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宜中 67 屆畢業同學的話
(本文刊於宜中電子報第 9 期)
何其有幸，三年前和 67 屆畢業同學一起進入宜中，我特地
將三年來在朝會升旗跟同學們分享的話語做個整理，作為同學畢
業的禮物。
100 年升旗講話
1. 100/9/13
․林煥彰《我種我自己》
，
「我種我自己，我不怕風、不怕
雨、也不怕太陽，...我給自己機會」
2. 100/9/27
․席慕蓉《時光長卷》
「誰說綿延不絕？誰又說不捨晝夜？其實，我們的一生
只是個空間有限的展示櫃」
3. 100/11/8
․《賈伯斯傳》
，
「儘管櫥櫃和柵欄的背面沒有人看到，也要講究工作，不
能隨便」
․嚴長壽《御風而上》
，
「我們最大的保障就是讓自己有更大的能力和世界
接軌，它可以是語言的，專業技術的，也可以是承受壓力的能力」
4. 100/12/6
․拔河是以退為進，場上八個人都是生命共同體，每個人都要幫助對方多
堅持 1 秒鐘，才能獲得最後的勝利。
101 年升旗講話
1. 101/2/21
․佛洛姆《愛的藝術》
被愛:一般戀愛中的人通過被愛來肯定自己的價值。
愛人:主動的能力，突破個人的孤立，使人可以擁有體諒、瞭解、尊重、
支持對方的力量。
2. 101/3/20
․楊牧《春歌》
，
「憑藉著愛的力量，一個普通的觀念，一種實踐，愛是我
們的嚮導」
3. 101/5/1
․吳晟《我心憂懷》，【2011 台灣詩選】
我確實經常滿懷
憂傷，看望未來
總有一天

越來越龐大的環境債務
勢將背負不起
宣告徹底破產
哪裡還有安身立命之處？
․詹澈《年關哀埃及》，【2011 台灣詩選】
西奈半島何其無奈，向海邊伸出羞澀的舌頭
尼羅河還是慵懶沉靜的流向紅海
金字塔的重量在沙漠上壓了數千年
將沙漠壓出了油，在地下
緩緩流動，流向兩伊─
流出人類貪婪的嘴臉
戴著面具的人互相指控對方醜陋
謊言包裝成新聞，新聞鼓舞著謊言
頂著和平的兩個冠冕，如金字塔的尖頂
傾斜，向兩隻鬥牛的犄角
十年間的兩次戰爭，人民塗炭何其無奈
人類有史以來最大的軍火商與石油商
其實一直站在高處觀火，且輕鬆數鈔票
人民何其悲哀，和平何其廉價
哀及埃及，在新世紀開始轉型的時刻
4. 101/5/29
․廖鴻基《南方以南》
「一圈一圈地往外擴大巡遊範圍，他又發現更多的門。每一扇門都通
往另一片海；他完全明白；開門前他仍然會有徬徨，但越來越少。最
後，也許會到達一片再也沒有門的海；沒有人知道那是哪裡，存不存
在，可不可能到得了；唯一確定的是只要開了門就允許想像。」
5. 101/9/4
․席慕蓉《我的願望》
，【以詩之名】
不希望 我愛的詩人
最後成為一間面目模糊的
小雜貨鋪
也不希望他成為 一本
眾人推崇的 百科全書
我只希望
他能依照著生命的要求去成長

開自己的花 結自己的果
在陽光下
或者長成松 長成柏
或者 長成為一株
在高高的岩岸上正隨風搖曳的
瘦削的 野百合
6. 101/9/18
․梁旅珠說:閱讀能力的基礎識字彙，字彙量越多，閱讀能力就越強，但
還需要搭配足夠的文法觀念，才能精確理解。累積字彙只有靠背誦，
而文法觀念除了背誦，還需要反覆練習。
7. 101/10/30
․李壬癸院士 2012/10/23 演講給學生的話
Lead a decent life and be serious about your own work.There's
no free lunch in the world.You get only what you have worked for.
God help only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You can distinguish
yourself by hard work.There's no other way.Use your brain and
imagination.
Try to do your best.Enjoy your work.You may make a difference
if all goes well.
（中譯：要過著適當的生活，做任何工作都要認真，天下沒有白吃的
午餐，要怎麼收獲先怎麼栽。人必自助而後天助之，認真工作才能出
人頭地，沒有其它的辦法，要善用頭腦以及想像力。做什麼事都要做
到最好，要樂在工作，如果一切順利，你就可能與眾不同。）
․魯迅短篇小說《故鄉》:「其實地上沒有路，走的人多了，也變成了路」
8. 101/11/27
․尊重:人〈人格:勿侮辱誹謗他人、身體自主:社會距離，no harm〉物〈所
有權、財產權:no steal〉
․美國詩人烏爾曼《青春之詩》:「青春不是人生的一段時光，青春是一
種心境」〈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it is a state of mind〉
102 年升旗講話
1. 102/2/19
․陳侯翰校友捐款 200 萬元獎學金。
․李濠仲，《挪威，綠色驚嘆號》
食:在地食材，自己料理，少外食
衣:實用，不迷信名牌
住:客廳沒有主燈
行:走路，腳踏車，公車

