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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輔訊重慶輔訊

展覽  8/17~12/9  9:00~18:00

忠義－客家義民信仰特展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展覽  9/21-12/31  10:00~18:00

MED#161時光保物─菲林轉生術

新板藝廊

表演  10/21  14:30~15:30

Hakka戲棚/曾國城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

講座  10/27  14:00~16:00

伊斯蘭文化講座-伊斯蘭的人生觀及死後

的世界/陳俞如講師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和分館8樓

電影  10/27  14:00~17:00

電影-吃吃的愛

新北市立圖書館土城分館

表演  10/28  14:00~14:30

優人神鼓演出

九份昇平戲院

電影  10/28  14:00~16:50

電影-畫皮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書展  11/1-11/30  8:30~21:00

「改變人生」主題書展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11/4  14:00~16:10

電影-白鯨傳奇-怒海之心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11/4  14:00~15:40

電影-名偵探柯南:變小的名偵探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講座  11/10  13:30~15:00

修心、健身、防霸凌 

親子一起練功夫/任培豪

名額有限，請事先報名

新北市立圖書館1F

表演  11/11  14:30~15:30

Hakka戲棚/動手動腳舞蹈團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

電影  11/11  14:00~16:10

電影-希望-為愛重生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11/11  14:00~15:30

電影-歡迎光臨愛情餐廳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電影  11/18  14:00~16:10

電影-明日的記憶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11/18  14:00~15:30

電影-芭蕾奇緣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電影  11/25  14:00~16:00

電影-料理鼠王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分館

電影  11/25  14:00~16:10

電影-模犯生

新北市立圖書館板橋四維分館

活動快報

有一個出家弟子跑去請教一位很有智慧的師父，他跟在師父的身

邊，天天問同樣的問題：「師父啊，什麼是人生真正的價值？」問得

師父煩透了。

有一天，師父從房間拿出一塊石頭，對他說：「你把這塊石頭，

拿到市場去賣，但不要真的賣掉，只要有人出價就好了，看看市場的

人，出多少錢買這塊石頭？」

弟子就帶著石頭到市場，有的人說這塊石頭很大，很好看，就出

價兩塊錢；有人說這塊石頭，可以做稱鉈，出價十塊錢。

結果大家七嘴八舌，最高也只出到十塊錢。

弟子很開心的回去，告訴師父：「這塊沒用的石頭，還可以賣到

十塊錢，真該把它賣了。」師父說：「先不要賣，再把它拿去黃金市

場賣賣看，也不要真的賣掉。」

弟子就把這石頭，拿去黃金市場賣，一開始就有人出價一千塊，

第二個人出一萬塊，最後被出到十萬元。弟子興沖沖跑回去，向師父

報告這不可思議的結果。

師父對他說：「把石頭拿去最貴、最高級的珠寶商場去估價。」

弟子就去了。第一個人開價就是十萬，但他不賣，於是二十萬，三十

萬，一直加到後來對方生氣了，要他自己出價。

他對買家說，師父不許他賣，就把石頭帶了回去，對師父說：「

這塊石頭居然被出價到數十萬。」

師父說：「是呀！我現在不能教你人生的價值，因為你一直在用

市場的眼光在看待你的人生。人生的價值，應該是一個人心中，先有

了最好的珠寶商的眼光，才可以看到真正的人生價值。」

----------------------------------------------------------------------------------------------

