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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from the heart can you touch the sky. 唯有從心出發，才能到達天際。 Only from the heart can you touch the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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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活動報導 

大大樹信箱─愛情攻略

來不及說出的一切

親職教育講座活動報導

〈輔導室報導〉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的學校日活動，已於 9

月 15日 (六 )舉辦並圓滿落幕。當日家長出席

人數踴躍，大安的家長不但關心孩子在學校的

學習狀況及各項表現，且能付諸實際行動。

首先登場的是「校務報告」，清楚陳述校

長的學校經營理念；而緊接著就是學校日的重

頭戲—高職部的「參觀實習工場」、綜高的「學

程說明」，由各科主任親自帶領家長們認識實

習工場的設備和專業課程，讓家長們能更了解

自己的孩子平時學習的環境，以及學校為學生

所規劃的整體學習策略。之後家長們紛紛前往

各班教室參加「親師座談會」，經由導師介紹

班級經營計畫、任課教師介紹教學計畫，讓家

長們能夠有和老師們面對面溝通的機會，並進

一步瞭解自己的孩子在學校的生活適應、人際

關係、學習表現等狀況，透過交換各項意見及

深入溝通，也更能針對孩子的問題建立更完善

的輔導策略。

下午由輔導室另外安排了兩場親職講座。

第一場由勵馨基金會的周雅淳講師主講「青少

年父母的迷惘—除了 say no之外我們還可以教

孩子什麼」。雅淳老師以其從事青少年性教育

與親職教育多年的經驗，來跟大家分享在跟青

少年談“性＂時，他們可能的問題和反應；並

引導我們重新反思自己對於“性＂的基本立場

和態度。從全人的角度出發，讓孩子先學習如

何正面看待與愛護自己的身體，他們才能真正

懂得何謂「尊重身體自主權」；而不是只用「不

可以…」、「要注意…」的道德勸說或恐嚇，

把性塑造為不可碰觸的禁忌。如何在孩子困惑

的時候，願意找家長溝通，在此之前，家長要

先思考自己對於性的感覺，營造開放且接納的

氛圍，建立跟孩子生活的連結，才能跟孩子溝

通正確的感情觀念。

第二場則由教務處馬雅筠主任親自上陣，

和家長談「預約你的美好未來―談 108學年度

多元入學方案」逐步向家長說明學生注意事項、

各項最新資訊以及學校相關資源，讓全體家長

對於 108學年度的升學概況獲得全面的了解。

大大樹你好：

守身如玉 16年，我終於初戀了，現在已經正式交往滿一個月。同學都很羨慕我，本來我也很開心，可是最近有點不太
順利。唉，我真的搞不懂我女朋友到底在想什麼，所以來問問看你的意見。

她是我補習班朋友的國中同學，認識之後覺得還蠻聊得來的，很快就在一起了。本來我是覺得她很大方好相處，可是交

往之後，她變得很愛鬧脾氣，彆彆扭扭龜龜毛毛的，真的很奇怪。

上禮拜六我趁爸媽出國家裡沒人，約她來看 DVD，你知道的，孤男寡女共處一室，燈光美氣氛佳，我就想說是不是可

親愛的弘勵：

你會有這些愛的煩惱，就表示你真的很在意她、很想了解她，對吧？這一點讓大大樹很感動呢 ~~
其實並不是你女朋友很難了解，而是每個人能感受到愛的方式不同。也許你是想透過進一步的親暱舉動來確定彼此的愛，但說不定她對愛情的期待

並不是這樣的。請你回想一下，當你做了哪些事、說了那些話，她會特別感動、開心，感受到你很愛她？只有彼此都感受到愛，才能有好 的 互 動

喔。

至於你到底算不算是變態噁心性騷擾呢，來來來，大大樹先說明一下：所謂的「性騷擾」，是一種很主觀的經驗，只要

是“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具有性意味的言行，讓當事人覺得不愉快的，就足以構成「性騷擾」喔。你再回想看看，上禮拜

六你的舉動、還有傳半裸照的事，到底算不算「性騷擾」呢？也許你覺得男女朋友是自己人，沒有注意到彼此之間的身體界線，

但是對方可能覺得你「越界」，不尊重她。人家願意跟你共處一室看 DVD，並不表示願意在那裡跟你有親密的舉動；覺得你
很帥，但不一定想看你的六塊肌。身為文明人，本來就應該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因為對方是你的女朋友或老婆，就可以

