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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多元思考與博雅精神，為技職專業教育奠定人文基礎，一直是本

校通識教育中心努力的目標，所有通識教師亦無不以此為課程設計之方針。

100學年第一學期即有「綠色能源與人類永續發展」、「生命關懷與資訊應

用」兩門課程獲得教育部補助，分別為「永續發展通識課程」、「智慧生活

與服務學習推廣」項下之計畫。本輯特別邀請杜逸龍老師與服務學習組，介

紹計畫之宗旨與內涵，希望永續發展之理念與生活實踐之精神，能夠在本校

紮根、深化。

英國詩人雪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氣候變遷學者說：「冬天不來了，春天還會有嗎？」

2011年12月初，平均氣溫有時還會到30℃，低

溫冷氣團終於在冬至的前一週到來，今年的冬天終

於來了！但是，明年、後年呢？

跨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07年評估報告指出，

許多自然環境不斷遭受區域氣候變化的影響，台

灣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大的例子，就是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那次的降雨量創

下世界第二紀錄，四天降雨達3000毫米。而今年也有驚蟄不打雷、梅雨不下

雨、冬雨直直落的怪異氣候，變遷的氣候不斷地衝擊著我們的菜價、物價或

是缺水、缺糧，甚至是傳染病的蔓延。

造成氣候急遽變遷的主要原因是全球溫室效應，這是人類大量地使用石

化燃料，將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所造成。因此2007年9月的亞太

經合會 （APEC）領袖高峰會，已經把能源與氣候變遷列為高峰會討論的重

點議題之一，聲明為了人類的永續發展，必須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減少溫

室氣體的排放、減緩氣候的劇烈變化。

人們也開始尋找綠色能源來代替傳統石化燃料。綠色能源包含太陽能、

風能、波浪能、潮汐、海流、地熱、生質能、水力與氫燃料電池，此類能源

使用後，能夠在短時間內被再生利用，也可以降低傳統化石燃料對環境與氣

候的衝擊。

本校鄰近北台灣最大風力發電場——大鵬風力發電場，同學在校內即可

看到白色的風車，在藍天綠野中悠悠的轉動著的美麗景觀，與綠色能源中的

風能生活非常貼近，因此非常適合在本校開設綠色能源與永續發展的相關課

程，一則很容易引起學生共鳴，再者參訪風力發電場時路程亦不會太遠。

一、課程目標

本課程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瞭解氣候變遷的意義，與燃燒化石燃料的關

係，並探討氣候劇烈變遷下，生態環境的驟變對人類永續發展的影響，並介紹

技術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的綠色能源，風能與太陽能，以及尚在研發中的地熱、

潮汐、海浪能源，讓學生明瞭綠色能源的使用與人類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二、課程內容安排

本課程首先介紹能源使用與氣候、環境變遷的關係，進一步介紹綠色能

源，讓學生瞭解能源取得的不容易，以及傳統能源使用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對於氣候、環境與生態的影響，培養學生節能減碳的觀念，並在生活中從事

