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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出發

校長  曾以瑩 女士

恭喜你們畢業了，這是國小學生生涯中的結束及另一個階段的開

始，在紅葉國小的生活裡，有歡笑及淚水，你們要記得，那些曾經幫

助過你們的人，將來也要懂得回饋社會還有部落。

『人生就像是一幅畫，需要你用豐富的生活經歷去彩繪完成』會

長在此祝福你們畢業生鵬程萬里，

前程似錦。

會長的話
會長  林惠蘭 女士

清晨五點是我出發的時間，輕輕關上家門，就怕吵醒熟睡中的家人，開著吉

普車在寧靜的南投市街頭，往國道三號接六號，方向太陽升起的地方，目標仁愛

鄉紅葉國小。

 一路上，天色從漆黑到太陽即將升起的矇矇亮，經過國姓隧道後，遠方，埔里市區的濃霧正慢慢散開；

接著進入省道台 14 線，人止關是蜿蜒山路的起點，而力行產業道路則是挑戰的開始，此時終於天亮了。力行

產業道路路況的艱難堪稱全國之最，然而景色之優美總是讓人忘記上班時間，想要駐足拍照，留下每天都有

不同樣貌的美麗景色；山有山的靜與美，雲有雲的變化萬千，隨著四季更迭，春有野櫻夏賞螢，秋臨楓紅冬

盼雪，不同的林像讓這條路充滿著繽紛的色彩。

擔任紅葉國小首任女校長，這條路也是色彩繽紛的，在學校，校長就像是四十幾個孩子的媽媽，校長室

名牌上的字句：「每個生命都珍貴，每個孩子都有亮點」，每天提醒我看重每一個人，發現每一個孩子的優點。 

這一年來孩子們的得獎無數，每一次的得獎，身為校長，總是為孩子的盡力，也為老師的努力感到光榮，

但校長也希望孩子們有機會面對失敗與挫折，讓師長們有機會陪伴與教導孩子，用堅強正向的態度來看待，

因為校長很貪心，校長不只要你們在小學階段有能力得獎，還想要紅葉的每個孩子們，在未

來的人生中都能看重自己、珍惜自己，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人。因此我們更應該感謝每

一個讓自己落敗、傷心、難過的經驗，讓自己愈挫愈勇，只要記得家人還是愛你，老

師還是愛你，校長還是愛你……畢業了，帶著師長們滿滿的愛，該是你們揚帆出發

的時候了，記得「把愛傳下去」，勇敢的走出屬於你自己的精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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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師長

人事 陳素霞小姐 廚工媽媽 潘素英小姐 警衛 陳明耀先生

三甲 林守恩老師 五甲 蔡玉雪老師

兼任訓導組長

六甲 鄭喬文老師 四甲 楊春美老師

二甲 林蓓蓓老師 一甲 林品君老師 教務組長 翁鏡涵老師 科任教師 梁國翰老師

科任教師 蕭翠香老師 幼兒園 王家淳老師 幼兒園 張雅雲老師 校護 張月好小姐

總務主任 徐美蘭老師 教導主任 黃正義老師

生活
    花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幼兒園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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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

希望我的高麗菜能快快長大喔 !

今天是拍照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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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合作看誰能最快穿過去 一起合作看誰推得快

小心 !

寶寶球絕對不能掉下來喔

家淳老師

雅雲老師

一起蓋動物園

不知道能不能讓動物們全部住進去

大蘿蔔看起來美味可口

什麼時候可以吃呢 !

大家一起合作蓋城堡

可愛小蘋果

參加唱遊比賽

呼拉圈遊戲看誰搖得久

厲害大蘋果

努力將鳳梨搗碎我的鳳

梨醬一定最好吃

希望我的綠豆能長得很好

如果要拔蘿蔔我們應該拔不動

品毅說勇智真的很可愛

只要出來外面玩我們都很開心

一起在角落玩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六年
 甲班

林欣瑜

高慧心林恩

翁杏瑤

10 11

104學年
畢業紀念

專刊紅葉 國小



陳巧妍

黃政三

我們要出國旅行

和教了好幾年的音樂老師合照雨中看島

每個人的姿勢都很美

林欣瑜拍的空中飛人

把紅包拿過來還我

林恩幫媽媽按摩到手都抬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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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圖溫的臉



好吃的義大利麵

巧妍孝順媽媽

老師的牙齒以及頭髮很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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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的化身【陳歆】

欣瑜孝順阿嬤跟姑姑

翁杏瑤的臉像豬

閃亮三姊妹

阿嬤不辭辛勞的來參加母親節聚會

翁杏瑤按摩姿勢很經典

高慧心的手方面

眺望紅香部落

做蝶谷巴特

動作很美

高慧心很孝順阿嬤

四姊妹與美蘭主任和春美老師

我們急著四處找雙胞胎



欺負滑手機的低頭族

黃政三的特寫

準備出航

認真的打菜

搭乘時光機來到故宮博物院

開心地領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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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姊妹與鏡涵老師

認真的做蝶谷巴特

嘴巴方面

DIY 實驗

六個人都在嗎？

誰的背包相同 猜猜看

操場的溜滑梯

好吃的豬冰

好喜歡老師和每一位同學的感覺



五年
 甲班

五甲可愛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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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五甲 ..... 很幾米 ...^^

五甲合影

導師 -玉雪老師

欣宜

可愛的雙胞胎姊妹 -新惠 詠惠

陳甄

我們班的 5朵花

和樂家族 ....@@

我們一家人



四年
 甲班

楊春美老師

開心邀請 JoJo 老師合影
我們難得造訪宜蘭吉米公園

好稀奇以前結婚要揹新娘

小人國裡什麼東西都是縮小版

有時候我很愛裝

我不喜歡編頭髮呢

有時喜歡是沒有理由的

我非常滿意

很漂亮吧

感覺自己長大很多

真是開心哪

對過去的文物總充滿好奇

擺好自己想要的 pose

雖然玩得全身濕也無妨

我可是第一次體驗二鍋的好料理

我可是沒有要離家出走喔

好期待的糕點

我是強壯的大力士

魚兒魚兒水中游

真是漂亮的小小山地美姑娘

礁溪住的飯店夜景好美
龜山島在遠遠的地方

哇感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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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甲班

我們是大美女

休息一下

用力跳

我結婚了

出發

大鯨
我最帥

迷路了

手牽手，心連心
我們是三甲

上課很認真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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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甲班

李柏昕

我們迷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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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好棒

吳佑心

我們要去織布了

林蓓蓓 老師

我們真的很認真

要去旅行
讓我們一起上學去

林璟雯 -我的家
要用功讀書

讓我們休息一下

小人國，我們來了

吳佑心 - 我的夢想

比一比，誰最出色

可愛的泰雅族小朋友

林璟雯

李柏昕 - 我的家人



春天來了 江君翔 春天來了 陳歆

一年
 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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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jump!