不尊重她的身體界線、不顧她的感受。大大樹建議你跟她澄清一下彼此的想法，一定要讓她知道，你會尊重她的感覺和看法，

不然這可能會破壞你們的關係喔。

另外大大樹也要提醒你：我國法律禁止與未滿 16歲的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縱使兩情相悅，也在禁止之列。這是刑法規定
的，嚴重的話有可能抓去關喔！請問你女朋友滿 16了嗎？別不小心吃上官司、還傷害了自己心愛的人。

女人心並不難懂，只要多溝通、彼此尊重，相信你們一定會越來越有默契的。加油喔！大大樹祝你們能夠相處愉快！越來

越甜蜜！

講師本次演講圍繞著三個主題，都是以家長的「恐懼」作為樞紐，分別是：害怕孩子談戀愛、失

戀以及變成同志。講師分享了自己的生命故事，並從小時候的經驗提醒家長，在面對孩子成長過程中

的各項身體與心理轉變時，什麼樣的應對會失去孩子對自己的信任。但是，也曾在面對自己成為單親

媽媽的過程之中，體認到原來父母愛孩子是可以放棄自己奉行終身的價值觀與信念的，也藉此說明「和

解常常突如其來，卻也不是單方面可以成就的。」

另外，談到學生的戀愛過程，家長或許會擔心孩子「遇人不淑」，或許傷人，也許自傷。講師提

醒家長應當認清戀愛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此與其去呼籲孩子談戀愛要理性，或者培養識人的眼光，

不如換個思維，去引導孩子思考，如果談了一次不好的戀愛，那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

針對同志議題，講師強調要家長釐清所謂「擔心被社會排斥」的「社會」其實就是家長本身。同

志並不是「變成」的，而是他們本來的樣子。家長之所以對此恐懼，其實是在考驗自己有多麼殷切期

盼孩子要成為自己所希望的樣貌。倘若社會可以接納各種多元的樣貌，世界或許會變得更加美好。

親職教育講座 (一 )「青少年父母的迷惘—除了
say no 之外我們還可以教孩子什麼」

陳貴生校長進行校務報告 家長踴躍參與 親職教育講座 (二 )「預約你的美好未來
─談 108 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

科主任親自帶領家長們認識實習工場的
設備和專業課程

『青少年父母的迷惘
—除了 SAY NO之外我們還可以教孩子什麼』

電子三甲 0504110 李祥宇

撰稿 /曾文興老師

學校日活動 圓滿落幕！

以更“親密＂一點（你懂我意思 ???）。剛開始她也還蠻 OK的，結果快要到“二壘＂時，她突然把我推開說不要啦，還很生氣地說我這樣是「性騷擾」
耶！還有前幾天，我傳了一張半身裸的照片給她，想讓她看看我最近健身練出來的六塊肌，展現我的男子氣概，沒想到她竟然回傳說「變態噁心你想幹嘛，

滿腦子都在想那個…」，我又被說「性騷擾」了…。天啊！現在都什麼年代了，男女朋友之間不能這樣嗎？

大大樹啊，你覺得我這樣真的很變態嗎？還是女生都會半推半就，表示自己很純潔很矜持？或者是她根本不夠愛我？到底要怎樣才能了解女人心？

怎樣才能跟她進一步呢？請為我解答。

 想要為愛進擊的弘勵

想起初戀仍感到悸動不已的大大樹

「後悔」是人一生常常犯的錯，「後悔」沒有果斷拒絕利益的誘惑、「後悔」做出錯誤的抉擇、「後悔」沒有說出……

那是一個泛著夏意的初秋，依稀可聽見蟬在耳邊喧鬧，初踏入這個校園的男孩顯得十分突兀，迷路的他恰巧遇到了和她同班的女孩，在女孩的引領

下進了教室。也因為這緣故，兩人很快的成為了朋友。不論上課、放學等車時間，兩人無所不聊。就這樣過了一年，男孩漸漸對女孩產生了感情。

那時正值國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盛行的時候，電影中，柯景騰用盡方法想要追到沈佳儀，為了她，剃了一顆三分頭、留在學校為了能和

