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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們就接受著道德教育的啟發，隨著時代演變，﹁道
德﹂已在各學科教育中，逐漸喪失以往的重要性。但是在亂
象頻出的現在，社會上已經失落的﹁道德秩序﹂絕對值得我
們費心重建。我們以嚴正的態度發行這本︽道德月刊︾，但
是我們試著以輕鬆的角度，詮釋隱含在道德裡、足以提升人
格、改善社會風氣的力量。道德絕不是八股名詞，而是建構
和諧社會時，每個人都需要的自覺。
︽道德月刊︾提出「人生十二堂道德課程」的概念，以
﹁十二品德﹂樹立道德精神的標竿。本刊不僅探討人際關係
處事之道，也探討臺灣社會現象，挖掘各個角落的聲音。
道德就是力量，相信透過﹁十二品德﹂的省思，我們可以
找到面對問題的態度，以及遭遇逆境時解決的方法。在此，
每個故事的邂逅都是啟迪心靈新生的開始。衷心期盼透過
︽道德月刊︾，每個人都可在道德中找到一份安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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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酒駕刑責，但還是有人為了貪圖
方便，存著一絲僥倖心理，造成自
己或他人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如

文／陳姿含

現代社會很注重個人自由與人
權，導致人們常把自己的隨心所欲
視為理所當然。但正因為自由過了
頭，造成個人的慣性行為妨礙到他
人而不自知。例如在熙來攘往的馬
路上，不時看到駕駛、騎士搶快而
闖紅燈，或是路人，為了一己之便
而擅自穿越馬路，甚至路邊停車、
臨時打開車門，沒有注意後方摩托
車或行人等。細數街頭不時上演各
種不遵守交通規則的驚悚畫面中，
最恐怖的非酒駕莫屬了！
雖然政府已經宣傳再三，也提

嗎？怎麼大家會如此不講﹁禮﹂
呢？尤其隨著社會的演進，每個人
不知不覺中，都懷抱強烈的主觀意
識，也不太懂得如何尊重他人，衍
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包括許多人
因自己個性問題，在職場中來來去
去，忘記自我檢討，只會 大嘆伯樂
何在？也有家庭中夫妻相處不睦，
都認為是對方的問題，造成視同陌
路，甚或離婚率高漲，成為一輩子
不可碰觸的傷痛。
古人常言：﹁千金難買早知
道﹂，與其在憾事發生後，才想著
如何修補彼此間的裂痕鴻溝，不如
從尊重他人開始做起，讓裂痕鴻溝

想想

果人人都懂得自律，三思而後行，
真正落實﹁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
酒﹂的原則，相信絕對可以避免許
多憾事發生。一個懂得自律的人，
不僅是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他身邊
的人。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時
上演全
武行，
有時我
常想，
我們不
是號稱
﹁禮儀
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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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出
現的機
會。就
像在工
作上，
如果上
司懂得
尊重下
屬，下
屬也知道尊敬上司，加上同事之間
互相為對方多想想，這樣和樂融融
的工作氛圍，必能讓每個人都有歸
屬及認同感，進而充分發揮各人才
能，讓公司變得更具競爭力。婚姻
關係也是如此，夫妻間彼此互相尊

檸檬現象

編輯部：隨著社會多元發展，
衍生出許多生活亂象，正困擾著許
多人，加上從前被認定只會發生在
固定場域的問題，卻蔓延到其他地
方，像原本大家只聽說過校園霸
凌，目前在職場、家庭等處，都甚
為常見，更別提討論度最高的網路
霸凌！因其成本低又可匿名不負責
任，讓許多受害者身心俱疲，甚且
引發人命，值得大家高度重視，及
探討解決之道，相信我們都不願意
再發生難以預料的事件！

