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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國二 佳佳

我們活在世界都要心存感謝。

我要感謝，

感謝爸爸和媽媽，

感謝您們生下我和弟弟妹妹，

沒有您們，就不會有我。

感謝外婆和奶奶，

感謝您們照顧我的弟弟妹妹，

沒有您們的幫忙，我可能看不到他們了!

感謝姑姑和苗栗的家人，

沒有您們，我過年就沒有辦法回家了。

感謝慈馨家的老師們，

感謝您們教我是非對錯，並鼓勵我、照顧

我，

沒有您們，我可能就學壞了!

沒有您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感謝我的同學和朋友，

感謝您們的陪伴，

沒有您們，我可能會很孤單。

最後感謝這個世界，

因為讓我感受到很多的溫暖，

很開心和大家一起生活在這個溫暖的世界。

我最感謝的家人
國三 Tin

  人生的路程，絕不是一個人奮鬥到底的，

往往是有人支持或默默陪伴，並給予愛與

勇敢，才讓自己度過難關，再奮力往前進。

  在慈馨家，有個外表纖瘦，個性成熟的

老師，給予我許多溫暖與陪伴，她就是沛

晴老師！因為從我小學三年級到國三，都

是老師帶領的，所以她最了解我；而多年

的相處，使我和老師的感情特別好，於是

私下我便暱稱她為沛沛。

  從小學三年級一路走來，發生很多事情，

而沛晴老師總是默默的帶我往前走。當我

與別人發生衝突時，她教我怎麼與別人好

好溝通；當我心情不好時，她陪在我旁邊，

適時給我幫助。我還清楚記得當時年紀小，

很多事情還不了解，沛晴老師便帶著我一

步一步練習，直到養成習慣。她對於我的

成績不太過於責備，考得好，稱讚我；考

不好，就安慰我、鼓勵我繼續加油。沛晴

老師還時常對我說：「要相信自己，不要

覺得自己做不到，能做就做到好！」這句

話對我幫忙很大，後來也成了我的勵志名

言。

  除了沛晴老師，在慈馨家還有許多老師

教導我，以及同儕、姐妹們陪著我長大。

我很謝謝大家在我迷失方向時，用不同方

式陪伴我，支持我、鼓勵我，讓我進步，

變得愈來愈好的。在這個大家庭生活，是

幸福和值得感謝的。

感 恩
高三 AIIen

大地提供養分，

令樹綠意盎然，

而樹落葉以謝，

令大地更肥沃。

成鳥教導幼鳥振翅，

使幼鳥翱翔天際，

幼鳥成長後反哺，

使老鳥安享晚年。

這一切只因為感恩！
家童美勞作品

未來之虹
高三 AIIen

一道一道的彩虹，

總是引領著天使們前進。

彩虹的另一端，

藏著許多神秘的追夢者，

不斷磨練，精進學習。

等待著，

當振奮雙翅那天到來，

將探索，

一個名為未來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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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禮物
國三 Tin

