩子說話，才能知道他在想什

麼？他得到了多少家庭、學校、社會給他的影

響，價值觀又是如何？「傾聽」能促進良好的親

子關係，多聽聽孩子的想法，他們也會有獨到的

見解，不要以為只有大人想法才是成熟的、周到

的、有創意的。孩子敏銳的感覺，常常會發現我

們不曾發現的盲點。

有時候會聽到部分的家長這麼說：「為了讓

他吃好的、穿好的，我辛苦苦工作，他卻不

知好好努力讀書，枉費我這麼辛苦！！」，真

的！讓人覺得這種關愛有好大的壓力，大得令

人窒息，其實，分擔家事、陪伴、傾聽、親子

共讀、擁抱、讚美、支持等等，都是好的親子

互動。你會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孩子也會

成為你的生命中的貴人。希望這些方法能促進

每對親子關係和樂融融。試試看效果不錯的

啦！

（一）地震發生時如果身處室內

◎如果正在煮東西，應立刻關上爐

火，以免發生火災。

◎趕緊躲在堅固的桌下或牆角，並

保護頭部，以防燈具、吊扇…等懸吊

物或玻璃、雜物掉落。

◎千萬不可躲在玻璃窗邊，小心玻

璃震破傷人，而且玻璃碎片的飛散距

離甚至可長達數百英呎。

◎遠離衣櫃、書櫃、櫥櫃、酒櫃、

書架、鋼琴、電視機…等傢俱、家

電，以免搖晃倒塌造成傷害。

◎打開大門，以防大門因建築物變

型，造成逃生阻礙。

◎發生地震切勿慌忙外出。避難

時，一定要穿鞋及戴上安全帽，並記

得攜帶「緊  急避難包」。

◎逃生時，應走樓梯，不可搭乘電

梯，以免受困。

◎若地震時，剛好在電梯中，應將

電梯停在最近的樓層並且快速離開。

（二）地震發生時如果身處室外

◎應小心路樹倒塌、電線掉落，以

及招牌、冷氣機、花盆、屋瓦、碎玻

璃…等物  品砸落；並應遠離工地、

電線桿、圍牆…等區域。

◎若附近有堅固的建物，應到建物

內避難。

◎切勿靠近已有損害的建築物，以

免危險。

◎應遠離懸崖峭壁，小心落石、山崩。

◎在海邊及河口應儘速遠離並往高

處避難，以防海嘯來襲。

◎在開車中行駛中，切勿慌忙減

速，應慢慢將速度降下來，打開警示

燈，提醒周  遭車輛注意。並將車輛慢

慢減速停靠路旁，要特別注意，小心招

牌等掉落物。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時，應立即緊

握扶手或吊環，車停後聽從站務人員

避難疏散。

◎在公共場所應遵從相關人員的指

示避難。

◎行動時要保持鎮靜，切勿慌忙衝撞。

班級 姓名 志願學校 班級 姓名 志願學校

302 廖女肯卉 武陵高中 備1 314 許語婷 南崁高中 備1
312 陳韻佳 武陵高中 302 張妤慈 大園高中

312 蔡佳君 武陵高中 302 戴瑋群 大園高中

302 鄧義臻 中壢高中 302 劉羽容 大園高中

311 李靜雯 中壢高中 304 賴子程 大園高中

312 許顥庭 中壢高中 306 莊雅晴 大園高中

312 許庭晏 中壢高中 306 黃美群 大園高中

312 蔡明嘉 中壢高中 306 陳巧芸 大園高中

313 蕭郁葶 中壢高中 306 陳彥翰 大園高中

314 陳瑞晟 中壢高中 306 陳宇謙 大園高中

311 余雅琳 桃園高中 306 許柏旋 大園高中

312 鄧思妤 桃園高中 308 張  雁 大園高中

314 陳曉婷 桃園高中 312 簡仕昊 大園高中

314 游欣穎 桃園高中 313 吳映璇 大園高中

316 張佳如 桃園高中 313 陳信宏 大園高中

306 賴雅晴 內壢高中 313 李彥霖 大園高中

306 張瀞文 內壢高中 314 黃雯暄 大園高中

312 許若琳 內壢高中 314 李佳茵 大園高中

312 洪婷融 內壢高中 314 陳芷昀 大園高中

313 陳浩東 內壢高中 314 許欣瑜 大園高中

323 邱雅萍 內壢高中 314 張承暄 大園高中

302 薛柏群 陽明高中 316 游鳳如 大園高中

306 陳璟萱 陽明高中 316 黃柏哲 大園高中

