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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立士林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95 學年度第一學期承辦 

臺北市 95 年度公私立高職教師進階輔導知能研習/溝通技巧~師生衝突與溝通 

  

 第三十六期 

◎本期要目： 

 生命教育篇-P.2-3 

 親職教育篇-P.4 

     聊天在組織管理中的魔力-P.5 

 性別平等教育篇-P.6~8 

9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9 月 22 日(星期五)全日及 9 月 29 日（星期五）全日針對校內外教師 14
人進行主題活動。內容包括 1.感覺會說話—情緒與身心合一。2.找出地雷區—師生衝突的危機。
3.說與不說—聆聽與表達。4.難以消受的批評—師生溝通的藝術。5.何必等到忍無可忍—領導的
藝術。  

回饋與心得 

 對我而言，本次研習最有價值的經驗是： 
･感覺會說話---情緒與身心合一。可以重新再正視自己的想法，而不是讓情緒帶著走。 
･解開密碼---找回能量。可以找到快樂密碼，師生皆快樂。 
･找出師生間的「地雷區」---可以明白自我狀態，與學生交錯的情形。 
･自我對話的練習---可以找出自己的問題點。 
･個案分享---可以藉由相似的個案，得到較佳的解決方案。 
･何必等到忍無可忍---學會如何解決問題。領導的藝術；原因：team 的力量，問題如何利用 team  
 解決。 
 在本次課程中我學習到： 
･任何的活動都可以再次激發內在遺忘的一面，即使以前學過，但在生活中已經忘了的理論、忘 
 了的心態、忘了的想法，似乎又再抓回來了。 
･說「不！」，因我是一個比較不會拒絕的人，所以在這方面我想我有多一點說「不！」的勇氣。
･知道自己原來常用「你的訊息」，應該試著多用「我的訊息」來達成和學生的溝通。 
･問題阻力(師、生) 問題解決方向選擇方案行動評估。 
･了解自己才能同理別人。預防勝於補救。不斷學習才能不斷成長。 
･許多問題的發生的背後才是問題的核心，而非表面，要了解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每參加一次，自己的心情便沉澱一次，讓自己看清自己，讓自己更增加能量，可以面對往後的
 事情。 
･冷靜評核，更有信心，驗證自己所為正確，十分開心，也更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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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的孩子因恐懼上學而常逃學，後

因自殺在醫院中才被診斷出來為失讀症

（dyslexia）。她一夜之間老了十年，看到我，

抱著我痛哭，她說她哭的不是這個病，而是她冤

枉了孩子這麼多年。她一直以為孩子是懶、不長

進、是廢物，不知道原來是病。  

 我聽了很感慨。  

 也曾有個校長在退休後，才知道什麼是妥瑞氏

症。他一直以為是孩子壞，上課故意出聲音、罵

髒話、做怪動作，不知道原來是基因的關係。他

很後悔打了孩子二十年，但人生不能逆轉，後悔

已莫及了。  

後天教育可扭轉先天基因  

 大腦跟學習有很大的關係，美國國家科學基金

會（NSF）最近花了9000萬美元設了四個國家型

腦與學習中心，用磁振造影（MRI）來探討有效的

學習方式，尤其用DTI（diffusion tensor 

imaging）來看大腦神經連結的情形。智慧的定義

現已變為神經連結的密度和方式，效率

（efficiency）是知道該怎麼做（doing things 

right），效果（effectiveness）是知道什麼是

正確的事（doing the right things）。前者是

有能力，不浪費時間與精力去達成目的，是神經

連結的方式；後者是有知識，知道該怎麼做才能

迅速產生預期效果，是神經連接的密度。學習要

事半功倍，必須知道大腦的運作。 

近年來最大的突破是知道先天（基因）與後天（環

境）是個交互作用，基因決定某個行為的出現，

而這個行為回過頭來改變大腦神經迴路的連接。 

 

 

 

 

 

 

 

 

 

 