人類永續發展的行動。課程內容安排的主軸分述如下：

1. 氣候變遷或是氣候劇變的成因。

2. 人類在氣候變遷下的因應與調適。

3. 說明傳統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與綠色能源的區別。

4. 綠色能源的種類。

5. 除了開發綠色能源之外，還有什麼方式可以減緩氣候變遷？ 

6. 綠色能源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

7. 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永續發展。

此外，本課程聘請國立聯合大學能源與資源系教授及本校生態環境教授

進行演講，讓學生學到更寬廣的能源與生態環境的知識。另外，學期中與學

期末各安排一次風力發電場、竹南紅樹林與龍鳳漁港河口生態系的參訪，以

及風力發電機的製作，讓學生實地參訪與實際操作，印證課堂所學。本課程

亦著重參訪後的心得報告與討論，藉由與同學、老師的討論加深印象，從而

能將所學的知識落實在日常生活，並且將節能減碳與永續發展的觀念傳遞給

周遭的親朋好友。

註：「綠色能源與人類永續發展課程」，99學

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獲得補助，100學年第一

學期為第二次獲得補助。

本校於10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生命關懷與資訊

應用課程，本課程延續本校服務學習必修課程之精

神，符應本校「生命關懷」之特色，是由服務學習組

規劃之服務學習高階課程；由通識中心史幼屏老師、何

淑雅老師與資訊管理科陳欣良老師合作開設之整合型課程，

以偏遠地區弱勢族群之醫護、衛教為課程重點，並融入生命紀錄與資訊應用之

專業，將生命關懷迴向服務對象。

生命關懷之課題本就應該在人生實境中體驗，單靠課堂教學理論之傳授往

往流於形式及枯噪；再者，資訊能力之運用在未來社會將是基本技能，不一定

資訊相關科系之學生才需要此種專長，因此透過服

務學習設計一種可以讓學生對身心健康、生命意義

與生活態度有所省思，又能對其人生智慧有所增長

的課程是個不錯的選擇，又若本課程對學生在資訊

應用能力上有所提升，對服務對象之生命關懷有所

幫助，那這樣的課程無非是理想的規劃。因此本課

程在上述雙重考量之下架構完成。

本課程之構想並非騰空而起，是建基在過去本校服務學習的成果之上。

本校服務學習正式課程實施已屆3年，對於弱勢族群之關懷服務已有不少實務

經驗，至偏遠地區進行健康關懷服務（自99學年起出隊至原住民部落服務）迄

今已超過6次，本學期結束前將趨近10次，課程中之基本健檢、衛教用藥宣導

與弱勢族群之居家關懷皆有實際服務經驗；本課程將鼓勵有類似服務經歷者修

課，不但可以傳承過去經驗，也可以改良服務內涵、精進服務知能，這對於學

生與被服務對象將有莫大的助益。

本課程分成3組：A、健康關懷宣導組；B、弱勢長者關懷組；C、資訊應

用組，各組必要時得相互支援與交叉出隊。A組負責定點健康基本檢查與居家

狀況調查，評估關懷等級與醫護、衛教相關宣導與資料整合等任務；B組負責

弱勢或長者居家健康關懷與陪伴並進行生命故事之紀錄；進而視服務對象之身

心狀況在經濟條件許可之下，建議本人或其家屬裝設居家監控系統；C組負責

社區資訊網路系統之建構，架設社區專屬網站與平台，將醫護、衛教、多媒體

學習等相關資訊整合其中，供當地使用，並培訓當地志工管理此網站，掌握該

地弱勢族群之動態。

只有超越過去才能有所成長，本課程在質與量上皆超越過去服務學習必修

課程之格局，服務時數由每人8小時，提升為16小時，服務次數雖為2次，但因

分梯出隊，故至同一偏遠地區服務時數將高達4次，這對該社區弱勢族群之瞭

解與資料蒐集的精準度將大有幫助；另一方面，透過資訊平台之建構，將原來

有限人次之實體服務提升為不限人次之虛擬服務，不會因為服務中斷就停止與

社區之聯結；再者，居家服務或陪伴，不只是表面的健康關懷，而是深入其生

命故事，讓學生體會弱勢族群的心聲與生命智慧，如上所述可知本課程將超越

以往之水平。

編輯室

智慧生活與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

    生命關懷與資訊應用 服務學習組

永續發展通識課程計畫—

綠色能源與人類永續發展 通識教育中心理化組∕杜逸龍多元學習‧博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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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文史

泰雅族（Atayal）這個字的原意，即「勇敢的人」。泰雅族雖不是人數最多的原

住民族群，但由於剽悍與活力，分布的範圍卻是最廣，日據時期在對抗日人時表現出的驍勇

善戰最為人知。相傳泰安鄉的泰雅族人祖先來自大霸尖山，為大霸尖山的巨石所生。早期的泰雅女孩子自四、五歲起就開

始學習織布，到十五、六歲織布技巧成熟了，父母會為她備妥禮物，商請紋面師來替她紋面，女孩子紋面是代

表著她會做家事、織布，表示已經具有賢內助的條件，可以談論婚嫁了；而男生紋面則是他已學會打獵，代表

他己是成年的泰雅勇士。苗栗縣泰安鄉幾乎都是泰雅族人，這裡沒有白得發亮的明星，但卻有黝黑的皮膚、輪

廓分明的深山歌手；這裡的孩子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去補習，但卻學會了更加珍惜每次學習的時間；這裡的人們