311 洪思婷 陽明高中 316 王昱翔 大園高中

312 呂紹綺 陽明高中 316 游明宗 大園高中

312 陳立瑀 陽明高中 316 游雅淇 大園高中

312 彭瑀薇 陽明高中 316 郭品辰 大園高中

314 湯志翔 陽明高中 317 劉祖君 大園高中

316 羅元亭 陽明高中 302 游舒亘
壽山高中

國際貿易科

306 溫婉筑 南崁高中 314 許明達 壽山高中普通科

312 鍾  良 南崁高中

自閉症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普遍說法是不明原因的先天性腦部功能受損導

致發展障礙，通常在幼兒二歲之前就能夠被發現。男性是女性的三至四倍。

台大兒心科宋維村醫師提到，自閉兒通常有一套特殊的行為模式： 

一、 人際關係障礙：在一般幼兒的發育成長過程中，很自然會對人(尤其是媽

媽)產生依賴、黏膩，渴望被呵護、擁抱。但自閉兒幾乎沒有這方面的需

求，他們不像一般小嬰兒會手舞足蹈的想要人抱，他們不理人，不看人，

叫也沒有反應，總是自己玩自己的。 

二、 語言發展障礙：自閉兒通常有嚴重的語言和溝通障礙，大約有五○%的自

閉兒沒有溝通性的語言，有語言的自閉兒通常也具備鸚鵡式的仿說、代名

詞反轉、答非所問、語音單調缺乏變化等特徵。 

三、 固執持續行為：自閉兒有固持行為，比如，只吃固定的東西，坐固定的地

方吃飯，睡固定的位置，蓋固定的棉被等。他們不能接受生活細節的改

變，有時連出門散步，都一定要走同樣的路線。如果一有改變，他們就會

焦躁不安，又哭又鬧。

參考書籍：

《自閉症兒童的治療與教育》:  作者：黃金源、賴碧美、謝宛陵、許素真、鄭秀真、李一

飛等；出版社：心理

《自閉兒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  作者：愛倫．諾波姆；原文作者：Ellen Notbohm；譯

者：鄭淑芬；出版社：久周出版
◎檢查玻璃是否破損，並且避開玻

璃碎片。

◎檢查瓦斯管線是否受損，若有漏

氣，應立即關上瓦斯開關，並應輕輕

打開窗戶讓瓦斯飄散，以及通知消防

隊與瓦斯公司（瓦斯行）派員處理。

（※聞到瓦斯味，千萬不可使用火

柴、手電筒、以及開、關任何電器，

也不可插、拔插頭，以免產生火花引

起爆炸。）

◎檢查電線是否受損，若有斷裂，

應關掉電源，以免火災。

◎檢查水管是否受損，若有毀壞，

應將自來水總開關關閉。

◎檢查冷氣、商店招牌是否鬆脫。

◎地震災害發生後，大家都會擔心

家人及朋友，人人也都想打電話報平

安，因此災後使用電話務必長話短

說，以保持通訊暢通。

◎請由收音機或電視掌握正確資

訊，切勿道聽途說造成恐慌。

◎震後建物若有嚴重傾斜、沉陷或

梁柱、外牆較大裂縫、混泥土剝裂、

鋼筋外露、門窗變形或隔間牆嚴重裂

損、錯位（裂縫寬度02.公分以上），

應請專業人員評估進行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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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互動

地震發生時的應變

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大園國中99學年度
免試升學薦送高中名單

災後應注意事項

好處多輔導主任  李秋姿主任

More Positiv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Better Parent-child Relation

得獎項目 得獎人 指導老師

第四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桃園區初賽國中八年級組佳作 223沈欹凡 夏筠舒老師