一起堆堆樂 !

下雨天 ,遊玩天 ^^

小人國真好玩 ^^

一起來織布 !

一起比賽扮鬼臉

今天我最可愛 !

好害羞 ~

來聽課囉 !

好緊張呀 !

向左走 ,向右走

出發囉 ,好開心 ^^



一甲 余若臻    可愛的外星人

二甲 李伯昕    我愛運動

五甲 洪新惠    我愛長頸鹿

六甲 黃政三    花

五甲 洪詠惠    夢幻舞台

五甲 陳甄    狗狗與我

四甲 林祥恩    柔道比賽

四甲 陳庭    光榮時刻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陳甄    平板與我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普通班 第二名 林欣瑜    喜怒哀樂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普通班 入選 林恩    紅香獵人與山豬

漫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翁欣宜    小宜的煩惱

繪畫類 國小中年級組
普通班 入選

司喬恩    紅香的生活點滴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普通班 第三名

高慧心    歡慶排灣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普通班 第三名

翁杏瑤    原民音樂會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余若臻    快樂的紅香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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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藝文天地
世界兒童畫比賽作品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南投縣初賽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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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在家裡或在學校，孩子們在互動中總會出現衝突場面，常令

家長或老師頭疼，關心孩子時，孩子總是迴避或是拒絕溝通，以致其不良

情緒頻頻發生。唯有讓孩子敞開心胸表達自己的情緒，進而積極正向鼓勵

孩子，如此才能拉近和孩子的距離。

    當發生孩子打人事件時，常會透過口頭警告或直接禁止孩子下次

不能再犯同樣錯誤，但發現禁戒的方式成效不佳。其實衝突是溝通的其中

一種方式，應該在孩子發生衝突後，先了解其發生衝突的原因，是不是因

為受了委屈還是難過等一些表達不出的感受，這時便協助孩子透過表達自

己的情緒來替代衝突的發生，一旦理解衝突的發生是為了溝通，那麼處理

孩子的負面行為的心態也會隨之改變。

    若孩子發生衝突場面時，可先讓孩子感受到我們是會保護他的，

能理解他們可能是受到委屈或是傷心的情緒，進而讓孩子卸下心房願意聊

聊整個衝突的過程，會發現孩子其實有著自己的觀點和想法，也會讓我們

對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增其信心。

    本有的不良習慣是需要花一段時間修正，若能正面積極鼓勵孩子

抒發情緒替代不良行為發生，當孩子願意敞開心胸分享，甚至願意討論，

會漸漸發現孩子本來原有的不良行為會漸漸轉由其他方式出現，甚至不再

出現此不良行為。

(參自親子天下 )

如何降低孩子的不良情緒

一甲  林品君老師

每個孩子都是一顆閃耀的明星 讓紅葉星光燦爛

●　105.2.2- 南投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田徑比賽

　　小女鉛球　第一名　翁杏瑤
　　小女田賽團體總錦標　第一名

●　105.3.30- 巴洛克全國音樂大賽
　　中區預賽　第三名　余若臻

●　105.4.1-104 學年度母語初階認證通過

　　林恩　黃政三　林欣瑜　翁杏瑤　

●　105.4.22- 南投縣幼兒說故事比賽
　　幼兒園　優勝　黃芊柔

●　105.4.23- 南投縣光華盃鋼琴比賽
　　一年級　優勝　余若臻

●　105.5.18- 全國柔道錦標賽
　　國小女生 B組　第三級　季軍 陳庭

●　105.6.2- 南投縣全民盃柔道錦標賽

　　男子　第一量級　冠軍　林恩盛
　　　　　　　　　　亞軍　陳俊熙
　　　　　第三量級　冠軍　林恩
　　　　　　　　　　季軍　江冠霆
　　　　　第七量級　亞軍　林祥恩

　　女子　第二量級　亞軍　陳庭
　　　　　第三量級　亞軍　陳甄
　　　　　第六量級　冠軍　陳巧妍
　　　　　　　　　　亞軍　林欣瑜
　　　　　第八量級　冠軍　翁杏瑤

　　團體　小男團體　第三名

　　　　　小女團體　第二名

●　105.6.3- 幼兒園小朋友榮獲
　　南投縣幼兒唱遊比賽 佳作

●　105.6.7- 南投縣 105 年語文競賽
　　泰雅語朗讀  優勝  陳甄

紅葉國小 104學年度榮譽榜

紅葉之星

●　104.9.18- 仁愛鄉運動會跳遠比賽
　　第一名　林恩

●　104.9.18- 南投縣原住民語朗讀比賽
　　優勝　林恩

●　104.10.30- 全國學生美展南投縣初賽

　　平面設計類　國小高年級組
　　　　　　　　普通班　第二名　林欣瑜
　　　　　　　　普通班　第三名　翁杏瑤

　　繪畫類      國小高年級組
　　　　　　　　普通班　第三名　高慧心
　　　　　　　　普通班　入　選　林恩　
　　　　　　　　國小中年級組
　　　　　　　　普通班　入　選　司喬恩

●　104.11.7- 南投縣說族語闖天下比賽
　　第二名　林欣瑜　陳甄

●　104.11.2- 南投縣第 63 屆縣運柔道比賽
　　國小男子組　第二級　冠軍　林恩

●　104.11.12- 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國小男子 B組　第八級　亞軍　林祥恩

●　104.11.13- 中正盃全國柔道錦標賽
　　國小女子 A組　第七級　亞軍　翁杏瑤

●　104.11.14- 南投縣英語說故事比賽
　　第三名　余若臻

●　104.11.25- 南投縣鄉土歌謠比賽
　　國小原住民語系團體組  甲等

●　105.1.30- 南投縣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柔道比賽

　　小男　團　體　冠軍
　　小女　團　體　季軍
　　小男　第一級　冠軍　黃政三
　　小男　第二級　冠軍　林恩
　　小男　第七級　冠軍　林祥恩
　　小女　第五級　冠軍　林欣瑜
　　小女　第六級　冠軍　陳巧妍
　　小女　第八級　冠軍　翁杏瑤
　　小男　第一級　亞軍　林恩盛
　　小女　第一級　亞軍　林妶
　　小女　第二級　亞軍　陳庭
　　小男　第六級　殿軍　張迦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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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父母親在孩子身上所花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無疑比過去多得