從腦造影圖片中看到，即使是同卵雙胞胎，基因

相同，大腦結構相同，他們在做同一件事時，大

腦活化的神經迴路也不同，因為他們後天的經驗

不同。後天經驗正是我們教育可以著力的地方，

我們的態度對孩子有決定性的影響。不知道有多

少孩子因為我們的無知，黯淡的過了一生。 

教育界也流行四不一沒有  

 1885年就知道有妥瑞氏症（即所謂罵髒話的侯

爵夫人），失讀症則跟我們的染色體2、3、6、

15、18有關，許多名人也有閱讀障礙，如邱吉爾、

洛克斐勒、愛迪生、愛因斯坦、湯姆克魯斯，但

都不因此而減少他們對人類文明的貢獻。其實中

國歷史上很早就有失讀症的記載。南朝宋孝武帝

時令群臣賦詩，沈慶之不會寫字（史書說他「每

恨手不知書，眼不識字」），只好跟皇上說「臣

不知書，請口授師伯」。皇帝便命顏師伯執筆，

慶之口授說：「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老

筋力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

不會讀、不會寫，一樣可以作詩，因為心智的啟

發不是只有視覺，其他管道也都可以。他敢自比

作張良，可見自視極高，沒有因自己不能讀寫而

覺得低人一等，我們現在反而不及古人，不會讀

書，便連人都不是了。  

 現在流行的四不一沒有是：老師不會教，學生

不快樂，家長不放心，政府不負責，畢業沒頭路。

政府什麼時候能放下權力鬥爭，正眼看一下世界

教育的趨勢呢？ 

 

【轉載自台北市政府教育e週報】 

生命教育篇（一）   

      
    有多少孩子因為我們的無知，黯淡一生！        

                                                             作者/洪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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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篇（二） 

 

改過遷善 
◎李錫津   

一位禪師管教弟子非常嚴格，徒弟非常敬

畏他，某日禪師一大早外出，天氣非常熱，弟子

心想師父不在，今天可以輕鬆一點，中午休息時，

就穿著內衣內褲睡覺，沒想到師父提早回來了，

徒弟一驚醒來，心想：「完蛋了，穿這樣睡覺，一

定會被 K 一頓，乾脆假裝睡著，不要面對這個問

題。」 

禪師非常高明，了解徒弟的心，故意躡手躡

腳走過去，好像怕吵到徒弟一般，裝睡的徒弟嚇

出一身汗，逃過這關後，這名徒弟從此變得更注

意自己的生活常規。 

指導人，嚴歸嚴，但若能在適當時機放別人一馬，

發揮不著痕跡的引導作用，可能會有更大的教化

作用。 

某退休的校長也說了類似的故事，他讀師範

學校時住在學校宿舍，有一次周日返校所搭的最

後一班車誤點，趕到學校時因為太晚而大門所依

規定時間關了起來，他只好爬牆入校，才跳了下

去，剛好看到校長出現在不遠的地方，把他嚇了

一跳，校長也非常高明，聽到聲音，眼睛掃了一

下就知道是哪一名學生了，但故作無事狀，頭一

轉、手甩一甩就離開了。 

早年師範生翻牆至少要記過，甚至開除，學

生非常緊張，但一天一天過去了，校長沒有找他，

過了一周後，學生才放下了心，明白校長放過他，

從此以後更加努力向上，也成為一名校長。面對

某人的錯誤，有時給他一個空間，可能更有助於

改過遷善。 

【本篇二則文章轉載自：西元 1999 年，小故事大

哲理，李錫津口述，牛慶福整理，聯經出版社】 

 
 
 
 

 
 

真  相 
 

孔老夫子和弟子周遊列國，受困於陳國，

沒有糧食，大家餓了幾天，顏回想辦法張羅了一

袋米，在廚房煮熟時，孔老夫子剛好走進來，就

看到顏回抓一把煮好的米飯往口中塞，孔老夫子

心想：「大家都餓了幾天，應該在全數到齊時在共

同用餐，怎麼可以自己先挖飯吃呢？」 

但又想顏回是好學生，好像不致於因為嘴饞

而先偷吃飯，因此原本想教訓他幾句，但壓下來

了，於是孔老夫子心生一計，若無其事對顏回說：

「好久沒有祭祖了，今天有剛煮好的飯，拿來拜

一拜好了。」顏回連忙表示：「老師，飯弄髒了，

不適合拿來祭祖。」孔老夫子說：「怎麼會呢？」

顏回說：「剛才煮好時，我打開鍋蓋，不巧，天花

板掉了一把塵土落到飯上，我只好把弄髒的部分

挖起來吃掉。」 

原來顏回擔心大家吃到不乾淨的飯，自己挖

來先吃了，孔老夫子心想還好剛才沒有責備他。

有些事的存在常有不易明白的理由，致真相難

尋。教師如果觀察不敏銳，易冤枉學生。就算學

生真的有錯，但以寬容的態度處理，也教化的作

用。學生常為了保持在教師的心中的好印象，而

願意表現好的一面，如果學生認為反正教師就認

定我是壞學生，則易自暴自棄。 

 

