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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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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盼放學的鐘聲永遠不要響起！
下課後，同窗見我悶悶不樂，
馬上就猜到原因，還出了一個餿主
偷改試卷上的分數。在滿腦
意 ──
都是怕被
父母責罵
成績太差
的恐懼感
驅使下，
最終我屈
服於對方
的建議，
不過畢竟

文／小淩子

小時候常接收到大人不斷灌輸
的各種誠信觀念，包括﹁人無信不
立﹂、任何情況都不能說謊等，然
而我卻沒有特別放在心上，直到有
一次媽媽的一巴掌，終於讓我狠狠
的記住﹁誠信﹂所代表的意義。
我的小學成績雖然普通，但某
一次的期中考卻徹底搞砸，名列全
班倒數第二！試卷發下來的那節
課，我幾乎都低著頭，心裡又驚又
怕，不知道回家該如何面對爸媽？
我想除了他們失望的眼神，更少不
了共同的責罵聲。總之，我從未如

一進家門，媽媽溫和的詢問期
中考考得如何？我硬著頭皮從書包
裡拿出篡改過的試卷，兩手顫抖著
交出去，心裡禱告著希望她不要看
出破綻。
當她盯著試卷看了一會兒，先
是露出了笑容，再繼續往下看，眉
頭卻隨著時間愈長，而皺得愈緊
了！我的心也隨著她臉上表情的變
化，本來的忐忑上升為毛骨悚然，
深怕要是露出 馬腳怎麼辦？早知道
會這麼煎熬，當初實在不應該踏出
錯誤的第一步。
正當心裡被亂七八糟的念頭纏
繞不已時，媽媽放下試卷，冷不

一件小事

有許多顧忌，說什麼也不敢自己動
手更改分數，只好央求同窗幫忙。
天真的我以為這樣就能解決這
個難題，連回家的路上都不斷思忖
著，這應該可以順利過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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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出手就給了我一巴掌，還大
聲斥責道：﹁說，你是不是篡改分
數了？﹂看到她既威嚴又恐怖的表
情，我嚇得立刻承認犯錯，並哭
哭啼啼告訴她來龍去脈與真實的分
數。媽媽畢竟還是媽媽，看到仍在
抽噎的我，心也軟了下來，還反過
來安慰我：﹁別哭了！考砸了一
次，爸媽也不會怪你。但你知道我
為什麼生氣嗎？從小到大，我們不
是都教你不要撒謊。為了小小的一
次考試，你就放棄自己美好的品
德，值得嗎？﹂接著又重重嘆了一
口氣說：﹁以後不要再撒謊了，知
道嗎？﹂我什麼話都不敢說，只顧

街頭上的母與子
每天忙碌的接送孩子上下學，
自己還要趕著上下班，夜晚也不得
閒的張羅家務。繁瑣緊湊的生活節
奏，讓人心裡總是煩躁不安，似乎
美好的事物都離我很遠，直到那一
天黃昏的街景，才猛然打開我沉悶
許久的心房。
鄰居大哥每天傍晚都會與外籍
移工推著輪椅，載著中風的母親在
附近散步。我幾乎天天和他們擦身
而過，也因為母子散步的畫面是再
熟悉不過，反而沒有特殊的感受。

著點頭，最後在媽媽的示意下，趕
緊一溜煙跑去飯廳吃晚飯。
經過這件事之後，我徹底明白
不論甚麼情況下，都不能撒謊，沒
有什麼事情比誠信更可貴。感謝媽
媽的一個巴掌將我打醒，這雖看似
一件小事，對我而言卻是生命中最
重大的一件事情！
道德魔法師問問你：
•你覺得作者的朋友這麼做，最大的問
題在哪裡？他有真正幫到作者嗎？還
是反而害了他？
•別人給你建議時，你會先判斷好與壞
嗎？若你決定婉拒別人的建議時，怎
麼做比較好？
•你覺得作者當時為什麼沒有發現朋友
給的不是好建議？