我們的價值，不在於外面的評價，而是在我們給自己的定價。我

們每一個人的價值，都是絕對的。堅持自己崇高的價值，接納自己，

磨礪自己，給自己成長的空間，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無價之寶」。

生命中的每個挫折、每個傷痛、每個打擊，都有它的意義。

因此，別小看了自己，也別因為一點挫折就一蹶不起，只有當你

認定了自己的價值，別人也才會看見你的價值！

人生沒有任何事比願意承擔風險更有價值。當你們面對人生每個

選擇時，無論是學校生活、申請學校、選擇主修科系或決定人生方向

時，一定有人提醒你：「別忘了給自己留後路。」但我始終無法理解

「留後路」這個想法，如果我遇到失敗，除了倚靠我的信仰之外，我

不希望為自己留什麼後路；如果我必須跌一跤，我希望自己能「向前

跌倒」，至少能看清前面有什麼阻礙。

向前跌倒，就算跌了、失敗了、受傷了，只要不放棄，每次失敗

都意味著向成功邁進一步。你必須勇敢承擔可能失敗的風險。我用三

個理由來說服你。

第一，在生命某個時刻，你一定會遭遇失敗。你會感到羞愧，你

會做出遜斃的事，但我告訴你，擁抱這些失敗，因為它們無可避免。

在演藝圈，失敗是家常便飯。我剛出道時，參加一部百老匯音樂

劇試鏡，我知道這角色非常適合我，但我不會唱歌。在後台時，前一

個傢伙唱得好像歌劇之王帕華洛蒂（Luciano Pavarotti）本尊現身。他

愈唱，我的自信就愈縮水。輪到我了，才唱完第一段，評審就打斷我

說：「謝謝你，我再跟你連絡。」我想肯定搞砸了，但竟被通知參加

下一輪試鏡。

我沾沾自喜：或許我唱得不怎樣，但演戲可難不倒我。不過我對

音樂廳表演毫無概念，音樂廳很大，你講話的音量必須大到讓最後一

排的觀眾都聽見，但我用那種跟隔壁人聊天的方式講了我的台詞。結

果，我沒得到那份工作。

但重要的是，我沒有放棄，我沒有退縮。我離開那個音樂廳，準

備下一次試鏡，一次又一次的試鏡。我向上帝禱告、不斷禱告、一再

禱告，依然不斷失敗、繼續失敗、一再失敗。但無所謂，你們聽過那

句諺語嗎？「只要你在理髮店附近晃得夠久，遲早能剪到頭髮。」機

會終究會來到。

大學休學時，意外被發現天賦

第二，如果你不曾失敗，表示你連試都沒試過。想像你即將死去

，很多鬼魂圍繞在你床邊，這些鬼魂代表你尚未發揮的潛力、你未曾

付諸行動的想法、你尚未使用的才能；它們圍繞在你床邊，滿懷憤怒

、失望和沮喪的說：「我們會找上你，因為你本來有機會賦予我們生

命，但我們得和你一

起進墳墓了。」現在

我要問你：「你臨終時，會希望床邊圍繞多少鬼魂？」

最後，失敗是找尋人生方向最好的方法，因為人生不可能永遠一

帆風順。我一開始是大學醫科預科生，然後決定去念法律，之後又轉

新聞系。我對主修科目的三心二意如實反映在成績上，而且，每況愈

下。最後我的成績平均點數只有一‧八，學校相當客氣的建議我最好

休學一陣子。那年我二十歲，身處人生最低潮。

有一天，一位公認全鎮最老的婦人來到我母親開的美容院洗頭，

我跟她不熟，但她一直死盯著我。最後，她對我說了一句令我終身難

忘的話：「小夥子，我有個預感，你將周遊世界，對成千上萬的人說

話。」

也許老太太真的從水晶球裡預見了什麼。那年夏末，我在一個

YMCA的夏令營擔任指導員，我們舉辦了才藝表演。表演結束，另一位

指導員問我：「你有考慮從事表演工作嗎？你很有天賦。」那年秋天

我一復學，就再次更改了主修課程──這是最後一次。之後的人生就

如老婦人所預言，透過電影，我向成千上萬的人說話。

勇於嘗試冒險，和願意去面對可能會失敗，是同一件事。它不僅

是你敢不敢接受一份新工作，它也有助你去了解自以為明白和不明白

的事，它更讓你保持心胸開闊，樂意接受不同觀點的人事物。

                                                      節選自親子天下雜誌 064 期

本校榮獲教育局評鑑為
107年生涯發展
績優(一等)學校!

 917林予欣同學參加原住民語文競賽~
      布農族語朗讀榮獲全市第五名

「每個生命，都是上天獨一無二的創造，都有其尊嚴與價值，若能認識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的，就能學會尊重自己與他人，並以正向的態度回應其所
面對的環境；未來在面對生命的重大決定時，也才有能力作正確的選擇，並為自己及他人負責，甚至造福於眾人及社會。」