  今年年初，我收到一封牛皮信封，裡面

夾著一封信和圖片，打開時還飄出一陣書

香味，這封信是筑瑄媽咪寄給我的。

  那時的我，身心狀態都很低落，做任何

的事情都沒有信心。但筑瑄媽咪信上的一

句話，鼓勵了我，她說：「你能決定自己

成為怎麼樣的人！」看了這句話，我的內

心有各種情緒在翻攪，思緒也不斷湧現…。

  於是，我開始勉勵自己，為自己打氣。

我對自己說：「雖然我並不夠優秀，但我

應該相信自己的努力與毅力！如果別人做

一次就成功，那我可以練習十次，直到成

功為止，學習的路很長，現在不急，我要

穩穩地走好這條路。」

  之後，當遇到挑戰或挫折時，我就告訴

自己要堅持、要翻轉，因為：「人生就像

大海一樣，自己就是船長，方向盤由自己

掌握。在航行過程，有順利之行，也有大

浪來襲翻船之時，無論何種情境，我就努

力把船再翻正回去，然後繼續向前航行！」

  現在已近年底，回顧這些事，我發現筑

瑄媽咪的信，陪伴我度過低潮的時期，有

了她的溫暖與關懷，讓我變得有方向、有

能量，而這封信也是今年我收到最特別、

最有意思的的禮物了！

【答客問】

編輯小組

一、請問在哪裡可以看到你們目前所需？

答：謝謝您的愛心與用心；您可以透過電

    話方式進行詢問，我們將告知所需；

    或者透過e-mail或傳真方式，我們會

    將物資需求表傳給您。

二、請問我捐贈金錢或物品可以抵稅嗎？

答：現金及物品捐贈，兩者均可以抵稅。

    只是物品捐贈方面，我們需要捐贈者

    購買物品之收據或發票，然後依據購

    買金額登打於本家收據上。

    若欲自動列舉於報稅資料中，個人捐

    贈需提供捐贈者之身份證字號，若以

    公司名稱捐贈，則需提供公司之統一

    編號。

三、請問你們的上班時間為何？逢年過節

    也有開放嗎？什麼時候去樂捐或參觀

    才方便呢？

答：我們週一～週日營運的時間是上午

       7：00～晚上10：00，逢年過節亦照

    常營運。（唯過年期間初一至初五會

    提前關門，請先來電詢問。）營運時

    間皆可接受樂捐。若欲前來參觀，為

    讓您有更好的參觀品質，請於參觀前

    （至少一天前）打電話跟我們辦公室

    人員洽談，我們將為您做安排。

    若是團體參觀，考量人數、空間的限

    制，以及本家既有活動之安排，建議

    能於一個月前與我們接洽，以利安排！

    謝謝您！

家童美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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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用一輩子來經驗；

        經驗，用生命去感受。

  暑假，是孩子們開心的假期，也是這個家最熱鬧的季節。今年暑假，孩子們

繼續在生活裡學習，用生命在這個大家庭裡，成長茁壯。讓我們抓住夏天的記

憶，見證孩子們，生命經驗裡學習與成長的歷程吧。

紫色翩翩，環保飛舞

  這一天，家裡的孩子和台灣紫蝶生態保護協會的叔叔阿姨們，來到了大坑中正露營

區，進入綠色的天地，親近大自然。活動過程中，和叔叔、阿姨們一起認識紫斑蝶，

以及各式各樣的昆蟲，並學習如何保護昆蟲們居住的環境。過程中，孩子們每看到一

隻昆蟲，就欣喜的詢問著，像發現新奇的寶物一般。

  除了認識綠色生態，貼近昆蟲的世界外，孩子們也跟著叔叔阿姨們一起製作種子項

鍊，化身為森林裡的小精靈，展現生命無限的創意。

彩繪創意，快樂學習蝶古巴特

  透過簡單的器材，自己動手製作蝶古巴特鑰匙圈。在蝶古巴特製作團隊的叔叔阿姨

帶領下，孩子們用自己的雙手，學習專注完成手邊的作品，從剪下圖案、塗上顏料、

烘乾，每一個動作都不能夠馬虎。

  有孩子太過心急，一個不小心就把圖案給用破了，最後再重頭練習，一個步驟一個

步驟仔細地完成，像人生，一步一腳印，真實的學習著。感謝蝶古巴特製作團隊，為

家裡的孩子帶來一段，生命專注的藝術之旅。

社工心輔股活動花絮

紫蝶保護協會的叔叔介紹著紫斑蝶，帶領孩子走

入蝴蝶的世界

孩子製作種子項鍊，用自己的雙手，完成獨一無

二的項鍊。

孩子認真的彩繪著，屬於自己的鑰匙圈。 認真的聽著老師的講解，學習如何製作。

廚神廚藝大賽，展現生命自信的美味

  第二屆的少林廚神廚藝大賽，讓孩子們透過分組，進行廚藝競賽。過程中，孩子們

發揮自己的創意與廚藝，展現日常生活中，老師們教導的廚藝技能。

  而今年，除了廚藝技能競賽之外，更讓孩子們練習外出購買食材，在每一組有限的

預算裡，購買可以烹煮四菜一湯的材料。有組別揀選完食材後，發現超出太多的預算，

只能馬上應變，找出可以替代的材料；也有組別的孩子，看見眼前的食材，一個頭兩

個大，不知該如何挑選。

  在烹煮的過程中，有組別把海苔包著豆腐，淋上自製的糖醋醬，完成糖醋素魚；也

有組別將蛋液加上九層塔，再加上他們的秘密食材-王子麵，完成了「當王子遇到蛋

黃哥」；也有孩子製作他拿手的蒸蛋，加上雪白菇、玉米筍等豐富又健康的食材，完

成了「蛋蛋的憂傷」。每一組都用心烹調，也給每一道菜趣味的名稱。比賽結束後，

每個孩子看著自己的成品，都開心的笑著，展現了生命裡，自信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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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每一個過程中，共同陪伴孩子們學習的好朋友，豐厚了孩子們的生命故事，也