沈佳儀有更多獨處的時間、甚至從一個學渣變成一個學霸。男孩將自己帶入了電影之中，如今的他，想要追求的，就是心中如沈佳儀的女孩，因此，男

孩效法電影和女孩打賭，內容是段考五科成績綜合贏的人，可以跟輸的人要一樣東西。可想而知，男孩乾脆的輸掉了，為此，男孩拚了命跑去便利商店

買了條曼陀珠給女孩。那時被強迫留在原地的女孩看著朝自己奔回的男孩，微微的笑了，一切都看似如此的美好。

但是男孩不是積極主動的人，只是默默的與女孩當朋友。或許，那時的他只想能夠一直待在女孩的身邊。畢業那天，彼此交換卡片後他鼓起勇氣問

了她：「在這兩年期間，妳可曾否有喜歡過我？」女孩沉默了。她最後給了男孩一個否定的答案，下一個五味雜陳的心和彷彿失去什麼的靈魂。

女孩在男孩的卡片中寫下這麼一句：

「謝謝你，這兩年陪我聊天，如果你當初有對我告白的話，或許我們兩人就不會只是朋友了吧。但是謝謝你，我最好

的朋友。」

男孩因為沒有向女孩直接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而失去跟她在一起的機會。不

過也或許就是因為他沒有鼓起勇氣跟女孩告白，才有現在提筆寫文的我吧。

我後悔沒有主動積極的追求她，後悔沒有好好的向她說出「我喜歡

妳。」因此，如果你心中有著想表示各種感情或感謝的對象，請行動吧 !不

論結果如何，當你之後再次回想起，不希望你留下的是：「來不及說出自

己心意」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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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可以短暫可以漫長，可以苦澀可以甘

甜，看似簡單的兩個字，蘊含著無限的組合，

是家人、是朋友、是工作、是金錢……。如果

你問我人生如何詮釋，有人會說它是責任與情

感所調和出來的，而我認為人生是「茶」。

剛出生的我和哥哥都是在大陸的外婆家長

大，而我會說的第一句話不是爸爸也不是媽媽，

而是含含糊糊說出外婆。外婆的家是在鄉下，

外婆每天都要去田裡工作，還要餵家裡的雞和

鴨，忙的時候還要左手抱著我，右手拿著鍋鏟

奮力炒菜，柴燒完時我會跑去幫忙拿木柴來燒。

印象中有次我生病，外婆為了讓我去城裡看病，

她拼命踩著腳踏車就為了讓我看醫生。那是個

純樸和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也是我這生最無憂

無慮的時光。

五歲後，我被送回來台灣，剛

開始我和爸爸有語言隔閡，

因為從小我都是說福州

去年的夏天，我進入了大安高工，剛入學

懵懂無知的我為了不要遲到，每天不到七點就

到學校，而一切的的機緣就是從高一的第一堂

國防課開始。

那天上課後教官便宣布要選榮譽服務隊，

每天很早到校的我被同學提名，我就這麼誤打

誤撞的加入了。每天早上七點十分前就要到隊

辦集合，因此對於沒住在大安區的我是一種考

驗。那段時間，補習完回家洗澡後就趕快去睡

對國文小老師這個職位，我並不陌生。

國中時期我就是幫忙老師拿上課器材、發考卷、登記成績的小幫手；但是上了高中卻讓我真

正的嘗試到規畫與執行等不同角色。在國文老師的指導下，我帶著全班十位同學，共組了「核心小

組」。身為團隊的領導者，除了要分配教材與準備、規劃課外活動與相關作業，還要提升全班的語

文學習風氣。

在這一年之中，我得到了許多領導大家的權力，卻也更懂得調配與包容。老

師給我很大的支持，得以採用自己的想法來規劃活動。例如，在上學期末舉辦全

班背誦「師說」全文的分組活動。當時我們討論如何安排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進行，