育:抄筆記，少影印
樂:無跨年煙火，接近大自然，少 KTV
․文化理解:國際資訊，國際移動能力，國際接軌
․ PISA 數學素養定義:個體能夠辨認和瞭解數學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
色，能夠進行有根據的評斷，並且針對生活中的需求來運用或者投入
數學活動，以成為一個積極的、關懷的以及反思的國民。
․法國高中哲學會考理工組試題:
如果國家不存在，我們是否會更自由？
我們是否必須尋求真相？
試評論盧梭作品《愛彌爾》片段？
2. 102/3/19
․林惺嶽:對我個人來說，從超現實主義的內省及冥想，回到大自然時，
最大的收益，是擺脫各種畫論及文字思考的困擾，而重享自然性的悠
然及自在，並深深體會到謙虛的必要，人在投向大自然時，會油然產
生謙誠之心，自然律不見得會成為創作的束縛，反而是激發靈感的泉
源。
․林惺嶽:我一直堅信，繪畫表現最可貴的特質 在提供一種透過平面魅力
即能領會到思考性的視覺圖像，這種視覺圖像是不需文字解說及能散
發感動人的直覺力度，繼而引人凝視靜觀，以思索其充滿各種可能性
的內蘊。以此創作理念來觀察自然萬物，會揭開更高一層的境界視野。
3. 102/4/2
․藝術方面:美術班博愛醫院文化走廊展覽，斯洛伐克攝影展，第 10 屆美
術班畢業美展，邱坤良教授演講。
․運動方面:足球、拔河全國第三名，全中運鐵餅金牌、鉛球銀牌、標槍
銅牌。
․學習方面:申請入學注意自傳、中英文自我介紹、報考動機。
․生活方面:整潔強調習慣與尊重，秩序強調公共空間與一次一人發言。
․交通安全:勿單車雙載，勿腳踏車亂停。
4. 102/4/16，引 2013-04-15 中國時報， 陳長文，《天堂不撤守》
․宜蘭高中國文老師賴志遠，在菲律賓服替代役的時候，以華語教師的專
長服務菲國的佛教學校，得到菲國小朋友的敬重與愛戴；後來他發現
菲律賓民答那峨島的小孩甚至還需要游泳二．五公里才能到達學校，
他以自己的力量捐贈了獨木舟，讓小朋友可以划船上課。賴志遠的行
為，是台灣人善良、利他的一個縮影。筆者曉得絕大多數的台灣人，
當知道在自己能力範圍內可以幫助別人時，即便與這個人毫不相識，
遠在重洋之外，還是願意伸出援手；只是曾經何時，這樣的美德卻漸
漸為台灣的媒體所遺忘了。
․看了賴志遠老師的故事，我的心裡揚起一種感動而溫暖的感覺，只要願

5.

6.

7.

8.

意付出，永遠有需要自己的地方，我想這是賴老師給我們的啟示。他
以華文教師的專業，去異鄉的菲律賓貢獻所學，回台灣後又惦念著得
每日長泳的小朋友，決定捐獨木舟。這種簡單的關懷、單純的善念，
其實才是台灣的真力量、真精神！
102/5/14，引高希均清華大學畢業典禮講詞，注意力經濟學
․不可能讀遍一個領域相關的書，就把注意力集中在「一流書」上。
․不需要做「消息靈通人士」，但要做善用資訊的人。
․能捨才能得，善於掌握優先次序。
․勇敢說不
․資訊重質不重量，貴在精確不在快速。
․集中注意力，才能孕育創新，發揮生命力。
102/5/28，引洪蘭《理尚往來》
․人生是馬拉松，不是百米賽跑
․創造力:兩個不相干的神經迴路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條活路。
․標準答案扼殺創造力。
․閱讀的好處:有同理心、不同角度看一件事、能站在巨人肩膀往前看、
增加背景知識。
102/6/25
․彭明輝，2013，6/22，聯合報名人堂
劍橋大學新生訓練時，系主任的致詞簡短有力：「你們來這裡的目
的是要將既有知識的邊界往前推，而我們的目的就是協助你們進行這項
工作。」
學術界的本務就是探索未知，開拓知識的新疆界。但是行遠必自
邇，創新的第一個動作是充分了解既有知識，承繼前人的智慧，「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往前邁進，而非閉門造車。可惜，學術界已經走火入魔，
急於創新而不再認真承繼前人的智慧，往往誤把閉門造車當作是獨步全
球。
․邱吉爾:悲觀主義者在機會中看到困難，樂觀主義者在困難中看到機會。
․即將升上高二高三，身分改變，學習心態也要跟著調整。
102/9/3
․梭羅《湖濱散記》:「我們人一生都只是在做一些平凡無奇的事，那麼
最重要的，就是努力把這些平凡的事做到最好的狀態。」
․2013，8 月號《科學人》主題:天才如何思考
「現代的天才似乎必須爬得更高，才能攀上巨人的肩膀。盡管天才
需要專業，具有廣泛的興趣，仍然是傑出心智的必要特徵。能兼顧兩者，
本身就是天才的表現。」
․惠普前 CEO 菲奧莉娜說:「創新者是能夠想像出不一樣未來的人。他們
勇於夢想，願意辛勤工作，他們看見可能性，而且把這種可能性落實。」

