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祥和金燕代表學校參加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希望閱讀全國

「畫我家鄉、寫我家鄉、說我家鄉」小書創作賽，經預賽、決

賽，榮獲高年級組第二名，獎金一萬二仟元；楊金燕小朋友榮獲

中年級組佳作，他們傑出的表現，更為金竹推動閱讀立下最好的

成果。 

學校透過一系列的活動，推動文化扎根，啟發學童對家鄉文

化加深認識，進而喜好自己的文化。結合多元文化之推展，讓孩

子關心週遭環境，培養親土性，我們始終深信惟有觸動心靈深

處，才是教育不變的本質。觸動心靈深處，學生才能對學習有感

覺，主動學習、多元思考。學校一直以「閱讀」串聯各項學習活

動，期許經由「閱讀」開啟孩子心靈深處的那扇窗，讓智慧之光

穿窗而入，涵詠明亮的眼光、敏銳的思緒、柔軟的心靈。 

對金竹永遠充滿著期待與努力………..。 

步入金竹，映入眼簾的是奇花鬥豔的各色各樣的花朵，不管

是什麼季節來到金竹，金竹都以不同的嬌豔迎賓。於是，花香成

了金竹人生活中當然的氣息，也為童顏童語的九重葛的童話世界

憑添幾許詩意。校門口的桂花清香、書香光廊的黃梔花、雨豆樹

下的野薑花，還有那些不經意蔓延的所謂野花艾草、香茅、山素

英，那特別的味道，是金色童年無可取代的幸福回憶。 

    金竹的傳統，在金竹師生齊心努力下，把金竹這個山村打造的

令人驚豔。終年綠草如茵的操場；襲人的花香鋪灑出花樣般的媚

惑，獨特的幸福感受，串起了山村居民默契般的驕傲。 

期許－ 

九重葛裡的童語世界是一個繪本花園，一個讓孩子直接閱

讀藝術的文本。 

金竹的孩子都是小小藝術家，透過閱讀走向多元、開放與

豐富；藉由藝術的途徑去接近知識、啟發心靈、展

現創意，學習才會有更多彩的風貌。閱讀可以帶我

期許－ 

藉由閱讀運動的推動，把一顆顆愛心匯集成一

股力量，用實際的行動提昇偏遠地區孩子的競爭

力，讓每一吋土地都充滿愛與關懷。 

期許－ 

在未來的日子裡，我們彼此加油，用書本，

為孩子打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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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中的金竹，晚霞斜陽讓金竹再次呈現一片金黃，心情卻是到金竹以來，最沉重的

暮色，回家的路上，我內心中多了一絲的失落與落寞，即使每天迎著晨曦，我帶著抱負與

理想到學校，默默、默默地做著；每晚踩著星月，我背著充實與希望離去，靜靜、靜靜的

想著。因為每一次的活動，我們在乎的不是場面有多大，貴賓有多少；我們在意的是，在

孩子心中刻畫得有多深，孩子的感動有多真！只要在孩子的生命中有了真誠的感動，相信

日後當他們有能力時，一定也會把這份愛與感動傳承出去，努力為別人發光發熱！ 

文/校長  張二文 

教育是走長遠路，我自許當個

辦學、辦教育的教育人，而非辦

公、辦活動的行政人。我告訴自己

「真誠能打動每個人」，於是毀譽

沒有降溫我的熱誠，誤解沒有澆熄

我的努力；我一直細思著： 

一路走來不管師生、家長，大家朝著同

一個理想、目標共同努力，那種心手相連、

榮辱與共的感覺、一起構思活動、共同奔走

規劃、同心排練、協力佈置情境⋯⋯，讓大

家的距離靠得好近好近。活動有謝幕的時

候，人潮、盛況會散去，繁華、掌聲會消

褪，但感覺不散、感動不消。在孩子的記憶

中，是一輩子帶得走的豐富饗宴，因為他們的心靈在藝術、人文、自然的氣息

中滋長。在師長的經驗裡，是一世忘不了的美麗印記，因為我們一起努力過！ 

生命中的感恩，需要我們刻意去記憶、細數。太多人伸出手給過我們希

望，各項計畫默默的凝聚、逐步踏實；基金會、扶輪社、獅子會、善心人士的

捐款挹助⋯⋯。當我們細數時，才會發現我們靠著眾人的支持，才有力量不斷

力爭上游。感恩的心情，撫慰所有的孤獨等待，也穿透所有看似牢不可破的生

命期許，拉著我們突破困境，不斷超越。 

所有繁華的表像，都會像似錦繁花，終有落盡時，只有努力過的踏實及刻

畫孩子心中的真實，會伴隨歲月日益滋長、日漸茁壯。我珍惜我們一起努力的

感覺，我也珍存我們共擁的那份溫暖，下回當我們相遇，別忘了一個關愛眼神

的交會，一份鼓舞心靈的交流，我們都將心領神會，彼此不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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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一： 