因此，在這光輝的十月，本期輔訊將以「生命教育」為主軸，帶領大家一起來「愛自己」、「愛別人」，做一個「有情、有義、更有愛」的重慶人！

生命教育專刊
本期
主題

愛自己
堅持自己的價值

如果必須跌跤，就要「向前跌倒」 丹佐‧華盛頓

Danzel Washington，美國演員、導演、監製。

曾獲兩座奧斯卡金像獎、兩座金球獎和一座東尼獎。

重慶光彩

韋哥你好：

我可以感受到你心裡的焦慮及煩悶，的確在家裡面，你似乎被賦予了重要的角色，有點像是「拯救者」的形象，
想要幫忙家人解決難題，但Amigo想請你對自己寬容些，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需要處理或可以處理的，所以，你盡
力而為，別給自己太大壓力喔！

面對有憂鬱狀況的人，Amigo有「三不守則」給你參考。

1.不鼓勵：不用一直鼓勵他們要「加油啊！」「你一定可以的！」這一類正向積極的話，說多了，可能會讓他們更覺
得無力又無能，增加他們的憂鬱傾向。

2.不責備：不要責備他們「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叫你往好處想，你不要！活該！」等等，責備的感覺也會讓他們
產生更大的無力感。

3.不反駁：他們心裡可能有很多對自己否定的想法，覺得「自己很糟糕」、「我好沒用」等，你可以傾聽，但不要一
直覺得對方說錯，要糾正他，試圖讓他往好處想，他們也容易有更大的挫敗感。

建議你，以下這五點你可以試試看。

1.多多關心他們，讓他們知道自己不孤單。如果真的有憂鬱症，請陪他就醫，並盡力讓他完成療程，不隨便停藥。

2.傾聽他們說話，你可以告訴他們：「即使現在狀況不好，但不代表未來一定會不好」，讓他們增加希望感。

3.不要不理他們，即使他們常常會拒絕你，不接手機、不回應、裝酷，你可能會覺得熱臉貼冷屁股，所以會心灰意冷
，請你了解這是憂鬱症患者常有的人際互動模式，真的不是針對你。

4.如果他們講到「死」、「自殺」等，不用因為害怕他們真如此做而刻意跳過此話題，就坦率的跟他們聊聊吧！有時
候，這其實是他們的求救訊號不要忽略了！

5.邀請他們一起出去玩，做些輕鬆的活動，如果你對患者夠熟，可以做些他喜歡的休閒興趣。運動、跳舞、散步、唱
歌都很不錯，但記住，他如果不想，也不要一直強迫他，避免造成他的負擔。

我知道陪件憂鬱症患者是條辛苦路，如果可以的話，你自己也要找宣洩情緒的方式及管道，千萬不要一個人扛，能做
多少做多少，如果真的累了，休息無坊，聽從自己內在的聲音，或是，來輔導處，找輔導老師當你的靠山吧！

                                                                關心你的Amigo  上

Amigo大大你好：

快被逼瘋的韋哥  上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天氣變冷變濕了，我發現我身旁好多人好像憂鬱症發作，每天都在哀聲嘆氣，講一些很負面的話，把
「死死算了」掛在嘴邊，我聽了真的很煩，尤其又是心愛的家人⋯哎⋯我是不是不要去理會這些話，他們就會自討沒趣
不講了？但其實，我是有點擔心我不理他們，他們會真的去死，有可能嗎？還是，我應該多鼓勵他們往正向的地方想呢
？再這樣下去，我都覺得自己也要憂鬱症了啦！

Amigo信箱

幸福是一種心境
想到幸福，就覺得是一種幸福。

它和快樂就像是連體嬰，卻別具另
一番幽雅的靜態風味，如果快樂像太陽
，那麼幸福就似春風，吹拂著人們全身
舒泰，那種感覺，很美、很真、很靜。 

幸福常常藏在許多小事物中，多半
時候，那是一種觸及心靈深處隱密角落
的悸動，小小的悸動，卻泛出甜美的感
受，於是，幸福的滋味便溢了出來。 

它常常是我們童年時的憧憬，年輕
時的理想，中年時的願望，以及老年時
的盼望。

也許，我們從不曾對任何人說過，
只是悄悄地鎖在心底，一旦那個私密的
願望實現時，啊！幸福感立即如泉湧般
充滿胸臆。 

幸福其實是很私密的，很個人的一
種心靈甜蜜的感覺，它可能是一個願望
的完成，也可以讓夢想成真，或者是小
小想法的滿足，有人天天山珍海味卻味
同嚼蠟，有人吃一碗陽春麵，就覺得好
幸福，重點不在於物質本身的好壞，而
在於心境。