文／葉琇鳳

直到那天傍晚，也許是天時地利人
和，竟讓我看到那觸動心弦的一
幕！就在夕陽西斜的光影下，鄰居
大哥低下頭與抬頭看的母親相互凝
視，投射在大哥臉上的盡是溫和謙
柔的神情，老婆婆的臉上則堆滿笑
意與滿足，光暈籠罩著他們，瞬間
如電石般，讓人心靈不融化也難。
如果熟悉平常 婆婆的情況，就
會知道這一幕是多麼難得。不知是
否因身體長期不適導致心情欠佳，
平常婆婆幾乎都是用又兇又罵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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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與大哥及移工交談，也常做出無
理的要求，三不五時更會鬧脾氣。
由於巷弄狹小，幾乎大家都清楚此
一情況，但印象中卻從未聽聞大哥
惡言相向，反而是婆婆罵著罵著，
聲音也就漸漸變小了。
在路上遇到時，我不免安慰大
哥幾句，他倒是常笑著回答：﹁不
礙事的﹂，還說早年父親外遇離家
後，婆婆遭受打擊性情大變，但他
非常感念母親雖然嚴厲，卻仍然含
辛茹苦將孩子撫養長大。老來原本
要享清福，誰知又遭受中風之苦，
個性自然變得不可理喻。我追問：
﹁你怎麼會有這樣好的性情與孝

我再細問：﹁會有無法處理的
事嗎？﹂﹁有啊！就是老人家無理
取鬧時，但既然是無理的，就更不
能往心裡去，因此騙騙她看看電
視，或轉移她的注意力，老人就是

心？﹂他坦然一
笑：﹁其實也有
想頂撞的衝動，
或難過生氣的情
緒。但只要想到
這些都是母親過
去不如意的背景
所致，也就釋懷了。我做為晚輩，
如果不疼惜並且敬愛她，還會有誰
呢？我也不是特別孝順，只要放下
急躁的心情與放慢生活的腳步，就
會有耐心看到並體會她的情緒與狀
況。就算是平常的人，只要彼此間
保留一點緩衝，就能調整衝突點，
何況是自己的父母呢！﹂

孩子氣啊！﹂想到自己也有一位失
智的母親，不免感嘆多久沒有與母
親真性情對話？原來生活忙碌只是
假象，只有親情才是真的。我對母
親的一言一行，會一輩子跟著我，
也會影響到下一代。總有人聲討社
會冷漠、孝行沉淪，我想只要多給
父母一點關心，這原本就是人人都
做得到的，不是嗎？
道德魔法師問問你：
•你知道臺灣從哪一年開始邁入老人社
會？又預估從哪一年開始會進入超高
齡社會？
•你是否已經準備好要迎接老人化社會
的來臨？
•請舉出作者被鄰居大哥感動的地方有
哪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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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接觸更多人群嗎？
我更進一步領悟到，若要向各
樣的人學習，不管正面或負面，都
應該更加
真誠的付
出，例如
讓那位痛
罵你的人
知道，你
是有能力
讓會場更
好，而且

文／林柏睿

無論是人、事、時、地、物，
如果能從源頭看起，很多事情都會
不同於你所想像。有些人常抱怨社
會不溫暖、亂象叢生，卻沒看到自
己對社會已漸漸冷漠的心。我曾在
某次活動中擔任工作人員，但被一
位無法找到自己座位的觀眾痛罵，
我心想：﹁來這裡服務又沒領你的
薪水，憑什麼那樣罵人？﹂但事過
境遷，冷靜下來思考：﹁你為何而
來？你為何而做？不就是為了改
變？﹂當時願意來此的初衷，不就

他內心的吶喊，也不盡公平。在我
心中，他只不過是晚點發現他的興
趣，或只想選擇他人眼中平凡的人
生罷了。又或許他可能在過程中才
明瞭人生該走的方向，何必說他走
錯路呢？
我喜歡服務，更愛在服務他人
中尋找那一絲笑容，因為他們的笑
容能讓我感染快樂，並且傳給身邊
的家人朋友，人生有苦有樂，都在
一念之間。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原
有的初衷，尋回﹁源頭﹂真誠的自
我，因為這是你唯一的人生， 你應
該傾聽內心，選擇自己喜愛的，而
不是別人所擁有的。