「報告！」「報告？」辦公室外傳來一陣帶著急促且歡呼的童聲。 

不經意地習慣性回答，「請進！」 

只見學生一個接一個進來，心想又是什麼大事。 

「主任！等一下體育課要上什麼課。」 

想了想？看一下教學進度。「練習足球短傳及停球！」回答

著。 

「報告！」  
文/龐偉華 

場景二： 

「報告！」「報告？」辦公室外傳來一陣帶著顫抖的童

聲。 

不經意地習慣性回答，「請進！」 

只見辦公室外鬧哄哄，一群低年級學生們帶著恐懼的眼神。 

另一方面，又像要看熱鬧似地低頭竊語。 

「報告主任！我-----她-----她-----」A學生有點口吃的講。 
旁聽站著另一位哭哭啼啼的 B學生。 
「有什麼事？」 

「報告主任！她○％＆＊--，我※＆％○--」A學生帶著口吃又語無倫次的敘說。 

「是不是妳欺侮他？」自己有點聽不懂 A學生的語言，只好猜測事件的始末。 
「不是！」A學生帶著斬釘截鐵的聲音回答。 
「那是怎麼一回事？」性子有點耐不住。 

「B自己跌倒，腳受傷了！」辦公室外的學生回答。 

「那你來做什麼？」看了看 A學生。 
「我陪她來。」 

        服務國小近二十年頭，固定的日子，「上班下班，上課下課」，日復一日。沒有特別

的激情，自己也胸無大志。美其名是奉獻教育，但又有點心虛，像是為五斗米折腰。心中

百感交集，自己的年輕歲月就在學生的話語裡不知不覺中流逝。看了看周遭教育年輕菁

英，披星戴月，似古代趕京赴考，只為一圓教師夢。當初的國小教師職業，尚得不到社會

菁英的青睞，如今卻是當紅炸子雞。對現在的我，自己感覺有點慶幸。 

當初自己對教師職業的選擇及未來，充滿疑慮。回首再思索當初

的決定，是年輕的不懂事？抑或已安逸現在的自我？是對？是

錯？我想答案已不重要。 

看了看，在叢林生活中的蟲鳥，生活好不快活。而現在的我，卻

也在學生的童話中尋找快樂。對於教育職場的後階段，用自己有

限的能力，盡力揮灑彩繪人生。也許不能成就什麼大事，但卻想

告訴自己及孩子。「對自己的人生，我盡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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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站在校園中，記憶中剛來到金竹的這個時節，空氣中充滿著蟬鳴聲，耳旁似乎也出現了此起