幸福，不就是一種心境嗎？ 

當你覺得生命中的幸福能量正逐漸
消失時，你就要隨時補充，讓自己永遠
是幸福的發光體。

節選自《幸福是對重複的渴求》－
米蘭．昆德拉



 黃迺毓

小時候我很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幫忙媽媽檢查回來的蛤蜊裡有沒有壞的。

蛤蜊的外殼看起來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一不小心讓一個臭掉的蛤蜊混在新鮮蛤蜊
中，那整碗湯就都糟蹋了。所以雖是小事一椿，我可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並將此神
聖的使命視為莊嚴的儀式，用虔誠又恭敬的心情在做這件事。

檢查的方法是用左手先拿住一個蛤蜊，再用右手撿起其他蛤蜊，一個一個的敲敲
看，如果蛤蜊敲出的聲音是結實的，就是新鮮的蛤蜊，如果敲的
聲音是虛的，有點沙啞，不管它的口閉得多繄，還是臭的蛤蜊。

小孩子耳朵好，很容易就可以辨別出好壞，自從母親教過我
之後，我幾乎不曾「誤判」過，也使家人每次在享受鮮美的蛤蜊
湯時，都會誇獎這個「蛤蜊鑑定專家」。

有一天，母親又買回一包蛤蜊，我熟練的拿出一個大碗，開
始我的鑑定工作，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居然「所有的」蛤蜊都是
壞掉的？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一個一個再敲過一次，竟然
仍然「沒有一個」蛤蜊是好的！那種感覺就很像一位警察到一部
公車上去抓扒手，結果發現一車的人都是扒手！

我捧著那一大碗被判刑的蛤蜊去稟告母親，母親很是驚訝：
「怎麼會這樣呢？這個賣蛤蜊的從來不會騙我的呀？」於是母親
大人親自動手檢驗，這才發現原來我抓在左手中的那個蛤蜊是壞的！難怪敲起來聲音
全部不對勁！這種「原來如此」的恍然大悟的經驗，往往在孩子心中烙下深刻的溝痕
，然後進入記憶的深處，等候生命的唱盤再度轉到那個相似的部位。

大學畢業後我開始工作，我非常的努力，對自己有些期許，也有些要求，但是有
一段時間我對周圍的人都看不順眼，在我眼中，「每一個人」都有令我難以忍受的缺
點，我很想改造他們，而改造不了時，我又想躲避他們。

我覺得自己很倒楣，很不幸，怎麼「都」遇 到不好的人！

正當我沉醉於自怨自哀時，心中忽然響起「蛤蜊之歌」，難不成我就是那個壞掉
的蛤蜊？我聽到那麼多「別人的」沙啞之聲竟可能是我本身造成的？按照常理，一個
人不會只遇到壞人，周圍有些人對你友善，有些人對你不友善，這樣的機率最大。

曾看過這麼一則笑話：

有一次，小明的阿公到高速公路上開車，
阿嬤則在家裡看新聞。突然一則快報上面寫說
「高速公路上有一台逆向行駛的車子，請民眾
小心！」

阿嬤很緊張，就打電話給阿公……
「老伴 現在高速公路上有一台車逆向行駛

你要小心啊！」
「什麼一台? 明明每台都在逆向行駛！」

這則笑話是不是跟剛剛那則「敲敲蛤蜊」的故事很像呢?當我們覺得全部的人都
怪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或許是自己戴上了「怪怪的」眼鏡，所以看過去全是怪怪的
人呢?有時候，靜下心來看看自己、敞開心胸問問自己，一切問題的答案便會呼之欲
出了。

全部的人都逆向行駛

我的生命，他的生命
生長在安穩、富足的台灣，當你厭惡著營養

午餐的菜色時，有人餓到皮包骨；當你抱怨著功
課太多、考試太難時，有人只能在沙地上畫地
學習；當你不滿著自己的衣櫥裡總是少了最美
的那件時，有人連鞋子都是用寶特瓶改造而
成的；當你羨慕別人住在豪華的宅邸裡時，
有人連可以遮風避雨的家都沒有了⋯..

