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感恩每一天你還活著
每天你張開眼的那一剎那，你是否覺得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當你懂得感恩，把每天都當成美好的一天，你就會變得比較開

心。下次早上醒來，不妨大口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感謝自己還活著，擁有健康的身體，感謝今天可以活出自己的生命，當你能夠
以感恩的心來面對每一天，你將會發現自己變得更快樂。

2.感謝已經擁有的，想要卻還沒擁有的，只能努力爭取
許多人常常抱怨自己缺少什麼，卻從來不看看自己已經擁有的，將已經習慣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家人、朋友、友誼

⋯⋯等等。其實，只要努力看看自己周遭，就會發現自己擁有的東西還真不少，對於還沒擁有的東西，抱怨是沒有用的，想要，
就只能努力爭取。

3.給予越多，得到越多
記得，給予越多，你將來得到的越多。許多人總是希望自己先得到些東西才付出，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如果你不先付出，

何來得到？你總得先證明你值得擁有更多。那些懂得先給予付出的人，最後總是能夠得到更多。

4.生活就是接受改變
每一個你經過的時刻都不會再重來，生活就是要懂得接受改變，並且學會感恩。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你今天擁

有的很可能在明天失去，而今天失去的，將來很可能再度擁有。因此，接受生命就是充滿改變，但要懂得活在當下。

5.懂得感恩，才能學會放下
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不會沉浸於過去的事物，因為他們明白過去發生的事已無法再改變。因此，我們能把握的只有此時此

刻。從過去學習，但不要久久無法自拔，學會感恩，你就會把過去的經驗視為人生的
一種經歷、一堂課，而不會無法忘懷。

6.感恩，就是懂得回饋
任何曾經幫助過你的人，要試著回饋對方；任何

向你伸出過援手的人，要找機會償還；如果你不
懂得感恩，就會將別人的幫助與付出，視為一
種理所當然。

7.感恩，就不會將一切視為理所當

然
真正的感恩，就是不將一切視

為理所當然，包括別人的幫助與給
予，包括老闆是否該替你加薪，
因為你懂得這要自己爭取；懂得
感恩，你就不會認為別人一定得
要幫助你。真正的感恩，是付
出大於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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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專刊感恩專刊感恩專刊
感恩是感謝，是從光明面去看挫折；感恩是知足，是謝謝生活中的某人；

感恩是謝天，不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感恩是品味生活，找到生活中的小確幸。

感恩就像心中花圃裡盛開的小花，讓我們回頭檢視生活中的美好。

「全世界裡，真心希望你能過得比自己更好的只有兩種人：一個是父母，另一個則是

老師。」五月有母親節、六月則是畢業季，在這麼值得感恩的季節裡，

本期輔訊就以「感恩」為主題，帶著大家了解「感恩」的重要、如何感恩，以及

父母、老師的辛勞，希望大家都能成為懂得感恩的人。

「感恩」是快樂的來源
當你懂得感激、對外在事物充滿感恩，你就不會被困難打倒，而會將它視為一種人生的挑戰。
「感恩」的重要性超乎我們的想像，如果你想過得快樂、獲得成功，那麼就得學會感恩。
懂得感恩，請先學會這7件事！

1. 感恩日誌：
如果你喜歡寫東西，或擅長寫作，最好方是就是寫感恩日誌。在周日晚

上挑個時間，花幾分鐘靜思，想出3∼5件你覺得該感謝的好事，可以是很普
通的事，例如吹風機修好了、種的花終於開了、爸媽準備你喜歡吃的菜，或
是今晚出現的美麗夜空⋯⋯等等。

2. 細數好事：
找出一件自己通常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不會想要感謝的事，認真找出

它的正面之處，並做出感謝。例如：當你發現妹妹居然忘記自己的生日，你
可以把它轉變為感恩的想法：「當我需要時，她永遠在那」。

如果你覺得硬要找出事物的優點很彆扭，你可以做一個練習：「跟一個
人介紹你喜愛的人、事、物或地點」，例如展示你的漫畫收藏、談論你喜歡
的公園、告訴別人你的偶像有多迷人，這都能透過別人的眼睛，讓你重新認
識你日常生活的細節，原來有這麼多美好！