彼落的鳴叫聲，彷彿感覺到炎熱夏天午後的一陣清涼。但最近幾年校園中幾乎都沒了蟬鳴聲，據說

在那一年的盛夏，原本抬頭一望就可以看到滿樹的蟬兒，卻因為那遊客或在地人的捕捉殆盡，因此

斷絕了原本年年都會有的綿綿蟬聲。夏天雖然依舊是夏天，但卻是缺了蟬鳴的夏天！  

窗外，凝視溜滑梯旁，記憶中跑道邊有一棵鳳凰樹，這

個時節，樹上掛滿了鮮紅的鳳凰花，眼前彷彿出現了飄

落滿地的紅花瓣，似乎感覺到五、六月的空氣中散發著

離別的氣氛。但是學校的鳳凰樹早幾年已經因枯萎而砍

伐，雖然取而代之的一串串金黃葡萄般的阿勃勒，也在提醒著

我們驪歌輕唱的畢業季節的到來。驪歌雖然依舊是驪歌，但卻

是缺了鳳凰木的畢業季節。       

放學後，望著空蕩蕩的六忠教室，記憶中，二年前

同樣的畢業前夕，周遭環繞著分

離的氣氛，感覺好像又回到了當

時的情景，一個個平時活潑調皮

的畢業生，在此時，每一位都特

別珍惜著彼此剩下的短暫相聚時

刻，好像要牢牢抓住稍縱即逝的

情誼，不肯讓它輕易的從指尖溜

走。今年，我又回到畢業班導師

的身份，雖然只有五位畢業生，

同樣的情境，同樣的友誼、同樣的不捨，同樣的珍

惜著彼此剩下的短暫相聚時刻。每個人都知道分離

是人生必須面對的必然經歷，也是成長的必然程序

；雖然已經經歷了許多次的分離，但是每一次都是

有著相同的感傷。這種事何時才能習慣呢？  

下班後，在操場上跑個幾圈，想要把一天的疲倦與

不順都跑掉。此時，整個校園只剩下獨自一人，腦

中的思緒是幾年來，經歷學校大大小小的活動，渡

過多少的教學與行政的日子。幾年下來，物換星移

，學生們一屆屆的入學與畢業，教師同仁們來來去

去，連校園的環境也逐漸的在蛻變著。聽著今年由

家寧所推薦選取的畢業歌曲，似乎有那麼一點「懂

」了！  

開始懂⋯  

盛噶仁波切  

秒針往前跑 不停的環繞 

時間無形的走掉 

肩膀很驕傲 能給人依靠 

卻沒永遠的美好 

有一種背包 就叫做煩惱 印著沉重的記號 

只要放下後 不用去尋找 快樂會等你微笑 

開始懂了難得 所以更珍惜 生命很奇妙 

你我能相遇 

開始懂了給予 所以在這裡 我會一直陪你 

記住這一刻 彼此在這裡 呼吸相同的默契 

一樣的心跳 我們的記號 不用言語就知道 

承諾沒聲音 卻能感覺到 會陪你我直到老 

如果你問我 希望有多高 只想看到你很好 

開始懂了共鳴 只有一顆心 生命在重複 

是一種神奇 

開始懂了歡喜 所以會開心 從此沒了妒忌 

難得、珍惜      
         張超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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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的真快，來到金竹國小也已經有五年之久。回顧這五年的點點滴滴，

有歡樂、有心酸、有挫折、有無奈，但是更多的是對金竹的喜愛，這份情感與日

俱增。還記得剛踏入金竹校園裡，挫敗滿身、倦怠滿懷、尖刺滿身，但在充滿芳

香花語的金竹校園撫慰下、和善熱心的金竹同事支持下，漸漸地、尖刺磨平了、

倦怠消失了，彷彿重生般的喜悅，奮力向前行，不但為自己而努力，更為金竹而

努力。 

五年來，金竹國小有著巨大的變化，從初到金竹時風雨飄搖、隨時面臨廢校

的命運，而今日金竹充滿自信、學校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各大媒體爭相報導，這

過程中兩位校長的辛勞努力、所有金竹同事的盡心盡力，在美麗的校園裡，隨處

可見。由於同仁的努力下，讓今日的我走在大街上，充滿自信，『走路有風』。期

待在所有的伙伴的同心協力下，再渡過另一個美好的金竹五年。 

親愛的五忠班小朋友們，雖然你們是老師在金竹所帶的第二個班級，但是你

們卻是和老師一同踏入金竹校園的同儕好朋友喔。回顧這一年來，真可謂「讓我

歡喜、讓我憂」。少少的十二個人，但你們的純真、善良、善解人意，讓老師心

裡窩心萬分、喜悅萬分；但部分小朋友在學習上的怠忽、不用心，則讓老師憂心，

經常未交回家作業的行為更是讓老師傷心。六月，送走了六年級大哥哥大姊姊

後，你們就將成為全校的最高年級，老師很希望大家心態上能更成熟些，學習更

努力一些，負起身為高年級生理應負起的責任，向成為真正的大人邁開大步。 

最近在找表演配樂時，無意中發現了這首「You raise me up」，旋律優美

令人動容，尤其是副歌的歌詞深深的打動我的心，更是現在我心情的寫照： 

 

 

 

 

 

 

 

 

 

 

 