拓展孩子的學習視野，在每一個努力學習的生命裡，落下不同的種子。

  漫長的暑假結束了，生命學習的種子正慢慢的發芽，孩子們繼續用生命，在經驗中

學習，並且成長茁壯。

社工心輔股活動花絮

孩
子
用
心
的
烹
煮
，
展
現
廚
藝
的
精
神

孩子認真的挑選食材，並精算理財 完成四菜一湯的料理，要兼顧色香味

俱全

透過參觀彩登造型，孩子們學習美容美髮的行業 孩子認真的聽著戴建築師的分享，拓展生涯的視野

開拓生涯的視野，貼近生命努力的故事

  延續著去年的生涯學習，孩子繼續在講座、體驗裡，拓展生涯的視野。為期一週的

職業生涯講座與體驗，邀請了「彩登造型沙龍」、「冠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

立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及「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等資源，透過分享與體驗，豐富孩

子的生涯學習。

  有孩子在參觀完彩登造型後，開心的分享著自己練習洗頭髮、綁頭髮的經驗；在泥

作與汽修的講座分享中，孩子們認識了台灣傳統產業，才發現，原來泥作和汽修的工

作，與自己想像中不同。在參觀建築師事務所時，孩子們都驚訝在每一個建築物模型

裡，開啟了生命中好奇的心，戴建築師和孩子們說：「生命中，值得的事情就要去堅

持，所有的辛苦是會有代價的。」

  清朝書畫家鄭板橋老年得子，但從不溺愛。他嚴格要求兒子，提出「第一

要明理，做個好人。」的家訓。其傳記上記載這麼一段故事：

  鄭板橋病危時，將兒子叫到床前，告訴兒子，要吃他親手做的饅頭。兒子

順從父意，勉強答應，但稟明自己一點也不會做。鄭板橋命兒子去請教廚師，

兒子照辦，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饅頭做成時，鄭板橋已經咽氣了，只留下

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天，

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漢！」兒子這才明白父親臨終前的一番苦心。

  時下台灣，偶見「溺愛成逆子」、「媽寶」、「尼特族」、「啃老族」之

新聞，對照鄭板橋家訓與其遺書，鄭氏教子之道，頗值得我們反思與學習。

註1：此文節錄自網路資料。

註2：尼特族（英語簡稱：NEET）是指一些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或不參加就業輔

     導，終日無所事事的青年族群。在香港稱為雙失青年（失學兼失業的青年）；

     在美國稱為歸巢族，意指孩子畢業又回到家庭，繼續依靠父母的照顧及經濟支

     援；在中國稱為啃老族，靠啃食父母老本生活。在台灣稱為尼特族、或魯蛇、

     米蟲。

【教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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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園地志工園地

親愛的茜茜：

    感謝這四週的課輔時間，與您的相

遇，也沒想到這期間能碰上妳的生日，

實在很幸運。還記得我跟妳說「在姐

姐家的生日慶祝方式是，妳要分享糖

果給人家。」

   我這裡準備了這麼多餅乾、糖果，就

是希望妳可以分享給妳喜歡的人，和

妳的家人。

    其實，姐姐一開始並沒有想要當課

輔老師，而是在找暑假的工讀，但是

因為沒有工作經驗，所以都找不到，

當時我很難過，想說既然不能工作了，

至少能來課輔陪伴小朋友，會讓我的

心情開心一點。陪伴妳的這幾次，姐

姐真的很開心。

    在陪伴茜茜的過程中，姐姐有兩件

事情很在意：

    第一個是，要怎麼讓妳喜歡學英文？

    姐姐真心的認為，學習像交朋友，

是會慢慢習慣它，不要對它有這麼多

的排斥，到時候當它消失一段時間，

反而會不自在呢！

    第二個是，要怎麼讓數學變簡單？

    這個問題可真的難倒我了，我以前

沒有這個煩惱，但有趣的是，如果妳

想不出這題的話，妳可以跟其他人討

論，自然就會有很多方法，也會喜歡

它。

    加油，未來的妳，一定可以辦到的。

You deserve a better future.

