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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靜：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父母給的，他們辛辛苦苦地

把我們養大，所以遇到困境時，我們更應該努力活著。

假如，說真的像影片中一樣，我只剩一小時的時間，我

會做什麼？我應該會和家人、朋友談心，希望他們身體

健康平平安安。 

凱升：我看完這部影片，我覺得生命是我們活在這個世

上的動力，很多人總是到死亡的最後一道門檻，才會害

怕，所以我覺得生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東西，我

們不能輕易結束生命。 

品丞：生命是世界上萬物重要的東西，沒有生命就沒有

萬物，沒有生命就沒有現在的我們。所以，生命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物品，要好好珍惜生命。 

嘉展：上天給我們生命就是為了讓我們找到生命的意

義，不要想東想西的，要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可以學習

知識，多交交朋友，參與活動，不封閉自我。 

福麟：我們應該互相包容、幫助，並且向別人說謝謝！ 

    前陣子看到許多有關年輕生命殞落的新聞事

件，許多年輕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來面對所遇

到的困難，看到這樣的現象，輔導室希望透過生

命教育宣導提醒並強化生命的重要性及如何面對

死亡及生活中遭遇的困境。透過簡報—你如何看

待生命，引導提問帶領高年段學生思考生命的價

值與如何看待生命這件事！再請學生填寫珍愛生

命學習單，說說自己的想法與作法。希望在人生

的道路上，學生能具備思考、分析、探索、深化

再思考的能力，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

種問題。  

    在學校的課表裡並沒有一堂叫做生命教育

的課堂，但生命教育重不重要呢？台灣大學哲

學系教授孫效智在 2017 年的生命教育學術研

討會上的專題發表中提到：生命教育的入門課

程，為探討生命的學問，屬於永恆哲學的雋永

關懷。可惜在一個重理工輕人文、重視經驗事

物，忽視精神價值。影響所及，學生忽略人生

意義與方向的探索，陷溺於各種欲望的桎梏，

導致人生觀的空洞模糊，與價值觀的扭曲膚

淺，忘了最根本的生命課題。 

       學校裡雖然沒有生命教育課，但是生命教

育議題卻是當前重要的教育課題，因此生命教

育議題均已融入各領域的課程內實施，讓孩子

在領域課程學習中，也能探討與思辯生命教育

的核心價值，思考人生的意義與方向，認真看

待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不隨便對待或輕易結束

珍貴的生命。 

榮譽榜-新北市萬里區看繪本說故事比賽 

高年級佳作 許精宸 

高年級進步獎 楊嘉展 

中年級進步獎 楊畯程 

感謝愛心捐贈 

1 新北市政府體育處「鞋力同行」跑鞋捐贈。 

2 財團法人慶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贈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關懷活動-冬季保暖衣送暖

活動。 

3 祥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贈送本校手提包。 

4 微星科技捐贈午餐經費。 

5 石門觀明宮-贈鞋。 

6 和光公司捐贈 酒精消毒機 

7 楊家成會長  捐贈  酒精、雨衣 

http://www.tpes.ntpc.edu.tw/


文：陳志恆 心理師 

比解決問題還重要的事情：因應問題  

       雖說「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是「最好一件也別發生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可能嗎？大概很難。我常遇到很多焦急的父母，向我分享孩子在學校裡遇到的困境，問我

該怎麼辦？「我該幫孩子去向學校老師溝通一下嗎？」「我該幫孩子去跟欺負他的同學說一下

嗎？」「我該幫孩子安排去參加課後補強的課程嗎？」「我是不是該勸我的孩子放棄這次機會好

了？」「如果讓孩子轉學是不是比較好？」常常，家長們早已心有定見，只不過是想找人確認一

下自己的做法而已。 

       但是，我常會說，不要急著出手幫孩子解決問題。為什麼？第一，你能確定你的解決方案

是最好的嗎？有很多我們大人自以為能幫上孩子的方式，對孩子而言卻是越幫越忙。第二，當

你在最短時間內，幫助孩子剷除當前的困境，也同時移走了孩子從困境中學習的機會。人遇到

了困難會設法去解決，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如果是解決不了的事情呢？我始終覺得，比起解

