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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訊

有感於這幾年來校友們對於母校的無私奉獻

，深知那每一份的關懷，都是涓涓長流之大家明

範，更是最美麗的一首懷鄉曲。

基於感佩之情，基於教育之義，我們在校史

館的牆上記錄了莊勝通學長(15屆)、林永茂學長

(17屆)、陳調鋌學長(20屆)、陳美琪學姊(22屆)

、林素芬學姊(22屆)、張淑容學姊(22屆)等六位

學姊、學長的雅範事蹟，更重要的是讓學弟、學

妹們能夠在潛移默化中知所效法，心慕筆追。

「老師，我可以叫你媽媽嗎？」這
是我在鄉下營隊服務時，一位小女孩問
我的一句話。

那個當下，我有點不知所措，只記
得自己也問了她：「為甚麼想叫老師媽
媽？」  

「因為我媽媽說，學校的老師就是
我第二個媽媽。」她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不假思索地給了我答案。

那年簡單的一段對話，卻讓我至今
無法釋懷。老師的確可以是學生的第二
個媽媽，在家裡，親生媽媽為她的生活
打理，處理食衣住行；在學校，老師媽
媽為她的教育負責，體驗生命樂趣。

十五歲那年，我策辦了人生第一場
活動，為一群純樸的鄉下孩子準備了英
文成長營。

「老師，你會再回來找我們嗎？」
活動結束後，孩子流露出渴望的眼神，
拉著我的手問著。

那句話帶給我很大的震撼，我不知
道自己在他們心裡到底有多重要，卻可
以深刻地感受到一種從未體會過的期盼
。那個當下，我答應了那群孩子，「我
一定會再回來。」  

那年簡單的一個約定，深深地影響
了我一輩子。我開始思考，我能帶給這

群孩子甚麼。我著手辦理起營隊活動與
陪讀計畫，試圖帶給孩子不同於課本的
體驗，也為自己開啟了另一個世界。

我在家鄉進行長期的深根計畫，課
程的安排與策劃從不假他人之手，全是
經過我親自策劃。或許在年紀或經驗上
，我確實沒有資深教育背景，只是一個
沒沒無聞的學生，但對於偏鄉教育的熱
情與決心，卻是不可否認的。

曾經有一位學校主任這樣告訴我：
「孩子需要一個沒有距離感的楷模。」
我的經驗，應證了這句話。 我在15碎石
，成立了自己的團隊ACE家族，帶領一
群熱血有愛心的夥伴進入家鄉，並發揮
各自的專長，教導孩子新鮮事物，包含
星座觀測、明信片繪製、樂器操作⋯⋯
使得孩子不僅能在大哥哥大姊姊身上學
到新知識，更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一種
溫暖。每次活動前，我們會進行多次行
前說明，確立彼此要帶給孩子的不只是
課外新知，品行更是重要。在我所策辦
的營隊中，不會看見志工沉浸手遊，不
會聽見志工脫口粗俗的字眼，更不會有
志工在上課時嬉笑打鬧。我們了解身教
的重要，期待自己能成為優秀的楷模，
為他們帶來正面的影響。有人說，我們
和參加營隊的學生年紀相仿，所以才沒
有距離感。但我卻不這麼認為，所謂「
沒有距離感」，應該是要一起完成營隊

中的任務與活動，共同度過這段美好時
光。這樣一來，孩子對於課程的參與度
不但會提升，還會更積極的加入討論。   

我想，教育不該只是在課堂中被授
予課本上的知識，而是讓生活充滿著教
育。

我將每一位接觸過的學生當作生命
老師，因為他們帶給我的確實比在學校
學習收穫的更多。讀書若只是用來應付
考試，那學習的熱忱很容易消失殆盡。
比起在學校考試拿到滿分，孩子的笑容
帶給我的喜悅有價值的多。考試想拿到
高分，只要多花點時間念書就能獲得，
那種雀躍只是一時，孩子的笑容卻是無
價而恆久的。    

曾經有一位我教過的學生這樣問我
：「老師，你的夢想是甚麼？」我還來
不及反應的下一秒，他又說：「我的夢
想是成為一位足球選手。」那個當下，
我真心佩服他，勇敢的說出了自己的夢
想，於是我回答了他：「加油，老師支
持你的夢！老師的夢想，就是繼續當老
師，然後看著你們完成夢想。」