多，也比前輩們更講民主。但總括來說，孩子卻比過去驕縱、難管。原因

就是，如今，家庭生活方式出現了新的變化，但父母並未及時調整教子策

略。

近些年來，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越來越高。一個家庭中越是以孩子為

中心，孩子就越以自我為中心。小明的媽媽對此深有感觸，以前每次吃蝦，

她都是把蝦剝給兒子吃，自己從來不吃。當她有一次隨意地把一個蝦仁塞

進自己嘴裡時，沒想到小明立刻翻了臉；又哭又鬧，還逼著她吐出來！很

顯然，像小明這樣自我中心的孩子將來是很難融入社會的。  不要給孩子

他是家裡的特權的印象。好東西大家要分享，人人有份，這樣培養出來的

孩子才懂得關愛別人。

父母親逼著哄著學畫畫、彈琴、上各種才藝班。做不想做的事，那麼

即使錦衣玉食、玩具豐富，孩子也不會感到幸福。所以，幸福的童年是讓

孩子過孩子的生活。童年的主旋律應該是快樂無憂的，但孩子也會有孩子

的小小煩惱。父母應隨時關注孩子的情緒體驗，肯定、鼓勵他表達情緒，

幫助他調整情緒。

讓孩子學會生活自理，很多父母帶養孩子偏重控制，衣服穿得多但卻

先感冒，吃飯追著餵直到跑不動，結果是長大以後生存適應能力差。 父

母的包辦代替剝奪的是孩子生活自理的實踐機會。其實像穿脫衣服、洗腳

洗臉、學會整理這些簡單的自我服務勞動完全可以讓孩子自己去做；初期

父母要容忍他的不俐落的不完美，父母從示範教到只動嘴不動手，逐步放

開，只要你堅持，一個月兩個月 --，沒有培養不出的生活能力。

很多父母對孩子有求必應，生怕拒絕會挫傷了他們的心靈。其實生活

中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許多父母善於克制自己的物慾，卻無節制地滿足

孩子的要求；可是，太容易獲得的東西人往往不珍惜，而且從中獲得的樂

趣也不多，這一點孩子和大人是一樣的。 所以，父母應善於對孩子說不，

要他學會克制與承受。  

從前的家長容易簡單粗暴，而現在的家長容易太講民主。父母親

養育我們長大，讓我們逐漸有了自己的思想，自我的思維方式。此時

應該要好好地想想父母親這些年對我們的養育之恩，是否真的要學會感

恩，珍惜所擁有的幸福呢 ?

學會感恩，珍惜所有

三甲  林守恩老師

父母親問孩子對某事物或某人物的感覺，通常最直接的回應是「開

心」、「不開心」，或「喜歡」、「不喜歡」。愉快的感覺和成功的經驗，

最能令孩子留下正面的回憶，有助於建立積極人生觀。父母親凡事多從孩

子的角度去看他們的需要，讓孩子多些快樂的經驗，這樣可以給孩子一個

快樂的童年。

情緒在身體中好像吹脹了的氣球，要適當地抒發才能使身心健康。大

部分孩子均不懂得如何表達情緒，家長須加以引導，應以身作則用正確的

方法表達情緒，如當孩子發脾氣時，不要以自己的脾氣去壓制孩子的情緒，

又或對孩子的情緒妄下判斷，令致他們感到不被了解。

「鼓勵中長大的孩子，將來必能充滿自信」，家長對孩子的讚美和鼓

勵，直接為孩子的自信心加添分數。若孩子能朝目標去做，自我激勵，則

更能培養積極進取的性格。

孩子在成長中有犯錯是非常正常的，重要的是孩子在錯誤中仍能感到

被愛和學到如何做出改善。父母宜以耐心、關懷、寬恕的態度去面對孩子

的錯誤，不要過分的嚴懲或以侮辱指摘，讓孩子失去自信，這也會減少親

子間的親密感。

自由的家庭氣氛有助於開放的親子溝通方式。家長秉持開放態度接納

孩子的意見，讓孩子多接觸新的事物，不但能培養敏銳的觸覺，更能啟發

孩子的創造潛能。

親子關係是管較孩子的基礎，父母親若每天能持續保持親子溝通，並

經常透過遊戲營造輕鬆的氣氛，一定能建立融洽的親子關係。

父母親能掌握孩子的需要，為孩子帶來快樂童年又豈是難事！

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

二甲  林蓓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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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機緣下，已經好幾年沒帶班的我,這學年的下學期接任了這班，