回顧這五年來在金竹國小生活上的點點滴滴，讓我休養生息、有再度成長的

機會，沒有金竹，就沒有現在的我。在此祝禱，期待未來的五年，讓金竹國小校

務蒸蒸日上，再創光輝燦爛的美麗金竹校園，讓我們以身為金竹人為榮。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鼓舞了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頂端；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你鼓舞了我，讓我能走過狂風暴雨的海；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當我靠在你的肩上時，我是堅強的；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你鼓舞了我...讓我能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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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荏苒，轉眼間又過了一個年頭，
很快的你們即將要告別中年級的課程，邁
入嶄新的一個學習階段。 
    在和你們相處的這些日子裡，有過歡

笑、有過喜悅；亦有過生氣、有過難過，但看著你們每個都慢慢的
成長、逐漸的進步，就覺得很歡喜。要
知道你們每個人都是一塊未雕琢的璞
玉，心中懷有夢想的你們，必須堅定自
己的信念，不怕挫折、苦難，努力的朝
著自己的目標邁進吧！希望你們升上了
高年級之後亦能秉持著自己的信念，堅
定的往前繼續邁進。 

    聖嚴法師小時候與父親在江蘇家鄉河
邊散步，恰巧看到一群鴨子，正要下水嬉
戲，法師看見河水被牠們弄皺了，感到非
常有趣。不久，鴨子又繼續游向對岸。 
    父親問聖嚴法師：「孩子，你看到了
吧！每隻鴨子在水面上，都游出一條屬於
自己的水路。」「你看河裡，大鴨子游出
來的水路，是大路；小鴨子游出來的水路，是小路。每隻鴨子都有
自己的路，而且小鴨子也能夠像大鴨子一樣，從河的此岸到達河的
彼岸。」 
    父親深深的吸口氣，遙望對岸的鴨子，拍拍聖嚴法師的肩膀
說：「每一個人都有他自己能夠走的路，如果你的力量很大，能夠
走出大路，你也不要覺得了不起，因為你也只是走一條路而已，當

你到達彼岸，別人也能夠到達那邊。如果
你的力量很小，你也不要難過，不必羨慕
別人的大路，不必認為自己沒有用，因為
你也能夠到達彼岸。」 

游出自己的路 
我能做的，盡力去做；不能做的，努力學習，不必氣餒。 

∼ FOR 四忠 
文：黃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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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不到一年過得這麼快，又是要到出校刊的日子了，算一算，我教這群孩子們

也快三年了。看著這屆六年級學生們快要畢業了，我想他們內心多少也不捨他們的

老師和這學校吧！坦白說我也快從三忠畢業了，當然內心也多少不捨我所帶的這群

孩子，但是教了三年了，縱使有多少不捨，是該放下了。去年這時候，內心很掙扎

到底要不要繼續接這個班級，想接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真的是乖巧聽話，雖然偶有出

搥狀況，不過大致上他們都是一群貼心的孩子；不想的原因是因為教了兩年了，還

要再受我的「荼毒」嗎？（呵呵…….）終於在學校的決定下，我接了原班級。繼續

接這個班級，一開始本以為已經教了兩年應該得心應手，但沒想到孩子們升上三年

級 ，部分孩子似乎不在我的掌控中，內心焦急心想怎麼會這樣，後來和室友討論，

自己也做了心態調適，才慢慢掌握這群孩子們。升上三年級又是另一個階段，課程

內容加深，讀半天變成讀一整天，回家寫作業的時間變少了，所以我在孩子的作業

方面做了很大的調整，畢竟他們以前回家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寫，現在不像以前了， 

雖然心裡想要讓他們多練習，但是超出他 

們的負荷，寫不完反而以更隨便敷衍的態 

度面對作業，我想這些並不是我要的，除 

了給孩子調適的時間，老師其實也是需要 

 

 

 

 

 

 

的，終於這班漸漸上軌道了，心裡真的很開心。這裡也要非常感謝我的室友們適時

給我的幫助，在宿舍裡雖然常常吵吵鬧鬧的，但是我想如果哪天你們不在，我一定

會覺得無趣的！ 

        在這一年裡， 從低年級到中年級感受真是特別深刻，知覺到孩子們慢慢的成

長，深刻感受到是該慢慢放手讓孩子們自己去把事情做好，我也覺得三忠的你們，

這一年真的成長很多，很多事情你們都知道怎麼做，當然還有些小糊塗蛋，你們可

要好好加油喔！過了這暑假就是四年級了，希望老師以後還可以看到你們 

的進步成長喔！ 

           心  情  點  滴        
文：謝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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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林家寧 