重體諒，家庭必定和諧美滿。當一
個人在職場、家庭兩順遂，就可減
少許多不必要的煩惱，這一切只源
自互敬與自重。
凡事以自我為中心，將許多事
視為當然，無形中不但令人反感，
也弄得自己不愉快。反之，若能保
有一顆感恩的心，縮小自我、尊重
別人，才能讓生活變得更美好。金
恩博士曾說：﹁不是每個人都能成
為名人，但每個人可以藉由服務他
人而成為偉人。﹂品德修養亦復如
是，我們雖然不求超凡入聖，體悟
大道，但可以藉由修心養性，成為
另一種成功人士。

文／王美蘭

﹁你有想過別人的感受嗎？沒
有，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臺灣是個鬼島︙︙。﹂如果是活
躍於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對上述這
些字句一定不陌生，甚至覺得稀鬆
平常，有什麼好大驚小怪？
殊不知，因為網路的高匿名
性，竟讓愈來愈多民眾沉溺於這種
不用面對現實，卻能盡情抒發自己
情緒的高言論自由而不自知。尤其
近年來更興起一種新的網路社群模
所謂﹁靠北
﹂，因操作模
式 —
X
X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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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係透過管理員來發表文章，採取
完全匿名方式，讓人更有恃無恐。
這些社團的發言，起因於對各
工作場合、職業、身分、學校等不
滿之處發牢騷，本意是希望提供網
友一個無後顧之憂的抒發平台，豈
料牢騷卻變成負面言論，加上社群
媒體的病毒式傳播，帶來可怕的負
能量風潮，讓整個運作荒腔走板。
此類社團若僅是掀起一波波的
網路流行字句，或讓大家閱讀網友
們出於好玩心態所抒發的話語，倒
還無傷大雅。但想不到許多網友會
火上加油，引發許多不必要的網路
悲劇，或在不知有意還是無心的情

是貼切，因為當前的網路亂象，就
像是浸泡於檸檬汁裡，在看不見的
深處，藏著許多酵素，隨著檸檬汁
四處游移發酵。
我也是網路世代的一名鄉民，
但對這樣的酸民文化，卻深感既
無力且無奈。不知是否酵素的威

況下，帶給當事人二度傷害。
當然網路上也會有正義魔人跳
出來伸張正義，大聲批評酸民們：
﹁你們是檸檬心嗎？講話一定要這
麼酸嗎？﹂我當下覺得這個比喻真

力太過強大，傳播的速度遠遠超乎
想像，即使是鄉民，應該也感受到
這股無處不在的負能量逐漸吞噬你
我。無奈之餘，我也只能從一開始
的反感，到漸漸看開，甚至覺得無
所謂，或僅盼望自己不要被影響到
才好。
每個人心裡應該都希望這樣一
個便利、高科技的平台，對社會是
有正面貢獻，也誠懇地呼籲大家，
每次公開發文之前，能暫停一下或
多想一秒鐘，是否發文會給人信
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
便？若是每個人能多一句正面的評
論，網路世界一定會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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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的滑梯
記得上幼稚園時，大家常一起
排隊玩溜滑梯。當時調皮的我，
不喜歡照著正確的方式，從上往
下溜，反而喜歡從下面的滑道爬
上去，再從上面溜下來。這樣的行
為，自然不被老師所允許，而且每
次都﹁人贓俱獲﹂，順便被斥責一
頓加上到一旁罰站。
小小年紀的我，覺得好委屈，
心想有任何規定是﹁不可以從滑梯
下方往上爬﹂嗎？但現在回頭看，
卻再也明白不過！所謂的﹁規定﹂
是用來規範人的行為，但有時規範

不到的地方，卻不一定就代表人可
以去做。道理非常簡單，因為規定
再多總會有疏漏，因此規定只能當
作一般準則，很多時候還要加上
﹁道德﹂作為另一層考量！就像當
時並非只有我一個人在玩溜滑梯，
若只顧著自己快樂，沒想到會造成
別人的不便，甚至是危險，說不定
一瞬間就帶來一場大災難，難怪老
師要採用處罰的方式，給我嚴重的
警告！
很多時候碰到要解決問題時，
課本是無法給答案的，只有靠自己
找出相對的解決之道。而最簡單的
方式就是從情、理、法不同層面去