雖然並不是完全不認識的小孩……至少之前在當科任時有上過他們的課，

但當了導師畢竟就是要管理班上大大小的的事情，也因此更能從中深入發

現到他們各自不同的特質。

班上之前已轉走的迦恩是一個想法很天馬行空的人 , 常常會語出驚

人，說出令人噴飯的話兒，愛閱讀，個性很迷糊，需要時時提醒他該注意

的事項。陳甄天資聰穎，學習悟性高，所以幾乎包辦班級所需參賽的種種

比賽，是我們班仰賴的大將。平時很愛命令人，不過愛笑且爽朗的特殊笑

聲為她贏得了最好的人緣。欣宜則是安靜稍嫌羞怯的女生，臉上總帶著一

抹似笑非笑的神情，是那種有心事不輕易說出口的類型。班上還有一對可

愛的雙胞胎姊妹花 - 姐姐新惠、妹妹詠惠，她們倆在學科上的學習進度較

緩慢……( 實際上比起之前我從低年級看到的她們，已進步太多 )，但她

們很會做事，熱心班級事務，只要有需要幫忙的地方，找她們絕對沒問題。

不過倆人也會經常為了互相「管教」對方而吵架，

看起來還真逗趣！

這學期 , 我每天都生活在這個班級裡，要處理的雜事雖然很多，但一

朝一夕的相處，與小朋友之間已慢慢形同家人，這個班級就好像是我們的

第二個家，在這裡每天會有不同的事情發生，相信我們能在未來相處的日

子裡，還能激盪出更多的火花，祈願他們在小學階段的這最後兩年，能快

樂學習、健康成長﹗

我們的班級

五甲  蔡玉雪老師

楊老師看著你們從愛生氣的小二、帶你們傷透腦筋的小四，到現在每

周一與你們共同學習的綜合課。哇！好像才一晃眼，你們就即將畢業了，

其實畢業對你們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喜悅的事。

「為什麼現在的功課那麼煩？」 「為什麼老師那麼煩？」「為什麼功

課那麼多？」「為什麼現在學校那麼嚴？」這些問題都是你們在畢業前提

出來的，或許你們可能真的被這些問題困擾很久…雖然我並沒有立即一一

去解答，因為凡事有苦就會有樂，而未來將會遇到的風風雨雨，理當也要

學習自己去承受。

祈願你們將來碰到的各種難關，要相信自己並以樂觀、堅持的態度，

憑著努力去開出屬於自己最美的花朵，最後不忘用你們的活潑熱情，讓生

活充滿歡樂！唯有更認真與努力，讓日子更加充實！

親愛的畢業生們，珍重再見

四甲  楊春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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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小鳥，爸爸送我一隻可愛的和尚鸚鵡，我非常的愛牠。

每天牠都在客廳吵吵鬧鬧，我猜牠是不是想飛出去玩？還是想喝水？

還是想吃東西？到底牠想做什麼呢？我只好準備水和飼料，給小鳥喝水解

渴還有餵飽牠的肚子，讓小鳥更有活力地飛上天空。

最後我希望小鳥能夠健健康康，永遠愛我、陪著我。

今天我在學校閱讀的繪本為：奶奶慢慢忘記我了。有一個女孩叫做艾

莉絲，她有一個奶奶，每天艾莉絲都會去奶奶家玩，有一天艾莉絲去奶奶

家的時候，覺得奶奶不對勁，奶奶向艾利絲說：蘇菲早安，艾莉絲回答：

奶奶我不是蘇菲姊姊，我是愛麗絲。艾莉絲說得太小聲了，奶奶根本沒聽

到。奶奶還把鞋子放在冰箱裡，並且在屋子裡迷路了。以前都是奶奶說故

事給愛麗絲聽，奶奶生病後換成艾莉絲說故事給奶奶聽。

如果我奶奶生病了，我會拿藥給她吃，以前都是奶奶照顧我，長大後

換我照顧她。

我與小鳥

閱讀心得

一甲  余若臻

一甲 洪婷惠

為台灣奪下世界麵包比賽冠軍的吳寶春先生，在一次演講裡說：「就

算我的麵包是最後一名，但是我的『態度』是冠軍」！

這次到高雄參加全國柔道賽的選手，都能夠遵守公共場所的秩序，例

如：在捷運車廂及住宿旅館能夠安靜不嬉鬧；在逛街時能排好隊伍互相照

顧：比賽的前一天能暫時不滑手機，靜下心來；大部分的選手也都能早點

上床睡覺，為隔天的比賽養精蓄銳…. 這些展現出都是冠軍的態度！雖然

比賽結果不如預期，但請別灰心，想想失敗的原因，繼續追求下一次比賽

的勝利！

吳寶春先生今年七月即將從新加坡國立大學 EMBA 碩士班畢業，他做

的麵包已經是世界第一，但他仍不斷的充實自己、追求進步，也希望紅葉

柔道隊能學習他這種精神，加油喔！！

給紅葉柔道隊

六甲 鄭喬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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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三清晨五點，我們從紅香部落到埔里的中峰國小，準備城鄉交

流的日子終於到來。

第一天我跟守恩老師、國瀚老師和俊熙來到羅東夜市吃烤肉；還有吃

超大雞排，真是非常的開心啊！

第二天我們去礁溪的山泉大飯店泡湯還有去泡 SPA，我覺得很舒服又

好玩。

第三天我們去小人國，我跟媽媽去玩摩天輪。摩天輪轉動的好慢好慢，

沒有想像中的恐怖；雲霄飛車在黑漆漆的空間裡快速奔馳，讓我嚇的尖叫。

結束小人國的行程，也同時結束了期待好久的城鄉交流。

城鄉交流

三甲  江冠霆

新年期間，媽媽帶著我和兩位哥哥去妖怪村玩。

我們玩得很開心，我好愛我的家人。

這是我練習鋼琴的時候。我一直說我不會彈琴，但是媽媽說

要認真練習。

最後我終於彈了一首曲子給爸爸媽媽聽。

這是爸爸新買的房子，而且我們也開心的謝謝爸爸。

第二天，我和哥哥 , 姊姊們去玩水，玩得很高興。爸爸媽媽

看得笑呵呵！

我的家人

我的夢想

我的家

二甲  李柏昕

二甲   吳佑心

二甲   林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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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今年 39 歲，爸爸是一位農夫，他很辛苦，因為他每天都會