源頭

不容易受他人情緒影響。當我自己
的想法有所改變，那位罵我的人反
而成為我的貴人，讓我學習如何彌
補自己的疏失，進而擁有更多的服
務熱誠，並朝自己的內心走去。
這件事也啟發我多元想法，學
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看事情，像過
去有幾則大學生賣雞排，博士生賣
拉麵的新聞，都引起社會熱議。很
多人直覺以為是學生在大學不夠
努力才找不到工作，不然就是浪
費教育資源等。但很多人卻忘記探
究源頭，為何他要讀大學？又什麼
事讓他有賣雞排或拉麵的念頭？如
果只是一味從表象追問，卻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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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曉婷

調，希望化解彼此的不悅。我先去
了解妹妹的意思，她說成品與想像
落差太大，和當初想要的完全不一
樣。我
只好再
去請教
媽媽，
媽媽一
臉無辜
的說，
那是她
用我們

裝潢的心
家裡的房間要重新裝潢，因此
動工前爸爸委請媽媽與我們姊弟三
人先行溝通，討論自己理想中的設
計。但因為我們都在外地念書，沒
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充分表達內心真
正的想法，只能約略描述而已。
等放假回家一看，竟與想像中
的完全不一樣，真是讓人傻眼。妹
妹首先發難，弟弟也接著發牢騷，
兩人都與媽媽吵了起來，鬧得一家
人很不開心。
爸爸和我只好趕快跳進來協

這樣做是為你好就去做，否則容易
發生不必要的爭執；就像媽媽跟裝
潢師傅溝通後，片面認為那就是我
們想要的，殊不知那卻不是妹妹心
中真正的想法。相對的，就算發生
誤會，也要心平氣和的想出解決之
道，而不是囿於情緒，一味指責對
方，這樣不只無濟於事，反而會傷
害彼此，讓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你是否曾有過溝通不良的經驗？從這
樣的經驗中又學到那些事情呢？另你
是否可以如作者所言，用心平氣和的
態度想出解決之道？
•為什麼作者認為﹁不能一廂情願覺得
我這樣做是為你好就去做，否則容易
發生不必要的爭執﹂？

道德魔法師問問你：

的意見和裝潢師傅討論後的結果，
只因為大家都在外地求學，沒有機
會再確認，才造成這樣的誤會。
現在木已成舟，房間都裝潢好
了，而住上一陣子後，其實感覺也
還好，並沒有那麼糟，但妹妹堅持
很多都是媽媽的決定，並未徵詢她
的意見。我只能耐心的勸她：﹁現
在的裝潢也不錯啊，看！妳不是也
住得很開心？何況媽媽當時的出發
點也是為我們好。﹂等妹妹平靜下
來，想想覺得有道理，才後悔當時
不應該那麼大聲的跟媽媽吵架。
這件事讓我學到人與人之間要
先充分溝通，不能一廂情願認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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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
更大玩手遊，無法罷手。雖然從小
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有了手機後
便一落千丈。
爸媽知道我成績退步得如此厲
害，心中著急的很，多次打電話聯
絡，我屢屢
不耐煩的解
釋只是當次
考試沒發揮
好，甚至還
跟他們爭執
起來。後來
連姊姊也打

文／昌生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親筆
書信愈來愈少見，但我仍對信封和
信紙情有獨鍾。無他，只因信封和
信紙傳遞的那一種沉甸甸的情感，
最能被摩挲著信紙的閱讀者感知，
這種溫暖是電子郵件無論如何也類
比不出來的。我愛上紙張式信件，
大概是從那一封信開始的。
記得初三時住校，家裡為了聯
繫方便，買了手機給我。因之前從
未接觸過，此後便瘋狂迷戀上手遊
及網路小說而不能自拔，甚至課堂
上還會想著網路小說情節，自習課

﹁弟弟，我記得你之前最喜歡的座
右銘是﹃男子漢大丈夫當自強不
息。﹄現在怎麼就自甘落後了呢？
難道一支手機就能讓你拋棄夢想、
對爸媽惡語相向嗎？每一個人都是
生命個體，不要讓自己被沒有生命
的手機改變命運，更不能因此被毀
滅︙︙。我正在準備重要的考試，
特別抽出時間寫信給你，這不是責
備，而是希望你能保有男子漢的擔
當，記住自己的座右銘，不要再讓
爸媽擔心，不要自暴自棄，不要
走上歧路，更不要放棄自己的夢
想︙︙。﹂
認真的讀了一遍又一遍，放下