文／許雅淳

思考，甚至使用所 謂的﹁道德﹂考
量，雖然會有兩難，甚至考驗處理
者的智慧，但換個角度想，若處理
得當，必定會帶來另一種學習成
長。且累積不同的經驗，讓人日後
在面對更多難題時，能心平氣和的
思考解決之道。
此外，不妨採用同理心，想想
看個人的行為會如何影響他人？自
己又希望如何被對待？另外也別忘
了在幫助別人與照顧自己之間，尋
求平衡點，否則天秤太過倒向任何
一方，都不是一條常態之路。我們
要追求的是能繼續往下走，逆向的
滑梯，畢竟不是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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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交給排長驗證。
某一天，一位排長又明知故
犯，便宜行事，等成績本送到我這
裡後，我赫然
發現其中有人
的主科成績詭
異，因為該生
平日表現不盡
理想，短時間
內實在不太可
能突飛猛進，
達到滿分。經
過層層抽絲剝

文／林孟慧

依照教室的每一排座位，我都
安排一位排長，協助每次大、小考
試結束後，將該排同學考卷收齊、
登記分數、計算平均等，讓各科老
師作為每週獎勵的依據。
排長結算成績雖然只是舉手之
勞，但有些人會認真執行、努力負
責；有些卻投機取巧，甚至草率行
之。最常見的是未將考卷實際收齊
並如實登記分數，反而隨便張口一
問，也不求證，就草率登記。日積
月累下來，難免造成有些同學習以
為常，只用口頭回報，不主動將試

自己的信任，應該戮力以赴，不要
馬馬虎虎、隨便應付。這樣的工作
態度，不但讓人失望，以後長大可
能也無法成就大事。
至於一般組員則應尊重組織的
規定，雖然排長有所失職，仍應善
盡提醒之責，或以遵法為榮，﹁有
所為，有所不為﹂才對，而非馬馬
虎虎，只求蒙混過關。
虛假的分數，除構成偽造文
書，自己的品德也蒙上一層灰。雖
然人人都想獲得高分，但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如同羅家倫先生在運
動家的風度一文中所言：﹁寧可光
榮的失敗，不要不榮譽的成功！﹂

膨脹的分數

繭，才知他
已經養成習
慣，不會主
動交考卷給
排長，又沒
聽清楚排長
問話，誤報
他科成績，
造成分數膨脹作假。只能說無論是
排長或組員兩人皆有過錯，因此都
遭受連帶處分。
我選擇幹部時，都特別告知他
們應負的責任，希望從小培養孩子
們知所承擔，明瞭不管工作多寡，
老師交付的使命，就是代表一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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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實．驗．室

開門

一、將師 長 交 辦 的 事 確 實 做 好 ， 不 草 率 、 不 投 機 、 不 作 弊 ， 是 本 月 道 德
魔法師要送給大家當個老師小幫手的三不要領。就像古代教育家孔
子的學生曾子，他很有責任感，比如替人做事，事後會自我檢討有
沒有盡心做好；與朋友交往，會注意有沒有守信用，並且用心複習
每天老師所教導的。這個月也讓我們跟著道德魔法師擬一份責任負
起的計畫表，盡責、敬業的度過每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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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跟著道德魔法師一起劃重點、加註解：
• 為什麼叫﹁膨脹的分數﹂？
• 文中﹁排長們﹂，用了哪些態度結算同學們的成績？
• 是什麼情況下，讓老師察覺學生的分數有異？
• 老師在選擇幹部時，特別告知應負的責任，背後目的是什麼？
• ﹁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三、道德魔法師歡迎各界來信分享你的看法、讀後感或
實驗成果。另教學機構師生分享實驗成果、寫作或
心得，獲本刊刊登，還能得到神祕小禮物哦！