沒有華麗的衣服、沒有高級的轎車可以迎接你，但我們會用最純真的笑容、最熱情的方式來歡迎你。

我的家族住在司馬限部落，司馬限

原名為巴嘎，是大湖溪最上游的部落，

村人祖先本來住在下游的大湖鄉內，清

朝時期因為光緒年間清軍的征討才遷

徙到這裡。日據時期因日人在此設置木炭窯，故改名為司馬限

（maibgah，泰雅語為火炭之地）。

聽父親口傳訴說當年之情境，我的家族是從五峰鄉清水部落

沿著大霸尖山經過雪見到此地。日據時代日本人認為泰雅族許多

文化是不文明的，因此必須被禁止，包括紋面等，當時為要對抗

這種待遇雙方常有衝突。我的家族因為不滿日本人強迫刮去紋面

此種殘忍對待，因此群起抵抗。後因怕日本人報復才連夜由清水

部落沿著大霸尖山定居至本地，時間共花了約二至三年。現今司

馬限部落還有一位九十歲的耆老臉上清楚刻痕著當時日本人強迫

刮去的紋面痕跡。

家族最為感謝的是天狗部落，在遷徙過程中有一年的時間族

人暫滯天狗，當地人供應我們小米及農作，家族儲備了足夠的食

物及種子後，才又舉家搬遷至現居地。在父親敘述這段歷史時，

他不斷地提醒我們值得感恩之事，和藹的臉上看不出對日本人的

恨意，從這裡我學習到父親的寬容。雖然我們居住在偏遠的山地

部落，各種生活條件也許無法與平地一樣，但慶幸的是上帝給予

我們原住民樂觀的天性，讓我們有足夠的勇氣面對生活中的各種

挑戰。

泰安鄉是苗栗縣唯一的山地鄉，住民以泰雅族為主。泰

安鄉中興村包含細道邦、出火、司馬限三個部落，我小時候

就住在細道邦部落。這裡有個著名景點──馬那邦山，在秋

冬之際，滿山楓紅，美不勝收。還記得大表姊和二表姊有一次因為無聊就帶著我和表

妹去爬馬那邦山，還懵懵懂懂的我們也就跟著姊姊們上山去了。印象中我們只帶了小

麵包和一瓶水，我記得我是邊走邊哭，好不容易才到達山頂。可是一到山頂，那一望

無際的雲海是如此的美麗，才破涕為笑，覺得這一趟漫長跋涉的路程是值得的。

每年三至六月是桂竹筍盛產的季節，蜿延的山路上，常常可以看見細細長長成綑

的竹筍堆放路旁，或是載著滿車竹筍的貨車穿梭來回，家家戶戶的筍寮都炊煙裊裊、

香味四起，這就是桂竹筍採收的季節。部落裡無論老少大小，都忙著採、撥竹筍，小

時候的我也會幫忙外公、外婆撥筍殼，這看似簡單的小動作卻不如大家所想的那樣容

易，我每次都把白嫩的桂竹撥得粉身碎骨，越幫越忙。不過可愛的外婆總是樂觀地安

慰我說：「没關係，這就留著自己吃」。但我的心裡還是很心疼，因為這樣就少賺了

一些錢。

外婆家附近有一座很美的紅色尖頂教堂──細道邦教會，星期日的上午，族人會

齊聚在此作禮拜，平日我們小孩子也常常在這裡玩耍。不過，教會對面的山頭，就令

人敬畏了。這是源於一個神秘的傳說，據說山谷對面的山頭如果掉下石塊，一週之內

部落裡就會有人去世，如果掉下來是大的石塊，那就代表將去世的會是一個老人家；

如果是小石頭，就代表著會有青壯年或是小孩去世，因此族人稱之為「棺材山」。因

為非常靈驗，大家對這座山都敬畏不已。

細道邦部落是我歡樂童年的回憶，我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成長，在族人的呵護中茁

壯。雖然現在搬離了部落，但只要有空，我還是會常回去看看老家，畢竟這是培育我

的故鄉。

我要介紹的是母親的出生地──天狗部落。天狗部落是一個泰雅族部落，位於苗栗縣泰安鄉

梅園村。傳說中有一天先人在部落裡看向天空，看見了天上有一朵像狗的雲，於是取名為「天狗

部落」。

在我的印象中，天狗部落是一個充滿泰雅風情的地方。一進入部落，在入口處的大牆上就可以看到一幅很

大的壁畫，上面刻畫著泰雅族的圖騰，讓人還沒進到部落內就可以感受到泰雅族的原民味。進到部落之後，路上遇到人，

不管相識與否，大家都會熱情地打招呼。每一年的過年或家族聚會，我和媽媽會回到這裡，有許多親戚我都記不得，通常我會先說

出媽媽或外公、外婆的名字，再介紹自己，這樣大家才可以想起你。沿路遇到的許多人，差不多都有親戚關係。因為實在太多了，

到了最後，也不曉得到底有多少親戚，也搞不清楚誰是誰了。這小小的部落像是一個大家庭，鄰里之間互相照應，人與人之間仍保有著最真誠的熱情。這裡沒

有什麼休閒娛樂設施，工作之餘，大家就圍在一起聊天，有說有笑，好快樂啊！在特別的節慶裡，大家更會在一起唱歌跳舞，還會圍著火堆烤火取暖，也會有

很多愛表演的人出來表演餘興節目，讓整個部落充滿了歡笑聲，在部落裡永遠都有好笑的事情發生。族人雖然不是很富有，但天性樂觀，遇到困難總是可以互

相扶持渡過難關，因此在部落裡，往往可以感受到許多溫暖與歡樂。

部落裡沒有現代化的便利商店，只有一家小小的雜貨店，但對小朋友來說，已經是一個購物天堂，每天都要來繞上一兩回。現在的天狗部落有很多年輕人

到都市裡工作，留下來的大部分是老人家。因為位處深山，部落裡沒有醫院，就醫十分不方便，衛生單位的醫療巡迴車也到達不了，這是天狗部落常常受到忽

略的地方。最近在政府的規劃下，天狗部落改變了許多，雖然看起來更漂亮了，但卻少了那點原始的味道，天狗傳說就只能留在我的記憶中了。

五護208‧吳芷蕾、五護109‧林婉儀

火炭之地-司馬限
老人照顧科在職201‧楊惠羽

細道邦部落 五護208‧尤品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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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又是一個演繹美好生命的開始，在過去一學期裏，通識教育中心在各項教學活動都