決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因應問題」。 

       所謂因應問題，就是知道當前的困境並非一時半刻能夠移除，但仍有勇氣去面對，並能與

困境共處，最終從中學習與成長，甚至超越困境。換句話說，若能在不危害自己或他人生命安

全的前提下，讓孩子在挫敗中學習與成長，這比起讓他一帆風順地長大，還要可貴。 

       關鍵就在「陪伴」這兩個字。允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對難題，只給予情感上的支持和

鼓勵，非必要不過度干涉，背後的信念是：「相信孩子自有面對困難的能耐。」舉個常見的例

子，孩子回到家，板著一張臭臉，說：「班上同學不喜歡我！上課分組都不願意跟我同組……」

聽到這裡，你會怎麼做？「孩子，別擔心，我會處理！」接著一通電話打去給導師說清楚、講

明白。或者，第二天一早衝到學校去向同學興師問罪。你會這麼做嗎？小心，你可能正在幫倒

忙，同時也剝奪了孩子自己面對困難與解決問題的機會。 

       如果你是靜下來，問問孩子：「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我想多了解一點」然後

不帶評判，就只是聽聽孩子怎麼說，接著同理孩子的情緒：「我知道遇到這件事，你感到很難

過、很委屈。」最後詢問孩子：「那麼，你覺得，怎麼辦才好呢？」聽聽孩子想要怎麼面對這

個問題。那麼，這個過程本身，就已經發揮陪伴的最大功能—帶給孩子繼續面對問題的力量。 

1. 傾聽孩子的處境：「發生了什麼事？」  

       身為父母，請堅實地相信一件事：「孩子自有其面對問題的能耐。」因此，大人要做的就

是繼續給出支持，讓孩子感受到更多力量。具體而言，當孩子遇到困境時，家長可以透過以下

途徑陪伴孩子更有力量地因應問題。  

        一個正在困境中奮力掙扎的人，是很希望被看到、被關心的。這時候，家長只要用溫和的

口吻問道：「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了？」「可以多說一點嗎？」「我想要知道多一點，好

嗎？」引導孩子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出來。但過程中就只是聽，不評價、不說道理。記得，孩

子最不需要聽到的，就是一道又一道「你該怎麼做」的建議。收起這些想幫孩子解決問題的意

圖，只要傾聽就好。  

讓孩子感受到力量的陪伴   

陪伴孩子因應挫敗的具體途徑 



2. 回應孩子的情緒感受：「這一定很難受」

       聽了這麼多，當然不可能什麼都不回應。首先，也最迫切的，就是回應孩子在這個困境中的情緒感

受，像是：「我知道，你一定很難受吧！」「心裡很委屈吧！你一定很希望同學能理解你。」「你已經

很努力了，結果卻還是如此，一定充滿無力感吧！」「光是坐在座位上，就一定感覺很煎熬吧！」用同

理的態度說出孩子的情緒感受，讓孩子感受到被充分理解，進而建立起關係連結。「知道有人懂我」這

個念頭，本身就能產生力量。 

3. 詢問孩子的解決方案：「那麼，你打算怎麼辦

       接著，多問一句話：「那怎麼辦呢？」「接下來，你會怎麼做呢？」也就是，讓孩子自己說說他面

對問題時的因應策略與想法。只是，許多大人在聽了孩子的解決方案後，便忍不住大肆批評：「這樣行

不通啦！」「難怪你會一直被困住！」接著滔滔不絕地說起各種自以為高明的方法，往往令孩子更感挫

敗。家長要做的，是理性地與孩子討論，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中的利弊得失，該如何落實，怎麼做會更

好。有時候，在這樣的討論下，會迸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4. 肯定孩子因應問題的過程：「你是怎麼做到的？」  