天 堂 鳥 
                               鍾韵其 

展翅 
用盡全身謳歌喜樂的天堂 
無情的泥 
攫住她的雙腳 
動人地 
晨間她哀傷淚流 
輕輕墜落 
無聲嘆息 
直至旭日東昇 
那一道曙光 
救贖完成 
飛入下一生的輪迴 

              【轉載自士林高商校園詩畫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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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篇               
                

 

 

◎吳若女 

美國的研究發現，孩子一天最少在電視機

前待上 2 小時，週末更多。台灣也現象相同，政

大傳播學院的研究發現，兒童從放學到晚上十

點，家庭開機時間平均是 3 小時 20 分鐘，兒童每

天看 2 小時電視，週末更高達 5 小時。 

    孩子看電視時間過長所造成的傷害與影響，

相關研究層出不窮。例如，容易過胖、變笨變傻、

懶散被動、注意力降低、扼殺想像力。看太多電

視也會增加孩子的霸凌行為，因為他們從四方型

的銀幕看到太多的言語暴力與攻擊行為。因此，

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建議，別讓兩歲以下的小孩看

電視，至於大小孩，建議只看優質節目，且一天

不超過兩小時。  

如何能幫助孩子不黏在電視機前： 

1 先跟孩子訂好看電視規則，包括看的時間和次

數。 

    「先說好規則，可減少爭執和賴皮的機會，」

史丹佛大學兒童學教授羅賓森建議。比如說，週

末就和孩子討論下週可看哪些節目。其他基本規

則，像吃飯時不能看電視、功課沒做好不能看或

是看到幾點就要去做功課，都要事先跟孩子說

好，也要讓照顧他們的祖父母或保姆知道，培養

他們信守承諾的習慣。 

2 陪孩子一起看電視，解釋討論內容。 

    政大廣電系副教授吳翠珍解釋，家長如果能

介入電視節目的詮釋過程，將會加深或扭轉兒童

看電視的角度，如果和孩子有充份的討論，也會

減弱電視的影響力。此外，美國研究發現，小孩

一年會看 4 萬個廣告，其中包藏許多高卡路里與

油膩垃圾食物的宣傳，不斷引誘孩子消費購買。

因此，還是要留意孩子看了什麼廣告。 

3 以優質的 DVD 取代不好的電視節目。 

    其實已有愈來愈多的家長發現電視節目並不

能提供孩子有益的內容，願意花錢購買或租借優 

 

 

 

 

 

 

 

質的 DVD 當孩子的教學工具。例如很多孩子都 

喜歡看的巧連智，幾乎已成為他們的共同話題，

不看還無法跟其他小朋友分享聊天。 

4 把電視機放在不顯眼的角落，也把遙控器收起

來。 

    自從 1960 年代人類有了電視機，它似乎就霸

佔了客廳最重要的角落，但現在最新的潮流卻要

把電視機推到最不起眼的角落，以減少它的誘

惑。如果不習慣家裏突然沒有電視機的聲音，不

妨打開收音機，利用音樂和有趣的廣播節目當家

裏的背景音樂。 

5 別在小孩的房間放電視機。 

    美國關機聯盟也提醒家長，別在孩子房間放

電視機。如果在孩子房裏放電視機，只會讓孩子

和家中其他成員更疏遠，也會影響他們做功課和

睡覺的時間，更糟的是父母看不到孩子是否看了

不健康或不該看的節目。 

6 別把電視當褓姆。 

    別因為無暇陪伴，就把孩子丟給電視。相反

的，可請孩子來分擔一部份家事。像職業婦女王

曉清，就是找女兒一起準備晚餐。所以女兒從小

學三年級開始，會在一旁洗菜整理菜葉，慢慢的

還可以炒菜。她也利用這段時間和女兒聊天談

心，了解她一整天發生了什麼事。 

7 大人也要以身作則，關掉電視，花心思創造更

多有趣的家庭活動。 

    「如果不想讓孩子看電視，大人以身做則，

和小孩溝通會更有用」苗栗縣社區大學企劃組組

長林咨伶建議。參與「關機運動」的吳太太笑著

說：「關掉電視，家庭時間真的多很多。」但一

開始的確有點恐慌，不知道要做什麼，後來參加

社區大學所舉辦的寶貝讀書會、親子布袋戲和戶

外活動，發現外面的世界真好玩。 

 