3.直接對人感恩：
透過信件、電話，或當面對另一個人表達感恩，效果會特別明顯。假如

你欠某人一份感謝，例如媽媽、姑姑、好朋友、教練或老師，現在就寫一封
信給他，在信裡，請詳細寫下對方曾為你做過什麼，這如何影響了你，而且
你有多感謝對方的付出。

甚至寫給那些影響你很深、但對方不認識你的人也可以，例如每天通勤
的公車司機、常買零食的便利商店店員⋯⋯，都是振奮人心的好方法。

關於「感恩」，你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從以下方法中挑出一個自己喜歡的來練習：

參考資料
http://www.knowledger.info/2015/09/02/7-things-to-be-gratiful/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43906

活動 6月9日  9:30~13:00
五月節，粽情粽藝(䌈粽仔、藍染香包DIY) 
地點 /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DIY活動有限量喔

講座 6月9日  13:30~15:00
真人圖書分享會-舞出不設限的人生/林秀霞老師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1F 名額有限，請事先報名

講座 7月25日  19:00~21:00
「無毒好生活，食安保健康」
地點 / 板橋區公所6樓大禮堂   

表演 6月20日  19:30~21:30
施怡芬雙簧管獨奏會《音樂任意門Folk Style》
地點 / 新莊文藝中心 演藝廳 6/10開始免費索票入場

表演 7月8日  14:30~16:30
黃郁文2018鋼琴獨奏會
地點 / 新莊文藝中心 演藝廳 7/1開始免費索票入場

講座 7月11日  19:00~21:00
「親子理財－培養小小理財家」
地點 / 板橋區公所6樓大禮堂   

講座 6月27日  19:00~21:00
「臺灣好滋味」(焦桐，將帶領聽眾了解食物滋味
與典故由來)
地點 / 板橋區公所6樓大禮堂   

表演 6月5日  依場次
走踏古城 板橋傳唱
地點 / 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 各場次均有限額

電影 6月3日  14:00~16:00
電影-功夫熊貓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6月10日  14:00~16:00

電影-我們買了動物園
地點 / 新北市立圖  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6月17日14:00~16:00
電影-漫漫回家路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6月24日  14:00~16:00
電影-蝸牛食堂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6月2日  14:00~17:00
電影-爺爺奶奶e起來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電影 6月9日  14:00~17:00
電影-菜鳥的逆襲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電影 6月16日  14:00~17:00
電影-救救菜英文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活動 5月14日~6月11日  依各館別
我的新北市APP 博物館打卡趣 樂抽購物金
地點 / 六大博物館
詳情請見https://member.ntpc.gov.tw/museum10705

電影 6月23日  14:00~17:00
電影-危城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電影 6月30日  14:00~17:00
電影-老師呱呱叫
地點 /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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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快樂的泉源感恩是快樂的泉源

本校"重慶輔訊"獲教育局
評選輔導刊物 優等!!!

我
....

