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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高中師生響應為獨老    

 籌募年菜，慷慨解囊。 

2016-12-12  

〔記者洪臣宏／高雄報導〕華山基

金會歲末為獨老籌措愛心年菜，今

年請來香蕉人家族插畫來助陣，喊

出愛老人好「蕉」傲，文山高中今

天全校總動員舉辦「一班認助一長

輩」響應，愛心滿滿。 

     

    200 公分的巨型香蕉人玩偶今天走進文山高中校園，校長王明政帶領熱舞社、慈暉社

及種子社約百名學生勁歌熱舞，呼應華山基金會「愛老人，愛團圓」活動。  

    王明政把象徵認助的紙鈔投入大紅

包袋中，同學們手拉手串起一個大愛心，

圍繞著香蕉人，如同弱勢長輩被愛圍繞，

社團學生也分別走訪全校 51 個班級說明

活動內容，將紅包發給每位同學勸募。  

    慈暉社社長劉庭瑋說，平常就會參

加發票勸募、社區環境清潔、獨老訪視等

活動，但都是默默付出，這是第一次與公

益團體合作，希望將服務範圍擴大。 

    王明政表示，學生不該只會讀書，應該多體驗、學會助人， 107 年課綱已將社會參與

納入，希望學生們藉由公益提升自己。  

    華山基金會表示，香蕉人原創者 Abby 以收集笑容、打敗不開心的事為創作概念，今年

創作爺爺奶奶版的香蕉人插畫，將香蕉人裡面的 3 隻玩偶賦予平安、健康及喜樂意義送給

長輩。 

    華山表示，距離春節剩下 1 個多月，但全國年菜勸募達成率還不到 3 成，希望各界助

獨老過好年。鳥松愛心天使站專線：（07）735-6664。 

扶輪社捐贈本校教學環境改善，揭牌儀式  

http://news.ltn.com.tw/photo/life/breakingnews/1915130_2


 

高中職微積分英文閱讀 與大學學習接軌 

    教育部從 103年起推動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希

望以閱讀為主軸，運用數位科技輔助教學，104年共有

13所高中職推出微積分英文閱讀課程，透過線上課

程，讓學生隨時隨地修習微積分課程，除了增強微積分

及英文閱讀的能力，學生也可善加利用大考結束後約半

年時間，持續學習，縮短與大學課程間的差距。 

    高雄市立文山高級中學圖書館黃璟松主任表示，學生透過線上閱讀搭配實體課程，除了讓同學間

合作學習外，透過線上回饋，也讓同學有討論及反思的機會，學習不再侷限於學校活動空間，人人隨

時都能透過網路繼續討論與學習，還有學生從學習中自編函數舞(https://goo.gl/KkZ7kq)，讓學習與

教學都變得更有趣。 

  

    本校榮獲執行教部高中職行動學習計劃 -行動學習優良學校獎 , 感謝參加計劃教師- 璟松主任、

美詩組長、 雲釵較師、雨潔師、素玫組長、春木祕書、麗妃主任、榮豐師,偉晉師為學生辛苦付出不斷

精進創新教學法 

  

                              MAKER 創意發明比賽本校奪獎 

 

 

 

 

 

 



            產業職場參訪及趣味實作-彪琥台灣鞋故事館 

 

 

 

 

 

 

 

 

 

   

   

新住民親職教育講座

   

   



    只有我們自己，能決定自己的樣子 

     不要害怕去做夢，就怕你不做夢 

     夢想不會逃走，逃走的只有你自己 

 

 

 

 

 

 

 

 

 

 

 

 

 

 

 

 

 

 

  

 

 

 

 

 

 

 

 

  

  

 

 

 

 

 

 

 

文化大學武術系「撼動 H.D.A」反黑、反毒、反霸凌校園巡迴宣導 

校長與文化大學武術系學生合影 

 



 
 

 

 

 

 

 

 

  

 

 

 