有豐碩的成果，呈現師生的用心與努力。就客家研究中心而言，除了致力於提升推廣客語文學、

執行客委會計畫開設客家相關課程外，同時也舉辦了五場客家演講，分別為「黃菊芳的客家童謠諺

語」、「邱一帆的客家詩創作」、「范明煥的吳濁流小說創作」、「紀俊龍的李喬小說創作」，以及

「甘耀明的客家鄉土小說創作─分享甘耀明的創作經驗」，呈現客家多元的創作體裁與豐富的生命內

涵，獲得師生熱烈迴響；不僅達到學術交流的目的，更加深師生對客家文學與文化的認識與深耕，對提昇客

家文學的教學知能與教學品質，有相當深遠的助益；也為日後文化的延續與推展灑下營養而結實的種子，可預期

這些仁德的文化種苗，將會隨著這股春風化雨而結成纍纍豐盛的果實，回饋社會的期許。

本校客家研究中心於99學年度成立，在首

屆領導人蔡培安主任的帶領下，舉辦了「愛

客小天使闖關活動」、「客家人文體驗營」、

「仁德心、客家情徵文活動」等活動，更配合

行政院客委會的政策，辦理了72小時的「客家

文化與生活客語傳習計畫」，並且獲得客委會

為期一年的補助，開設客家文化與悅讀客家課

程計劃。本計畫共邀請了九位客家專家學者蒞校演講，另外還舉辦了三場新

竹、苗栗客庄歷史文化巡禮的校外參訪活動，推廣客家文化的成效可謂相當

卓著。

100學年度客家研究中心在黃柏翔校長的大力支持下擴大了規模，並在

王施勝主任的領導下，邀請了校內各領域客家研究專長的老師們共襄盛舉，

完成了101年客委會補助大專校院學術機構計畫申請。計劃未來一年內進行四

項客家人文課程，有初級的客家文化、客庄采

風課程，以及進階的史蹟人物、客家文學的課

程。課程中除了邀請校外客家專家學者進行講

座，也同時進行跨領域教學，整合校內客家專

長老師講授課程，以及校外參訪活動。此外，

本中心也向客委會申請了兩個班級的「生活客

語與醫謢客語傳習計畫」，利用課後的時間進

行共72小時的客語教學，讓更多同學有機會學

習客語，從中認識客家族群與體驗客家文化之美。

上學年度的悅讀客家計劃，這學期也持續進行，並規劃為進階課程，

課程中將透過客家文學家的生命故事與文學創作，勾勒出台灣全體客家人的

生命歷程與歷史記憶，並深入探究客家文學的發展。本課程邀請了五位作家

與學者蒞校進行講座，首先由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黃菊芳老師開講「客家

民間文學－客家先祖的智慧與靈魂」，介紹客家民間文學的特色、性質與種

類。第二場是客語詩歌作家邱ㄧ帆先生談「客家詩歌創作」，解說客語詩歌

創作。第三場邀請新竹縣志編撰者范明煥老師主講「客家大河小說──吳濁

流的〈亞細亞的孤兒〉」，介紹台灣大河歷史小說創作始祖吳濁流的生平，

並闡釋《亞細亞孤兒》的內容與其中所呈顯的身分認同議題。接下來是紀俊

龍老師講授「苗栗在地作家李喬－－精神分析與李喬的小說」，紀教授針對

本校醫護科系特質，挑選了「精神分析學」的小說分析角度來探討李喬小說

創作，使學生在閱讀小說趣味的同時，也加深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印象。最

後是知名作家甘耀明老師主講「鄉土小說創作──甘耀明的創作經驗談」，

甘老師以自身的童年、青少年、學生時期的經驗，說明如何將自身的經驗融

入小說創作中。

有感於五位講者的精闢演講無法讓全校師生親身體驗，在此筆者挑選邱

一帆老師所分享的客語詩歌創作來介紹給全校的師生們，也讓大家共同來欣

賞客家文學之美。邱一帆老師，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現職南庄國小教師兼主任，1994年開始發表客語詩歌、散文、小說。邱老師