專輔老師─黃宛茜老師藉著一張張投影片，
帶領同學回過頭來看看自己有多幸福。

重慶幸福調查站-幸福是什麼?你幸福嗎？

1、幸福是平安快樂的度過每一天，三餐能吃飽，一回家時有爸
爸媽媽迎接我等我回家。
現在的我很幸福，不用受到那麼多的危險，有平安的生活，
有愛我的家人，還有學校可以讀書，我真的覺得我很幸福。

2、能和家人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
他們因為戰爭所以可能很早就失去家人，而我與他們相比，
不僅有家人陪伴，還能吃得飽、穿得暖，真的很幸福。

3、幸福就是別人的笑容
我很幸福，因為我身邊的人都很常笑。

4、幸福就是能穿飽、吃暖、有能爭風避雨的家，所以我當然幸福。
5、幸福就是能去上學，和同學一起學習，還有和家人一起相處。所以我非常幸福。
6、幸福就是可以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有溫暖的房子住、有新鮮的食物可以吃。

我很幸福，和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比起來，我不但有地方住，還可以去上學。
7、幸福就是每天不用餓肚子，有家人的陪伴、同學朋友的關懷、不用擔心戰爭和恐怖攻擊、

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喜歡的事情。
我很幸福，因為我不像影片裡的人，吃不飽穿不暖，我可以得到很多我想要的。

8、充滿愛的家就是幸福。
我們家就是充滿愛的家庭，我很幸福。

9、幸福就是有一個美好的家庭。
我很幸福，因為家裡都很和平，很少有紛爭，讓我覺得很溫馨。

我覺得........

1、我看到了各地難民的悲苦，並且了解到自己身邊的幸福，從現在開始，我要好
好珍惜，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想珍惜。~915吳亞璇

2、我認為我的目光太狹窄，總是抱怨著現實生活。比如說考試太多太煩不想念書
，或是慾望太多，總是想要買新衣服、住更好的房子。可是卻從來沒想過另
一頭那些人民的生活。他們沒有遮風避雨的家，沒有機會去上學，甚至連三
餐基本的溫飽都沒有，可是我卻想要得到更多物質的滿足。明明我已經擁有
了最基本的幸福了，卻還不滿足。往後的生活我必須改進自己的想法，享受
現在的生活，不應該埋怨任何事，未來假若我有足夠的能力，我也一定會盡
我所能的幫助他們。~915吳昀臻

3、我覺得自己與他們相比已經是一個很幸福的小孩了。他們每天
過得膽戰心驚，永遠不知道下一秒自己是生是死，真的很可憐
。有能力後，希望我也能為他們盡一份心力。~915黃紫綺

4、現在的我們常常在抱怨讀書好累、東西不好吃、衣服好醜、父
母好煩⋯⋯，但看完影片後才驚覺：當我們在抱怨時，他們沒
有辦法好好讀書、沒有東西吃、沒有衣服穿、甚至失去了父母
。他們每天都要擔心會不會有飛彈從頭上飛過。他們渴望的事物，我們都有
，我們應該要更知足、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915謝蕙安

5、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有些人一出生就享有衣食不缺的對待，但有些人一出生
，就只能餓著肚子。但出生不出生並不是他所能決定了，為什麼他們就該這
樣被對待?雖然我從來沒有缺食物吃，沒有缺衣服穿，但看著這麼小的孩子一
出生就餓死了，心裡真的酸酸的。那些浪費奢侈的人，他們所丟掉的食物，
多到可以救助很多孩子了；他們身上的衣服買了又買，甚至連衣櫃都放不下
，但他們卻連衣服都沒有。如果可以把不穿的衣服給他們，他們就可以不再
受凍。有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說不定正可以幫助需要的人。所以，雖然現在
的我只能做些小事，但我會盡己所能的幫助需要人。~905游琨慈

6、原來世界上還有人比我們不幸。影片裡的小女孩，本來有一個美好的家庭，但
是國家遇到戰爭，家庭因此支離破碎，就成了難民。我們要有同理心去關心
這些在生活中遇到不幸的人，讓他們能有勇氣在逆境中成長。~905楊宗睿

7、相較世界上的其他人，我實在應該珍惜現在的生活和我所擁有的。並將這份感
恩、快樂、知足的心傳下去。~905林詠華

8、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樣幸福。有很多貧窮國家的人民，沒有東西吃、沒
有衣服穿，生病也沒有錢看醫生。而我們竟然還在挑食、嫌衣服不好看。因
此，我們也應該想辦法幫助他們，不管是透過甚麼方式，捐錢、捐食物，還
是捐衣服，就算只是一點小心意，也許就能救活一個人。所以我們不該小看
自己的力量，要時常幫助他人，好心有好報，總有一天你也會接受別人的幫
忙。~915邵川祐

把愛傳下去........