       當然，孩子也可能雙手一攤，告訴你：「我不知道！」或者回答：「問題不可能被解決的。」這時

候，家長可別急著信心喊話。請帶著好奇詢問孩子：「你是怎麼撐下來的？」「即使壓力這麼大，你仍

然願意去面對，你是怎麼做到？」我們開始將回應的焦點，放在孩子因應問題的「過程」中（有別於

「結果」，也就是，問題是否被成功解決了？）那些「不簡單」與「難得」之處，目的是在讓孩子見證

自己因應問題的能力，同時，也傳達出一份信任：「我相信，你是做得到的！」這是在陪伴孩子因應挫

敗時，最強大也最不容易做到的回應方式。但家長若願意透過一再地練習，便會發現，總有辦法給出孩

子一些肯定： 

肯定孩子沒有放棄。  肯定孩子願意面對。  肯定孩子的求助行為。  肯定孩子的積極態度。 

肯定孩子願意採取行動。 肯定孩子想要解決問題的企圖。 肯定孩子的體貼。 肯定孩子的投入心思。 

5. 感謝孩子的信任：「謝謝你願意告訴我。」   

比起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因應問題」。所謂因應問題，就

是知道當前的困境並非一時半刻能夠移除，但仍有勇氣去面對，

並能與困境共處，最終從中學習與成長，甚至超越困境。  

    「謝謝你願意告訴我」是句充滿魔力的話語。當孩子願意開口把心事告訴父母，正代表著對父母的信

任，否則他大可以自己悶著頭去面對困難就好，何必對大人示弱。所以我們需要先感謝孩子對我們的信

任，讓孩子知道我們感到被在乎，覺得自己是重要的。尤其是面對那些常講「不知道」「沒差」「還

好」或拒絕溝通的孩子，要重啟連結與對話的途徑之一，就是當孩子願意多表達一點時（就算是說「不

知道」也好），立刻回以「謝謝你願意告訴我」這句話，往往會讓孩子願意與我們分享更多。 

「發生了什麼事？」「你一定很難受吧！」「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你是怎麼做到的？」「謝謝