潮
電話來關切，
卻讓我更加反
感，覺得他們
憂慮過度。只
是玩玩手機而
已，有甚麼好
值得大驚小怪
嗎？當時的我
很無知，加上
處在叛逆期，
聽不進任何的
話，對他們的關愛更是不屑。
直到有一天，收到一封信，拆
開一看，原來是姊姊寄來的。到現
在為止，我仍記得信裡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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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一堂道德課程
文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你是否也曾沉溺在手機遊戲與網路世
界中？你有想過要如何做，才能克服
心魔嗎？
用
•水 能 載 舟 ， 也 能 覆 舟 ， 請 舉 例 3C
品能載舟之處、覆舟之處各為何？
•你 曾 經 靠 著 自 己 的 意 志 力 ， 成 功 完 成
哪件事呢？

道德魔法師問問你：

從那天起，我刪了手機裡的遊
戲和小說，跟爸媽和姊打電話保證
會努力學習，好將成績補上，最後
也如願以償的考上理想學校。至
今，我仍深深記得那一封對我當頭
棒喝的信，是如此充滿著關心和勸
誡。原來迷茫時候，一封信足以教
浪子回頭；那封信也永遠珍藏在我
的心底。

每年五、六月畢
業季，各校莫不為畢
業生最後一堂課絞盡
腦汁。板橋中山國中
今年別出心裁，特別
於五月三十一日邀請
發行︽道德月刊︾有
成的張榮發基金會，
為該校九百位畢業生
送上一堂一生受用的
道德課程。
︽道德月刊︾編
輯團隊利用長期以來
所推廣的﹁人生十二
堂道德課程﹂為主

信件後，
我心裡滿
是悔恨與
自責。是
啊，我怎
能如此糊
塗，竟跟
爸媽那樣
說話？又
何以沉迷手機而荒廢學業至此？更
勞煩姊姊費心寫信，耽誤她準備考
試？我曾堅信﹁窮且益堅，不墜青
雲之志。﹂如今竟然因為一支小小
的手機，就違背初心嗎？不！我在
心裡對自己怒吼道。

張榮發基金會為板橋中山國中畢業生

15
道德月刊/2018.9
道德月刊/2018.9
16

道．德．學．堂
時．事．新．訊

．中山國中師生與張榮發基金會鍾執行長及同仁合影。

要成為犯罪集團利用的工具。最後
並祝福每位學生未來有個自己可以
掌控的人生規劃，且在所設定的各
項價值觀中，別忘了一定要將道德
始終融入在其中。
中山國中的陳君武校長指出：
﹁以德為成人之本，以智為成才之
源，是千古不變的法則，但要成才
之前需先成人，人教人始為人。感
謝張榮發基金會的道德課程，透過
真實的經驗，讓正面的價值觀紮根
與落實在畢業生身上。﹂
︽道德月刊︾是由長榮集團創
八年所創
辦人張 榮發先生於二 ○○
立，今年剛好是發行滿十週年。張

軸，結合國中生感興趣的話題與所
崇拜的人物如棒球好手陳金鋒，小
天后蔡依林等人來闡述各項道德理
念，並在演講中不時穿插與學生互
動，最後還安排﹁聽道德月刊說故
事﹂影片欣賞，輕鬆幽默的方式，
讓畢業生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張榮發基金會執行長鍾德美表
示，經事先與學校充分討論後，決
定利用品格為主題，巧妙套入國中
生感興趣的﹁愛情觀﹂，或學校想
傳達的﹁金錢觀﹂，甚或是﹁人際
關係﹂與﹁學習態度﹂等等，讓青
少年更容易吸收。此外也利用機會
叮囑畢業生們，培養法治觀念，不

創辦人於一九八八年十月接受天下
雜誌八十九期專訪時，就曾提到
﹁現在最要緊的，還是道德教育，
社會的倫理道德都沒有了，民主
也沒有用，希望每個國民要向道德
方面動腦筋。﹂這段三十年前的訪
談，現在聽起來仍如晨鐘暮鼓。
一五年
除新北市教育局從二 ○
一七年連續三年選用︽道德
到二 ○
八篇文章，編製於新北
月刊︾一 ○
市國民中學︽品德教育聯絡簿︾之
外，國內近一千七百個學術單位與
各級學校，甚至連矯正機關均使用
︽道德月刊︾來推廣品格教育，也
是大眾最溫暖的心靈雞湯。