琬瀞姐姐 2015.08   

    看著窗外熱情的陽光，隨著上升的溫度，

愛的光芒不僅僅溫暖著慈馨的每個角落，

也溫暖了每顆前來擔任課輔志工哥哥、姊

姊們的心。感謝願意來陪伴的志工朋友們，

豐富了孩子們的生命故事，讓愛的光芒，

繼續溫柔的閃耀。

資深社工員 廖振杉

    看著窗外熱情的陽光，隨著上升的溫度，

愛的光芒也持續溫暖著慈馨的每個角落。

暑假開始，招募了20幾位立人補習班的志

工哥哥、姐姐們，陪伴孩子繼續在課業上

學習。在志工哥哥、姐姐的陪伴，孩子們

填寫練習卷、講義，提升學習的能力，用

生命一點一滴累積成長與蛻變的契機。除

了累積課業學習的能力外，也透過與志工

哥哥、姐姐的分享、互動過程裡，拓展孩

子的學習經驗，豐富孩子的生命故事。

    而前來陪伴的志工哥哥、姊姊，也在每

次課輔結束後，經由本家社工老師陪伴志

工們經驗整理過程中，經驗「生命陪伴生

命的成長過程」。有位志工說：「第一次

覺得，原來帶小孩是件辛苦的事情！」也

有志工說：「陪伴小朋友很開心，好像有

源源不絕的活力一樣。」還有志工，在最

後幾次的課輔分享到：「前面幾次在陪孩

子，感覺很挫折，想說是不是我不會教小

孩。但是經過老師的分享，一次又一次的

調整後，現在陪伴孩子特別有方法，也很

喜歡和孩子一起聊天、學習。」每次，聽

到志工們的分享，都是一種感動，見證了

教學相長的喜悅。

    課輔結束後，偶然收到兩個包裹，是課

輔的志工姐姐要送給孩子的小禮物，還親

手製作卡片，和孩子勉勵。

親愛的如如：

    我是陪伴妳的姐姐，妳應該沒有忘

記我吧？姐姐要準備開學了，不能陪

妳讀書、寫字，妳還是要認真學習喔！

在姐姐的心裡，如如是很聰明的好女

孩，但是太容易放棄。要努力用功，

才能變成一個什麼都會的人，像姐姐

一樣知道好多事情。

    我沒有忘記妳的生日，所以特別準

備禮物和這張自己做的卡片，要送給

妳當生日禮物，我超級喜歡妳喔！卡

片上面的貼紙，是姐姐去澎湖買的，

是一個海邊，叫作「摩西分海」。這

裡只有特定的時間，海才會分開來，

很酷吧！以後有機會妳一定要去！對

了！我有送妳一盒彩色鉛筆，因為妳

畫畫很漂亮，希望妳一直喜歡畫畫！

加油！

穗君姐姐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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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苗栗三義籠罩著雲霧與山嵐的山谷間，有個世外桃源―久松客棧，在夏夜可以躺著看月