桃園縣99年度原住民說唱藝術比賽國中組獨唱第一名 301林思穎 柯桂香老師

桃園縣99年度原住民說唱藝術比賽國中組獨唱第二名 204陳翰葳 柯桂香老師

全國美術比賽桃園北區初賽西畫類國中普通組第一名 215賴俊諺 顏貽鈞老師

全國美術比賽桃園北區初賽西畫類國中普通組佳作 203林彥翔 陳子煜老師

通過99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英語資優學生鑑定
101侯貿翔

117黃仁俊

通過99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數理資優學生鑑定

116簡亦萱   
110黃柏元   
111江孟儒   
116陳奕誠

榮獲第十二屆開平主廚盃親子組創意炒飯烹飪大賽冠軍 305劉小榕 莊依鈴老師

榮獲清華高中舉辦烘焙王蛋糕裝飾比賽佳作

317張圓志

318徐筱閔

315謝欣蓉

莊依鈴老師

 「桃園縣99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計畫—動力海洋海洋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佳作
李淯瑋老師

國防部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教案甄選」中小學社會類佳作 梁雅琳老師

本校男聲合唱團榮獲「99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男聲合唱」優等 柯桂香老師

本校榮獲「桃園縣99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辦理弟子規讀經活動實施

計畫」優等

榮獲「99學年度推動本土語言教學訪視」-國中績優學校

榮獲「桃園縣99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桃園閱讀磐石

學校國中組」優等

本校管樂團參加「桃園縣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國中組桃園北區優等

通過「閱讀桃花源—99年度閱讀推動績優學校」

本校男聲合唱團榮獲「99年度桃園縣音樂比賽男聲合唱」第一名

（優等）

榮譽榜榮譽榜

多元升學管道流程圖
國中應屆(非應屆)畢業

免試升學
(薦送、申請、學區登記)

參加第一次基測

參加第二次基測

登記分發入學

申請入學 甄選入學

高中 高職 五專

高中 高職高中
(綜合高中)

兩次基測皆參加者，電腦將自動選擇較優一次決定登記分發志願的結果。

未錄取者或放棄報到者

請特別注意！校內集體報名截止日另行公告!!

高職 五專

高中 高職 五專

我被霸凌了該怎麼辦？

大園國中99學年度
免試升學薦送高中名單

江雨芳老師譯

支援管道 處置

向導師、家長反映
（導師公布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予學生及家長）
反霸凌專線：0800775889
訓導處專線：03-3862029-31～33
輔導室專線：03-3862029-61
潮音派出所：03-3862314
家暴中心：113
少年隊：03-3472005
校外會：03-3398585

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

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如附表）

向教育部24小時專線投訴（0800200885）

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每學期
辦理不記名生活問卷。
學校：每年4月及10月各辦理一
次記名或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

其它（警察、好同學、好朋友） 向學校反映

偏差行為輔導
（導師、家長）

啟動霸凌輔導機制

校園霸凌評
估會議確認

降低校園霸凌學校實施策略：
 1、於各公開場合或集會加強宣導
 2、加強課間巡邏
 3、配合校園問卷調查結果針對疑似霸凌情形進行調查及處理
 4、建立高危險學生名單於暑假進行輔導
 5、配合警政單位入校宣導法令暨高危險學生協商會議
 6、配合輔導室認輔制度針對高危險學生安排認輔教師
 7、 99學年度申請少年隊辦理青少年籃球營活動，藉由運動轉移及培養學生

休閒專長
 8、透過親職教育日及親師座談進行雙向溝通。
 9、藉由推動「品格榮譽卡」制度建立學生榮譽感、正義感，降低霸凌現象。
10、 配合縣警察局辦理特定學生團體輔導課程，藉以導正學生觀念降低校園霸

凌事件。（本學期首次開辦）

大園國中教育儲蓄戶 將您的愛心播送出去！
本校教育儲蓄戶經過層層把關審核，能將各界所捐助的善款，確實撥(轉帳)給家境

困難需要幫助的學生，使其能順利就學，若有意捐款的善心人士，請與本校出納組 
(03-3862029-55許組長)聯繫本校教育儲蓄戶帳號，本校將以最快速度透過轉帳方式(減
少學生與家長不必要的等候與舟車勞頓)，將學生所需補助轉帳至需要幫助的學生。再