1、對要出門工作的父母說聲：辛苦了，他們就會將好心情帶到公司，傳播給同事，同事再繼
續傳下去，一傳十、十傳百，讓大家感染好心情。~905林詠華

2、我可以幫助社會上的人，因為社會裡還是有許多人是需要幫忙的，我們不能忽視他們的存
在，我們要幫助他們，使他們脫離貧窮。~905楊宗睿

3、可以把自己不要或穿不下的衣物、鞋子等物品，捐給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們。~905游琨慈
4、把水果攤不想要的水果拿去給街友吃，雖然那些水果不好看，可是沒有壞掉，吃起來也一

樣好吃，不但不會浪費食物，還能幫助需要的人。~915邵川祐
5、我可以捐發票給他們，或者把自己用不到，但還可以用的東西捐給別人。~915吳亞璇
6、現在的我，可能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時間，但或許未來，可以幫助那些人更多，我認為我

現在能做到的，就是帶著他們的心努力生活下去，無論是考試念書抑或是其他各方面的事
物，我會盡本份好好努力，不能辜負那些人，因為他們想和我們一樣，過著簡單又幸福的
生活，可是現實中並非如此，我們更應該連同他們的份好好努力。~915吳昀臻

7、我覺得我的力量不足以影響全球，但我可以關心週遭的人事物，並做好本份。做好自己，
就是在減輕別人的負擔。~915李佩恆

8、有能力後，就能捐物資到弱勢國家。~915黃紫綺
9、雖然我現在還小，能做的事有限，但我們可以從簡單並且基本的地方做起。例如：現在提

倡的空盤運動，即多少、盛多少，把碗中食物吃完，不留廚餘，大家平常就應該保持這種
良好的習慣。有學者統計，人們一年的廚餘量是好幾噸，若把這些食物拿給需要的人，則
因飢餓而死亡的人數將大幅減少。除了實際行動，需再搭配強而有力的宣傳，讓大家知道
，就能更珍惜食物。

愛別人
那我？那我可能就是那個不友善的人，我用自己的高標準去檢驗我周圍的人，

看起來我對大家都不滿意，其實我最不滿意的人是我自己！我沒那麼好，別人也沒
那麼差！

忘了我震驚於這個內心的自我發現有多久，我其實很難過，原來我沒我裝出來
的那麼好，別人也沒我看的那麼差。

我有兩個抉擇的方向：一個是－－把自己裝得更好，使得別人看起來更差！另
一個選擇則是──開始學著去欣賞別人。因為只有在看到別人的好時，我才會發現
自己的好，也才能真正欣賞自己。

這是一段漫長的歷程，一開始甚至要「強迫」自己，很像視力矯正。

要把不順眼的看、看、看，看到順眼。每當我想放棄時，就想起那個差點害我
將整碗新鮮的蛤蜊倒掉的臭蛤蜊。

沒想到吧？這麼一件小小的家事訓練，竟也可以影響我如此巨大！我們，如果
沒有成為偉人的抱負，至少也可以像我敲敲蛤蜊，學會做個友善的人吧。

敲敲蛤蜊，學會做個友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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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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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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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一定會好好吃飯
乖乖聽話
認真努力讀書
用心孝順父母

請你跟我交換，
好嗎?

黎亦薰 (2018) 改變念頭，就一定會改變結果。普天出版社。
蘇絢慧 (2016) 你過的，是誰的人生?如實長出生命力量的五種鍛鍊。究竟出版社。
知識家 (2014)  
http://www.knowledger.info/2014/09/21to-be-brave-to-do-those-things-that-you-already-wanna-do/

資料來源：

 專輔教師 陳淑敏

開學已經過了一陣子，是否習慣學校的生活呢?還是喜歡待在家裡看電視、吃
零食、打電玩，但這樣的生活如果持續到年老，這會是你想要的生活嗎?你否想過
自己的人生要如何規劃呢?是否想改變自己挑戰每一天的生活? 