 

 

 

 

  

 

 

 

 

 

 

 

  

 

 

 

 

 

 

 

 

 

 

 

 

 

 

  

 

 

 

 

 

 

  

 

 

 

 

 

 

 

 

 

 

 

 

 

 



 

 

 

 

 

 

 

 

 

 

 

 

 

 

 

 

 

 

 

 

 

 

 

 

 

 

 

 

 

 

 

 

 

 

 

 

校長帶領文山高中學子至保安宮祈請文昌加持 



 

  

 

  
我們自己，就是我們所等待的改變。 

你的起點，無法決定你最終的方向。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就不會做了。 

人一生總要為別人做一件事， 

讓這個世界不一樣。 

  

 

 

 

 

 

 

 

 

 

 

 

 

 

 

 

 



【404 莊佳穎／編輯】            

興趣v.s 學業  

     身為數學老師的他，卻對音樂有著濃厚的興

趣，也曾在校內舉辦的音樂會展露一「嘴」好功

夫，家裡更堆滿了上百把口琴和各式樂器，無論

編曲或是指揮都難不倒他，大二便擔任口琴社社

長，當時為了指揮的需要也學習了很多不同的樂

器，便對音樂更加情有獨鍾了。音樂的教學經歷

甚至超越了現在的教學時間，然而為何選擇數學

而非音樂呢？ 他也曾面臨在教學和活動間抉擇的

窘境，為了完成一首編曲需要很多的時間和精

力，然而教書卻幾乎將時間綁死，在兩難之下他

最終決定只將音樂視為興趣，一個能讓他在忙碌

的生活中 

 

    喘口氣的世界，但不適合盲目的一頭栽入，

若是將興趣變成職業，壓力就會隨之而來，便失

去了對音樂的初衷，雖然對於只能接觸到音樂的

皮毛而無法深入這件事感到可惜，卻也因此有動

力開始規劃退休後的生活，老師也鼓勵同學能在

接受壓力之餘有一個自己的舒壓方式，但為了興

趣而放棄了學業才是最大的損失。 

 