去田裡工作。

我媽媽是家庭主婦，因為媽媽都會煮給很多幫忙我們家工作的人吃。

我堂弟長的胖胖的，因為他都喝牛奶完，之後，又為他準備豐盛的飯

菜，奶奶每天就是這樣無微不致的照顧我們。

我哥哥也是一位獵人，因為昨天他去追到 2 隻山豬，他跟黃家一起去

追山豬，而且是他們合力去追捕的喔！我雖然功課上平平的，也因為老師

有時候時常鼓勵我，並且有教導我功課上的問題，我也慢慢的進步，也聽

老師的話要用功努力讀書。

叔叔是非常厲害的獵人，因為他禮拜六、日都會去打獵。

我的奶奶很辛苦，因為他很早起來去工作；回來的時候會去煮飯、煮

菜，每天為我們準備好吃的晚餐。

我的爺爺是放陷阱很強的人，因為他都會夾到山豬、和許多獵物，所

以他是我的偶像，以後我也要向爺爺一樣。

我的姊姊是很貼心又非常好的人，因為他都會幫我買早餐和飲料，怕

我早上去學校肚子會餓。

我愛我的家人，謝謝爸爸媽媽，讓我去比縣賽、也讓我參與全國柔

道賽。

我的家人

三甲  林恩盛

親愛的哆啦 A夢：

我住在南投縣的紅香部落，我的名字叫做林妶，我要跟你說一件有

趣的事，我想跟你分享我住的地方，部落四周環境優美有如世外桃源，

家家戶都有養小狗；這邊很多隻小狗，有的會咬人，有的不會咬人但是

非常顧家。

但其中一隻是我們家的，這裡要特別介紹牠，他的名字叫做杜拜，牠

很凶也很會叫，因為它是一隻很會顧雞的狗，所以看到其他狗和貓接近雞

的時候都會叫。

有一次我朋友的狗看到我們家的雞，就跑過去咬牠們，然後，阿公就

罵我們，因為我阿公最喜歡雞，後來我們就要把我朋友的狗趕走。但是我

們一直趕不走，所以我們就用拖和推的。

最後我們就叫我的同學陳俊熙的大姐來，我們家才終於解脫，對阿公

的寶貝雞的威脅。

我們把雞安置好且放回雞寮裡，這樣阿公就不會擔心雞的安全，也就

不會罵我們沒有照顧好雞，下午阿公他看到雞自由健康的活動；數了數雞

的數量沒錯後，就高興的邊餵雞邊哼著歌。

給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的一封信

三甲  林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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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三日星期三，我們一大清早就起床到停車場集合、滿心歡喜做

接駁車到中峰國小。到了中峰國小，每個人的臉上掛滿笑容，當走進遊覽

車的座位坐定，校長先介紹老師及會長、家長們、接下來在急難疏散演練

完後出發。

我覺得這三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有三個：第一個是我們向遠處望

龜山島，一看到美景，就立刻拿出手機來拍照，因為景色真的是美極了！

而且我偶爾才能夠去看海，這不是每天會發生的事、在山上頂多只有瀑布

可以欣賞。

第二個地方是和大同國小城鄉交流，我們還是第一次去泰雅族的學校

交流，我覺得他們的演奏非常精彩，尤其他們打擊的鼓聲真是好聽！後來

我們兩校一起打樂樂棒球，起先還一直以為會是我們輸掉這場比賽，結

果－是我們贏了這場比賽，我的心裡安定了。第三個則是我們在小人國玩

遊樂器材時，當轟浪從最高的地方衝下來，我的整雙手軟掉了，而且感覺

像置身在深海裡呢！後來才聽說轟浪有十層樓高。

三天的城鄉交流裡我學到很多知識：除了學到怎麼製作鉛筆，也知道

我們泰雅族祖先留下來的寶物，這真是豐富又精采的城鄉交流遊記！

城鄉交流遊記

四甲  陳庭

我從小就想當一位警察，因為警察都會有很帥的警察制服。

警察有一把很強的槍，而且警察晚上會去抓小偷和巡邏；警察還有一

台非常帥氣的警車，所以我要當一位保護人民維護正義的警察。

當一位執法人員不是很簡單的事，所以從現在開始要認真讀書寫功課。

現在談這個未來我的志願的問題，好像也還太早了，也許這是個遙不

可及的一個夢想，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我相信，今日的努力

將會變成日後成功的基礎，用這句話和每一個人一起勉勵！因此，從現在

起，我要時時刻刻鞭策自己，好好用功讀書和好好學習柔道，希望同學們

也和我一起努力。

我的志願

三甲  陳俊熙

我覺得讓我感動的事是：守恩老師及喬文老師訓練柔道隊的事。他們

每天早上都一定會準時到家裡接我們，時間在每天上午的六點整喔！

開始成立柔道隊，我和姊姊就一起參加了。而兩位老師分別會從星期

一到星期五的每天早上，不厭其煩地將車停在我家門口，我們也準時等候，

因為這是我所期待的時間。想到老師要一大早來接我們，心裡由衷的感謝。

想到他們一定也很辛苦、很累，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

我一定不要辜負老師們辛勤的指導，我要認真地記住每個動作的要

領，並常常練習讓技術更精進，讓將要到來的全國柔道比賽，發揮自已的

實力，能奪得好的成績，為學校爭取榮譽。

一件令人感動的事
四甲  林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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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4 月 13 日，我們學校辦理了城鄉交流活動，我興奮的準備老

師交代的東西，把全部的東西放進行李箱，準備好行李之後，我就上床睡

覺，但因為太開心，而讓我難以入眠直到深夜。

終於要出發了，我們坐著車子到了集合地點，清點人數之後我們就上

了遊覽車，到了第一個地方；就是我最喜歡的大海，而且也有看到龜山島

喔！接下來就是幾米公園，那裡有很多很多的娃娃可以拍照，非常可愛。

第二天我們去了大同國小和他們進行交流，還有和他們玩樂樂棒球，很好

玩！接著我們走去泰雅生活館，裡面彷彿在述說著以前古老的文化故事。

晚上我們住宿的飯店裡面有溫泉，所以我們全部便簇擁著泡進溫泉泳池，

大家盡情在裡頭玩耍，不亦樂乎！

隔天一大早 ，就是我最期待的小人國，那裡的建築物都非常迷你且

非常可愛，還製作的非常精細呢！我們還去看了魔術表演，非常神奇也非

常精采，接著我們又去玩了很多遊樂設施，其中我最喜歡的是轟浪，他有

12 層樓高喔！上去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刺激，滑下來時候，很像要飛起來

最落到地面了感覺，好可怕呦！

這三天的快樂時光，一匆即逝，我相信大家不會忘記這段美好的回憶。

難忘的旅行

五甲  翁欣宜

美麗可愛的海綿寶寶：

為什麼我那麼喜歡看你的節目？是因為收看節目後，都會令我發笑，

也因為你實在太有趣！有時候你會去找派大星做盡搞笑的事情，有時候感

覺些愚蠢，不過…你有時候也會做出聰明的事。

想跟你說：最近與我最親的奶奶去世了，去年父親才死去，想起他們

我的心裡非常難過、傷心，謝謝你的節目陪伴著。現在我的家裡只剩下叔

叔在照顧我，平常在學校時，老師會鼓勵、同學會安慰我。我唯一喜歡的

娛樂是玩手機，可惜我近視了，變成一個四眼田雞。

雖然我常想著我的奶奶和爸爸，可是我還是會把他們記在心裡，並永

遠不會忘記。不知道你有沒有難過的事呢？看到你天真沒有煩惱的模樣，

我希望能跟你一樣喔！

祝

天天快樂                                                              

喬恩上

                                    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十日

給我最喜愛的卡通人物一封信

四甲  司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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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城鄉交流，我們全校師生要去宜蘭玩，出去的前一個晚上，我