創作了許多的客語詩歌，以下挑選三首來介紹。

第一首是＜屋後背个老樟樹＞ ，寫出樹木護土、護人、孤高的身影：

硬直个一面  係你在駁崁頂  抓著  蘊育生命个土地

恆恆  係你在山頂高  掐著  保存性命个土地

核核  在軟弱个雜樹叢中  表現  若个堅強

在搖擺个野草叢中  體現  若个硬直

你孤高个身影  毋驚蟲害  毋驚風颱

總驚  青暝个人類

樟樹經常種在伯公唇，做為伯公樹，樹葉拿來暖水洗

身，有消毒的功效，樹身切片曬乾是製作樟腦油的材

料，同山林客家有密切的關係。這首詩主要在護樹的觀

點，強調自然同人的依存關係，無知的人類就是這種依

存關係最大的破壞者。

另一首＜童年時代＞，這首詩運用對比手法，將

兩幕童年生活情景描寫出來，反映出社會變遷之下，客

家庄童年生活的改變，也反映出台灣兒童生活改變的時

代性，流洩作者對於自然、純樸童年的想望。

日頭下，圳溝肚

童年个身影  藤著清涼个流水  遊遊野野

潺潺个水流  湢浰啵囉  係快樂个歌聲  金金个目珠肚項

做盡係田洋  做盡係山林  做盡係河壩

從水源頭到圳水尾  自然个腳步  活潑个跳動  自由个節奏

有揚尾仔做伴  有月光照路

日頭下，鳥籠肚

童年个身影  藤著迷惘个鏡頭  跳上跌落

電腦个聲響  Ki-li-ka-la  係刺激个天堂  金金个目珠肚項

做盡係刀光  做盡係劍影  做盡係黃病

從半夜到天光  硬殼个頭林  機械个手指  泥水个烏身

有電火做伴  有網路聯絡

另外一首＜亡神牽魂＞係借客家台灣民間

傳說－魍神牽魂－，來表現客家社會在外來文

化衝擊之下，不知不覺已經被外來語言文化同

化，顯示不出自家族群文化傳承創新的特色，

尤其在高知識分子的身上特別清楚，詩人表現

對這些人的批判風格，也表現出詩人對於自家

族群文化深深的疼惜。

就在亡神來牽客魂个當晝

你樂線坐在無半息鄉土个餐廳  演一齣電影

電影肚你著一身派頭个西裝  滿嘴華麗个國語

成時，也會來一句I don’t know

在食飯个橫桌頂高  向在座个鄉親展示

受教之後  社會个身分地位

就在亡神來牽客魂个臨暗  你閒閒坐在廰下

就像無麼个事情發生  

照樣  看惹生趣个電視  

講惹熟絡个笑科

無想著，根本  愛尋分佢轉來  

你血脈个靈魂

就像  企在田心个禾桿人

無主無張  隨風飄搖  

也像  分人操弄个戲偶

愛仰般就仰般  

分人主意

100學年第一學期

客家研究中心成果分享
客家研究中心∕王慧芬、曾絢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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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民國97學年開始即推動服務學習課程，學生必須至少到校外做