做好自己的本分 

     一向為人親善的他，在和學生們打成一片的

同時，也要求學生要有對師長最基本的禮貌，上

課輕鬆確是好事，然而輕鬆與吵鬧只是一線之

間，老師認為聰明的學生並不是功課多好或是品

格清高，而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仔細想想，

將做習題、聽課的時間拿去打鬧玩耍，對自己是

否真的有幫助？比起嬉戲的玩笑，達成目標和夢

想將會帶來多出好幾倍的快樂。  

    作為學生並不簡單，每天得接受隨堂考、期

末考、升學考的摧殘，也必須熟悉自己也許並不

是那麼喜歡的科目，但相對的，作為學生也很簡

單，只要將自己的讀書的本分做好即可， 一位學

姐曾和小編說過「十幾歲的我若是連讀書都不願

意為自己負責，那在未來我還能做什麼呢？」所

以老師也希望同學能夠在玩樂和進學之間取得平

衡。 

相信自己  

    在老師看來，文山的學生十分乖巧，但對自

己的能力十分缺乏信心、耐挫度不足，無法將自

己所能發揮的能力發揮到極致，他認為，不一定

要考好，但一定要盡本分，成績有好有壞，每個

人的能力本來就不同，不要因為一次失敗就否定

自己。只要把自己做好，重要的不是你聰明與

否，而是有沒有竭盡所能。  

    個性豁達的吳安樂老師至今已經有二十幾年

教書經驗，畢業後在台北任教長達八年，後又輾

轉至高雄地區，看到南北不同性質的學生，然而

面對這些程度不同的學生時，他並不會有比較的

心理，不喜挫折的他，同樣不喜歡賦予學生挫折

感，因為自己得對自己負責。 

做一塊勇敢的海綿  

選擇正確的道路，毫不猶豫地走下去。打好自己

所學的基礎，在未來求學的路上才能有餘力去學

習更多的知識，就如同海綿，每個人條件不同材

質不同，但都要努力吸飽水分，讓自己更加壯大

和扎實，過程會痛會辛苦，但在你無法預料的某

一天、某個時刻，你將會感激現在掉的每滴眼淚

和汗水。 還有，不要否定自己的智力，因為智力

不是只能用在唸書上，不是因為聰明才來念書，

而是念書讓自己變聰明，在未來職場上，對人對

事都是需要用心，智商只是一個數值而已，而你

才是把那個數值的涵義表現出來的那個人。 



                                           

                                           

                                                 

                                                                作者：盧諭緯 (親子天下) 

          從小到大，林永得屬於台灣的人生勝利組，但他卻自我感覺不良好。30 歲以後， 

          他決定打掉重練，到美國追尋屬於自己的快樂，投入行銷領域，重拾創作興趣。 

                今天，林永得不但成為創意紅人，也開啟了人生不一樣的道路。 

     「希望每個人在溝通時，可以『淨化』自己的遣詞用字。」幾個穿著清潔工制服的公仔小人， 

  正用掃把、拖把、刷子，在一封充滿負面字眼的信紙上，清洗那些髒字。這是林永得在社群平台  

  Instagram的「工作生活」系列照之一，那封 email的收件人就是他本人。林永得幽默的結合各 

  種公仔人偶、實物和照片，訴說上班族的無奈、挫折、甚至憤怒，打破社群媒體上只 po「光鮮亮 

  麗的好事」，不敢說負面情緒的氛圍。 

      原本只是個人好玩、抒發心情的創作，卻意外獲得熱烈的迴響。林永得的 Instagram 有三萬 

  多位粉絲，他的作品不但登上英國「每日郵報」等多家國際媒體報導，也吸引美國知名雜誌「娛 

  樂」(Entertainment)、迪士尼電影及知名藝術主題出版社「Rizzoli」的合作邀約。「創作公仔 

  照片變成我的社交工具，讓我從一個平凡的上班族，變成要在台上講自己的故事，還要出書，的 

  確是自己沒想過的事。」 

              幾個穿著清潔工制服的公仔小人， 

                         正用掃把、拖把、刷子，      

                                            在一封充滿負面字眼的信紙上。 

                     (林永得提供) 

                                            

      

  

      即將進入不惑之年的林永得，外表看來還有些靦腆，他說，自己很會考試，但其實  一直是 

  沒個自信的人，也不太融入社交活動，「我雖然有成就，卻一直沒有成就感。」高雄長大的林永 

  得，父親在銀行上班，媽媽是家庭主婦，他自己一路求學順遂，小學讀過美術班，國高中是資優 

  班，考上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接著取得碩士學位，然後進入知名半導體公司德州儀器擔任先進 

  製程工程師，時常在各國出差，收入高、見識廣。這樣的人生勝利組，是爸媽與朋友言談之間的 

  驕傲。 

   

 

 

 



 

 