次感謝各方人士對弱勢孩子的關心。

本校教育儲戶資料如下：

大園鄉農會：6080055
帳號：01607000094620

戶名：桃園縣立大園國民中學教育儲蓄專戶

認識「自閉症」認識「自閉症」

教務處

訓導處

輔導處

總務處

校長的話：「鼓勵大家能多問安、多感謝、多做好事」To encourage people to care more, appreciate more and do more decent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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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書 
207 陳珈珮

在剛進國中時，初次到學校圖書館借了一本

書，書名是雨阿，請你到非洲，這本書是我看過

的書中，令我最感動的一本書。

書中描述的是一位韓國女星金惠子在探訪衣

索比亞的過程，看到那裡的內亂頻繁，可是那

邊每一個孩子都散發出美麗的笑容，瞳孔中似

乎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多麼盼望幸福與祥和

就降臨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其中有一段描

述讓我感到生命竟然是如此不值，因為戰爭，

那裡的婦女和小孩們幾乎都被敵方俘虜，好幾

次把槍口對準小孩的腦袋，就為了要脅那裡的

人，甚至可能會狠狠的開上一槍…這本書中的

種種描述，都讓我覺得，我所出生的地方，是

這麼的安祥平和，比起那裏的槍林彈雨好的太

多了，我們難道不滿足嗎?我常常在想，我們和

非洲的小孩有什麼不同?想來想去，唯一讓我

覺得不同的地方就是，非洲的小孩很堅強，比

起我們這些草莓族，抗壓性要強多了，還有最

重要的一點，那邊的孩子可能比我們還要惜福

吧，可想而知，要喝到一杯乾淨的水對他們來

說是何等不容易?我們竟然還能夠奢侈的用水做

那麼多的事，假如我們到那裡生活，可能一天

都活不下去吧！而在這個世界上，常聽到有人

喊著自己不幸福，我真想大聲的對那些人說：

「在大聲吶喊自己不幸福之前，請先想想在非

洲的同胞吧 !」……我們，其實已經很幸福了，

千萬別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走在路上，我常會看到每戶人家的路邊都會

擺著一個桶子，而那個桶子裝的就是我們平常不

重視的「廚餘」，每經過一個路段幾乎都會有一

桶，常常都是滿滿的狀態，我常會想，到底是

做什麼需要倒掉這麼多的菜呢?說是骨頭也就算

了，居然還會看到裡頭有米飯 !  這是怎麼回事? 