【摘錄自康健雜誌 91 】 

7招讓孩子遠離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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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錫鍇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溝通是社會凝聚的重要

基礎，但是在人類的溝通方式中，有一種最為普

遍卻甚少被管理理論所重視者，那便是「聊天」，

聊天是非正式溝通的一種，大多無特定目的、特

定動機及固定模式，但你可能不知道人類社會卻

因為有了溝通機制而偉大，因為地球上只有人類

會閒聊，但往往在不經意的閒聊中，透過最輕鬆

的途徑、最輕鬆的氣氛、最人性化的用詞與最自

主的意願下，把想法、資訊、知識、心得、價值

觀等傳遞出去，且透過精準與有機式言語；得以

使對方瞭解溝通者內心的想法，進而回饋，或感

同身受，或伸出援手，合作的社會於是得以形成。 

    組織的管理如果能夠善用聊天的機制，對提

升組織效能會有莫大的助益。惟傳統組織管理一

向輕視聊天的功能，甚至視之為拖垮行政效率的

因素。筆者曾於中央政府部門服務，記得剛擔任

公職之時，發現有一位主管只要瞧見筆者跟同事

聊天，不出半小時內，會走到筆者座位，交給我

新的任務或公文，我猜這位主管大概認為我一定

是太閒。在他心目中，下屬聊天也許就等同偷懶。

公務機關內部太倚賴正式溝通，包括公文、會議、

命令下達等，但殊不知非正式溝通往往才是組織

運作的靈魂所在。 

    隨著「知識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

時代的來臨，「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 

KM）變成管理學者爭相研究的議題，在 KM 的

觀念中，聊天就是「默會知識」（tacit knowledge）

的分享化，也就是個人內心心得、體悟的交流， 

 

 

 

 

在此交流中，許多工作技巧得以分享，也可以創

造新的見解或達成共識，同事情誼得以增進，許

多企業老闆刻意在組織中設計美輪美奐的空中花

園、走廊、康樂室、吸煙室，或安排下午茶時間，

這些設施或措施有助增進員工默會知識分享化的

功能，對組織管理可以產生以下的重要影響：包

括組織文化能在聊天中傳承下來，如資深者對資

淺者的經驗傳遞；此外，聊天也可以促進「知識

社群」的發展 

，例如專業人士可以在輕鬆的默會知識分享化過

程中形成友誼團體，這比正式會議的效果大得

多，因為會議中的人際溝通密度是最低的；再者，

組織中的正式溝通常因為階級、空間距離的差距

而遭到扭曲，聊天往往是彌補這個缺失的良藥；

組織未來的「願景」（vision）也可以透過聊天予

以明確化與鞏固；而組織因為分工產生的本位主

義也可以經由聊天而改善，在強調「團隊」（team）

建立的當代，成員如果沒有經常性開誠布公地聊

天，團隊絕對無法成形；有時第一線人員有重要

的訊息要向高階主管傳遞，會因為「天高皇帝遠」

的緣故而作罷，故「走動式管理」（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即有助解決此一問題，但主管在

進行走動式管理時，聊天便是最佳的媒介。 

    「聊天」看似平淡無奇，人類社會卻因它而

凝聚，它也像是組織運作的潤滑油，協助許多管

理巨輪的運作，下次當別人嘲笑你還在「三姑六

婆」的時候，你大可嚴正地告訴他：我正在做一

件人類偉大的行為──聊天！ 

【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中心發行「台北 e 大

鮮活管理報」(作者為聖約翰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

副教授）】 

         「聊天」在組織管理中的魔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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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篇（一） 

                     

 

 

當妳愛上對方時，應該會有這九種情感，

才能算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最起碼，妳應該捫心

自問，將來是否有可能培養出這樣的情感來，才

能確保妳擁有一個真的愛情。 

 

【一】生理上的性衝動： 

    當我們對一位異性產生興趣或愛上某個異

性時，希彼此有身體上的接觸。在真實的愛情生

活裡，這種慾望是永遠存在的。性衝動並不單單

只是性交行為，它還包含了許多其它親密的身體

上接觸，譬如牽手、擁抱等等，這種情感會永遠

都存在愛人的心裡。 

 