亮，也可以坐著看雲海；客棧的老闆羅貴美夫婦，早期會招待慈光育幼院師生至久松客棧享

受清風明月與道地的客家美食。尤其羅先生總會用心規劃，帶領孩子從客棧穿梭過樹林密道

至勝興車站，沿途風趣的導覽三義的鄉土風情，給孩子們豐富的知性之旅，讓師生至今難以

忘懷。孩子們總愛稱幽默風趣的羅貴美先生為「羅伯伯」，親切和藹的練秀珍女士為「羅媽

媽」。此次我們前往拜訪，看見餐廳牆上還保有住宿、用餐者的留言記錄，而慈光孩子們親

製的感謝卡，亦為羅家夫婦所珍存。

    提及與慈光、慈馨認識的因緣，羅先生表示民國八十年許，長女文玲就讀大學期間，因

參加學校社團，認識了慈光育幼院，夫妻倆透過女兒的介紹，也開啟與慈光的緣分。慈馨成

立後，夫婦倆仍不時親製養生粽、南瓜饅頭等，與慈馨師生分享。回顧雙方結識二十四年的

因緣，感到十分可貴。

    羅先生見多識廣，經營過「久松水電行」，其後改行，民宿、餐廳，以及庭園植栽皆其

一手規劃、打造而成；而羅太太則是溫文賢慧的助手，兩人同心協力打拼著。夫婦倆人雖然

忙碌，但關注公益，倆人還是三義地區最早推廣復育螢火蟲的人，他們不噴灑農藥，營造健

康的生態，終於使絕跡已久的螢火蟲重返自然。此外，羅太太曾自營早餐店，因重視食安品

質，讓慈濟師姐甚為欣賞，遂邀請其加入慈濟，成為慈濟志工。一家人受羅太太影響，亦成

為慈濟行善成員。羅太太退休後，仍至慈濟協助製作愛心便當，目前亦積極將好廚藝傳授給

年輕人。對夫婦倆而言，水電行、早餐店、民宿、餐廳…，從事這些工作，原是生計所需，

但是他們卻能藉此服務大眾，結交朋友、廣結善緣，讓工作充滿不一樣的意義。而夫妻倆人

歷經許多挑戰，最能體會辛勞甘苦、與幸福的不易，但他們卻樂於付出與分享，這著實令人

讚嘆。

 

    我們請教羅太太的好手藝從何而來？羅太太表示身為大家庭媳婦，過年過節要辦桌請客，

於是她就把這當成學習烹飪的機會。此外，她秉持「吃到哪裡，學到哪裡」精神，於是學會

的料理項目便愈來愈多了。再請益羅太太，擔任慈濟志工有何心得？羅太太說：「做志工學

習到很多道理，像『人字』雖僅有兩撇，但一左一右，卻不容易穩住！擔任志工接觸到許多

人，看見人和人之間貴在相處，也難在相處。所以我們需要去了解他人的習性、需要去協調

彼此的需要與配合，我就是在別人的一言一行之中不斷學習的。」

    看見羅氏夫婦互動和樂、情感深厚，我們特別詢問其夫妻相處之道。羅太太認為這是兩

人前世互結好緣之故，也感謝羅先生的照顧。而羅先生認為兩人自小相識（國小同窗），其

夫人是個善良、認份、惜福之人，婚後兩人一起奮鬥，相知相惜，現在已是少來夫妻老來伴，

當然格外珍惜。此外，退休後夫妻倆人皆有「生活愈簡單愈幸福」共識，居家生活便是依據

自然作息，而健康、信仰、知足常樂就是生活態度與行動。羅先生還表示，女兒文玲曾對親

人的離世，感慨道：「來時一絲不掛，去時一縷輕煙。」對此，他亦有所感，覺得這兩句話

就是真實人生的寫照，所以他用以自勉，並化為行善之力。

    羅氏夫婦育有二女一子，皆有所成就，我們請教其教養方式。羅先生客氣地表示沒有特

別方法，唯在子女年幼時注重「蒙以養正」，留心孩子們生活態度、以及生活習慣的養成。

夫婦倆平日是疼愛子女的，然孩子犯錯，亦會嚴厲管教，但很少責打，因為「打在兒身，痛

在娘心！」他們的教育原則，是教導子女「品德第一」、「自律獨立」和「惜福積善」。

    最後，我們邀請羅氏夫婦給予慈馨的師生勉勵。羅太太表示：「很疼惜育幼院的孩子因

家庭因素，造成的心理創傷。但幸好在慈馨，孩子們有一群老師細心的陪伴，這裡真是救孩

子和改變孩子的好地方。自己對慈馨很認同，認為多一個慈善團體，社會多一分力量，多使

一個孩子幸福，就能減少一個社會不安。」她還說：「小時自己因為家庭因素無法升學就讀

國中，而有所遺憾，所以特別希望孩子們都能把握和珍惜讀書機會啊。」羅先生則嘉勉道：

「孩子們要加強語言能力，尤其是英文。未來有機會到外國，或者與外國人工作，具備了語

言溝通能力，要生活、要工作，這大門自然打開。還有，當今社會多元，讀書走學術之路，

或學習一技之長（像泥作、水電也是很好的）都很重要。尤其是具有技術的人，這一輩子都

會受用無窮，因為誰也奪不走你的本領！」夫婦兩人還表示，非常歡迎慈馨師生前來三義，

因為讓孩子們接觸大自然，感受天地之寬廣，身心靈便有所開展與療癒。

    羅氏夫婦，秉性忠厚純樸，視人如親，以善待人，凡事皆為別人著想；與其相交者，亦

被其真誠及熱忱所感動。明朝袁了凡云：「做有益眾人之事，即是善！」羅伯伯與羅媽媽達

觀態度，與待人處事之道，正是孩子們學習的典範。

編輯小組

樸實仁厚的羅貴美夫婦

仁者
 翦影

仁者
 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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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長 吳碧霞