我的心裡不免起了一些懷疑，難道食物就真的這

麼不值錢嗎? 吃不完的就倒掉，想想那是農夫辛

苦多久、流了多少汗水的結晶啊！…再想想身

處在非洲的小孩，一碗飯，對他們來說是多麼奢

侈的東西，在你倒掉吃剩的食物中，真的很難想

像還有多少人餓著肚子等著別人來救濟他們，給

他們飯吃，而我們卻能夠這麼坦蕩蕩的就把飯菜

倒在廚餘桶裡…我心中不免也默默的替那些人祈

禱，希望他們能夠減少廚餘的浪費，哪怕是一湯

匙也好。

另外在這本書中還有一點很令我吃驚，那就

是，在我們這裡的5塊錢，居然能夠讓那邊的小

孩溫飽三餐，不免讓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如此的不

公，同時也在教育著我們，省下自己身邊一個小

小的花費，就能造就一個你料想不到的幸福，而

這份幸福，卻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不需

要太多的技巧就能完成……。

真心的希望，能夠把我們這裡一份小小的幸福

和快樂分享給所有貧苦地方的人民，也想告訴大

家，在我們幸福快樂的背後，其實有著一大群人

正在難過和悲傷之中，在享受這份快樂的當下，

別忘了想想他們吧！

32
貪婪　102 許政權

貪是人類七情六慾的表現，正因如此，凡是人

類皆存貪念，只是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有

些人心中的貪念像剛下的小雨，愈下愈大；有的

像織出的布匹，愈來愈長；有的則像午後雷陣雨

般，起伏很大。

還記得我前陣子看了一部影片，片名叫做《阿

凡達》，影片內容旨在敘述在未來世界中，人類

為取得另一星球資源，開啟「阿凡達計畫」，以

人類與納美人的DNA混血，培養出身高近三米高

的阿凡達，以利在潘朵拉星球生存並採礦。在這

部影片裡的人類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擇手段，而被

侵略的納美人在抵抗過程中也喪失了許多寶貴生

命。所幸影片結局仍舊是美好的，但在觀賞過程

中，也讓我的腦中萌生了一些想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德、義三國，為

了擁有更多的國土，紛紛派出了許多軍隊來攻打

各國，造成數以萬計人民的傷亡。可見，即使再

怎麼英明的一國之君還是有因貪念而被沖昏頭的

時候。這就令我想起了我的小時候，有一次，班

上同學在午餐時間打菜時，因貪心將菜盛的太滿

因而打翻，事後不但吃不到美味的飯菜，還得利

用午休時間清掃地板，不僅浪費了食物，也浪費

了寶貴的時間。由此可知，為什麼許多宗教都在

勸人戒貪，因為人心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

然而，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

此，「貪」也不見得只有壞事。

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小時候，有一次在逛街

途中看到他最愛的花生，站在店門口垂涎欲滴，

老闆見狀，便跟他說可以抓一把帶回家，過了一

會兒，卡內基仍舊沒有絲毫動作，老闆覺得卡內

基害羞，便親自抓了一把送給了卡內基，卡內基

這才開心的笑了起來。其實卡內基方才心裡一直

在想：老闆的手掌應該比我大吧？從這個故事也

可以讓我們反思，貪念不是只帶來退步，它也同

時是人們進步及思考的工具。就好比交通工具和

臍帶血的幹細胞技術，不就是因為貪求能夠跑的

更快、活的更久，所以才努力研發新技術嗎？

因此，我們可以說，貪婪可能是帶你進入地獄

的毒藥，也可能是帶你進入天堂的仙女棒，端看

每個人心中的那把尺如何去衡量罷了！

「生之歌」讀後心得 
105 王泓鈞

生之歌一書的作者杏林子（劉俠）因病住院，

在病榻上完成寫書的工作，書中內容主要是鼓勵

大家，不要因為身體有殘缺，或病魔纏身，而被

打倒，要能夠自我心理建設，用正確的態度去面

對現實生活，活出快樂自我，才是生命中最重要

的事情。面對身體的疼痛不算什麼，只要心態正

確，什麼事情都會有解決之道。

這是一本相當激勵人心的好書，看完之後，我

內心感觸良多，頓時之間我才了解，自己能夠四

肢健全，健康無恙，是多麼幸福的感覺，在心態

上也有不同的想法。本書作者劉俠女士，自小就

得了一種罕見疾病「類風濕關節炎」，其實她大

可以安安分分的養病就好了，不必做任何事情。

但即使她身體上的病痛，造成不舒服，她還是憑

著堅強的意志力，完成了這一本書。後來她因為

病情太嚴重，連拿筆寫字，都是一件相當困難的

事，但是最後她還是靠著心理建設，不斷從困難

中學習成長，克服身體的缺陷，勇敢與病魔對

抗，完成了這一本書。

這本書最令我感動的地方是，它的內容精采，

說出了人們內心深處一些不敢說的話，也教導我很

多為人處世的道理。例如：幸褔與不幸，完全掌握

在你自己手裡。許多事情表面看起來，或許是一種

損失，然而卻往往可以讓我們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跟心得。作者最令我佩服的地方在於，她天天飽受