是的，現在的我只是一個高中生，
能做的並不多，卻還是想為這個社會付
出。我會堅持我的夢，朝著讓教育更美
好的未來前進。即使只是一個小小的我
，也想用那單薄的力量改變世界。

都對，也都錯都對，也都錯 文╱斗高校友 徐乃松文╱斗高校友 徐乃松

有人說，人生就是由無數個選擇題所構成。我
卻不那麼認為。如果人生不啻選擇題，意味著，眾
選擇中必有一正解。若真如此，人們為什麼還會在
各選擇當中猶豫再三呢？為何不直接選擇正解呢？

我說，人生不是題，沒有正解，每個選擇，都
對，也都錯。

大約是去年的春末，日頭下暑氣蒸蒸，夜裡卻
稍感涼意，淺黃斑駁的筆筒下壓著學測成績單，我
慵懶輕躺木頭椅，手邊堆著幾冊早已被翻閱到稍稍
開花的落點分析，舉起許久沒再運筆的雙手，飛快
的在手機螢幕上敲打著。就這樣，我的志願，塵埃
落定。

又過好些日子，已到了夜晚會不自覺掙脫被褥
的時分。一遍遍網頁重整，果然，在看過面試成績
之後，不算太意外的錄取台大法律司法組。這時，
加上軍校聯招錄取的國防醫醫學系，我手頭上握著
兩張入門票，我該走向自由開放的第一學府，還是
紀律穩健的百年軍校呢？最終答案想必你們都一清

二楚。我做出決定後，一方面對考上理想目標欣喜
，同時，軍校必備的入伍訓已悄悄逼近。

入伍訓確實難熬，基本體能訓練不說，實彈射
擊、震撼教育、擲手榴彈樣樣不缺，幹部求好心切
的「指導」更是讓我繃緊神經，幸好有班兵扶持，
整整兩個月在黃埔軍校裡雖戰戰兢兢，但也有不少
苦中作樂的時光。八週的訓練以汗水和淚水，為我
交織出刻骨銘心的歲月，畢生難忘。 

回到學校，我的大學生活揭開序幕。從前我以
為，國防醫的日子比不上民間大學自由開放；如今
，現實生活狠狠推翻了我的謬測。

校內活動不勝枚舉，社團也是不計其數，雖不
是百花爭鳴，也算是應有盡有。藝文、運動、服
務性社團樣樣不缺，平日不得出校，但課業學習
、社團練習、系學會運作搭配上校內大大小小的
活動，早已讓我分身乏術，恨不得自己有時空機
器，可以蒐羅從指縫中溜走的零碎時間，壓根本
沒出門的心思。

一到假日，校園就像是鬧了空城，身為軍費生
的我，早已依著用一周時間規劃的行程，揣著飽含
軍餉的錢包，踏上時長兩日的小度假。翻著美食雜
誌、瀏覽部落客的遊記，我按圖索驥，與室友、同
學四處品嘗美食、飽覽美景、縱情歡笑，好不快活

。除了遊樂，我也投資部份薪餉來自我成長。近日
也在同儕的感召下開始健身重訓，身為新手的我額
外利用假日請了健身教練一對一指導，聽從專業指
示菜單進行訓練，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安全成長，避
免運動傷害，逐步培養出強健體魄，為日後發展奠
下基礎。

分享至此，我不禁猜想，如此多采多姿的生活
，身在其他大學的「我」辦得到嗎？也許天天都可
以出校的我，其實日日奔波於各地打工，為了三餐
奮鬥。不要說要與朋友出遊，可能連聚個餐都要考
慮半天，更不用談價格不斐的健身課程。這樣的日
子真的是我期盼的大學生活嗎？

我才明白，唐詩宋詞之所以亙古，正是因為文
壇大家們在其嚴謹格律中，揮灑出各自巧妙。在限
制下，我反倒更珍惜我的每分每秒，不再仰賴父母
，靠著自己逐步實現我的人生藍圖。

也許你問我，我做的選擇正確嗎？坦白說，我
不知道，因為我再也沒有機會重來一遍。更加美好
的生活？也許會，也許不會，但那又如何，我對於
我現在的日子很滿足，這不就夠了嗎？