多加小心。以前在家時，總想著如
何逃避母親的嘮叨，但離家後，在
外面碰到許多的人與事，才驚覺她

文／莫慧娟

最近有機會回家一趟，但第一
天，就因為大意弄丟了手機，母親
並沒有責怪我，只是叮囑著以後要

編織不同的故事，最後卻總是黯然
神傷。因為想到有一天我們終會為
人父母，到了那一天，是否也會如
同我們的雙親，願意為自己的孩子
犧牲一雙手，甚至是一場人生？

母親的手

講的每句話都受用一生。
由於時序即將入冬，北方的風
是刺骨的寒。雖然回去只有短短幾
天，母親隔天還是特別利用下班的
空檔，帶我去買棉衣，看到她的手
被凍的起了肉刺，彷彿皮肉要和指
甲分開似的，莫名的心酸。﹁媽，
天這麼冷，要記得戴手套啊！﹂
﹁別煩惱，媽有戴著。﹂也許天下
所有的父母，都有一雙令人難以忘
懷的手吧。
曾經我有一個特殊的癖好，無
論走到哪兒，只要看到人們的一雙
手，都會不自覺的在一旁觀察，還
會陷入沉思，為所見到的每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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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實．驗．室
道．德．學．堂

張榮發基金會媒合熊米屋與海大產學合作
文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心！我多希望所有的母親，都能被
至親所深愛，不必然像龍應台︽目
送︾一文所寫，只能目視子女逐漸
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用
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道德魔法師問問你：
這篇文章最讓你感動的是？
離家那天，作者的行動帶給母親
的感受是什麼？
為什麼作者只回家短短幾天，母
親還要帶她去買棉衣？
在你的母親講過的話語中，哪句
最讓你受用一生？
在你的家人中，誰曾做了什麼，
而讓你感動或改變的故事，歡迎
讀者們投稿與道德月刊分享！
▲▲

▲

▲

▲

愛心加上文創，必能產生有溫度
的美！經過本會媒合，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將為熊
米屋烘焙坊設計開發深具文創風的產
品。三方日前假海洋大學簽署﹁愛心
產學聯盟合作備忘錄﹂，由海大校長
張清風、熊米屋公益事業中心董事長
趙又琳、張榮發基金會執行長鍾德美
共同簽署，儀式在四十位心智障礙的
大孩子溫馨的歌聲中啟動。
熊米屋為基隆市智障者家長協會附設烘焙坊，成
立已有十年，專門照顧成年心智障礙者，並透過自製
自銷烘焙產品，讓這群大朋友靠自己力量贏得尊嚴。
張榮發基金會長期關懷該中心，發現熊米屋人力、資
源有限，產品包裝仍有發展空間，也希望改變營運策

離家那天，母親非要早起送我
到車站。﹁媽，來擁抱一下吧！﹂
第一次覺得自己在她面前有點煽
情。﹁抱啥呢！﹂乍聽之下，她大
概有點吃驚，不過下一秒卻緊緊地
將我抱住，我們誰都沒有再說話。
車來了，我藉機轉身跟她揮揮手，
也就這樣離開，只敢讓眼淚偷偷地
流到嘴邊，原來眼淚是鹹的。我猜
想媽媽跟小孩一樣，也哭了吧？
從小到大，母親從未用語言，
直白地告訴我所謂做人處事的勇氣
與忍耐力等，但她會用身體力行，
默默讓我學習到更多無法言喻的課
程與記憶，一輩子都將珍藏在我

愛心+文創=有溫度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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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學．堂
關．懷．之．窗

．張榮發基金會、海洋大學、熊米屋烘焙坊，大合照。

略，所以特別邀請海大文創設計系
共同來做善事，藉由該系設計與產
業經營專長，協助熊米屋產品更上
一層樓。
熊米屋董事長趙又琳感性的
表示，﹁熊米屋﹂的閩南語諧音
︵想要有︶，代表基隆地區心智
障礙者建立安置家園夢想，目標
希望五年內賣出
一百萬盒每盒新
臺幣三百六十元
禮盒。非常感謝
張榮發基金會牽
成，及海大慷慨
允諾幫忙，相信