病痛折磨，卻完全沒有任何埋怨，反而樂觀面對，

這是四肢健全的我們，都很難做到的事情！她能完

完全全接受生病的事情真相，勇敢面對，所以正確

心態是很重要的！這本書很值得推薦給我們這些血

氣方剛的青少年，藉由這本書，告訴我們要知福惜

福，面對困境要坦然面對，而不是選擇逃避，或是

抱怨，因為這樣也無法解決事情，反而會使事情變

得更槽，大家認為呢？

我更希望自己也能夠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

因為我知道，唯有心靈上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

有；物質上的富有，並不是永恆的。雖然有人出

生時，身體並不健全，但千萬不要放棄自己，應

該要面對現實，找出自己的興趣，並且培養一技

之長，才是生存之道。，因為有一技之長，努力

奮鬥，才能把抱怨的時間，轉換成正面能量，來

激勵自己成長，不讓自己擔心害怕。因為活在充

滿不安全感或是壓力的環境中，當然會越來越消

極。

最後希望大家發揮愛心，一起來幫助社會上

有身心障礙的弱勢族群朋友，唯有大家的愛心，

才能點亮他們生命中的一盞明燈。希望有能力的

人，能夠幫助弱者，而不是視而不見！人生很短

暫，看自己到底要選擇精采過一生，還是生活在

負面情緒下呢？希望大家能重視這個問題！

往高處行-閱讀心得 
110 廖又萱

猶記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學校發了一本書籍給

大家研讀，在當時父親也帶了一本相同的書回家

來，就在這種因緣際會與巧合之下接觸了這一本

勵志文學的書籍、同時我也在充滿好奇心之下翻

開了這本書。

而這本書主要內容是在說一個礦工的兒子（陳

定川 先生），從小家境就非常貧困、但他從不

向命運低頭，從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進入工廠工

作，利用半工半讀的機會，從一個公司的小員工

做起。靠著自己的毅力一路學習成長終於在化學

領域中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企業集團  台灣永光

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看完這本書，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 陳定