Amigo信箱

親愛的小苗：

展信愉快！你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其實這也曾經是困擾

Amigo許久的問題，Amigo其實很喜歡過節，可是身邊很多人都會潑冷

水，說那些節日都是多餘的，有的人會勸Amigo不要讓商人的伎倆得

逞，也有的人會揶揄Amigo平常就應該對爸爸媽媽好，不要到了過節才

想著怎麼買禮物給爸爸媽媽。不知道小苗是不是也聽過這些話呢？

小苗做得很棒的是上網查詢這些節日的相關資料，主動學習為自己

解惑，小苗的發現沒有錯，這些節日都有背後的故事，不知道小苗有沒

有發現，這些故事都來自於一個人或一群人美好的感恩之意，為了紀念

這份感動，所以慢慢形成了一個多數人都重視的紀念日。

其實Amigo覺得，身邊那些對我們好的人，例如爸爸、媽媽、爺

爺、奶奶、老師、甚至是情人，他們對我們的照顧都是時時刻刻的，所

以對他們的感恩也應該是每天都要有的一份心意。紀念日的存在，就像

是一個提醒，提醒我們不要忘了在生活中給予感謝，提醒我們不要忘了

在生活中對身邊的人好一些。

既然知道了這些節日的初衷是為了表達感恩，那麼什麼樣的方式最

能讓對方感受自己的心意，或許才是真正的重點，而至於是不是商人的

把戲，Amigo認為他們只是提供了一些方案，讓需要的人方便慶祝，如

果覺得價錢不合理，不採用就是了，像Amigo都用手做卡片、自製按摩

兌換券或者一個大大的擁抱來表達感謝，爸爸媽媽也會覺得很窩心的。

       媽媽說最喜歡家事兌換券的Amigo

        親愛的Amigo你好：

最近班上同學都在討論母親節，討論他們家怎麼慶

祝，吃哪間餐廳，買哪家網路爆紅的蛋糕，花了多少零用

錢去百貨公司買禮物給媽媽。我爸媽說那些節日都是商人

為了賺錢設立的，可是我查過網路，這些節日其實都是很

久遠以前就有的，而且都是有背後的故事的，所以我很納

悶，真的是商人的詭計嗎？母親節、父親節、孝親節、教

師節、聖誕節、感恩節、情人節等等，這些節日大家好像

都會大肆慶祝，可是我們家都不慶祝，我常覺得哪裡怪怪

的，到底這些節日為什麼會被那麼多人重視呢？我也該重

視嗎？

                            覺得困惑的小苗

衣服越來越緊， 

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汗水涔涔而下， 

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陽光下。

能走到最遠的那個便利商店， 

表示我還能走路。 

音樂課時身後五音不全的同學，

那表示我還聽得到。 

回家得收衣摺衣，

那代表我有衣服穿。 

我幸福嗎？

我很幸福呢！



 美國有個很重要的節日，在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名為感恩節，是為感謝上帝賜予一年度豐收的祝福。

相傳在1620年代，一艘滿載著被迫害的清教徒從英國漂洋至美洲，當時他們受著饑寒交迫之苦，是當地的印

弟安人帶著他們學習種植玉米及授獵，並在來年有了豐收的成果，為了感謝印弟安人的協助，這批新移民邀

請了他們一起來慶祝豐年，並虔誠的對上帝表達感恩之意。到了1941年，美國直接明訂11月的第四個星期

四為感恩節，普天同慶，並放假一天。

在台灣，感恩節的風氣雖然不甚流行，也沒有明訂的感恩節期，但我們也有許多節日帶有感恩的意味，

就拿最近剛過完的母親節，及即將要有許多莘莘學子要離開校園的畢業季來說，各大店家、商人無不把握此

時機，置入性行銷許多商品讓民眾消費了表心意。

相信同學也感受到校園裡的畢業氛圍，不知九年級的孩子們你們是期待滿滿還是離情依依呢？在你們向

敬愛的老師群表達謝意時，老師們也有一席話想要置入性行銷一下，希望能成為你們在重慶的最後一份禮

物。

 我想要來跟大家談談「幸福的三要件」。

第一：「接納自我」-改變對自己的看法

「重要的不是你擁有什麼，是如何運用你擁有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擁有和別人完全一樣的經歷，常常

羨慕別人就是他覺得自己不夠好，這樣厭惡自己的態度很難會感受到幸福。眾知皆知的大衛像，據說它的原

石並不是非常漂亮完美的，甚至是還有一道長長的裂痕，所以沒有人敢嘗試雕刻，但米開朗基羅卻沒有把此

裂痕視為致命傷，反而是發現這塊石頭靈魂的契機，創造了非凡的藝術品。因此，我們不需要改變自己，只

要改變自己的看法就好，或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發現自己的亮點。

第二：「信賴他們」-這個世界不危險

只是接納自己還不夠，如果一個人心中常對他人懷有敵意，覺得別人都要陷害他，那麼他的生活必定會

充滿焦慮、不安全感，甚至是憤恨，何談幸福之有？要相信我們的身邊有美好的人事物，懂得有樂觀的胸襟

去看待他們，找出他們良善的一面，也去信賴他們，如此一來，對內接納自己、喜愛自己，對外信賴他人、

喜愛他人，所感受到的，必定也更加幸福。

參考資料：

1、維基百科

2、拋開過去，做你喜歡的自己。

第三：「貢獻他人」-懂得付出、給予回饋

有些人只在自己的世界中活著，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他們太關注自

己的處境，卻沒有餘力去關心別人，這樣的人，離幸福還是遠的，因為他的生命少

與人有交集。所以我們要學習，在接受他人好意時，懂得回饋，看見別人有需要

時，學習付出，不一定要做多特別的事，但就是將心比心，把別人的需要放在心

上，想想如果此時是你，會希望別人如何待你，就如此做吧！

鳳凰花開，畢業在即，重慶的學子們除了把在校三年所學到的知識技能帶走

外，別忘了，為你們付出良多的老師們，你們的感恩不要只放在心裡，也記得帶在

嘴上，離開校園前說一聲讓他們知道吧！然後，再帶著通得幸福的三要素朝著美好

的前朝邁進，一路順風！

本文摘自墨西哥《數字家庭》十一月號

那棵樹就像我們的父母。我們小的時候，總是黏著爸爸媽媽，好奇的
問東問西、喜歡和爸爸媽媽玩。長大後，便離開他們，只有在我們需要父
母親，或是遇到了困難的時候，才會回去找他們。儘管如此，父母卻總是
有求必應，為了我們的幸福，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 