非常認真的整理我的行李、背包，滿懷期待著這次快樂的旅行。

終於要出發了，導覽先清點人數，看大家是否都已經上車了，清點完，

導覽叔叔就給我們看逃生的影片，之後我們就前往第一站 -- 北關海潮公

園，從這邊就可以看到對面的龜山島景色非常迷人。接下來我們去了玉兔

鉛筆學校，那位解說員解說得非常清楚，例如……筆芯是用墨水和黏土做

的，鉛筆的製造過程 ...... 等等。第二天我們到大同國小，他們打擊樂

表演一開始，大家就都很認真的聆聽，上台的小朋友也都很大方，我們也

有表演相聲和母語歌謠，也博得了滿堂采。之後我們還比樂樂棒球，最後

以 10 比 3 贏得這場友誼賽，而且也認識了一些朋友。 

最後的壓軸就是家戶喻曉的小人國，一到達目的地，導覽遊就給我們

午餐卷和地圖，然後就帶我們坐小火車去遊樂區，一進去就看到很多遊樂

設施，我們第一個玩狂飆幽浮，原本以為只有轉來轉去，沒想到一下子高

一下子低，真是刺激！接下來我們還玩室內雲霄飛車、大摩天輪……等等，

不過我覺得最刺激的還是轟浪，從 12 層樓往下府衝，彷彿心臟都快要飛

出來的感覺，真是恐怖啊！

時間飛逝，這三天咻─一下就飛走了，我覺得好可惜沒多玩一些遊樂

設施，也沒交到更多的朋友。但這次我學到了很多知識，更發現到外面的

世界如此之大，學海無涯，讓我知道今後我要更加努力認真拓展自己的知

識領域。

難忘的旅行

五甲  陳甄

黑熊是一個喜歡爬山的高手，

常常在樹林，威武的邁步縱走。

蹦！蹦！蹦！帶著牠的兇猛，

嚇跑了樹林間的動物。

黑熊

五甲  洪新惠

漂亮的詠惠妳好：

我想妳現在一定是很個護士了，可以為病人做很多事，我希望妳可以

當漂亮又可愛的小護士，可以幫別人掛號，也可以協助醫生做事情。 

別忘了妳小時候常說的話，要『以誠待人』。只要妳付出你的溫暖及

愛心，誠心照顧生病的人，大家都會喜歡妳，感謝妳，我在遙遠的這裡也

會祝福妳永遠快樂、健康。

妳的詠惠敬上

105 年 3 月 17 日

寫給自己未來的一封信 

五甲  洪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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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間，這六年的時光就過了，再過一個多月就即將離開我的母校，

在這六年留下了許多的記憶。

一、二年級的我還不懂事，但因為一位老師，讓我從不懂事變成一位

很聰明的學生，不管在學校裡遇到了什麼問題，他總是會在你身旁鼓勵你、

教導你，我也要謝謝同學給我幫助、給我鼓勵、給我安慰，也要感謝父母

親，這幾年來的照顧。

三、四年級換了老師，我也越來越懂事，第一次比賽是在四年級，我

永遠不會忘記在比賽前的練習，在練習當中有時不認真，但教練會在我的

旁邊給我鼓勵，為我們加油打氣，不管輸贏，我都很認真的打完這場球賽。

五、六年級變了一位大哥哥，要學習照顧學弟、學妹，六年級我參加

了柔道隊，一開始我還不懂怎麼摔，但在這幾個月的練習當中，留下了很

多汗水，一開始比賽的時候，我很緊張，一片空白，可是聽到老師的鼓勵，

我就變得很有自信，後面還有很多比賽，我要幫柔道隊所有的人加油打氣，

同學們加油 !

這六年來的回憶

六甲  林恩

我即將要在六月份展翅高飛，開始我的國中生活。這六年來的酸甜苦

辣，將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部份。畢業後，常走的路，不再是我每天必

經的路線；常一起玩樂的同學，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天天見面了！

六年中，大家都成長許多，也變成熟了，記得三年級轉來的時候，一

直被同學們欺負，在那一年中，我確實心中很痛苦，但升上四年級，我竟

然主動找他們聊天，於是同學們更深的認識我了！到了六年級，我和他們

曾經一起嗆老師，做一些高難度的事情，至今想起來依然覺得很好笑。

我要感謝老師們，辛苦的教導我們，雖然有時候會覺得您們很煩，但

是老師您們也常常會被您們的上司罵，我會永遠記得您們不厭其煩、有教

無誨的表情。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分離是為了下次相聚！許多歡笑、淚水永遠不

會忘記；許多知己好友，還有很多說不完的話；許多師長的諄諄教誨，我

會永遠記在心裡，在成長的旅途中，我不會忘記大家，更不會忘記我的母

校「紅葉國小」！讓我們一起畫下完美的句點吧！

六年來的回憶

六甲  林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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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紅香三年，我回到這個再熟悉不過的地方讀書，我帶著緊張的步