陳樹菊曾說:「人生的道理很好想、很簡單，一件事情做下去，如果讓你很鬱
卒，就是做錯了；如果晚上你睡覺很好睡，就是做對了。」所以你必須鼓起勇氣信
任自己的直覺和想法，否則你會輕易被屈服讓步，讓可能值得記憶的事物從指縫間
流失。因此如何掌握自己的人生，下列有三個方法提供給你參考。

鼓起勇氣去做一件：你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
如果你對於自己的生活有很棒的想法，但在你還沒有付諸行動之前一切都還是

空想，直到你開始「做」點什麼，而這個「做」可以先從小事開始。例如：你未來
想當歌手，現在就要練習對歌曲、旋律的熟悉度、音感的敏銳度，進而可以自創歌
曲⋯等，為未來當歌手做準備與規劃。生活中總有些事情是你一直以來都很想做的
事卻因為某些原因一直尚未完成，其實可以告訴自己勇敢地去實踐它，才不會讓自
己後悔。

用微笑過每一天
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有些人會選擇怨天尤人，有些人會用樂觀的

態度去面對問題，選擇怨天尤人的人事不滿意現狀，如果不滿意現狀的人，其實應
該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起身動手改變，如果不試著改變，這樣的人生就不會起
任何變化。與其抱怨，不如開始行動、擺脫困境，不讓「抱怨」阻礙了自己的人生

。當學會用微笑過每一天，將會發現，人生可以每天都很快樂，人生當中有痛
苦，有磨難，當選擇微笑面對每一天，便可以幸福得過每一天。

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
賈伯斯曾說:「就因為是我們自己的人生，所以必須把握每一次機會並全力

以赴。你知道嗎？人生苦短，一旦我們做了會消耗許多時間的重大抉擇，那最
好是要值回票價。」。其實從現在開始規劃自己的人生不算晚，不論你現在是
國中新鮮人或是即將面臨明年會考，生命是一種長期且持續累積的過程，人生
是一連串的選擇，你的選擇，決定了你是什麼樣的人。每個人都有能力改變自
己的未來，選擇屬於自己最好的一個人生。

因此，時時刻刻都要記得你可以有所選擇，無論你要往哪裡去，你都以選
擇自己想要過什麼樣的人生、做什麼樣的事情！無論你選擇什麼樣的人生，記
住，你的人生永遠是你自己決定的！加油吧，好好選擇及規劃自己的人生，找
到自己，才能過你想要的生活。

你想過的，是什麼樣的人生

書籍是作者為幫助我們渡過危險的人生之海而準備的羅盤、望遠鏡、六分儀⋯⋯，也許
我們經歷的不多、所積聚的智慧也不足，卻能因閱讀而增廣見聞、充足智慧。圖書館所舉辦
的生命教育書展，為大家挑選了很多很棒的書籍，每本書中都蘊含有生命教育的深刻意涵。

哈囉！下課了，你還坐在位置上聊天嗎?快快趕上這波生命教育閱讀潮吧！

 810 張雅晴
一片葉子落下來
這次書展，我看的是《一片葉子落下來》，書名很簡單，描述是葉子就像死亡一樣，靜悄悄且不引人注目。樹上的每片葉子都不一樣，就像每個生命，位置不同(出生地)、生活方式不同(有些風吹雨淋、有些受陽光滋養成長)，導致秋天來了(成年了)，每片葉子的顏色、樣子都不一樣。葉子落下，雖然代表著死亡，但春天一到，一片片新生命又到來。每天，甚至是每個時刻，都有人死亡，可能是病死或是意外，但相對的，也有無數的新生兒用嘹亮的哭聲宣示自己的到來。有結束，必定有新的開始。死亡並不可怕，我們之所以害怕，是因為沒有第二次死亡的體驗，談戀愛、生孩子⋯⋯等都有太多經驗可以提供參考，但有誰死後能分享感覺呢？死後是否痛苦？是否孤寂？有太多我們害怕的事物集中在此了。而我們所熟知的中式教育，對「死亡」此事非常避諱，也因此導致許多人害怕面對，無論是自己或是家人朋友。其實死亡並不可怕，它靜靜地來到。曾在新聞上看到：每幾秒就有人因某某疾病而死亡，當時的我只默默嘆息，就繼續手邊的事情。我如此看待死亡，並不是對別完全不在乎，而是接受「死亡」本來就是件自然且必定會發生的事。對我而言，死亡並不可怕，只要我在這世上曾有貢獻。

914魏子宜715葉雯萱

生命教育書展

輔導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