  打掉重練的人生 

      「但我其實自我感覺非常的不良好，很自卑，」林永得說。雖然是資優班，但班排名都吊車      

   尾，大學聯考排名前 92%，而身邊同學多是 95%、98%的水準，相較之下，自己一點也不優秀。 

   他在求學過程中做的各種選擇，都跟著同學、主流的價值走。 

       30歲那年，他對自己的人生越來越感到困惑，「我真的快樂嗎?」林永得問自己，喜歡創作                                         

   、畫畫，喜歡閱讀心理學、行銷相關主題，卻在跨國公司擔任工程師，他不敢想像，當時優渥、 

   得心應手的生活，持續再過 10 年會是什麼樣子。「我不想再追求成就，而要找到快樂。要跳脫 

   那個別人給的框架，就得打掉重練. . . . . . .」 

       林永得做了一個此生最大膽的決定，他要轉換跑道，投入廣告行銷領域。但過去經歷完全不 

   相關，於是辭去人人稱羨的工作，重新考托福、申請美國的學校。身邊多數的人都覺得他「太天  

   真」、「做廣告賺不了錢」、「你又不會講話怎麼做行銷」，甚至，他請一位長輩寫推薦信，長 

   輩拒絕，理由是「我不想拿石頭砸自己的腳。」父母沒有明講心裡的擔心，而是透過親友試圖勸 

   說，但林永得很清楚，「如果現在不做，我會後悔。」一向重視教育的父母，最後支持他赴美留 

   學的決定。 

       「2007年 8月 20日，是我永遠記得的一天。」這天林永得出發前往美國。第一次自己掌控 

   人生，他其實內心相當不安，出發前一晚，打電話給好友，還大哭了一場。林永得進入美國俄亥 

   俄州州立大學讀 MBA企管碩士，同學都是 20多歲的年輕人、要適應以白人為主的生活，辛苦只 

   有自已知道。 

 

   做你所愛，好事會發生 

        2009年畢業，美國景氣仍處在前一年金融風暴的帶來的低谷中，沒人想要雇用一個東方人 

   。林永得只能想辦法拜託朋友介紹各種機會，低薪、從最基層開始也沒關係，終於在他學生簽證 

   到期前一個月，找到了廣告公司基礎研究員的工作。 

  「我相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好事一定會發生。  林永得在美國時，正好數位行銷風潮興起。 

   他有理工背景、清楚的邏輯訓練，很容易找出隱藏在數據之中的創意線索，林永得漸漸地在職場 

   站穩了腳步。現在定居西雅圖，擔任網路行銷策略分析師，經手的客戶包括寶僑家品、微軟、  

   AT&T、玩具反斗城、惠普電腦等知名品牌。 

 

 

 

 

 

 

        



 

 

       

       「信心不是一開始就有，很多人做事一開始就想到最後結果，比如要成為創意大師。但應該 

   去想，如何透過小小的累積，一步一步地完成，」林永得說，人生中經歷的一切都是養分，在某 

   一天就會發揮它的力量。 

        林永得的大學同學、台大機械工程系副教授詹魁元記得，林永得在大學時是個安靜的人， 

    但很會畫畫。覺得他轉行的心路歷程很有啟發性，特別跟台大生命教育中心合作邀請他演講， 

   「台大有很多學生跟他一樣，成績好很聰明，卻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做什麼，」詹魁元說。 

   

    相信你內心的直覺 

        回顧這一路以來的成長歷程，林永得說自己以前很ㄍ一ㄥ，但因為這三年把挫折搬上檯面 

    竟然爆紅的體驗，讓他體悟，「換個角度看事情，就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他想要告訴年輕 

    的孩子，相信自己的直覺，因為每個人一定有自己有興趣，且可以做到的事，「不要讓任何人 

    告訴你可以或不可以做什麼。」 

 

           圖為林永得在社群平台 Instagram  

                的「工作生活」系列照，林永得提供      

 

 

 

 

       「人生只有一次（You only live once)」。經歷東西方文化的歷練，身邊同學朋友也多開 

    始為人父母，去國十年的林永得觀察，台灣的教育往往過於重視專業的技能，卻沒教導尋找自 

    己的熱情。他也想告訴父母，幫助孩子找到 A＋的優點去發揮，而不是一味地花時間補強 C的 

    不足，「父母平常一點小小的鼓勵，對孩子有很大的影響，」他確定。 

        「如果能有無窮的自信，你會做什麼不一樣的事？」這個問題，林永得在心裡問了自己十 

    多年，現在終於有了答案：他要用自己的創作，鼓勵大家換個角度看世界，把生活中瑣碎、負 

    面的東西，變得美麗且有力量。 
                                       
                                文章摘自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2654% 
                        E6%9E%97%E6%B0%B8%E5%BE%97%E3%80%80%E6%8A%8A%E6%8C%AB%E6%8A%98%E6%90%A                                   
                        C%E4%B8%8A%E6%AA%AF%E9%9D%A2%E7%88%86%E7%B4%85%E7%9A%84%E9%AB%94%E6%8  
                      2%9F/?page=1  
 