到底算不算吃虧？ 

有一個人去應徵工作，隨手將走廊上的紙屑撿起

來，放進了垃圾桶，被路過的口試官看到了，因此

他得到了這份工作。 

原來獲得賞識很簡單，養成好習慣就可以了。 

 又有一班學生要踏出金竹了！每到這個時候就
覺得要畢業的孩子特別可愛，感覺上，好像他
們一下子變成大人了，不再是常常需要老師叮
嚀、囑咐的頑童。但每到夜深時，還是常常不

經意地想到，他們以後會是怎樣呢？書念的順利嗎？交友會不會
有問題？能成為一個令人安心的孩子嗎？好幾個問號閃過腦際，
所以還是有話想跟你們說，只是說教你們總是不愛，所以找了幾
篇小故事，希望你們好好想想囉！ 

一個網球教練對學生說：「如果一個網球掉進草堆

裏，應該如何找？」有人答：「從草堆中心線開始

找。」有人答：「從草堆的最凹處開始找。」有人答：「從草最長

的地方開始找。」教練宣布正確答案：「按部就班的從草地的一

頭，搜尋到草地的另一頭。」 

原來尋找成功的方法很簡單，從一數到十不要跳過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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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

金
竹
金
竹
金
竹

 

回憶起金門近一千五百多個日子的教書生涯，轉眼間就好像一縷煙般的

流逝。每兩星期穿越過台灣海峽來回五百公里的路程，隨著去年縣外調動的結

果，漸漸的縮短成一百多公里的距離。肩上的鄉思情重擔也逐漸減輕，心中感

到無限的欣慰和歡喜。謝謝調動讓我與金竹有了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印象中一年前的我，六月中旬來金竹報到。一路上悠遊自在的開車從

田寮前往內門，原以為就快到了，後來還是繞回去旗山，好不容易才找到

了金竹國小。以為金門給人的感覺夠荒野了，但來到金竹附近更覺四周人

煙稀少，有點偏遠。內心不安定感頓時上下盪漾，直覺浮動著~~~自己是不

是該留在金門的念頭！ 

  接著和學校的教師們一一的見面，（那天校長、秀惠不在）印象中除

了娜玲，張老師，謝爸給我很親切的感覺外，其他人好像都是一副很嚴肅

的感覺。心中更是讓我有一股想跳回

金門的衝動。 

  然而一年下來，漸漸地我發現那

些冷酷的人，其實內心都有一顆柔軟

的心！尤其是主任，一開始，我對他

第一眼是又酷既難搞的上司，但後來

才驚覺到他嚴酷外表下，其實擁有

一顆最體貼的心。 

老實說，剛開始，來到這樣一個新環

境，有好多要適應，內心底層經常會勾起

許多金門的美好舊回憶。會想念舊同事，

會回想在外地彼此一家人的甜蜜感覺。會

難過的，不過，漸漸地也調適過來了... 

過去，或許真是太幸運，也太幸福了！因為有很多

人疼愛和照顧、幫忙自己的人。 
    想必，在新學校有另一段善因緣等著自己去結， 

    相信，在新環境有另一番課題等著自己去學習。  

一年了……每天往返穿梭在兩個多小時的路程，比起以前四五十分鐘的航空哩程，

至看下時間雖然差不多，但是拉短的兩地心距離卻是無限的～～～ 

能來到金竹教書，我的內心其實每天都是充滿感謝的！ 

尤其當一年級的小毛頭用爽朗的笑聲， 

用被啟發的眼神凝視著自己時， 

讓我再次體會來到金竹教書的樂趣； 

讓我覺得，每天都過得很有感覺！ 

金竹的小孩，是我遇到的小孩中最最天真質樸的！ 

金竹的各種美是讓人無法忘懷的！ 

如果有一天你在城市裡快透不過氣， 

想要窒息卻又不知道要往哪裡去！ 

來一趟金竹，快來感受金竹的藝術人文氣息， 

讓金竹的風送給你最自由的空氣！  

文/

薛
佳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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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雲深不知處的山中小學，來到九重葛裡的童話世界，琅

琅聲中轉眼一年消逝，六年級的小朋友即將在全校師生的祝福

聲中展翅高飛，我也選擇金竹作為教學生涯的終點站，才剛上

車，又要下車，雖說是生涯規畫中的既定行程，仍難免心中的

不捨與感傷。 

 