人生不是題，沒有正解，每個選擇，都對，也
都錯。

你準備好做出你的選擇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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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8.30】
開學日當天第5~6節，主任輔

導教師許佩琦老師集合高三全體
同學，講解各招生管道的重點和
規定，內容包含：大學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考試入學、四技申
請入學、警專等管道。  

航向夢想新天地

高中生升學進路簡介

106年11月18日，團體帶領者是輔諮中心黃民凱心理師，團
體觀察員請曾藇禾老師擔任。利用星期六一整天的時間，進
行馬拉松式團體。本次主題以愛情關係歷程經驗為主軸，並
穿插各種主題，期望來參
加的同學能從中獲得新的
想法，協助探索自我愛情
價值觀，亦期待在團體中
成員彼此交流、學習情感
關係經營的技巧。參加的
同學都能認真全程參與，
學生回饋意見針對團體本
身、帶領者、學習心得，
都給予很高的評價。

學生小團體

愛情關係與自我探索馬拉松式小團體

這已經是綠城柑心的第7屆，這屆的高二大桶
柑人數突破往年的紀錄，達到25人。感謝這群課業
優異又有愛心的高二同學，願意犧牲自己的午休或
放學後的時間，
義務指導高一學
弟妹(小桶柑)，解
答課業問題，並
以過來人的經驗
，分享學習要領
和讀書方法，幫
助學弟妹適應高
中的生活。

輔導室同儕輔導

柑心志工課業輔導

【�1�0�6�.�1�2�.�2�2】

第二外語的學習
，讓學生得以接觸
其他國家的自然風
貌和人文習慣，有
助提升學生國際觀
，以及對多元文化
的尊重。

邀 請 中
研院天文所
顏吉鴻博士
蒞校分享，
拓展本校學
太空科學的
認識。

第二外語-日語課程試穿浴衣體驗太空探索故事講座 【�1�0�6�.�1�2�.�2�2】

【106.09.23】
親職教育座談暨班親會，邀

請全校學生家長參加，座談會由
羅校長聰欽主持，首先向家長說
明校務概況。再由主任輔導教師
許佩琦主講大學多元入學管道。
班親會地點在各班教室，由導師
說明班級經營理念，和家長面對
面溝通，促進親師合作。

親職教育座談暨班級親師會

如璇小檔案

目前高二，熱心公益

曾辦理募書活動，並與父

親親自將書種偏鄉學校。

去年度辦理故鄉攝影

展—於斗南火車站他里

霧館展出，並將攝影作品

印成明信片，希望傳遞故

鄉大埤的靜謐美好。

107年度獲選為保德

信青少年志工菁英(全國

僅8位)。

升學講座系列

邀請到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系
孫慶成教授，到校說明光電系的
學習內容、產業現況、未來就業
出路等，幫助同學深入了解光電
系，為將來的科系抉擇、生涯規
劃做好準備。

【�1�0�6�.�0�9�.�2�7】

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嚴淑揚
、張麗珍兩位教授，到校說明學
習內容、當前政府的長期照護政
策、就業與薪資水準等，幫助同
學深入了解藥學系。

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1�0�6�.�1�1�.�2�4】

國立中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系教
授及化學工程系蔡敬誠教授，到
校說明兩系的學習內容、產業現
況、未來就業出路等，活動採自
由報名方式，涵蓋各年級共計約
110名同學到場參加。

【�1�0�6�.�0�9�.�2�7】

「照過來! 照過來」高一運動會化妝
進場就要粉墨登場! 同學們各個舞力全開
，不論是小小兵戰士、茅山道士甚至是水
果仙子，無不卯足全力演出。導師們也犧
牲形象，粉墨登場，有的扮演美魔女俏護
，有的變身皇后坐著馬車出巡，精湛演出
，令全校師生大飽眼福！

運動會化妝進場

講座進行中 學生討論熱烈 有模有樣的大丈夫！！日文老師與翻譯示範教學

學測前，
校長率高三

導師與學生至
孔廟祈福

多元學習

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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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勝通學長 林永茂學長 陳調鋌學長 陳美琪學姊 林素芬學姊 張淑容學姊

圖左起 張彩綾╱林晉賢╱徐乃松圖左起 張彩綾╱林晉賢╱徐乃松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