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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集錦、綠城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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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中醫論養生與紓壓

活動
集錦

高一選組家長說明會

邀請張祐誠諮商心理師帶領學生，藉由藝

慧醫師蒞校演講。鍾俍慧醫師知

術創作媒材與身心放鬆技巧練習，提昇覺

識豐富且演講口條活潑、與教師

察情緒的能力。並透過情緒理論的說明與

互動良多，讓與會教職員們皆收

實際演練，說明如何讓自己更專注，穩定

穫滿滿。

學習的情緒。共有38名同學報名參加。

【106.05.27】

【106.05.10】

學生小團體

【106.06.10】

日期: 2017年9月14日

親職教育―父母效能成長班

由教務處與輔導室

探索內在自我～從人際互動中開始

【106.06.10】

合辦，和輔導室蕭

邀請雲林區輔諮中心黃民凱心理師，帶領本校對

邀請陳鴻彬諮

秋萍老師聯合主講

人際關係及自我探索感興趣的同學(共12名)，透

商心理師主講

，共有117名高一

過小團體的方式，從探索自我人格特質，到澄清

，講題「如何

家長報名參加。教

自我的人際關係

讀懂孩子行為

務處呂冠見主任主

，學習增進人際

背後的心理需

講選組注意事項—高中課程與學分數，輔導室蕭

關係與溝通的技

求」。共有45名家長參加。感謝與會的家長

秋萍老師說明心理測驗解釋與應用，使高一家長

巧。讓參加的同

積極參，及分享提問，使今天的活動激盪出許

了解高中生如何選組及學校的輔導措施，並知道

學進一步認識自

多智慧的火花。的家長回饋的意見中，認為演

心理測驗結果在適性選組上的參考價值，能夠有

己，並且學到人

講內容對於親子關係有幫助者，非常同意占

能力陪伴子女做成選組的決定。

際溝通的技巧。

54%，同意占46%。

綠 城 點 滴
社團活動
2017513春暉社至一心育幼院服務

2017吉他社成果發表

2017戲劇社成果發表

管樂社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2017429園遊會舞研社表演

混障樂團―生命教育宣導
在雲林縣救國團邀請及六輕的贊助下
，混障綜藝團於2017年06月15日到斗六
高中演出。由金鐘主持人劉銘領軍的「混
障綜藝團」，他們是由一群「肢障」、「
截肢」、「腦性麻痺」、「罕病」、「聽
語障」、「視障」所組成的綜藝團，用陽
光的生命力感染台下數百名觀賞者。
活動在雙方互贈感謝狀後開始，主持
人劉銘以正面及幽默口吻展開表演序幕，
表演內容依序為「樂團演奏」、「中東肚
皮舞表演」、「默劇演出」、「薩克斯風
」及「二重唱」等。這些精采的表演，是
表演者花了無數時間與汗水練習而來。
主持人說，混障綜藝團會取名「混障
」，是「混」在一起，更有保「障」的意思。雖然是身障者，但是人人身懷
絕技，用才藝散播歡樂。他們傳遞了另一種生命教育的意涵，讓各種障別的
人們舞動起來，也舞動了觀看者的心。除了表演，他們也分享了生命故事，
告訴更多人，要勇於突破困境，珍惜生命。
表演過程中，演出者與觀眾之間沒有所謂的障礙，台上自由自在的舞動
及超越肢體動作的表演，讓在場同學沈浸其中，表演結束時，全場起立鼓掌
，久久不能自已。