在他們的心中，只希望孩子快樂、順利、平安。當我們累時，他們就
伸出雙手懷抱著我們，讓我們安穩地在他們的懷中休息，不受吵鬧。 

是什麼原因使他們這樣做？
因為愛！只有愛，才能擁有這麼大的力量。
但請捫心自問：我們是以

什麼樣的「愛」去回饋他們
呢？

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動不動發脾氣？把在外受到
的委屈都發洩在他們身上？ 

國中是青少年最叛逆的
時期，父母說不，我們偏
去做，總覺得自己的想法
才是對的，爸媽的觀念太
陳腐、太不合時宜。而這
個時候，也是大家非常重
視朋友的時期，每當假
日 來 臨 ， 只 要 朋 友 一
句：「我們出來玩」，
便 如 一 支 箭 般 衝 出 家
門。我們有考慮過父母
嗎?當他們孤單的時候
我們在哪裡？當他們
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
在哪裡？

真心希望，大家
都能夠好好珍惜這棵
無怨無悔看顧著我們
的蘋果樹。

當我老了，不再是原來的我。

請理解我，對我有一點耐心。

當我把菜湯灑到自己的衣服上時，當我忘記怎樣繫鞋

帶時，請想一想當初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你。

當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你早已聽膩的話語，請耐心地

聽我說，不要打斷我。

你小的時候，我不得不重複那個講過千百遍的故事，

直到你進入夢鄉。

當我需要你幫我洗澡時，請不要責備我。

還記得小時候我千方百計哄你洗澡的情形嗎？

當我對新科技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時，請不要嘲笑我。

想一想當初我怎樣耐心地回答你的每一個「為什

麼」。

當我由於雙腿疲勞而無法行走時，請伸出你年輕有力

的手攙扶我。

就像你小時候學習走路時，我扶你那樣。

當我忽然忘記我們談話的主題，請給我一些時間讓我

回想。

其實對我來說，談論什麼並不重要，只要你能在一旁

聽我說，我就很滿足。

當你看著老去的我，請不要悲傷。

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剛才開始學習如何生活時我

對你那樣。

當初我引導你走上人生路，

如今請陪伴我走完最後的路。

給我你的愛和耐心，我會

抱以感激的微笑，這微笑中凝

結著我對你無限的愛。

這是一位老師在電子布告欄(PTT)上發表的文章……

我是國中老師，這是我的日常

每天早上六點以前起床，六點四十分一定得出門。

出門的時候，一邊走路一邊得先用手機打電話給早餐店訂餐，

花十分鐘走到停車的地方（AM6:50），然後開十分鐘的車去學校，

停完車後（7:00）步出學校至早餐店後拿完早餐後步入辦公室（7:10）。

快速地吞嚥下早餐，在打掃鐘響後，開始走到我們班負責的外掃區。

七點二十分鐘響後，我迅速回到辦公室攜帶一隻紅筆，回到班上，成堆的聯絡簿已經堆疊在教室前方的講

桌上等候我。

七點三十分，早自習鐘響，學生開始考試，我一邊改著聯絡簿，一邊叮嚀學生：午餐費未繳的、前一天吵

鬧的……，七點五十分一到，督促學生往走廊移動，學校的朝會開始，我也得站在一旁陪著他們。

或是不用朝會，一路考到八點十分，順便檢查回家功課，並為前一天的表現作一點責備或鼓勵。

早自習結束，距離第一節上課僅僅只有五分鐘，但常常用來處理一些雜事。

以今天為例：

某班老師說我的班有個癡情的男生，這男生總是下課後默默跟著暗戀的人，甚至放學後在她家樓下等她。

於是，我得找這孩子來聊聊。

另外，又有孩子跟我抱怨：他的球借給a，a又借給b，後來球被b班的老師沒收了，他去找過b班老師道歉，

但b班老師不還他，然後我得約談相關人員，了解到底出了什麼事。

除此之外，如果有學生還沒到，要記得通知家長，家長沒接要用手機傳訊，五分鐘就這樣過去了。

八點十五分，第一堂課開始。有課的時候，趕進度、考試、講解考卷；沒課的時候，改聯絡簿，等我忙完

回過神來，常常已經快中午了。

十二點開始看著學生們打菜，大約十二點十五分可以開始進食，