             

 

 



 

    

 17 歲那一年──選擇，讓人生不一樣       

                                                                        作者：陳世芃 (親子天下) 

      以前我總認為，每日每夜勤奮於工作、學習是「上進」的表現。我沒料想到的是，在芬蘭，所  

  有人都如此「愛家」，家人相處的時間無形中成為我的力量，帶我走過永夜的黑暗，以及充滿文化 

  衝擊的寒冬 

                            17 歲那一年──選擇，讓人生不一樣 

      在赫爾辛基的多元文化家庭機構－Familia ry實習，我(左)和來自台灣、嫁至芬蘭的實習生合 

  照。在這我真正理解到平等與自由是可以共存的，並且看見一個社會是如何接受多元的聲音、接納 

  多元家庭。陳世芃提供 

      高中去芬蘭交換時，我住在一個距離首都赫爾辛基約一小時車程的中型小鎮 Nastola，在台北 

  市 1.5倍大的面積裡，只有一萬五千人口。經歷春夏秋冬各一次的輪轉，我和三個不同的芬蘭家庭 

  一起度過了美妙的十個月。這十個月，除了讓我看盡北國的自然美景以及豐厚的人情溫暖以外，更 

  為我的人生帶來前所未有的轉變。 

   

  意想不到的收穫，從「背多分」到「學會如何學習 」 

      我去的那一年正逢高中 98 課綱改為 99課綱。一年的休息再加上課綱轉換，知道我去交換的許 

  多人都會問我：「你的課業怎麼辦？不會跟不上嗎？」我的答案正巧相反，就是因為去了芬蘭，我 

  才開始真正知道「如何學習」。我的高中就讀景美女中，交換以前我在班上排名中等，一直認為自 

  己大概就是不夠細心、不夠努力，因此成績無法達到巔峰。 

      去了芬蘭以後，我才發現過往的學習經驗中，我只是死背課本上的文字，從未透過思考來找問 

  題的答案。 

      在台灣的歷史課堂上，由於要上的知識太多、太龐雜，因此老師大多採取講述法，將年代、事 

  件講解完畢，並沒有多餘的時間讓同學自主學習。在芬蘭的歷史課，第一堂課老師會先將一些題目 

  列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如何發生的？在哪裡？有哪些影響？」，再請同學到電腦教室找 

  資料，並寄給老師。第二節老師會回顧上堂課同學的作業，褒揚寫得好的同學，並且補充大家較弱 

  的部分。對於芬蘭人而言，正確記住歷史知識的 

  內容並不是那麼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為什麼」 

  、「如何找答案」的思考模式。透過思考，「學 

  習如何學習」才是老師真正要學生練習的。 

       

             第二接待家庭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庭，                                                  

         我們一起用桌遊度過了漫漫長冬。陳世芃提供      



 

    

 

 

      回到台灣以後，我將這套思考模式應用在課業上，對每一題都問自己「為什麼」，不僅幫助 

  我透徹理解課程內容，更有效提升我的成績，甚至讓我拿到全班第一名呢！                            

                              

  除了工作與考試   人生其他的事－芬蘭人對於「家庭」的重視 

      我和許多的台灣學生一樣，中學時代被學校及補習填滿，即使沒有上課，我的自由時間也大多 

  拿去複習課業、準備定期考試。以前我一直認為，每日每夜勤奮於工作、學習是「上進」的表現， 

  也唯有這麼做才能維持高競爭力。我沒料想到的是，在芬蘭所有人都如此的「愛家」，放學回家就 

  是和媽媽一起做晚餐、與爸爸一起看電視、和姐妹們一起玩桌遊的時間。在好長好長的冬天裡，與 

  家人相處的時間無形中成為我的力量，帶我走過永夜的黑暗，以及充滿文化衝擊的寒冬。我才發現 

  ，家人之間的連結能發揮如此強大的力量，但為什麼在台灣的我們，總是忙到忽略這一塊呢？ 

 