手作卡片傳溫情
手作卡片傳溫情
現在的商品都很講究
現在的商品都很講究
包裝，收到禮物時，常看
包裝，收到禮物時，常看
著盒子設計得美麗又大
著盒子設計得美麗又大
方，若要隨手丟棄，實在
方，若要隨手丟棄，實在
可惜。我習慣把盒子表面
可惜。我習慣把盒子表面
裁剪下來，並跟著一些過
裁剪下來，並跟著一些過
期的年、月曆或桌曆等收
期的年、月曆或桌曆等收

陳香君
陳香君

這對強而有力的翅膀，能扶持心智
障礙朋友乘風而上、達成夢想。
海大校長張清風指出，常勉勵
同學不要只看見自己的需要，也要
看身邊的人的需要，感謝熊米屋讓
海洋文創設計系有機會學習服務，
希望此次合作能讓學生學以致用，
讓學術理論更貼近實務，期待文創
設計系能幫熊米屋打下漂亮的一
仗，達到雙贏局面。
基金會近年積極連結相關產業
資源，透過辦理各式講座，分享經
營管理、行銷、食安等理念，也不
忘安排專家到社福團體生產基地實
地解說，希望給魚吃，也送釣竿。

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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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之．窗
道．德．小．學．堂

．三方日前假海洋大學簽署「愛心產學聯
盟合作備忘錄」。

集在一塊兒，等閒暇之餘再和女
集在一塊兒，等閒暇之餘再和女
利用，又擁有再製品的滿足與成
利用，又擁有再製品的滿足與成

張張精美卡片，既可資源回收再
張張精美卡片，既可資源回收再

產品太過普
產品太過普

兒一起動手，巧思如何改造成一
兒一起動手，巧思如何改造成一
就感！
就感！
由於當今
由於當今

意義。
意義。

的卡片擁有獨特創作風格，深具
的卡片擁有獨特創作風格，深具

得新奇有趣，甚至還會誇讚我們
得新奇有趣，甚至還會誇讚我們

福話語，這一切都讓收到的人覺
福話語，這一切都讓收到的人覺

亮的衣服，並在卡片內頁寫下祝
亮的衣服，並在卡片內頁寫下祝

紛的線條，讓卡片前後都穿上漂
紛的線條，讓卡片前後都穿上漂

自畫像，最後再點綴幾筆色彩繽
自畫像，最後再點綴幾筆色彩繽

串珠、亮片等，搭配手繪圖案或
串珠、亮片等，搭配手繪圖案或

還會使用舊有材料，如毛線球、
還會使用舊有材料，如毛線球、

相信他們也珍惜這一份濃濃的情
相信他們也珍惜這一份濃濃的情

也會轉達得標人的感謝與驚喜，
也會轉達得標人的感謝與驚喜，

文字特別有情感，主辦單位有時
文字特別有情感，主辦單位有時

寄送的溫暖與祝福。也許這樣的
寄送的溫暖與祝福。也許這樣的

買者的奉獻，也希望能收到我們
買者的奉獻，也希望能收到我們

偶，還附上手工卡片，除感謝購
偶，還附上手工卡片，除感謝購

襄盛舉，除捐獻家中收藏的玩
襄盛舉，除捐獻家中收藏的玩

義賣活動，我也會帶著女兒去共
義賣活動，我也會帶著女兒去共

此外若有愛心團體舉辦二手
此外若有愛心團體舉辦二手

又一張美輪美奐的小卡。母女倆
又一張美輪美奐的小卡。母女倆

我們更大的動能，去設計出一張
我們更大的動能，去設計出一張

卡片，常換來許多讚美聲，給予
卡片，常換來許多讚美聲，給予

或寫卡片，因此我和女兒的手作
或寫卡片，因此我和女兒的手作

及，以致很少人會親自動筆寫信
及，以致很少人會親自動筆寫信

33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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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小．學．堂
道．德．小．學．堂