十二點二十五分，用餐結束，盯著值日生簡單整理教室，十二點三十午休開始。我坐在教室裡看著孩子午

休，完全沒辦法休息。

下午的時間不是有課，就是出學習單或考卷、改作業、改考試本，檢視考試訂正，再不然就是開會，而有

更多的時間是花在處理學生、班級的事務上。「發呆」是件奢侈到不行的事。

第八節後，看完學生抄寫聯絡簿、放學，還得回到辦公室約談學生，或是準備明天的上課內容。

在校幾乎超過十個小時，回到家常常已是精疲力竭，有時還會接到因為上班不方便與老師細談的家長來

電，一邊仔細聆聽家長的擔憂，提供意見與想法；一邊安撫正抱著大腿嚎啕大哭的稚子。若是不小心生了病，

得自掏腰包找代課老師幫忙上課，在家休養的時候，還擔心著班上學生的狀況……

在農夫的果園裏，有一棵美麗的蘋果樹。 

這棵蘋果樹並不孤單，因為每天，都有一個小男孩跑來找她玩。

蘋果樹好愛好愛那個小男孩。男孩總是收集她的樹葉編成皇冠，搖身一變成為森林裡的國王；

他會爬上樹幹，摘又香又甜的蘋果吃；他們一起玩捉迷藏，玩累了，男孩就會在樹蔭下小睡。

男孩也好愛好愛那棵樹，樹也好快樂好快樂。

但男孩長大後，身邊多了一個女孩，就很少來找她玩了。蘋果樹逐漸感到孤單，直到有一天，

長大成為少年的他又來到了樹下。

這一次，少年並不是來找她玩。

「我需要一些錢，妳可以給我一些錢嗎？」

「真抱歉，孩子，我沒有錢，拿我的蘋果去賣吧。這樣，你就會有錢了。」

於是男孩爬到樹上，摘下她的蘋果，把蘋果通通帶走了。

樹好滿足。

過了很久很久以後，已經是青年的他又來到樹下。

蘋果樹簡直興奮得發抖，但這一次，青年也不是來跟她玩。

「我需要一棟房子，保護我的妻子和小孩，妳能給我一棟房子嗎？」

樹看著自己身上茂盛的枝葉。

「很抱歉，我也沒有房子，不如你砍下我的樹枝去蓋房子吧！」

於是，青年抱著砍下的枝葉，在蘋果樹欣喜的目光中離去。

可是青年好久都沒有再來，所以當他再回來時，樹好快樂，快樂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但這一次，青年已成了頂著禿頭的中年男子，他只想拋下一切，去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

在樹的提議下，他砍下了她的樹幹，造了一條小船，向世界的盡頭航去。

於是，她幾乎什麼都不剩了。

雖然她的樹幹一直與他同在，但她的根卻還留在原地，巴望著有一天能再次見到對方。

不知又過了多少個白天和黑夜，她終於才又見到了他。

昔日茂盛的果園中，只剩下一棵老樹和一個老人。

「孩子，真抱歉。」蘋果樹哀傷地說：「看看我，我已經不能再給你什麼，我沒有了蘋果，沒

有枝葉，也沒有軀幹，我什麼都沒剩下了。」

 

「沒關係，我也是。」那個老人說：「現在，我只想要一個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地方。」

蘋果樹眼睛一亮：「太好了，來吧，老樹最適合坐下來休息了！」

於是，那個老人又坐在樹上，就像他小時候一樣。

看著這一切，蘋果樹頓時忘記自己的消瘦與脆弱，忍不住驕傲地、快樂地、靜靜地微笑了。

當老師輕鬆嗎?你覺得呢?
其實每一位老師心中牽掛的都是學生，會叨叨念念，是希望學生能自立奮發；會嚴厲責備，是擔憂學生走偏了路

……若是不在乎學生，直接視而不見即可，何必耗費精神氣力於諄諄教誨呢?

真正的愛有三要素，「捨得」，「甘心付出」，「不求回報」。你的老師愛你嗎?愛！超級愛！就是因為他愛你，

才會有責備與要求；就是因為他愛你，才會花時間與你晤談……

老師們付出心力教導學生，並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真心希望學生能更好。他們需要的不是多麼精緻的敬師禮

物，或是美其名為「謝師宴」的同學會，而是學生們能瞭解自己的用心。「正面肯定」是支持他們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只要一句真誠的：「謝謝你」、「祝老師快樂」就足以讓他們感動很久很久……

我是國中老師

http://www.sandybay.org.uk/appletree.htm

蘋果樹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