川 先生從一家公司中的基本員工（清潔工作-當時

還只是一位童工）做起，且在那個時候要讀書就

很困難了，更何況他又用半工半讀方式、想盡各

種方法滿足自己源源不絕的求知慾望。他剛去工

廠時被當成小弟使喚，但他一點都不在意，反而

覺得這樣的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利用了，讓我

深深的體會到我們生在這個時代，有書可以唸，

但我們卻不知道好好讀書，整天吃喝玩樂。甚至

抱怨要學的知識太無趣，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多少

人想上學，想增加一些知識，但又因為某些因素

而沒辦法唸書，對我們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

的人來說，真是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看完這本書也讓我學到了「千萬不要看不起

自己」，或許有些人出生就在貧困家庭，沒有良

好的讀書環境，但是努力不懈，總有一天一定會

得到回報的！沒有到最後一刻，誰知道結果會是

如何？就像陳定川 先生一樣，雖然他只是一個

礦工的兒子，但他永不向命運低頭，自己出外謀

生，用自己的雙手賺錢，最後終於創辦了一間自

己的公司，如果他在之前就放棄了自己，或許就

沒有現在的成就了。人絕不能自暴自棄、妄自菲

薄，輕易地認為自己做不到而自動放棄。因為沒

有嘗試過，又怎能知道結果會如何？歷史上，那

些成功的人，背後付出了多少時間和毅力？他們

用了多少分的努力，才達到今天這樣的成就？發

明大王愛迪生曾言道 :「天才（成功）就是百分

之一的天份，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所以，

唯有努力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這
本書是在描述原本活潑健康的少

年，由於一場意外，造成他失去

了雙手和右腳，變成一位殘障人

士，但是他卻沒有自暴自棄，反而鼓起勇

氣的好好活下去，他的夢想是想要成為一

位畫家，經過長時間的努力，他真的成為

一位知名的畫家-謝坤山先生。

沒有雙手，他利用下巴和手臂，一點一

滴慢慢地將顏料擠在畫盤上，雖然要比別人

花更久的時間，但是他仍然不放棄，他用嘴

巴咬著筆桿，慢慢的畫，慢慢的畫...好幾次

因為咬著筆桿而畫到嘴巴，但是他依然把筆

咬緊繼續畫。他很想告訴父母：「我一定會

努力的堅強自己，不會永遠都是你們的負

擔，讓你們照顧我一輩子的」但是他知道，

理想還沒實

現，多說無

益；唯有用

行動證明，

才能讓父母

真 正 的 放

心。對謝坤山先生來說：在人生的跑道上，

他要贏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看完了這本書，真的讓我覺得謝坤山

先生很了不起，他雖然比別人少了雙手和

右腳，但是他的所做所為真的讓我大吃一

驚，他的毅力和堅強真的值得我們學習。

對我來說：

「如果我少

了雙手看右

腳，應該已

經沒有任何

勇 氣 在 活

下去了」可是謝坤山先生不一樣，他面臨

挫折時，不但沒有逃避，反而勇敢面對；

當他遇到困難時也從來不輕易麻煩別人幫

忙，常常用樂觀的態度去面對。這本書的

一些話，已經深深的烙印在我腦海裡，那

每一句話語都能讓整天自暴自棄的人重新

活了過來。或許只要多用心，每件事都能

做得很好。

從今以後，我也要來學習謝坤山先生

那種樂觀、發揮生命潛能的生活態度，不

要每天沉溺在痛苦之中，我還有很長遠的

路，我要像謝坤山先生一樣，積極的開創

屬於自己美好的未來，相信只要肯努力、

肯付出，一定可以像謝坤山先生一樣成為

傑出的人，活出屬於我的彩色人生！

阿凡達　110王振凱
影片述說的故事發生在2154年的潘朵拉星

上。潘朵拉星是南門二恆星系波呂斐摩斯行星

的一顆類地衛星，星球上生態茂盛。RDA公司

正在星球上開採名為難得素的珍稀礦產。

這證明了，目前的地球科技非常的進步，進

步到已經可以去到別的星球，開採別的星球的資

源。而人類卻非常的自私，只想到要佔領這個資

源很豐富的星球，為了佔領這個星球，人類非常

的殘忍把這星球的原住民(納美人) 殺了，還把他

們非常崇拜的「聲音樹」給砍伐了。因此 納美人

開始反撲，而主角傑克為了 要重新挽回納美人對

他的信任，他孤自一人去制服空中最強大的捕食

者—迅雷翼獸，在納美人心中擁有迅雷翼獸就等

於掌握了最高的操兵權。

傑克就到潘朵拉星原本的各個族群去祈求他

們，一起加入戰爭，讓原住民的戰力變大，各

個族群看到他擁有空中最強大的捕食者 (迅雷

翼獸 )，也認為他有能力擔任領導人，可以帶

領大家去反攻，於是很多族群也紛紛參戰了。

最後經過一番激戰，終於戰勝了人類，也讓

傑克跟女主角奈蒂莉的感情更加堅定，人類戰

敗因而回到了地球，從此潘朵拉星球過著無侵

略者的生活。

這部電影就像是在說明，環境與生物之間

的循環彼此都有關聯，相信死後的回歸以及靈

體的存在，甚至是說明信仰的重要性…。人類

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否該就此繼續下去?電影

中有句話：「地球一點綠色植物都沒有！」看

了令人恐懼。而影片後面的戰爭，就像是在批

判人類過度自私，為了礦石而開始驅趕其他種

族，這不就像是我們需要土地就去伐木，需要

用水就把河川阻擋嗎?

影片中的場景壯麗而動人，而且一切都是那

麼地和諧。納美人說：我們的能量，從它們身

上得來，而最後我們也會還給它。這是他們的

能量網路，不禁令人莞爾，這不就是所謂的生

態永續保持嗎？納美人對於所有生物ˋ靈魂ˋ

都懷抱著尊敬的心。就像前面我所說的，能量

從它們來，最後也還是要還給它們。

曾幾何時，我們的原住民不也是這樣的想

法嗎？現在呢？會有多少人有這種心態呢？會

有人去尊重一隻狗、一隻貓，一隻鳥，還是一

吋草皮？我們和天地萬物共享一個環境，那麼

憑什麼把樹林大規模地砍伐？把對於我們有經

濟利益的動物趕盡殺絕？抱著尊敬的心，借用

大自然的力量，空氣、水、陽光、養分以及各

種分子才能存活著，可不是嗎？我們就是存活

於大自然之中，那麼我們憑什麼踐踏土地？納

美人的單純和我們現在的社會有著嘲諷般的差

異，這個觀點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佐賀的超級阿嬤　104 呂意晴
我經常在圖書館閒逛，無意間看到《佐賀的超