你願意告訴我！」時常表達這五句話，便能在陪伴孩子因應困境的過程中，讓孩子感受到來自父母滿滿

的愛與支持，即使害怕與無力，也願意堅持下去。你學起來了嗎？ 

轉載自陳志恆諮商心理師粉絲專頁 



   「我永遠愛你」的故事圍繞著一個男孩和一隻狗。他們一起享受恬靜時光，但是狗的生命短暫，

男孩看著他的狗-阿雅-一天天的老去，卻無法幫什麼忙。他能做的只是忠實的陪伴在阿雅身旁，所幸

的是，男孩每晚入睡前，總記得跟阿雅說一句「我永遠愛你」。這句「我永遠愛你」，不知道阿雅懂

不懂，可是在阿雅走到生命盡頭時，這一句話卻是男孩在傷心之餘心中最大的安慰。阿雅帶著男孩的

愛靜靜的去了，男孩也因為自己及時付出了愛，才有辦法接受阿雅的老與死，才能靜靜、勇敢的療

傷。 

江長恩：不要哭，牠會和你在一起的。 

李宥承：牠永遠都在你心裡。 

蔡德軒：沒關係，你只要永遠記得牠，我相信牠也會永遠記得你。 

楊畯程：牠永遠在你心裡。 

許翔彥：你不要傷心難過了，雖然牠已經過世了，但是你也能做夢做到以前的回憶啊！ 

張峻瑋：沒關係，牠永遠都在你心裡。 

黃家瑋：不哭，牠會活在你的心理。 

林韋杉：不要難過，牠永遠活在你心裡。 

許茗棨：不要傷心，要勇敢的活下去。 

郭芃瑜：牠永遠活在你心裡。 

李子旭：不要哭了，我會陪著你。 

陳書惟：不要哭了，我會跟你玩。 

張佳榕：不要傷心了，我會永遠陪著你。 

林詩凡：不要哭了，牠永遠活在你心裡。 

林怡希：不要哭了，我會永遠陪著你。 

李雨倩：你要開心一點，阿雅在你心裡。 

李雅雯：不要哭了，我會跟你玩。 

陳信至：不要哭了，我會永遠陪你玩。 

林明郁：不要哭了，我可以陪你一起玩。 

羅承尉：我可以送你一隻狗嗎？讓新的小狗來陪伴你。 

陳信安：我可以跟你一起玩，陪伴著你。 

簡廷澔：不要難過，我陪著你。 

曾宏恩：不要哭，這樣小狗會難過，我會陪你。 

邱貞瑜：沒關係，你有跟小狗說我永遠愛你了。 



幼兒園主題創作「美味營養餐盤」 

少懷 

沛璇 

佳穎 昀平 知政 思涵 

柏昀 

宸安 

惠文 

菀桐 

慈昕 

睿恩 

鎮宇 



陳信安 

運用水彩顏料暈染背景，再利用壓克力顏料

描繪玉米的莖與葉子呈現出立體感，最後貼

上彩色紙條交織出的彩色玉米粒。 

曾宏恩 





如果我有一支魔法棒 可以把我的家變成怎麼樣呢？ 家是孩子成長中的起點，透過

美學教育引導讓孩子運用創意設計出心目中最想要住的房子，加入折紙的技能，讓

學習融入生活，充實了孩子的學習經驗。 



在山林中的猴子會

跑跑跳跳，而割一

下樹木就會流出白

色的汁液，彷彿是

它的血。其實猴子

和山林的樹都都和

人們一樣會呼吸，

讓我感覺到生命的

重要性，也讓我知

道地球上的動植

物，是與我們同在

一起的。  

房子原本都是木

頭和草做的，因

為我喜歡獨自一

人的小小空間，

可以讓我盡情的

釋放情緒。   

因為這幅畫有運用到大自然的樹葉、樹根、種子來表現秋天

林中的樹葉由綠轉黃，卻尚未自枝頭飄落，有種夏末秋初的

感覺。希望在這作品的展現中，可以帶給大家了解到對大自

然生命的可貴。  

動物中我最喜歡

鳥，因為在鳥的身

上有著五彩繽紛的

羽毛，使我看著看

著也就感覺什麼煩

惱也沒有了，由這

活動讓我理解到，

從每個動物的反應

下，去認識到生命

中也有許多美好的

事物存在著。  

「大海」離我家

很近，所以我很

喜歡海洋，在這

片一望無際的海

洋除了美麗之

外，更可以讓我

在這能輕鬆自在

的游泳，好好享

受與大海同在的

時刻，此外更讓

我體會到海洋也

跟我一樣，是有

生命的。  



五年忠班 許心姿老師 
                                                                                                                        

朱銘美術館位於金山區，原本位是放置大型雕塑創作的地方，後來成立美術館。展示區域

有美術館本館、太極廣場、人間廣場、遊客中心、室內展場、兒童美術區等，作品豐富。 

以往都會覺得美術館給人很生硬、有距離的感覺，但朱銘美術館是可以讓大”鵬”