伐走近五年級教室，展開我在紅葉國小剩下的國小生活。

剛進教室時，我看見兩個生面孔，和兩個熟面孔，老師叫我坐在陳巧

妍的座位上，因為她請假沒來上學。大家都在看我，讓我感到很緊張，深

怕他們會覺得我很奇怪而不跟我玩，但他們沒有，他們一直來找我聊天，

讓我感到很溫暖。過了一個月後，我們去城鄉交流，去城鄉交流第一天下

午我就被老師罵，那是我第一次被老師罵那麼嚴重，所以我很難過。回去

之後，就跟平常一樣，很快的，六年級的學長姐們畢業了，暑假也到了。

暑假過後，我升上六年級，老師也換了很多，而我的班導也從美麗的

熒璟老師變成奇怪的喬文老師。當我知道我的掃地區域很大時，我差一點

昏倒，幸好喬文老師有叫同學幫我掃另一半，不然我可能會累死。新年到

了，我們班要跳舞，本來跳完一遍後要接另外一首，不知什麼原因又害我

們重跳，真是好氣又好笑。寒假過後，已經是六年級下學期，剎那間我覺

得時間過得好快，彷彿昨天我們才一年級。

現在，離畢業的時間只剩下一個月，和朋友相處的時間也愈來愈少，

我想對她們說 :「雖然我才跟你們相處一年半，但你們從不排斥我，把我

當家人看，這一年裡我過得很開心，謝謝你們」。

畢業感言

六甲  高慧心

轉眼間，六年的時光匆匆流逝，我們就快要畢業了。再過幾個星期，

我們將會離開這裡，離開我們熟悉的班級；熟悉的教室；熟悉的老師和同

學。

在這個班級裡，我留下了歡樂與悲傷，留下了歡笑與淚水。但這一切，

在我離開母校之後，都是美好的記憶。我會記住快樂與歡笑，忘記悲傷與

淚水，讓童年在我心上留下一個完美的記憶。

在這個班級裡，我要感謝許多人，他們給我幫助，給我鼓勵，給我安

慰……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六年來，老師們付出許多汗水和精力，

為的就是將我們培養成有出息的人才，現在，我們即將要離開他們，這句

感謝，我不能不說。

其次，我要感謝我的朋友們，在這幾年來，我們無話不談、形影不離，

他們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給我安慰，給我鼓勵，各位，最後我還是要

感謝我最好的麻吉林欣瑜，她是最了解我的，也是最懂我的人。

在我離開之前我一定要練好柔道，我不知道會不會去草屯國中，但我

會努力的去比賽，盡力拿到好成績，在我的小學生涯畫下完美的句點。

畢業感言

六甲  翁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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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紅葉國小最令人難忘的事情是發生在一年級時。剛上一年級

時，我每天想到的只有和同學玩，但是後面呢，我的課業慢慢變得很爛，

全班課業最好的同學是林薇，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她可以玩，課業也可以

那麼好，一直到六年級我才知道為什麼，原來是「分配時間」這四個字。

三年級時，班上少了兩個人，但開學我就看到我們班又多了一個人，

看到她的時候就覺得她很漂亮，所以我每天都在想她溫柔的聲音和臉，一

直到某一天，我就和她告白，但她可能是第ㄧ次被人家告白吧，所以那時

她就哭了起來，我問她為什麼哭，但是她都不和我說話，所以那時我還是

放棄了。

在四年級的時後，我發現原來我之前的課業很爛，但我還是沒有改變

這個壞習慣。四年級時，我都會和同學一起出去玩，但是那時後我和同學

很常吵架，因為他們都覺得我是很壞的人，那時我只要因為一點小事而計

較，就會去打他們，但有時後他們還是會很過份，但我們最終還是會和好

的，所以我們就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

最後我要感謝在學校陪伴過我的人，還有支持我的人，還有感謝各位

老師，之前我的脾氣很兇，但是經過你們的教導，現在我知道對人要溫柔

一點，這樣才不會讓他人傷心。

在紅葉國小的回憶

六甲  黃政三

謝謝守恩老師那麼辛苦的教我們柔道，也謝謝您帶我們柔道隊出去比

賽。雖然我們要畢業了，但是我一定會回來看你們的，謝謝老師！我們六

甲的學生一定會想您的，也謝謝您幫我們辦午餐的事，您辛苦了！希望您

的爸爸可以健健康康喔！

親愛的鏡涵老師：老師我們要畢業了！謝謝妳那麼辛苦的教我們英文，

雖然我上妳的課都不聽話，但是我有把妳教的單字都學會喔！老師我畢業

了不要哭喔！妳也很辛苦的當教務組長，忙著幫我們申請獎助學金！辛苦

了！我們會想妳的！希望妳未來可以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健健康康的喔！

愛妳唷！

親愛的校長：謝謝妳那麼的關心我們六甲，也很挺我們六甲，雖然我

們畢業了！但是我們不會忘記最漂亮的校長，我們一定會想妳的，我們也

會回來母校看妳的！不要忘記我喔！愛你唷！

喬文老師：我們要畢業了！謝謝你辛辛苦苦的教我們六甲，我要畢業

囉！要想我們六甲喔！也辛苦你教我們柔道，讓我可以得名，希望我們六

甲可以聚在一起吃飯，而且要讓老師請客！老師辛苦你了！雖然你教我們

六甲的小朋友會頭痛，但是你也忍到我們畢業，希望畢業典禮那天你要哭

喔！

謝謝各位老師，那麼辛苦的教我們，但是我們要畢業了，我們一定會

想你們的！我也會回來母校玩，老師要想我喲！祝老師們平安喜樂、健健

康康喲！畢業快樂！

寫給師長的一封信

六甲  陳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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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 大山裡傳來孩子們嘹亮純真的歌聲。這個隱藏在海拔一千多公尺

紅香部落的好聲音，第一次參加南投縣音樂縣賽，不僅畫下創校以來的新

歷史，也是今年仁愛鄉唯一下山參加南投縣母語歌謠比賽的泰雅族小學，

並且拿到第三名的佳績。是誰，有這樣神奇的魅力 ? 她，就是紅葉國小最

閃亮的合唱團。

能有這樣的成績是全校師生共同的努力成果，在訓練合唱團的過程中

讓我深深感受，要走出偏鄉，真的要比一般學校付出更多的努力。還好有

紅葉老師們團結的力量，讓我們克服重重的困難，玉雪老師、春美老師和

我每天早自習就帶孩子們先到操場跑步練肺活量，接著練習發聲和曲子。

我雖然不懂泰雅語，但為了訓練，特別請教母語春珠老師一起協同用

羅馬拼音打字記錄，甚至翻譯中文，為的就是希望傳唱泰雅歌謠的孩子，

在歌唱的同時也能理解祖先歌曲的涵義。此外，由於這些母語歌謠沒有伴

奏譜，所以我特別利用假日時間自己寫譜，每當我覺得很煩想放棄的時候，

我告訴自己，這不只是一場音樂比賽，更是喚醒紅葉孩子們身為原住民表

現“who I am”(我是誰)的一場戰役。敵人不是其他參賽的學校，而是“自

己”“自己”“自己”! ( 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雖然，在所有參賽隊伍中，我們的人數是最稀少的 ; 雖然，我們沒有