2017415綠城儀隊
參加國防部全國高中職儀隊競賽

2017 Run for Dream 校園公益演講―陳彥博
2017.04.14一位極限運動員、夢想鬥士－
陳彥博來到斗六高中進行「Run for Dream 校
園公益演講」。每年比完賽回到台灣，除了訓
練與比賽外有空檔的時間，陳彥博都會自身發
起全台校園公益巡迴演講，報名方式為年底在
陳彥博FB臉書進行開放報名，限定國中以上
、大學以下。在訓育組的積極努力下，斗六高
中在20個縣市用抽籤方式中中獎了！
「超興奮回到家鄉啦！…」陳彥博在臉書
上寫著。學校安排了柔道、網球、田徑跨欄等關卡，在文進教官的陪伴下讓陳彥博以
闖關方式進入會場，中正堂裡滿滿的學生，是綠城迎賓的熱情。
演講過程中，彥博賣力的分享自己挑戰極地超馬的故事，告訴同學他曾經叛逆魯莽
翹課，是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在潘瑞根老師不曾放棄的鼓勵與指導後，自我反省不再
墮落，重回跑道追尋自己的夢想，並分享世界各地的冒險故事。過程中，他生動與真誠
的眼神、親切幽默的演講，唱作俱佳讓場面活潑有趣，不時有哄堂大笑的場面。
同學們的眼神都不同了，演講結束後，
彥博有一個任務給同學們。他點名10位同學
來到台前，面對全校同學，大聲說出自己的
夢想，好多位學生都勇敢地大聲說出來了。
希望同學都可以擁有追尋夢想的勇氣與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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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是世界中心，年輕人的舞台應該橫跨世界」―
一無所有的我，在非洲發覺人生意想不到的驚喜

從情緒流動到專注的力量～
學習情緒工作坊 【106.05.27】

邀請到彰化市詠春中醫診所鍾俍

專題報導

還記得是大四
上的三月，簽下了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合約，畢業後，充
滿著緊張與期待的心情，獨自飛到迦納的首都阿克拉，也開
始了踏上非洲的冒險旅程。
我在一間台商公司當銷售業務，是某品牌輪胎在西非的
總代理商，批發和零售都做。在迦納，有不少當地的經銷商
，公司會提供食宿和車輛，以利員工在外開發、拜訪客戶。
一週六天的上班日裡，有五天我都在外面應對客戶、物流公
司、工程公司、建設公司和採石場，而幾乎所有需要打交道
的對象都是男性，種族亦十分多元，包括華人、菲律賓人、
印度人、黎巴嫩人和迦納當地人。雖然這份工作可以經常在
外闖蕩，很符合我不想待在辦公室的期待，但身在異國，又
處於充滿陽剛之氣的工作環境、須和不同國籍的對象相處，
有時也會因此感到辛苦。曾經在凌晨十二點，我和司機二人
行駛在沒有路燈又崎嶇不平的路上，只有大卡車轟隆轟隆的
引擎聲陪伴著我們，道路兩旁是杳無人煙的叢林，我已經很
累，卻不敢閉眼，整個人神經緊繃地幫著同樣疲倦的司機看
路，深怕我一闔眼，司機會失手出事，或是被攔下搶劫。
第一年的工作，我幾乎快跑遍整個迦納，深山、金礦場
我都去過、採石場我跑過、沒水沒電的地方我待過、貨櫃我
也住過，各種你能想像得到的、地域偏遠、生活不便的地方
，都有我的足跡，有時不禁有種自己在拍電視節目「冒險王
」的錯覺。在這裡，不論你從哪裡來、不論你的學經歷如何
，都不重要，這是一個要捲起袖子和人拼搏的地方，需要你
放下過高的眼，蹲下來親吻這片土地。你可能得面對貪得無
厭的人性、和貪污的行政官僚打交道、理解當地人因文化而
和你不同的工作效率、站在他們的觀點去預估事情的進展，
且永遠都要有個備案──適應的過程時常令我挫敗，一次次
下來讓人心灰意冷，甚至萌生離開的念頭。儘管如此，我仍
認為這是迦納教給我最重要的一課，經歷這些，讓我培養出
文化包容力，學習如何尊重和適應不同文化的差異，給予跨
越評判的一種包容，屏除「與我不同即是錯」的觀念。
為什麼我選擇去非洲？──這裡和你想的，早已截然不同
一直以來，我對於未開發國家充滿嚮往，尤其是去過南
美洲之後，更加深我想去那些國家生活一段時間的想法。雖
然非洲不是大眾旅行的首選，甚至在刻板印象中，是個危險
的地方，對我卻有著莫名強烈的吸引力。加上那時候即將要
畢業，雖然不清楚真正想要做什麼，卻有一股強烈的念頭想
離開熟悉的家鄉，去異地闖蕩，所以，當我在網上看到這個
海外職缺的資訊，眼睛瞬間一亮！我對輪胎產業其實並無興
趣，但因為工作地點在非洲，當下沒有一絲猶豫，馬上投履
歷完成面試，並且很快地把這件事定了下來。常常有人聽到
我工作的地點後，會露出一臉不可置信的反應，諸如：「迦
納在哪？非洲？你怎麼跑去那裡工作？」「你是去當志工嗎
？」「很危險吧那裡？不是有愛滋病？」「報導都說非洲治
安很差，你不怕被搶劫嗎？」對！，我很能理解這種反應，
因為提到非洲，你們會想到什麼？普遍印象，第一個浮現的
，會不會是個骨瘦如柴的小孩，睜著無助的大眼看著你的畫
面？大多數的人會想到疾病橫行、戰亂治安差、衛生條件和
居住環境不好等。不能否認，目前在非洲的某些國家，還是
存有這些問題，但這只是其中一面，還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
面向，如豐富的音樂文化、奔放的藝術風格，和各種特別的
當地文化習俗，值得用心品味。
多數人應該很難想像，迦納阿克拉的物價其實頗高，咖
啡廳的咖啡價格堪比星巴克，一個燻雞三明治賣三百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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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心小檔案