記得去年第一次踏進這個寧靜優美的小學時，混合著花草

芳香與藝術之美的濃郁氣息撲鼻而來，勳人欲醉，能在這個花

草為蓆，鳥蟲伴讀的環境中學習，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幸福。一

年來在校長的領導、規劃之下，藝術的饗宴一攤接著一攤，滋

潤了孩子們的心靈， 『藝』作滿行囊。 

卸下教職前夕，深深感覺教師面對的是

一個有蟲也有龍的世界，有的將要龍飛九

天，光宗耀祖；也有爬得慢的蟲，早晚也會

蛻變成美麗的蝴蝶，他們個個是尊貴而獨特

的，都是人生舞台上的主人翁，不必抱怨現

在的小孩冥頑難化，唯有以愛心與耐心鼓 

舞他們往前爬、向上飛。明天過後您會發現

這個世界依然美麗，學生依然可愛。 

   再見了，最愛的金竹，祝福金竹生生不息、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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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初體驗                                          

                                                 謝舒屏 

 

 
 
 
 
 
 
 
 
 
 
 
 
 
 
 
 
 
 
 
 
 
 
 
 
 
 
 
 
 
 
 
 

有了孩子，更能體會媽媽的

愛；寫在陣痛時擔心我的眼中；

放在每天為我準備的水果裡，藏

在出門前小心開車的叮嚀中。有

了孩子，心變柔軟。對學校單親

的孩子，忍不住想多給些關愛，

對社會新聞中的受虐兒，忍不住

心疼的眼淚。有了孩子，我知道

什麼是甜蜜的負荷。 

金竹的孩子是幸福的，尤其在

這家庭功能不彰的偏遠山村；學校

的學生就像老師的另一個孩子，除

了課業上給予輔導，生活上的照護

更少不了。這幾年，外界部分人士

主張廢除學校，然而，廢校後這些

孩子的課程學習與生活照顧，又該

如何？教育是百年大計，孩子的成

長不能重來，更不容許妥協於經濟

成本考量下。期望我們的堅持與努

力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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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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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文/

林
娜
玲 

小時候，學校上作文課，老師常出的題目常常是「我的---」，這
是最好發揮的題目。頓時，腦海文思如泉水湧現，拿起筆來，呼嚕呼

嚕的狂寫一番，下筆常不知如何收筆，宛如唐伯虎再世。當然，最後

老師大手一揮，下的評語常常是「文章內容豐富，但缺乏創意。」說

清楚一點，就是「詞不達意！」當然，老師不會下評語如此殘忍。 

但老師如出的題目是「如何敬老尊賢」，只見同學們個個

絞盡腦汁，捉破頭皮，硬是擠出幾行字。唉！此時的作文課，

像是置身水深火熱中，拼湊出如「在公車看見老人、孕婦或行

動不便人要讓座等等」制式標語。當然，老師大手一揮，下的

評語常常是「文章內容貧乏，但愛心值得嘉許。」因為似乎每

個學生的內容都一樣。但在自己或同學們單純思想中，卻也於

日常生活，真正付出實際行動。例如在公車上，讓出

自己寶貴的座位，此時心中更充滿了驕傲，向世人宣

示般，「我有遵守學校校規！」 

小時候的學校生活，學校圖書乏善可陳，遊

戲器材也是盪鞦韆、爬欄杆等，沒有電腦，沒有

厚厚的書本、參考書及學習單，老師也懶得出考

卷(太麻煩了)。但我們孩童生活中卻充滿了童

趣，周遭自然環境有太多的新奇及驚訝。至今，

回憶兒時，還津津有味。但看了現在的孩子，每

個都是父母心中的寶，父母提供優渥的物質生

活，社會也充斥著過於商品化的產品。於是，現

在的孩子，失去了應有的探索本能，像是籠中

鳥，只知等待、等待、再等待，等待什麼？等待父母送來「速成的快樂」及「才藝

加持」，如上補習班、才藝班或電腦遊戲等。放寒暑假，更

常聽學生抱怨：「好無聊！」心想「現在的學生似乎都失去

了應有的尋求快樂的能力」心中真是百感焦急。已為人父母

的我，是要依世俗的眼光「不要讓孩子輸在跑點上？」還是

幫孩子尋找「兒時生活？」 

「人生只能一次！不能重來」，「但人生苦短，何不快樂點」。一些的

疑惑一直在腦海激盪著，隨著孩子的長大，更是徬徨不定。 

所謂「旁觀者清」，當自己也置身漩渦時，我也糊塗了。但在金竹成長

及學習的歲月裡，我看，我思，對孩子未來的教育，我

想心中已有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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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兒熟睡的臉龐,真的真的很可愛,因為有 PENNY 和