布農族的八部合音 ; 雖然，我們訓練的時間過程很短。但是師長對學生的

用心絕對是百分百。為了這場比賽，出動了將近全校一半以上的師長，從

凌晨五點半自行開車載著學童在漆黑蜿蜒的山路顛簸。然而，紅葉的孩子

沒有讓我們失望。

這天，南投縣文化中心的舞台上閃爍著孩子們閃亮發光的眼睛和那扣

人心弦的美妙歌聲。而此時，台下紅葉的老師流淚了。這是多麼值得紀念

的一刻，而這美好的回憶將永遠停駐在紅葉你我的心中。

南投縣 104學年度音樂比賽
母語歌謠傳唱泰雅之音

翁鏡涵

親愛的畢業生：

人生說來很漫長可是回想起來卻又轉眼即逝，與天真可愛活潑熱情的你們相

處了二千多個日子，看著妳們身量與智慧一同增長，老師心中充滿了喜悅與感恩。

今天即將與你們揮手道別，心中也百感交集，許多的話無法一一訴說。謹以

下面的短文與你們分享

老教授問：「如果你去山上砍樹，正好面前有兩棵樹，一棵粗，另一棵細，

你會砍哪一棵？」

問題一出，大家都說：「當然砍那棵粗的了。」

老教授一笑，說：「那棵粗的不過是一棵普通的楊樹，而那棵細的卻是紅松，

現在你們會砍哪一棵？」

我們一想，紅松比較珍貴，就說：「當然砍紅松了，楊樹又不值錢！」

老教授帶著不變的微笑看著我們，問：「那如果楊樹是筆直的，而紅松卻七

歪八扭，你們會砍哪一棵？」

我們覺得有些疑惑，就說：「如果這樣的話，還是砍楊樹。紅松彎彎曲曲的，

什麼都做不了！」

老教授目光閃爍著，我們猜想他又要加條件了，果然，他說：「楊樹雖然筆直，

可由於年頭太久，中間大多空了，這時，你們會砍哪一棵？」

雖然搞不懂老教授的葫蘆里賣的什麼葯，我們還是從他所給的條件出發，說：

「那還是砍紅松，楊樹中間空了，更沒有用！」

老教授緊接著問：「可是紅松雖然不是中空的，但它扭曲得太厲害，砍起來

非常困難，你們會砍哪一棵？」

我們索性也不去考慮他到底想得出什麼結論，就說：「那就砍楊樹。同樣沒

啥大用，當然挑容易砍的砍了！」

老教授不容喘息地又問：「可是楊樹之上有個鳥巢，幾隻幼鳥正躲在巢中，

你會砍哪一棵？」

終於，有人問：「教授，您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測試些什麼呢？」

老教授收起笑容，說：「你們怎麼就沒人問問自己，到底為什麼砍樹呢？雖

然我的條件不斷變化，可是最終結果取決於你們最初的動機。如果想要取柴，你就

砍楊樹；想做工藝品，就砍紅松。你們當然不會無緣無故提著斧頭上山砍樹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只有心中先有了目標，做事的時候才不會被各

種條件和現象迷惑。你的目標明確了嗎？想清楚了，那就加油吧～想想自己堅持了

嗎 ?

總務主任    徐美蘭

 

§文章節錄自  學習電子報§

兩棵樹，你砍哪一棵？

總務主任  徐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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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看似簡單，其實不簡單，常常會遇到各種的狀況，以下就舉幾
個例子，談談關於教育的二三事。

關於讀書：

覺得讀書累？其實，我倒是樂見同學的感覺，因為，開始感受讀書有
壓力、題目有難度時，那就表示已經「在開始讀書」了。只有真心投入才
會逐步成長。至於提及：「部分同學課業落後、過於吵鬧，為何導師不會
生氣？」大哉問。因為我深信：園裡長不出花朵，並不是種子的問題，而
是還沒有找到適合的土壤。我願意嘗試各種方法使學生能跟上腳步。

關於「小事」：

若小事不處理，可能會形成所謂「破窗效應」，班上的環境便會每況
愈下，日後將會產生更大的問題。生活中的小事，如果能夠養成良好的習
慣，就是人生的大事。只要稍微改變一下，大家能夠共同遵守，形成班級
的一種風氣，便能有更好的生活環境。改變，從小事做起。

關於學習成績與學習方法：

成績不代表一切，高分只代表該科努力的成果，想成績好、求進步，
須按部就班的學習。藉由成績高低的分析，找出較弱科目的問題，並尋求
方法改進，才會避免陷於學習的盲點與泥淖。這點，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帶來很大的便利，藉由這個，可以找出學生較弱的能力指標，以便針對其
弱項進行加強。

關於孩子犯錯與處罰：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孩子犯錯誤，自然需要父母師長的教育和懲罰。
但懲罰孩子也要有方法，如果懲罰不當，不但對孩子的行為起不到規範作
用，更可能使孩子的行為失序。孩子犯錯，無論是無心的或是故意的，在
處罰孩子時，需注意以下幾點，以免造成不良的後遺症：

控制情緒反應；

處罰的地點應選擇不明顯、不在公眾場合處罰，以免傷到孩子自尊心；

注意措詞、語氣，避免威脅、恐嚇的話語對孩子說

處罰後，安撫孩子，讓他知道長輩對他的關心和關愛

教育二三事，簡單在於一切都是從「心」開始，困難在於面對各種不
同狀況的處理，而且每天都會遇到，狀況百百種不知道怎麼做時，就從心
開始吧。

教育的二、三事

梁國翰

孩子們第一次看到我，最想問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師，你怎麼只有一

隻手 ?而我最想跟孩子們說的是：感謝上蒼，我還有一隻手 !

人生有各式各樣的際遇會橫亙在你的眼前，等你去處理與面對。在

二十年前的一場車禍，讓我失去了左手，也在醫院裡來來回回一年多。而

在之後的歲月裡，我便是一個“殘障人士”。

在這個社會上，雖然我們一直強調著各式各樣的“平等”，但是，總

是會對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投以異樣的眼光。或許，我們更應知道，

每一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

然而，也正因為我的“不一樣”，讓我能夠知道要以更加感恩的心，

來面對人生。每天四、五點，聽到外面蟲鳴鳥叫，我知道 --- 我有健康的

耳朵，能讓我聽到美妙的聲音，感謝老天。張開眼，看到房間的一切，看

到初升的太陽，我知道---我有健康的眼睛，能看到萬事萬物，感謝老天。

爬起身來，我知道—我的手腳還能活動，感謝老天。

更要感謝老天，又給了我嶄新的一天，讓我能活在這個世界上，感謝

又感謝 !

為何要如此呢 ?

你可知道 ?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是聽不到聲音的 ? 有多少人是看不

到東西呢 ? 又有多少人是無法活動自己的身體 ? 比起這些人，我實在是幸

運多了。常懷感恩心，生活更順心 !

因為，我還有一隻手 !

我還有一隻手 !

教導主任  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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