友、小”鵬”友玩上一整天的美術館。朱銘老師成立這座美術館的用意是希望能開啟每

位孩子心中藝術的種子，所以這座美術館的作品展出方式相當用心。朱銘美術館占地 11

甲，所有的作品位置都會依照地形來規劃，依山傍海的絕佳視野。 

    朱銘老師的創作非常多元化，喜歡將人生百態以及生活哲理注入到作品中，所以外

表冷冰冰的作品都有震撼人心的元素，園區佔地相當廣，建議穿著舒適的鞋子一起進入

朱銘老師的藝術殿堂 

藉由專業導覽老師深入的解說，會更了解朱銘老師創作背後的意涵，這裡不僅開啟

了孩子的創作種子，重新啟發我內心的創作欲望，這裡能找回自己純真的心，園區內不

僅只有朱銘老師的藝術展示品，夏天還有開放戲水池，館內還有許多室內的互動體驗

區，室內室外都有相當好玩的活動，所以，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報名導覽。  

朱銘美術館參觀記              五忠 羅于真   

    今天是我最期待的校外教學，我們前往位

於新北市金山區的朱銘美術館，一到達美術

館，我就看見遠方有一位導覽員緩緩朝我們走

來，和善得導覽阿姨細心又風趣的介紹朱銘爺

爺的作品。 

    朱銘爺爺的作品分為三大類: 太極系列、

人間系列和鄉土系列，導覽員阿姨帶領我們去

瀏覽園區，一一的仔細介紹及解說，作品中讓

我最有印象的是太極系列的-太極拱門，因為導

覽員有演譯朱銘爺爺當時灀做此作品的概念，

所以讓我印象深刻，除此之外，所謂好戲在後

頭，最好玩的是最後的「偵探傘」，因為那是

需要動頭腦的遊戲，當我解開密碼時我我興奮

的手舞足蹈，不但成功的完成了任務也獲得了

精美的小獎品。 

    這次的活動我覺得很好玩，改變了我對美

術館的印象，我以為所有的美術館都很無聊，

可是，今天到了朱銘美術館一趟回來讓我了解

不是所有的美術館都很生硬冰冷的，我非常推

薦大家閒暇之餘不訪走一趟朱銘美術館，一定

會讓你的生心靈都獲得滿滿的能量及收穫。 

朱銘美術館參觀日                五忠  蔡雋博 

    今天是校外教學，我們到朱銘美術館，一進到

館內我就聞道了藝術的味道，突然看到前方有一位

面帶笑容很和善的阿姨向我們走來，原來，她就是

我們今天的導覽員，她向我們介紹了許多關於朱銘

爺爺的作品。 

    朱銘爺爺的創作分為三個系列，其中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 

太極拱門，它真的大得讓我目瞪口呆，很想在拱門

面奔跑幾圈，但很可惜的是，由於現在不開放遊客

進入展示區內，所以我們只好在拱門前，表演了太

極拱門創作的概念，然後在前面拍照留念，欣賞完

整個園區的作品後，我們就去吃飯了，吃飯時我邊

想朱銘爺爺應該很辛苦，因為園區的佔地實在太大

了，那麼多的作品，到底是花費了多少的心血及時

間啊? 