JENNY的到來，讓我有機會知道父母親的偉大與辛苦,回想八年前

PENNY 的開刀,讓我流乾了眼淚，也讓我對人生做了一個大轉變。

「病」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也是最無可奈何的事,有句話說：「英

雄最怕病來磨！」所以身體健康就是福，身體不健康，再多的錢，

再高的地位，都沒有用處，只要身體健康，即使是過著平凡的日

子，也會感到幸福。  

        我時常抱著感恩的心,讓

我擁有窩心貼心的寶貝,雖然在生命中有了缺口,但時時提

醒我要謙卑，要懂得憐恤，多付出，多幫助人。或許人

生不要太圓滿，有個缺口讓福氣流向別人也是很美的一

件事，生活在平淡的日子裡，心裡最為安定，深信最平

常的人也是最富有的。金竹的孩子是幸福的、健康的，

有好多人的關心與付出,陪我們一起成長,每一個人都希望

自己能快樂與幸福,但幸福與快樂並不是用物質來衡量

的，而是一種精神上的感受,我時常告訴自己珍惜所擁有

的一切, 自然對人對事就不會去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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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謝ㄅㄚˇ」 
 

壓過相同的馬路，看著一樣的顏色 

漫步在花園內，我什麼都會 

走進熟悉的客廳，擦拭老舊的照片 

懶坐在竹椅上，我是老頑童 

頂著斗笠的太陽，跟著跳動的草皮 

沈睡在大樹下，我什麼都做 

信手剡木為老鷹，亂刀刳匏為瓢蟲 

佇立在藝廊裡，我是藝術家 

聽謝ㄅㄚˇ一句話： 

「炒糖只賣金竹冰，高臥只當金竹人 

如緣身在此山中，叫我一聲謝ㄅㄚˇㄅㄚˇ」 

「謝ㄅㄚˇ的愛」 
 

辦公室裡的電風扇，總愛捲著芭樂味 

喀吱喀吱，順道切了一盤在桌上 

水龍頭旁的小水桶，只肯借放鳳梨皮 

喀吱喀吱，順道分了一盤在桌上 

黃紙箱上的白膠帶，休想偷藏荔枝紅 

喀吱喀吱，順道放了一串在桌上 

桌上有的是 

一顆一顆的芭樂， 

一片一片的鳳梨， 

一串一串的荔枝 

還有… 

謝ㄅㄚˇㄅㄚˇ滿滿的愛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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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老師，陳老師」，我繼續做我的事，又傳來一聲「陳老師」，我這才意會

過來，是在叫我嗎？我真的成為老師了，剛從大學畢業，還不習慣被這麼稱呼。

小朋友左一句：「陳老師」，右一句：「思樺老師」，從叫不出小朋友名字的我，到

現在連三年級那對雙胞胎勁文、勁升都分的出來了。一年的時間好短暫，要離開

這個美麗的校園、可愛的學生、溫暖的大家庭，心裡好捨不得。距離離別的日子

越近，就越常望著校園發呆。這幾天，午後常下雨，雨中的金竹國小顯得格外清

幽，像極了世外桃源，但也讓心情鬱悶起來，金竹哭著對我揮別，原來又到想念

的季節。 

 

 

 

 

 

 

 

 

 

 

 

 

 