我向核心小組同學解釋活動流程、分工內容與任務安排，以及如何提高活動進

行的流暢度 ...等等。那次的活動，由於事先的分工明確，以及組長們的協助，

每個人都照計畫走，在一節課的時間內全班共同完成，令人感動！

這學期，在國文課多元的教學內容中學到了許多特殊的經驗，在老

師的引導下，每堂充滿師生熱烈的討論以及同儕歡樂學習的心，帶來了

心靈上的無比的滿組與超越！

這是一個意外且令我珍惜的學習收穫。

三年了，過了這麼久的時間我再次會到棒球場上。棒球曾經是我最喜

愛的運動，無論如何它對我來說是不可替代的。

這個暑假我答應了教練的邀請，陪著學弟們參加兩場友

誼賽。曾經也有學長陪著我去外縣市比賽並教會了我許

多事。這一次我將這些感動傳承了下去，希望能讓學弟

也有不同的體悟。

曾經，我也是在球場發光發熱的小球員，心中只有向勝利

邁進的念頭，並且盡情享受棒球的樂趣。我很感動棒球不只是單純的

運動，除了能夠凝聚團結的心，也讓人與人之間更加親密。這項運動改變了我很

多，漸漸的我會主動思考自己未來的路，我希望也能協助學弟探索自己的特質、

找到自己的路。

在學弟們身上看到很多的亮點，像是海綿一樣不斷的向我吸收知識與經驗。

大家都很單純，我回想起以前的我，使得又再一次的被點燃了熱情，同時他們也

讓我重拾了好的態度來面對未來。

大安高工的社團非常與眾不同，我們每天

放學後都可以玩社團，社辦甚至還開放到晚上

八點，好比學生的天堂、家長的噩夢。

昨天正好是外校聯合成果發表。成果發表

是本社最重要的活動，幹部們要在這場活動中

呈現出這一年經營社團的成果。這次我們找了

十一所學校共同舉辦，而我和另外一位叫做吐

司的幹部被分配到了活動組。組員們必須共同

訂出活動流程、主持節目、音樂檔案等。因為

我們有很多的想法必須得出一致的結論，所以

曾發生過嚴重的爭吵，要處理這些問題著實花

費不少心思。除此之外，我還負責在成發中的

表演活動，這也花了不少時間在籌備。在時間

壓力下總算是排好了表演，雖然演出時還是碰

上了不少狀況，還好我們有不錯的臨場應變能

力，沒有讓表演以失敗收場 !回顧這些準備時

光，有開心有氣憤、有聊天有爭吵。也許並不

完美，但也夠讓我驕傲了 !

要舉辦一場成功的活動往往需要許多優秀

人員，在去年的這個時候，社團只有兩個人，

當時接下社長的我幾乎從零開始。試著去辦活

動、尋求回饋、每天都到社辦與社員互動。漸

漸地，有了動畫欣賞社課和願意為社團貢獻的

學弟。在成發結束後的這天，我確信，下一屆

的幹部不用再次經歷從零開始的辛勞。有

了我們留下來的經驗與制度和他們之後

的創新與改進，社團今後一定能慢慢地

走向上坡，邁向成為熱門社團的夢想之

路 !

時光匆匆，現在是和下一屆幹部

交接的時候。當我回憶起這些過往與

改變，看到那句「在去年的這個時

候，社團只有兩個人」時，眼眶竟盈

滿淚水，心中充滿著許多不捨與感

動的情緒。

下午時分，是幼稚園小朋友等待父母來接送的時間，所有小朋友都興高采烈的奔向球池準

備來場大戰，但我卻跑到落地窗前，希望爸爸趕緊到來，因為妹妹出生，今天是一起回家的

日子。

步入家門，遠遠的就聽見嬰兒的哭聲，我見到媽媽懷裡抱著一坨粉紅色的東西，此時媽

媽抬起頭來，皺眉頭的說：「哭好久了呢」。我想著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妹妹停止哭泣？此

時突然靈光乍現，從書包拿出我最喜歡的大象娃娃遞到妹妹眼前，沒想到妹妹停止哭泣！接著妹

妹也用哭紅的大眼看著我。「哇！妹妹真可愛呀！」而且我成功制止妹妹哭泣，當姊姊的喜悅頓時

衝上了腦袋，並且下定決心要好好照顧妹妹。

到了兩歲，是該開口講簡單單詞的時候，可是妹妹卻無法言語。後來經過診斷，才知道妹妹是所謂

的「慢飛天使」，但是爸爸卻沒有告訴我實情。直到妹妹上了小一，媽媽要我教導妹妹數字，但不管我怎麼教，

妹妹就是只會茫然看著我，怎樣也記不起來。媽媽看到後還念我說沒有用心教妹妹，頓時心理感到一陣酸意，

也自責自己沒有教好，。過了幾天，妹妹終於能開口說數字了，那多麼的歡喜！但接著卻又卡在注音上，我懊惱到

底為什麼妹妹會這樣。我推掉了和同學出門玩的邀請，放學就馬上回家，想要努力的讓妹妹趕上同學的進度，在教了第十次

注音的時候，我終於沒了耐心，對著妹妹吼叫，妹妹當下愣了一下就突然大哭了起來，媽媽知道後把我訓了一頓，我當下完

全不能理解：「明明就是妹妹無法學起來，為何要責備我？而且我都放棄玩樂了。」

事後我才知道，妹妹和其他人不一樣，需要更多的耐心教導她。那時我的心情是沉重的。看著妹妹吃

飯像個小花貓、還要盯著妹妹上廁所，幫她洗澡……等等。妹妹也不懂表達、常常哭鬧。但自從有特

教班的老師慢慢地教導妹妹用圖卡表示需求，也教會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妹妹進步很多。而且她