不浪漫的非人生活

外，房屋租金也非常高，我目前所住的地方，在阿克拉市區
內，一層樓三房一廳，租金一個月要價一千美金，而在迦納
位置最好的地方，公寓一房一廳要價一千五美金。在迦納待
很長時間的朋友曾說，十年前，物價極低，租金也沒這麼誇
張，阿克拉大型商場僅有一家，偌大的停車場裡空空如也，
沒有人上前光顧。現在，迦納的大型商場一間間出現，不管
是平日或假日，商場門口總是車水馬龍，說明迦納的消費力
大幅地上升。隨著這些年不斷增強的勞動力以及中產階級的
崛起，非洲開發銀行估計，非洲的中產階級在過去30年擴大
到原來的三倍，已經達到3.7億人，超過非洲大陸總人口的34
％。這些數字代表著，過去的10年裏，在非洲每三個人，就
有一個人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現今非洲許多國家的政治形
勢日漸穩定，基礎建設亦越發完備─是不是令人難以置信？
我們印象中的落後且危險的地方，正在成為世界上新的投資
熱點，還有人將非洲稱之為「世界上最後的投資邊疆」。
「世界上最後的投資邊疆」：從「中國製造」到「非洲製造」
後來，輪胎銷售做滿一年，我離職加入一間跨國物流公
司，負責公司在西非六個國家的據點──迦納、布吉納法索
、馬里、科特迪瓦、塞內加爾和茅利塔尼亞──對中國的進
出口代理，工作內容大致為開發客戶、替公司拿到更多西非
地區和中國之間貨物進出口代理的數量，以及西非各國間內
陸運輸的物流安排，工作時間彈性，可自由安排行程，有時
需要出差到其他國家。可能你會好奇，為什麼會設置這樣的
職位？那是因為，中國現在可是非洲的頭號經濟夥伴，在
2016年，中國與非洲各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491億美元
，其中進出口額排名第八位的迦納，貿易總額達到將近60億
美元。麥肯錫公司今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便指出，在非洲的中
國企業已經超過一萬家，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為製造業，從最
初的貿易開始，逐步轉變在非洲的業務模式，從「中國製造
」轉變為「中國在非洲製造」。現在，中國企業在非洲製造
業的市場份額占到20%，相當於每10個產品中，就有2個是中
國製造的產品，看見這些數字，我一點也不驚訝，因為我每
天工作上都能親眼看到這些數字在真實世界裡發生著。還記
得初到迦納，剛下飛機要進海關時，突然被帶到一群一句英
文也不會說的中國人面前充當翻譯。原來，他們來迦納做市
場考察，我當時就被這樣的拚勁和勇氣給震驚了。後來慢慢
熟悉當地後，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中國人在迦納做生意：中
國企業商會、中國餐廳、超市、KTV、理髮廳和賭場，還有
中國人首富所建造的四星級飯店。看準數萬中國人在此生活
打拼，迦納的渣打銀行、法興銀行、標準銀行等，都設有中
國客戶經理，就是為了搶食中國市場這塊大餅。其實不只中
國人，黎巴嫩人在西非地區經商同樣非常活躍，大規模製造
業及重要產業都有他們的身影。而在迦納，黎巴嫩人同時掌
握了餐飲業和娛樂業，此外，也不少印度人在此經商，但比
起西非，印度人在東非的影嚮力更大，很多家族企業，在非
洲耕耘世代之久，並且一代傳一代。
「沒有人的成長，不是伴隨著痛苦」
對我來說，新工作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從更大的格
局，去看西非的經貿發展，並學習跨國工作的管理。公司在
中非和東非各有一位與我相同職位的負責人，只是比起我，
他們有非常多年的相關經驗，被從中國直接調派過來，接任
非洲崗位。一開始，我為此備感壓力，畢竟自己是零經驗的
菜鳥，卻要在有限的時間內交出好成績。曾經有一整個月，
我都是哭喪著臉回家，過程雖然痛苦，可我想人是永遠沒有
準備好的時候，當有好機會來到眼前，就先去做吧，不夠的
地方在過程中慢慢補足，沒有人的成長是不伴隨著痛苦的。
每個人的工作，都有自己辛苦的地方，當你一個人在異鄉打