    用完餐後，館方安排了一個有趣的遊戲，叫

做”偵探傘”，我和同學一組，我們絞盡了腦汁，

通過層層的關卡，終於破了關，也得到了館方送的

小禮物，回學校的路程上我在想美術這麼會這麼好

玩呢?跟我以前對美術館的印相完全不相同呢，以後

有機會一定要請家人再帶我來。 



朱銘美術館參觀記            五忠 李宸紘  

     我們到了朱銘美術館,之後，有一位導覽阿姨

帶我們去參觀佔地非常大的戶外展示園區，首先導

覽阿姨向我們大家介紹朱銘爺爺的作品分為三大系

列，分別是太極系列，人間系列跟鄉土系列，對我

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太極系列，因為有很多不同的

招式，不僅是一個人的還有雙人對打的。 

     導覽阿姨仔細的解說完所有朱銘爺爺的藝術

創作之後大家也都飢腸轆轆，肚子不禁的發出咕嚕

咕嚕的聲音，於是我們大家興高彩烈的往用餐區吃

飯啦！   

    用完餐之後劉老師就帶我們去玩”偵探傘”，

大夥兒分完組後，就迫不及待的一起用衝去科學園

區找答案，傘上的數字是 01、12 剩一個數字就是

2了我們馬上就回去服務台跟阿姨講答案，我就說

是 2，阿姨就給了我一個小禮物。 

    回程的路上，我在想朱銘爺爺應該很辛苦，付

出了很多的心血才完成了這園區內的展品，所以我

下次要叫家人帶我來朱銘美術館，換我當一位小小

導覽員向他們介紹園區內的展品。 

朱銘美術館參觀記                 五忠 張祐庭 

     今天戶外教學, 我們去金山朱銘美術館,我一

走進朱銘美術館,一陣微風吹來，啊!是藝術的味

道！和善的導覽阿姨細心的介紹著朱銘爺爺的三大

系列作品，這裡的作品有三大系列:人間、太極和鄉

土。她帶著我們走遍整個園區，所有的作品全部導

覽完畢，我們就去用餐了，中餐是享用美味的便

當。 

    接著我們去做”海綿人”大家手忙腳亂，發揮

創意做出了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創作藝術品，接著

我們就去尋寶了。還好最後有同學的幫忙,我才能完

成任務,拿到禮物! 

    今天的戶外教學我覺得很好玩,可以讓我更了解

朱銘爺爺的藝術創作的構思,其中我最喜歡的是太極

拱門,因為我覺得它活靈活現的呈現打太極所產生的

氣流場景，把太極的氣流呈現得栩栩如生,朱銘美術

館很適合一家大小一起來來欣賞和遊玩，所以有空

時，不妨到朱銘美術館來走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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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大鵬國小

FB粉絲專頁，掃

描 QRcode 即可連

結。 

親師橋回饋問卷 

https://forms.gle/PRUxZUnzFNRzLg8i6 

最好的禮物           六忠游凱升 

    很多人都收過禮物吧? 沒錯! 但收了過多

的禮物後，你會不會對<收禮物>這件事產生厭

倦呢 ? 

    我就收過很多禮物，但我覺得，任何禮物

都比不上爸爸媽媽在我們一生下來贈予我們的

禮物來得好! 他們贈予我們生命﹑贈予我們一

雙眼睛，讓我們可以看見這充滿著快樂的世

界﹔贈予我們一雙腿，讓我們可以在這寬廣的

世界上奔跑。 

    小時候，當我們做錯事，爸爸媽媽都會原

諒你。但是，長大了，爸爸媽媽就不會再慣著

你。或許，他們會真的狠下心來打你一下，但

他們不會用別的東西打你，他們會用自己的

手，因為那樣，你多痛他們就有多痛! 打的時

候，表面上他們會假裝很鎮定，但是看到你流

下眼淚時，他們的心就如同針扎一般，刺著自

己的心!這就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我的爸爸媽媽有時候會說我是一個笨小

孩，但不管他們怎麼說，我都知道他們是愛我

的。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也會牽著爸爸

媽媽的手，永遠不放開，因為我像他們愛我一

樣，深愛著他們。   

最好的禮物            六忠簡福麟 

    在我十歲生日那年，我穿上爸媽送給我的

滑板鞋，跟著爸媽去到家外面玩，當時的我既

開心又興奮! 我滑了一小段路，突然，腳下一

滑，整個人跌坐在地上，膝蓋流出血，我不由

自主的大哭了起來，並且把手伸向媽媽，希望

他扶我起來。可是，媽媽沒有扶我，不管我怎

麼哭，她都不理我，最後我只好自己站起來。 

    我試著把腿伸直然後爬起來，可是因為太

痛了，所以站不太起來，於是我慢慢用手撐著

地，一點一點用那條受傷的腿站起來，當時我

痛到冷汗一直往下流。到了最後，我終於站了

起來,當然，我也迅速的伸開雙臂，努力保持

平衡，就怕在站起來的同時，我再度滑倒。我

站起來了! 不過我不敢掉以輕心，立刻抓住爸

媽的手，回家。 

    現在回想起來，我真該感謝爸爸媽媽，在

我生日那天，送我一份珍貴的大禮，那就是~

勇敢和堅強。  

https://forms.gle/PRUxZUnzFNRzLg8i6
https://facebook.com/qr?id=7302590507305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