感與緣分！
感與緣分！
女兒和我的小小手作卡片，
女兒和我的小小手作卡片，
本意只是想要傳達小小溫暖與無
本意只是想要傳達小小溫暖與無
盡情意，不只祝福別人，也激勵
盡情意，不只祝福別人，也激勵
我們一直樂於思考，如何將下一
我們一直樂於思考，如何將下一
張卡片製作得更有創意與情感，
張卡片製作得更有創意與情感，
最難得的是增加我跟女兒之間的
最難得的是增加我跟女兒之間的
甜蜜親子情誼，真是利人利己，
甜蜜親子情誼，真是利人利己，
何樂而不為呢！
何樂而不為呢！

閱讀《道德月刊》一百一十期｜可以不要再說人八卦嗎？
周詠晴：生活中，我們時常不經意
的說人是非而不自知，但自己卻又討厭
在背後被八卦騷擾，這心態很矛盾吧！
想想，不經大腦的胡說了一番話後，得
到的只是更多的批評，所以我要改變自己，用心觀察、學習
別人的優點，以後與人交談也要更多的讚美，別再八卦了。
陳芷儀：我以前不知道說八卦就是說人壞話，也一講就
失了分寸地把人批評得很難聽，甚至讓對方傷心，讓我很有
罪惡感，還好知錯能改，我誠懇的向同學道歉，直到現在我
們仍然是好朋友。
桂淑惠：我覺得說人八卦是不禮貌的，有時一群朋友聚
在一起說著別人的八卦，想想，如果被當事人聽到了，心裡
會有多麼不舒服呢？且隱私被傳揚出去，是很不好的事，若
站在尊重及看重友誼的角度，我要做到不說人八卦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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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小．學．堂
讀．者．回．響

茂林國中讀《道德》不八卦！

長榮海事博物館  
航空探險隊  乘風飛翔冒險去！

請沿虛線剪下

長榮海事博物館—11月．活．動．快．訊

《道德月刊》
推出電子版
為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同時滿足愈來愈多喜歡閱讀

備受小朋
友們喜愛的長榮
海事博物館，假
日小小航海王活
動全新改版！除
了學習海事相關
知識，還特別安
排實地體驗本館新設航空體驗區，在模擬機艙中享受
搭機樂趣，及駕駛艙區學習飛翔天空快感，還有DIY
合金組合飛機，培養小朋友的手腦並用及空間邏輯，
擁有一個充實開心的假日。場次、名額有限，快來報
名，跟我們一起飛向藍天吧！

姓名：

．日期：11/5（日）、12/2（六）、2018/1/6（六）

地址：

電子書的讀者需求，《道德月刊》除持續發行紙本式月
刊，已於本會官網（http://www.cyff.org.tw/morals）
推出《道德月刊》電子版，歡迎大家踴躍上網閱讀或
下載使用，期使品格教育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更迅
速、便利的落實在社會各個角落。

（舊訂戶無需重複索取）

我要：

□索取           
紙本《道德月刊》
□取消
性別：□男

□女

．時間：13：30～16：30
．對象：國小三至六年級 ．費用：每位優惠價NT$390元
．活動內容：海洋故事導覽、航空特區導覽及體驗、航空影片欣賞、合金
飛機組裝．DIY。
．報名方式與活動詳情請見粉絲團及官網。
．平日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9:00～17:00
．館址：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近捷運臺大醫院站／中正紀念堂）

電話：
本表單填妥後請選擇郵寄、傳真或e-mail，任一方式提供給本會，
若有未盡事宜，歡迎與本會文教部聯絡。

．電話：02-2351-6699分機6125 崔先生

電話：（02）2351-6699分機6107
e-mail：ced@cyf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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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海事博物館「2017年第五屆彩繪船奇－全臺國民小學海洋繪畫比賽」
高年級組獲獎作品：航行到未來的勝利之船
作者：臺北市葫蘆國小—李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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