【二】美麗的感覺： 

    在有愛情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對方最好看， 

即使有別的異性比妳所愛的對象好看，但對妳而

言，他才是最好看的，而且是別人無法相比的。 

 

【三】親愛的感覺： 

    當妳真正愛上一個人，妳會有一種很親切的

感覺，他讓妳覺的很舒服，妳可以信任他、依靠

他。他像是一個親密的家人，甚至可以說，比一

個家人更親密，這是親密加上一種溫馨的感覺，

就是親愛的感覺。在這愛情國度裡，他不會挑剔

妳的瑕疵，因為他願意包容妳所有的缺點。 

 

【四】羨慕及尊敬的感覺： 

    一個健康的愛情關係，應當有以對方為榮的

感覺，我們會去欣賞對方內在和外在的條件和優

點。而且對方也處處以我們為榮。如果我們能有

這種感覺，不論他是成功或失敗，都會使我們欣

賞他的才華。 

 

【五】讚許的愛情： 

    當相愛的時候，我們喜歡誇獎對方，而且不 

 

◎作者不詳 

 

僅是欣賞而已，還喜歡對他人誇獎對方，從誇獎 

對方的熱誠之中，我們可以因此感到無比的快樂。 

 

【六】受到尊重的自尊：  

    一個健康的愛情關係，可以提高一個人的自

尊心。讓對感覺到活得更有價值，因為愛情使妳

覺得妳有無人可比的獨特性，雖然妳有優點也有

缺點，但是妳的獨特性使妳受到無比的尊重， 

生命因此而有了價值。 

 

【七】佔有慾： 

    愛情是絕對獨佔的，不能與人分享親密的男

女關係。所以需要以結婚來持續一份愛情，在結

婚時彼此相約相許。因此在真實愛情裡，互相許

諾忠誠是必要的。 

 

【八】行動自由： 

    如果個人有正當的理由，他行動的自由一定

要受到尊重，才不會破壞兩人之間的愛情關係。 

 

【九】深重的同情心： 

    我們對深愛的人常會有憐惜的感情，經常會

為對方考慮，如果對方受到挫折，我們會非常願

意與他分擔痛苦和挫折，把對方的苦當作自己的

苦難一樣，或者更勝於自己的苦難，因為我們願

意為對方而犧牲自己的利益。 

  

 

 

 

 

 愛 情 九 要 件

           桂     花         /李仲豪 

         在枯萎的季節                

         您為人們帶來馨香 

         白色的花瓣使這個季節更明亮 

         有了花伴隨的地方 

         處處都充滿幻想 

         詩人用記憶的餘味 

         寫出生活的蜜糖 

                 【轉載自士林高商校園詩畫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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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是最可怕的事嗎？不是。 

最可怕的是你連為甚要在一起都不清楚，當然也

不明白為甚麼分手。 

 

※不愛你了，是最可怕的事嗎？不是。 

可怕的是，對方根本沒有愛過你。 

 

※失戀了是最可怕的事嗎？不是。 

最可怕的是，沒有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及成長。 

 

    戀愛產生的最初，的確是一種感覺及衝動， 

所以被對方所吸引。但愛情的維持必須靠雙方的 

努力經營。特別是我們要清楚，我跟對方是不是 

「適合」？ 

    我們要選擇的是一個跟我「適合」的人，而

非去找一個「最好」的人。這個是要先建立的前

提--兩個是適合的人。 

    戀愛的三個成功要素--對的人，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任何一個因素沒配合好，戀愛就很難 

成功；這就是所謂的天時，地利，人和。天時與 

地利還猶有可為，如果是不對的「人」，就一點辦 

法也沒有了。 

    一定要看清楚自以為的「執著」是不是只因 

為「不甘心放手」呢？ 

 

※成熟的人談成熟的戀愛 

    很清楚雙方在一起的理由，雙方是不是「對 

的人」，適不適合在一起？ 

    我遇過對方是很棒的人，但只適合當朋友， 

 

 

                          王瑞琪老師提供 

 

適合當戀人。 

    如果已經試過在一起，而發現彼此不適合，         

那也應該慶幸；至少，已經有機會證實兩個人不

適合當男女朋友了。此時，就可以將感情昇華，

去找出最適合兩者的關係及角色定位。 

    向來覺得，當不成男女朋友不是最糟糕的事 

情。 

或許會放不下，或許會難過；但事實如果是彼此 

不適合，就別勉強了，更不必搞得箭拔弩張、互 

相傷害。 

    能「相遇」就很難得了，不是嗎？ 

人要懂得珍惜擁有的，而不是去奢求已經消逝的 

感情會再回來。 

    如果你是一個夠成熟的人，相信對於一個曾 

經愛過的人不會有恨。因為能愛上一個人也是一 

件不簡單而美好的事情呀。 

    有能力「愛人」的人，是幸福的。當然前提 

是愛一個值得你愛的人。 

    我們一生都在尋尋覓覓那個 Mr. Right，Miss.  