級阿嬤》一書，老婦身後拖著一堆磁鐵的封面深

深吸引我，深入閱讀後，豐富的內容，讓我愛不

釋手，也跟這本書產生莫大的情感。

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

子彈，使得昭廣必須搬到阿嬤家──佐賀，開始

了與超級阿嬤相依為命的童年。阿嬤家很貧窮，

但樂天知命的阿嬤卻有神奇而層出不窮的生活絕

招，在物資匱乏的歲月裡豐富昭廣的心。隨著超

級阿嬤「窮得開朗，苦得歡喜」的生活哲學中，

昭廣度過了簡單而充實的一段時光。

關於貧窮，讓我欽佩的地方是她很幽默，「現

在就先來過窮日子吧！有錢人很可憐耶，要去旅

行、吃壽司大餐、訂做新衣，忙死了。」多麼開

懷的胸襟啊！阿嬤的生活方式始終秉持著「勤

儉、樸實」，在貧窮的世界裡，卻能夠活的快樂

自在，不向命運低頭的處事態度，令人佩服的五

體投地。

在故事中，有一段讓我久久無法忘懷。那是阿

嬤家後面的一條小河，那條小河常常有比較醜的蔬

菜、水果，以及別人不要的東西漂流下來，阿嬤卻

一一撿起蔬果食用，並賦予那些東西新生命，重新

再利用。有一次昭廣撿到一隻鞋，阿嬤告訴他說：

「過幾天會有另一隻鞋」，果然，過幾天另一隻鞋

出現了，這種生活所累積的經驗，不是一般人能夠

體會的。面對這樣的生活，樂觀知足的阿嬤說：

「這條小河是我們家的超級市場！」，這種樂天開

懷的精神，真是難得的情操。

關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阿嬤她也有一套自己

的哲學。「只要能道聲『再會』，就是幸福。如

果能說『改天見』就更加幸福。要是能說『好久

不見』，就更加、更加的幸福了。」，我們一般

人在離別時，都會依依不捨，好像不會再見面似

的，哭的淅瀝嘩啦，猶如生離死別般的情景，但

阿嬤卻能如此達觀，面對別離仍不忘安慰別人，

真是個不簡單的人。

雖然阿嬤生活在這麼困苦的年代，但她是個感

情豐富的人。在昭廣即將離開佐賀回到廣島時，

昭廣告訴阿嬤他考取廣陵高校，阿嬤很想他留下

來，卻開不了口，只對他說「佐賀商業學校好像

也不錯哦！」「你如果讀佐賀商業學校，我又可

以去看你練球了！」，阿嬤完全不說希望昭廣留

下的話，只是不時冒出那些話，不斷流露出他對

昭廣離去的不捨。在即將離開的當時，昭廣從背

後看到外婆在哭的臉，離情依依，不輕易開口，

卻在已離開時說出「不要走……」，壓抑不了的

情感，終於說出口，離別的畫面多叫人感傷。而

現代做許多做子女的，根本不會關心父母，連父

母的關心都經常是為必然，應該好好把握家人相

處的這份情感。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人之所以會快樂，不在

擁有的多，而在計較的少」，這種情懷，我想，

能做到的人，屈指可數，少之又少，但阿嬤卻做

得到。她在生活困苦的情況下，仍能樂知天命、

秉持惜福的理念，並運用她聰穎的智慧，讓她與

昭廣倆人在貧窮中創造許多樂趣與富有，真的是

非常不容易！而我們生活在不愁吃穿的環境，應

該要效仿阿嬤這種知足樂觀的態度與精神，這或

許是我們這些未曾吃苦的小孩所該學習的生活哲

學。

第五屆管樂交流會

技藝教育成果展

校慶義賣活動 認識工作世界

高中校長入校宣導 合唱團北區決賽

第五屆管樂交流會

技藝教育成果展

校慶義賣活動 認識工作世界

高中校長入校宣導 建教合作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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