  到育幼院的同仁，會從帶領孩子經驗中，拓展所知的領域。而實際了解也運用方法帶領

孩子，將會影響孩子一生，在佛家來說是功德無量。

  念佛是求未來往生，成佛後有大智慧、大慈悲可徹底渡眾生。大家平常的習氣跟引導孩

子也息息相關，所以雖為人師，更需要常檢視自已。大家信佛，不只口裏念佛，心裏也要

常覺察是否有不好的念頭，這和心理學上潛意識作用是相同道理的（落下的印象或念頭，

會影響未來。）

  平常檢討心中是善念或惡念、清淨或污穢境界，把心中不好的去掉，每一念都有每一念

的果報，我們得一人身不易，聽聞佛法更不易，大家要珍惜此因緣。

民國83年03月09日  

  「能夠接納孩子是建立在完全的信任上」～對孩子非理性的行為，內心要接納，也了解

孩子的行為是其來有自。對於智能不足或遺傳基因之疾病，大人要從背景去理解他們，用

柔和寬大的心對待，但同時也要教導。育幼院每一位同仁都要用父母的心情對待孩子，從

基本人性上來想，孩子在入院前心裏已受傷，如果再讓他受傷害，孩子會因此對人性失望，

呈現出黑暗的一面，所以勿讓他們曾受傷的心又再受傷。面對孩子的事務，是磨練耐心、

也試鍊大人的包容力。

民國84年12月19日  

  儘管時代在變，資源與專業在持續增廣加深，從慈光到慈馨，精神上是一脈

相承的。

  本頁所呈現的，是過去教保會議的紀錄摘要，想給大德的，是「一路走來」

的真實狀況。

師生之間的 叮
叮
噹
噹

【灰姑娘與白雪公主】

  一天，6歲的小臻和阿薰姐姐正在聊天，

聊到公主的話題…

  小臻妹：我要當灰姑娘。

  阿薰姐：為什麼呢？

  小臻妹：因為可以坐南瓜馬車，又可以

跟王子跳舞啊！

  阿薰姐：喔…可是聽說灰姑娘要打掃家

裡、幫大家洗碗、洗衣服、掃地、拖地喔！

  小臻妹：那我不要當灰姑娘了，我要當

白雪公主！

  阿薰姐：……啊，這麼快就要換了喔？

  小臻妹：因為白雪公主不用做家事，又

可以跟白馬王子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這時候在一旁拖地的廚房阿姨，忍不住

說話了～～）

  廚房阿姨：可是白雪公主要吃下毒蘋果

喔！

（小臻妹妹想一想，猛搖手～～）

  小臻妹：……我……我還是不要當白雪

公主好了……。

  廚房阿姨：你可以做你自己，然後學習

灰姑娘的勤勞、白雪公主的善良！

這樣就會有快樂的日子！

【爸爸？老師？】

  傍晚，國小三年級的阿賢走進總務辦公

室，開心地對著李老師笑著。

  阿賢：爸爸，你好！

  老師：喔？為什麼叫我爸爸呢？

  阿賢：因為我最近改姓了啊！

  老師：改什麼姓？

  阿賢：跟你同姓！

  老師：喔？這樣啊！所以你認我當爸爸

囉？

  阿賢：當然！

  老師：為什麼你想要認我當爸爸呢？

  阿賢：因為我們的姓一樣啊，而且一起

住在慈馨家，你又比我大，所以你就是爸

爸啊！以後你要保護我喔！

（阿賢用調皮的語氣，邊笑邊說著～～）

  老師：喔～這樣啊！那你知道我這個爸

爸對兒子會疼愛，也會有所要求的嗎？你

之前不是對我說過「養不教，父之過」嘛！

  阿賢：呃……厚！……那……那我想想

……我不喜歡要求很多的爸爸，我…還是

叫你老師好了！

  老師：嗯，可以啊，我會一樣疼你。但

是，該教的時候一定認真教，因為「教不

嚴，師之惰」喔！

  阿賢：呵……呵呵……謝謝老師的教導！

（於是，阿賢就借著呵呵的笑聲，快快溜

走了～～～）

總務組長 李冠葦
一路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