17
道德月刊/2018.9
道德月刊/2018.9
18

時．事．新．訊
時．事．新．訊

．中山國中學生與張榮發基金會鍾德美執行長自拍。

兩種兄弟 同樣有義
兩種兄弟 同樣有義
文
文

呂品
呂品

因此常討
因此常討

弟身上；
弟身上；

父母育有我兄弟二人，由於
父母育有我兄弟二人，由於
罵。但若
罵。但若

世間的友愛有兩種，從狹義
世間的友愛有兩種，從狹義

我年紀稍長，比較懂得長輩的想
我年紀稍長，比較懂得長輩的想
我認為弟
我認為弟

他因年幼
他因年幼

法，碰巧又書唸得比弟弟好些，
法，碰巧又書唸得比弟弟好些，
弟沒有太
弟沒有太

的親兄弟到廣義的「天下皆手
的親兄弟到廣義的﹁天下皆手

因此爸媽難免將全力放在管教弟
因此爸媽難免將全力放在管教弟

幾招簡單的籃球技巧，並親自陪
幾招簡單的籃球技巧，並親自陪

又愛玩，
又愛玩，

大的過錯，就會主動站出來，幫
大的過錯，就會主動站出來，幫

我練習。我很感激弟弟為我所做
我練習。我很感激弟弟為我所做

足」都算。
足﹂都算。

他向父母求情。
他向父母求情。

常趁我有空
常趁我有空

以致體育成績一直不好，但在弟
以致體育成績一直不好，但在弟

我往往因球技太差而怯於上場，
我往往因球技太差而怯於上場，

的一切，因為在其他同學面前，
的一切，因為在其他同學面前，

時，帶著對
時，帶著對

弟面前，我就能摒棄矜持，更漸
弟面前，我就能摒棄矜持，更漸

不知是否為了感謝我，弟弟
不知是否為了感謝我，弟弟

運動一竅不
運動一竅不

至於在學校遇到的同學，當
至於在學校遇到的同學，當

漸喜歡上運動的樂趣。
漸喜歡上運動的樂趣。

去打籃球，
去打籃球，

然就成為所謂「天下皆手足」。
然就成為所謂﹁天下皆手足﹂。

通的我一起
通的我一起

還會傳授我
還會傳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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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知如何下手。還好有同學們
常不知如何下手。還好有同學們

友情的力量，不只出現在書本，
友情的力量，不只出現在書本，
生活中也讓我實際感受到友情的
生活中也讓我實際感受到友情的
美好。像我第一次來到城市就讀
美好。像我第一次來到城市就讀
大學，碰到許多生活方式極大的
大學，碰到許多生活方式極大的
不同，真有點難以適應。以飲食
不同，真有點難以適應。以飲食
為例，學校附近的餐飲店雖然提
為例，學校附近的餐飲店雖然提
供各式餐點，從簡單的套餐到異
供各式餐點，從簡單的套餐到異
國美食，可說變化多端，但因為
國美食，可說變化多端，但因為

https://www.facebook.com/cyff.morals/

為了與月刊讀者更接近，我們

新設專屬粉絲專頁，讓大家可以線上

閱讀當期月刊、分享閱讀心得、展現

校園教學成果等。也歡迎讀者透過專

頁投稿閱讀心得、生活故事等。

不要忘記每天touch道德月刊，

很多是從前在家鄉鮮少見到的，
很多是從前在家鄉鮮少見到的，

讓道德touch your heart！

的指點，加上我也多方嚐試，同
的指點，加上我也多方嚐試，同
時更學會注意營養均衡，最重要
時更學會注意營養均衡。最重要
的是我身體不太好，有時稍稍咳
的是我身體不太好，有時稍稍咳
嗽一下，或者衣服穿得多一些，
嗽一下，或者衣服穿得多一些，
都會引來同學的關心，也讓我非
都會引來同學的關心，也讓我非
常感動。感謝這些在家與在外的
常感動。感謝這些在家與在外的
手足，讓我在人生的路上行走得
手足，讓我在人生的路上行走得
如此順利與快樂！
如此順利與快樂！

道德月刊粉絲專頁誕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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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你我他