拼，不管是在
先進國家，或
是像我身在開
發中的非洲，
感覺都是一樣
的：在工作壓
力之下，辛苦
或是一時不好
原名:陳藝心
的情緒，會不
自覺地被放大 2012年自斗六高中語文實驗班畢業,
。這些經歷都
進入台北大學企管系就讀,2015年前
是很好的磨練
，讓我學會如 往西非迦納工作。
何轉換自己的
情緒、不忘初衷。
非洲開拓了我的世界觀
不知不覺，來到迦納已經滿兩年。兩年的時間，從一個
迦納銷售業務員，到西非客戶經理，非洲教會我如何強悍的
生存、治好我眼高手低的毛病，也打開我狹隘的世界觀，當
所有聚光燈聚焦在第一、第二世界，被人稱為「黑暗大陸」
的非洲卻讓我看見世界不同的風貌。思鄉的愁、文化上的巨
大隔閡，曾讓我質疑自己當初的決定。對我來說，選擇留下
來，其實並不在規劃之內，原本只想來經歷一年的非洲生活
，再到其他地方流浪。然而，計畫趕不上人生中和心態上的
變化，現在往回看，我很慶幸當初就這麼誤打誤撞過來，而
且選擇留下，非洲是一個機會，讓我人生擁有更多可能性。
有時讀到台灣的報導，談及台灣環境對年輕人的不友善，心
裡都有些感觸：或許台灣不願意給我們機會，但我認為我們
應該收起對大環境、對台灣的抱怨──台灣永遠是我們的根
，可卻不是我們世界的中心，我們的舞台應該橫跨整個世界
。年輕就是我們的本錢，這句話從來沒有錯過。雖然年輕的
我們一無所有──沒錢又沒本事、沒有辦法像其他投資人，
風風火火來了非洲，一下手就砸大錢投資，但正是因為我們
一無所有，我們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我們會拼命地撿起身旁
一個個小機會，再更加把勁的創造屬於我們的更多機會。走
舊的路，到不了新的地方，如果想要看見不同的風景，就得
勇敢地選那條比較少人走的路，縱使比較辛苦或是不被理解
。想當初，我說要來迦納工作，不知道嚇傻多少親朋好友，
爸媽也很擔心。因為前方是一片未知，所以會感到恐懼，可
也因為一切都是未知，才要感到期待不是嗎？雖然不知道這
兩年會在我往後的生命中留下什麼樣的軌跡，也不知道往後
在迦納，還有甚麼樣的挑戰和機緣等著我，我想只要堅定所
擇，保持著信念，日後這些點點滴滴都會被賦予意義的。
勇於嘗試，發現生命的禮物。
儘管每每坐著大卡車出差，或是寄宿在陌生的環境裡，
總有一個人獨自落淚的時候，也有想回家的時候，我仍舊為
這個「離家出走」的決定感到很值得，不曾後悔。因為這個
決定，我走過迦納好多個城市、有過別人沒有的體驗，也交
到不少好朋友，並發現了自己隱藏的天賦。我曾羨慕那些有
著明確天賦的人，好像他們從上天那得到名為人生的禮物盒
子裡，附有一本使用說明書，告訴他們一條明確的方向。但
大多數人的盒子裡，沒有使用說明書，有時我們迷茫，不知
道自己到底適合什麼，可這不代表我們沒有天賦，只不過有
待挖掘，需要多方的嘗識和練習，在過程中找出方向。今年
，我就發現我的盒子裡，有著強大的適應力和抗壓力，以及
滿滿的樂觀。如果不去試的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有多少潛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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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年9月12日 22:40