還有一項令人敬佩的特長—拼圖！當親戚稱讚妹妹時，我會感到很驕傲！

媽媽常說，有一條無形的線將家人綁在一起，不管到哪裡，這條線都一直存在。家庭中

的每個人都有優缺點，需要互相幫助，全部的成員都安好，才是真正的好。家人是牽繫一輩

子的，儘管妹妹天生與眾不同，但是家人都願意承擔，有這樣溫暖的家，我感到很幸福。

成果發表兼社團評鑑心得

兩個人

冷凍二乙 0605208 李孟叡

資訊二乙 0606229 楊智

電機二甲 0603109 邱顯祐

電子二甲 0604128 董紹璿

電機三乙 0503203 王柏文

好家在一起

生命停看聽

圖傳一甲 0708110 曾筱慈

話，每次都需要哥哥翻譯爸爸才聽得懂。有次

我和哥哥在吃晚餐時爸爸準備要出門，在他出

門前我問他：「爸爸，你要去哪？」，他說：「爸

爸要去打官司。」那時我其實不懂什麼是官司，

但緊接著是哥哥說：「爸爸要加油哦！」隨後

爸爸就出門了，我也很快的就忘了心中的疑惑。

幾天後的清晨，我看到媽媽獨自一人縮在沙發

上嚎啕大哭，當我們聽到爸爸被抓走時，心中

的止水有如地牛翻身後的海嘯狂妄撒野著，我

和哥哥的心有如震後的建築物全垮了，散到已

經面目全非看不出原本的模樣。家中頓時之間

少了支柱。幾個月大家也收拾好心情繼續過日

子。那時媽媽雖然錢賺得少，但我們也會互相

體諒。可是好景不常，兩年多後媽媽罹患了癌

症，家裡三個人難過的心已經不知如何形容。

但是我跟哥哥打算撐住這個家，想當媽媽的精

神依靠。 
媽媽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兼具兩個角色照

顧我們。所以她日以繼夜的工作不去接受治療，

有天她痛到一動也不能動躺在床上，最後我們

求救阿姨才帶媽媽就醫，返家後身體仍然疼痛。

那天我親眼看著媽媽只要有人碰她就會痛到受

不了，我心裡滿是不捨，而此時我卻只能眼睜

睜看著她做不了什麼事。

 現在媽媽還在繼續跟病魔奮鬥著，我和哥
哥獨自面對現實環境，我也變得獨立與成熟，

我們會一直陪伴媽媽直到她戰勝凱旋歸來的那

天。

人生似茶，因為初嚥下口時，是苦澀的滋

味，然而慢慢的回味成溫潤的甘甜。我知道培

養出好茶是不易的。人生亦是如此，任何錯誤

的經驗都是成功的開始，態度決定你的人生，

而我的態度就是選擇面對我的人生，不斷的在

逆風中學習，就是我從「茶」身上學到的道理，

我的人生故事才正要開始！

覺，隔天的考試也沒什麼時間準備，剛開始真

的不太習慣。一開始會覺得是因為加入榮服隊

造成時間不夠。但仔細想想，其實在學校的下

課時間、午餐時間和課堂空閒時間都是很好的

讀書時間，所以我開始抓緊下課這種空閒時間

複習和預習，平常小考成績也開始有起色，這

也是我在這一年於榮服隊得到相當重要的其中

一項收穫。

而另外一項收穫就是在高中時養成早睡早

起的習慣。而這項習慣也一直跟著我到寒假暑

假，每天晚上睡七到八個小時就自然會起床，

不會像以往每天睡到中午。

而最後一項就是福利非常好，不只有非常

多的服務學習時數，還有很多機會可以爭取記

獎。總而言之，加入榮譽服務隊確實就如教官

當時所說 :「根據我以往的經驗，隊員們通常都

會留下深刻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