任 ，所 以絕 不能 隨隨便 便， 這是
我在這篇文章裡學到的事。
· 賴	冠蓁：閱讀︿感謝有你﹀後，
讓 我更 加肯 定朋友 的重 要性 ，尤
其 每當 傷心 無助時 ，若 有朋 友能
陪 在身 邊給 予安慰 、鼓 勵， 就能
更 順利 的渡 過心情 低潮 ，所 以我
非常珍惜朋友。
·池紫綾：閱讀︿搬家﹀一文，我
體會 到朋 友之 間要 互相信 任及 幫
忙， 像作 者的 媽媽 因房東 擅自 漲
房租 而想 搬家 ，但 沒錢請 得起 搬
家公 司， 在兩 難之 際，作 者的 朋
友能 主動 幫忙 ，這 真的是 可貴 的
友誼！

敬愛的編輯朋友：大家好！
每次從郵差手中接過︽道德月刊︾，內心總是湧入一股
滿滿的暖流與難以言喻的感動。︽道德月刊︾猶如精神食
糧，滋潤我們的心靈，溫暖讀者的心田，及陪伴走過清苦的
歲月。
每每展開︽道德月刊︾，總會撇開繁雜的瑣事，先把它
閱讀一遍，用心體會。每篇文章皆發人深省，意涵深遠，獲
益良多，滿懷感恩。
儘管歲月淘洗，也絲毫未減廣大讀者對本刊創辦人張榮
發先生景仰崇敬之情及無止盡的思念，謹藉此向天上的張
榮發先生表達無限的追思與永恆的懷念。也衷心感謝張榮發
基金會於創辦人辭世後，仍傳承其精神和理念持續發行本月
刊，為道德、倫理日益沉淪的寶島這塊土地，注入一股向上
提升的力量，特向基金會及編輯部每位人員表達最崇高的敬
讀者陳玉振
意，並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

新竹縣中興國小閱讀《道德月刊》
一二四期心得分享：
·江宜蓁：閱讀︿改變人生的﹁謝
謝 ﹂﹀這 篇真 的很感 人， 原本 想
自 殺的媽 媽， 因為大 兒子 在紙 條
上 的一句 ﹁媽 媽謝謝 妳！ ﹂而 抹
除了尋短的念頭並努力的活下
去 。從中 也讓 我學到 ﹁謝 謝﹂ 兩
個 字的影 響力 ，小則 表達 對人 的
感 謝，大 則甚 至救一 個人 、救 一
個 家，適 時的 ﹁道謝 ﹂， 在日 常
生活中真的很重要。
·黃群茵：閱讀︿青少年的隨便說
說 ﹀，我 覺得 事情如 果隨 便說 、
隨便做，會難以獲得他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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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心得分享

請沿虛線剪下

長榮海事博物館—9月．活．動．快．訊

歡迎讀者分享生活中有關道德之事情與《道德月刊》讀後感

長榮海事博物館10周年館慶對談會
李乾朗x劉克襄【萬物寄寓之所─生態與建築的對話】
自然事物之於建築，從裝飾性元素，例如中國園
林的假山水、日本庭園的枯山水、巴洛克建築的花蔓雕
刻，演變至1930年代的有機建築，人們開始思考如何
讓建築融入大自然之中。時至今日，全球環保意識抬
頭，人類做為大自然的一份子，該如何在自然生態和房
舍樓宅之間，尋求相生相息的平衡？
長榮海事博物

（舊訂戶無需重複索取）

館特邀建築界重量
級學者李乾朗，與
知名自然生態作家

我要：

□索取
紙本《道德月刊》
□取消

劉克襄，首度同台
以生態與建築為核

姓名：

心議題進行對談！

地址：

．講座地點：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長榮海事博物館）
．招收對象：一般社會大眾
．講座時間：2018/9/29週六下午14:00～16:00
．費
用：每人NT$400，採預約報名並事先繳費方式
．線上報名：https://goo.gl/SUCyUw
．洽詢電話：02-2351-6699分機6119
．備
註：講座當日學員享有免費停車及參觀海博館之優惠

性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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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7
e-mail：ced@cyf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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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傳真：（02）2391-5176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9樓
道德月刊/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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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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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達尼的希望出航

作者：新北市修道國小－沈衣芳

免費贈送，歡迎傳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