/ 林紙鶴 撰

前幾天，漢斯季默與他的團隊在美國洛城附近的聖塔芭芭拉，風光結束最後一場秀
。細數當代電影音樂作曲家，似乎也只有他，展開歐洲、紐澳、北美一共59場的「Hans
Zimmer Live」的毅力，且從今年四月密集跑遍三大洲、巡迴各大重要都市，排場一如他
給人們的品牌印象：氣勢憾人。
我從國中開始聽季默的作品，迄今追隨逾18年，對他的音樂如數家珍、旋律朗朗上
口，是自我認證的重度樂迷。打從去年他舉辦歐洲巡迴，我就期盼親臨現場；但礙於工
作、忍痛放棄。今年還要再徒留遺憾嗎？ 樂友們紛紛在網路上鼓勵我去追夢。他們不但
幫忙查航班、旅店，更希望我實際直擊大師風采，才不愧對「漢斯季默在台唯一臉書網
友」的「榮耀履歷」。就連紐約大學的朋友，也不斷向我招手：「紐約、倫敦、蘇黎士
，是整個巡迴中連續舉辦兩場的都市，你可以來紐約聽兩遍，順便吃大蘋果」。
聽兩遍？多麼有吸引力！於是我決定訂妥機票、踏上朝聖路，飛向紐約知名的無線
電城音樂廳。朋友戲稱這是圓夢壯遊，我稱這是鐵粉行動。當我在音樂廳後門遇見樂隊
吉他手，尼羅馬爾（Nile Marr）與葛瑞斯蓋文（Guthrie Govan），我覺得自己更像瘋狂
鐵粉；馬爾的父親是強尼馬爾（Johnny Marr），擔任《全面啟動》電吉他樂手，蓋文則
是業界吉他大師，季默盛讚他是「無法預料他會怎麼即興彈奏的神奇怪傑」。
無線電城音樂廳是當年《獅子王》的首映地點，對季默而言有不小的意義。他以此
片拿下奧斯卡最佳音樂獎，也展開他跟南非歌手李柏（Lebo M.）的長年友誼。那首〈生
生不息〉的原唱，與他的女兒一塊上台，就在我眼前以宏亮歌聲展開23年前的動人經典
，全場聽眾莫不拍手叫好，我則感動地淚流兩頰。
序幕組曲由《溫馨接送情》、《福爾摩斯》與《馬達加斯加》組成，輕快節拍迅速

炒熱全場氣氛，然而這都比不上郭婷娜（Tina
Guo）霸氣狠奏《神鬼奇航》與《神力女超人
》主題旋律時，眾人熱烈瘋狂、尖叫亂吼的血
脈噴張。 季默自己不甘示弱，除了《雨人》
的鋼琴、《絕命大煞星》的定音鼓，他也拿把
電吉他化身搖滾巨星，搭配炫目舞台燈光，接
連呈現《黑暗騎士》三部曲的著名主題。讓人
驚喜的是，馬爾父子在紐約第二場後段齊聚飆
藝，一如季默說他女兒也坐在觀眾席裡，跟著
全場感受震撼能量。
陽剛威武的《赤色風暴》與《神鬼戰士》
，固然是季默征服樂迷的壯闊力作，但當他嚴
肅且感傷地述說悼念戲院槍擊案〈奧羅拉〉樂
曲時，人們無不感到動容。這不僅是一場百老
匯式的電影音樂秀，它更有作曲家想要給予聽
眾一些深刻意義的精神。
兩個多小時的飽滿演出，匯聚了季默最具代表的重要作品；他不僅串場當個談笑風
生的主持人，也隨時向樂手們致意。「我只是個鋼琴彈得不怎麼樣的作曲家，他們才是
這場秀的要角」；站在我眼前的，就是這位謙遜的巨人身影。我期待有朝一日，他們也
能來趟亞洲巡迴的台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