  決心念「家庭」 

      這樣子的疑問開啟了我對於家庭領域的強烈 

  求知慾，我期待自己能將芬蘭的經驗帶回台灣， 

  並且在家庭領域有更多的學習。因此，我進入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並且選 

  擇家庭生活教育組，學習婚姻教育、親職教育、 

  家庭資源與管理等內容。           在 Familiary 實習的過程中，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大家承襲不同的文化脈絡而來，卻都在這裡一同為生活努力。陳世芃提供 

 

  芬蘭帶來的無限可能  海外實習：再一次探險之旅 接受職場挑戰 

      經過了人發系三年的學習，我確定自己想往教育的方向發展，也著手規劃未來的職業藍圖。近 

  幾年芬蘭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五年前去交換時，我從接收者的角度，親 

  身體會芬蘭的家庭教育。今年我帶著三年的學識背景，期待從政府、民間、社會的角度學習，了解 

  芬蘭在家庭教育上「做了哪些事？又是如何做的？」 

      於是我主動向系上申請自覓海外實習機構。投了近二十份的履歷，我終於有機會能在赫爾辛基 

  的多元文化家庭機構－Familia ry 學習。在這裏，我最深刻的體會是「海外實習不容易」。即使已 

  經有芬蘭文的基礎，但職場的芬蘭文比生活常用的難多了，我經常聽一二個小時的芬蘭文而不知所 

  云。一天我和講著一口流利芬蘭文的巴基斯坦學員聊天，他告訴我：「只要你想做，一定做得到， 

  每個人都可以！」我受到他的鼓勵，決心無論如何都要盡自己的全力學習，不忘記來的初衷。 

 

 



       

 

 

      每個人承襲不同的文化脈絡而來，卻能在這裡共榮共存、談天說地，為著生活努力。我真正理 

  解到平等與自由是可以共存的，並且看見一個社會是如何接受多元的聲音、接納多元家庭。這個經 

  驗，也讓我思考台灣社會的現況，我們一定可以為台灣做些什麼－也許籌備一個和 Familiary一樣 

  的機構，推動多元文化（跨文化）家庭、幫助新移民適應生活⋯⋯。這些想法是我在海外實習之前從 

  沒想過的，我再次體會到，永遠不要小覷芬蘭開創的可能性，它可能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在赫爾辛基的多元文化家庭機構－ 

Familia ry 實習，我(左)和來自台灣、嫁至 

芬蘭的實習生合照。在這我真正理解到平等 

與自由是可以共存的，並且看見一個社會是 

如何接受多元的聲音、接納多元家庭。 

陳世芃提供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珍惜放手去飛  

      這一路上我遇見了好多貴人，他們教會我好多事情，但我最想感謝的還是我的父母。我們家並 

  不是特別富裕，當我說要去交換時，他們什麼也沒說，只想辦法拿了一筆錢出來，義無反顧的支持 

  我，讓我的勇氣帶我闖出自己的人生。 

      如果沒有芬蘭，也許我就不會對家庭產生興趣、不會有機會去芬蘭實習，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我 

  。芬蘭並不只是一次交換或者實習經驗而已，更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驗與機會，開創人生不一樣的 

  選擇！ 

 

  文章摘自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2359- 

17%E6%AD%B2%E9%82%A3%E4%B8%80%E5%B9%B4%E2%94%80%E2%94%80%E9%81%B8%E6%93%87%EF%BC%8C%E8%AE%93%E4%BA%BA% 

E7%94%9F%E4%B8%8D%E4%B8%80%E6%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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