Right，雖然不是每個人都可以找到那個人，但最

重要的應該是：在尋找的過程中你得到了甚麼？ 

在這樣的過程中你認清楚了甚麼是你真正想要 

的；而且，你也認識了自己。 

 

如此，你就是一個成熟的人。 

 

 

性別平等教育篇（二） 

成熟的人談成熟的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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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代表學校參加三天兩夜的「真愛大使培

訓成長營」有很多感想，包括講座、體驗遊戲、

小隊聯誼等，都令我記憶深刻，難以忘懷。 

 

第一天開始 
  所有夥伴同坐在草地上，在爽朗的晴空下，

映照著我們彼此的話語，漸漸地夥伴們有了初步

的熟悉與認識。大家活潑、開朗的個性，更讓這

種氣氛持續不斷，我們很快地熟悉，也建立了相

當的默契與凝聚。 

    活動進行到專題演講--【兩性關係】的主題

時，讓我學到什麼是健康的性，以及在兩性交往

過程中應有的尊重、態度、包容及該有的循序漸

進原則。 

    體驗活動讓大家建立起契約，也學會如何做

更好的交流。就在跟著領隊四處跑跑時，領隊所

說的每一字每一句，都能激發我們的創意，使我

們想讓自己的燈泡發亮、發光與發熱。 

    到了晚上，我們談了星空的大三角，把大家

的心拉的更近，有疲憊、有眼淚，但卻也多了份

關愛！ 

 

第二天早晨 
    打開房間門，望出去是一大片的台北城。微

涼的風吹來，領隊的哨子聲隨著陣陣的風傳來，

第二天的旅程開始了．．．． 

    首先是兩個小時的專題演講--【分析流行文

化裡的情愛迷思與性別權力關係】，讓我知道不能

只用刻板印象去分析異性。講師說：「不只談個人

的權益，還探討壓迫的結構。 

 

 

 

 

講一個故事，有三個版本。唱一首歌，可以有性

別分析的功課。讀一則新聞，有不同的批判觀點。

讓性別意識成為一種公民素養！」這段話剛開始

難以理解，但三天下來，讓我對這段話有了很大

的感觸。 

    結束了兩個小時的演講，也該動動了！「社 

交技巧」在社會中非常重要，主辦單位透過社交

舞、團康技巧、邀約技巧．．．．等一連串的體

驗活動讓我來學習。在這過程中我感到有些緊 

張，卻也開心，畢竟跨出了社交技巧的第一步！ 

    最後的壓軸【營火晚會】，大家都在這個時候

釋放了心中的疲憊。黑暗中裡的霓虹燈，跑啊跑

啊，就像是要提起我們的精神，大家跳舞、帶活

動、唱歌，讓我們的心又貼的更進了！晚會進入

尾聲--感性時間，大家把這兩天裡悶在心裡的話

說了出來，把自己平常所遭遇到的困難、挫折說

出來和大家分享，夥伴們不只靜靜的用耳朵傾

聽，更用了滿滿的「心」去感受。 

 

第三天活動結束 
    我開始思考如何在回到學校時，將自己這幾

天所累積下來的所思所感與同學分享或是可以用

什麼樣的方式與同學說明「什麼是真愛」呢？其

實，兩性交往，如果只是在言語上表達「你愛我！」

「我愛你！」並不能認定是一種「真愛」，「真愛」

還必須是互相學習，尊重與包容，甚至是在面對

分手的難題，如何用適當的態度，尊重，輕鬆的

心情去面對，才能達到「真愛」的最高境界。而

這都是同學們所必需要學習的一門學問，也是一

種自我的成長！ 

 

性別平等教育篇（三） 

「星光海芋－真愛大使培訓成長營」心得感想 
                                                             日間部二年一班林亭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