一日志工；98學年起仁德醫專的師生更跨越在地社區深入到偏遠的原住民部

落服務，服務地區遍及苗栗縣各山地部落。稟持

「行動導向」與「做中學」之教學原則，本校服務

學習課程之設計，希望將課堂教學之場域擴展至偏

遠社區，將傳統教學法轉化成實際情境之體驗與多

元管道之學習，讓學生在服務過程中不但可以發揮

愛心、幫助他人，更可以對身心健康、生命意義與

生活態度有所省思，讓自我生命有所成長。本學期智慧生活與服務學習推廣

計畫開設的「生命關懷與資訊應用」課程，有三個上課時段，共一百五十二

位同學修課，這些同學花了一學期的時間，足跡幾

乎跑遍南庄鄉東河村、泰安鄉中興村、通霄鎮白沙

屯，其間服務的對象各階層、各族群、各年齡層都

有，所遭遇的狀況與際遇可以說是酸甜苦辣，點滴

在心頭。在一學期中共四次出隊服務，其收獲不是

傳統課堂上可以學習到的。參與這次志工服務的

同學，不論在人生經歷與生命視野上都有極大的成長，他們體會到弱勢族群

與老年社會的種種問題，也感受到原鄉部落的資源缺乏，甚至隱隱約約感受

到社會真實存在著某種的不正義，他們開始反思自我的人生，由關懷生命的

實踐中，也懂得愛護自己的身心，最重要的是體會到幫助人原來並不只是付

出，而是可以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愉悅，更會帶給他人歡樂。

黃伯伯的初戀                  「生命關懷與資訊應用-A」第一小組

在服務期間，我們到了一位黃伯伯家，幫他

量完血壓後，他講了一個他年輕時期的故事給我們

聽。故事是他年輕時追求心上人的過程。他說他

十八歲的時候，常常寫信給一位在讀軍校的女生，

有一天，他們約好要出去見面，地點在台北火車

站。他們約中午十二點、火車站大廳第三根柱子

旁，他一邊等待，一邊看報紙，等了很久，她都沒

有出現。雖然後來他好像有注意到身旁有個女生，但是他卻沒想這麼多。一

小時過去了，他就離開了。回去後，他寫信給那個女生，卻發現當天他們其

實就坐在隔壁，還叫那個女生回想當天是不是有一個人坐在她旁邊看報紙。

「服務學習績優學生」這個獎項對我來說

是一種肯定與鼓舞，但榮耀絶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我要感謝母親的引領以

及師長的教導，讓我有幸在專業領域之外，找到一個學習的場域，在這裡

我學習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課。

由於母親長期從事社區志工，升上高中後，我也跟隨母親的腳步，

加入了志工的行列。我和母親利用假日在「建興社區發展協會」擔任志

工，主要負責的工作是健康關懷，我們幫長輩量體溫、血壓及體重，並

建立健康檔案，以備家訪之用。在這裡我看到許多志工發自內心地關懷

與自己亳無關係的人，令人感動與佩服。在學校我參加了生命志工服務

真是好笑，他們第一次見面就這樣沒有成功，之後女生到外島讀書，他們就

分開了，他傷心很長一段時間，初戀就這樣結束了。聽完這故事後，我發現

老人家在敘述的過程中仍帶著幾分風采，我想有人傾聽他訴說過去的故事，

此刻至少他是滿足的。真沒想到志工不必替老人服務，光坐著聽他的故事就

可以帶給人快樂。

惜物念舊的高伯伯            「生命關懷與資訊應用-A」第二小組

高伯伯他是東河村四鄰鄰長，他的生活起居都是

自己打理，我們都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在訪問的