想念小朋友的笑容，想念小朋友的童言童語，想

念謝爸爸的冬瓜茶、綠豆湯，關心的問候語；想念校

長拍拍我的頭，對我說不要放棄教育之路；想念龐主

任表面裝酷，私底下卻很貼心；想念娜玲姐常常掀主

任的底，真好玩；想念秀惠姐的關心，每當遇到難過

的事，總會在我身邊安慰我，但也喜歡故意逗我；想

念和小哥、天來、王老師、嘉信、會長、會長夫人的

夕陽之約，流滿身的汗，把一天的疲勞都沖掉，最喜

歡和你們一起打球；想念謝媽、黃媽煮的一桌好菜，

把我養胖了；想念和舒屏在圖書館約會；想念佳賢老

師、一忠小朋友一起上課、吃午餐、玩遊戲；想念家

寧老師對我在教學上的指導，提供我很多 idea；淑芬

老師像個小朋友，鈺婷老師笑起來比較不兇；好多好

多的想念，把這些美麗的回憶收進寶貝盒裡，這一

年，謝謝有你們的陪伴，我會想念你們，再見了。 

「泡茶談天說地」，

每當吳老師、謝媽媽、小

謝媽媽一來，學校就充滿

歡笑聲，大家圍一圈喝喝

茶，說說話，聽吳老師、

謝媽「講古」，但台語不

輪轉的我，吳老師、謝媽

聽不懂我說的台語，就會

配合我說國語，真是不好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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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上金竹兩橫黏著輪胎皮的禿禿草皮上， 

迎面而來的就是陌生的笑容與不熟悉的酷， 

親切的是初次見面的秀惠姊：「嗨，你好！」 

裝酷的是那鄉味十足的老龐，不曉得在忙些什 

麼事，眼前看到的是一個主任跟一個老師在幫 

蓮花洗澡、拔頭髮，而我這個陌生人的出現， 

還真是擾人清閒啊！如今這麻煩人物依舊掛著 

狼心，流著口水，瞥了一下整齊的路隊孩群；仍然戴著牛皮，伸出雙爪，挖了一

下色彩繽紛的「香間野菜」。所以現在的我就坐在這輪胎草皮上、一頭亮髮的蓮

花旁，然而⋯ 

    我，對金竹來說---或許只是個過客，大不了東摸摸、南碰碰、西撿撿、北

種種，東邊摸的是九重葛，南邊碰的是馬櫻丹，西邊撿的是相思豆，北邊種的是

金瓜田。到頭來，離開了，它還是它，金竹依舊是金竹，而我也是我，哪管得了

東南西北。 

    金竹，對我來說---卻是達達的回憶，是錯誤也是美麗。在這裡得到的是關

懷、是甜美，在這裡擁有的是歡笑、是幸福，怪的是，我該得到、該擁有的嗎？

二文校長說過：「人不只要知福，更要懂得惜福。」在金竹這，我有的是福，有

的是花園裡濃濃的獨特香味---人情味兒。 

    來金竹已經有短短的四個月了，短到⋯熟悉了這裡的環境，這裡的人，這裡

的所有：掛著長嘴巴的二文兄，千萬不要再跟我說謝謝了；帶著撲克臉的老龐，

偶爾也表演一下變臉吧；可愛的老頑童---謝爸，吹個煙圈，挺著肚子，繼續帶

壞我吧；提早退休的球友---王老師，清冰挫不完，水果削不完，你的嘴巴怎可

以動不了，說停就停呢；帶點稚氣的小哥，還是希望你不要長大的好；超超級脫

線的天來，肚裡的咖啡渣借謝爸熄個煙，好嗎？金竹裡的男人就這六人，再加上

我這隻流浪狗，剛好七條好漢。而金竹的女老師更是非同凡「想」，有七仙女之

稱，只恨紙短情長，寫不完的特別，說不完的曖昧。 

對我來說，金竹，它是第二個家，沒道理的。 

對某些人來說，學習是一輩子的，能用的卻只是一滴點；對那些人來說，學

習是強逼來的，能給的不過逢場作戲；對這些人來說，學習是雙手捧沙，還不如

及時行樂；對我來說，學習如白駒過隙，卻可以受用無盡。在金竹我是隻像白馬

的來福狗，它給我的，用水攪一攪、和一和，吞進肚子裡，我就不只是專家訓練

的狗，是隻會吐出象牙塔的狗。 

金竹除了可以看到花草爭美，麻雀嬉戲，更可以見到謝媽的微笑，比蒙娜麗

莎的眼淚更值錢，也可以欣賞到家寧的雙面人演技，天使般的可愛笑容，魔鬼般

的破錶嘶吼。除了來祿來福的迎接，逗趣瓢蟲的鼓譟，更可以享受到門神兼茶神

的秀惠姐與娜玲姐的冷泡茶招待，一定比周杰倫的爺爺泡的茶，好上個千千萬萬

倍。所以，對我來說，我的家就是金竹，有道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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