過程中知道伯伯的老婆已去世多年。因為伯伯他已經

八十幾歲了，無法打掃家裡的環境，導致家中有許多

雜物，所以我們幫忙伯伯清出那些多餘的雜物，在這

些雜物之中看得出來伯伯很念舊，像是有些video也

捨不得丟。有幾位同學跑上二樓，發現也是有許多雜

物，但因時間不足所以沒辦法打掃。在這趟東河服務中，我們發現了在這世

界上仍然有很多弱勢的長者需要被服務。經由志工服務，我深深體會服務別

人是一種快樂，不要因為怕髒，而去推開需要幫助的人，將此認為這是一件

非常卑賤的行為，而是要善盡自己一份心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細道邦遇雨                       「生命關懷與資訊應用-C」趙詩怡

每一次出隊服務，對我而言都意義非凡，其中有一次讓我印象十分深

刻。記得去年11月19日那天，天氣不是很好，在所有準備上山的用物中，我

竟忘了準備雨具。在泰興國小分組以後，每一小組將所需物品備妥，就上山

開始這一天的任務了。光是走那山路，就足足花掉我們快一小時，服務的時

間也就被迫縮減了。抵達細道邦部落後，發現有一些住戶不在家，不是出外

工作就是去買菜，這讓我覺得有點可惜。我訪問的那位奶奶，她很健談，什

麼都能聊，不會因為是第一次見面而感到生疏，奶奶很開心我們這些學生陪

她聊天。當老師說要準備下山時，外面早已下起雨來了，奶奶還想把傘借給

我們，她還問說：「這麼早就要回去了嗎？不等雨小一點再走嗎？」她這幾

句話，讓我覺得十分窩心，但也覺得難過。還記得

小時候，我總是羨慕同學有爺爺、奶奶的庝愛，因

為我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爺爺、奶奶。因此，這次

與奶奶的互動，填補了我小時候的那份空虛。我是

很想留下來晚點走，因為奶奶的家人都出外，到晚

上才會回家，當時山上除了幾個老人家，就只剩下

老師跟零零散散的我們。當我們集合下山時，下起

了滂沱大雨，大家淋了一身濕。到了山下，集合點完名上了車後，大家都累

垮了，整車的人幾乎都很快就睡著了，就這樣我們結束了這次既充實又疲累

的難忘出隊服務。

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課
五護402‧賴俞璇

在關懷與服務中，找到自我價值
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史幼屏

出隊服務小故事

社、生命關懷及資訊應用等服務性質的社團與課程，也參與了溪洲社

區、原住民部落健康關懷等各項服務活動，希望拓展專業領域之外的視

野，培養人文的涵養。

服務學習課程讓我深刻體會「能夠幫助別人是一種福氣、懂得幫助

別人是一種智慧」，覺得人就是要懂得付出、奉獻，生命才會更有價值、

更有意義。在服務活動中，我看到、接觸到許多深受殘疾之苦的人們，也

因此我更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也更了解該如何關懷與自己沒有關係的

人。希望將來自己學有所成時，能夠運用護理的專業能力，幫助社會上這

些弱勢團體。但願自己能像燭光一樣，照亮別人，溫暖他們的心靈。

註：賴俞璇同學榮獲「教育部100年度全國技專校院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第

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