9.

102/9/17
․海明威《一場帶著走的盛筵》:「如果你有幸年輕時在巴黎待過，那麼
不論今生去了哪哩，他都會與你同在，因為巴黎是一場可以帶著走的
盛筵。」
桑德柏格《挺身而進》
前排哲學，不僅參加，更重要是參與。
舉手發問，培養能問的基本能力。
10. 102/11/12
․規劃特色課程與活動
例如草嶺古道誓師、師生越野賽、悅聽文學、院士講座、東北角海岸踏
查、南澳自然田、參觀外交部、中研院、台大杜鵑花節等。
․日本教育旅行心得
〈1〉身分認同:引席慕蓉話
「至少至少，我們要對自己的根源有了解，對自己的文化有興
趣，對自己的土地有認識，對自己的民族有敬意。」
「至少至少，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從何處走來？現在正在什麼
位置？又可能會走往什麼方向？」
「要把『知道自己』做為必修的課程，甚至做為生命裡的『重責』
而擔負起來，這樣才可能讓自己變得比較堅強，比較靜定。」
〈2〉視野:引廖鴻基話
一圈一圈地往外擴大巡遊範圍，他又發現更多的門。每一扇門都
通往另一片海；他完全明白；開門前他仍然會有徬徨，但越來越少。
最後，也許會到達一片再也沒有門的海；沒有人知道那是哪裡，存不
存在，可不可能到得了；唯一確定的是只要開了門就允許想像。
11. 102/11/26
․聆聽
〈1〉內在聲音:與自己對話
〈2〉外在聲音:他者〈陌生人〉、社會底層、大自然天籟、世界接軌、超
越者。
․齊柏林，《我的心我的眼看見台灣》
「空拍景物中很少出現人，但這一路上，我的夢想能完成，卻是靠
著許許多多人的幫助。很多人說，我這一路走來很辛苦，很孤單，但我
從不這麼覺得。我認為，我比別人幸運，能得到這些人的幫忙。」
12. 102/12/10
a.世界人權日:尊重別人的身體自主權與財物所有權。
b.五管:目標、時間、壓力、生涯、資訊。
c.《記得你是誰》，哈佛商學院教授最後一堂課的話。
「你今天是要出門去當領袖的，千萬要明辨是非，可別讓人家牽著鼻子

走，要記得你是誰喔」。
13. 102/12/24
a.平安夜，祝師生一切平安。
b.祝足球隊籃球隊順利晉級決賽。
c.祝高三學測創造屬於自己的高峰經驗，學習
〈1〉杜甫:會當凌絕頂，一覽眾山小。
〈2〉王安石:不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103 年升旗講話
1. 103/1/6
․學測與期末考:安靜的力量
․習慣:節能減碳
․夢想:《賈伯斯傳》
「人生只有一瞬，我們或許只能把幾件事做好。沒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多
久，我也是。我告訴自己，一定要趁年輕時候闖出一點名堂。」
「賈伯斯問蓋茲幾個有關教育的問題。蓋茲勾畫出他心中的未來學校:
學生在家自行觀看教學課程影片，上課時間則用來討論和解決問題。」
p.754
「他想要在教科書產業發動革命，想要為 ipad 發展數位學習教材，讓
他們以後不必背著笨重的書包。」
2. 103/2/11 開學典禮
․李清志《旅行的速度》
「每個交流道都像是人生命運的一個選擇，下了交流道就進入一個
不同的城鎮，你如果喜歡就可以多待一點時間，如果有適當機會，甚至
可以留在當地，找個工作，成家立業，安定下來。如果這個小鎮跟你不
對味，你只要坐上車，開上交流道，永遠可以找到下一個交流道，找到
下一個有趣的小鎮。」
․總統傳譯陳珮馨，人間福報 2014/2/4
陳珮馨對自我非常要求，每次翻譯前，必定先了解相關的背景知
識，以及話題所涉及的專業。例如去年菲律賓公務船槍殺台灣漁民的「廣
大興案」發生後，在外交部舉辦國際記者會前，她不但詳讀事發經過、
政府立場，可能的後續發展，還得先「猜題」設想外籍媒體及本國媒體
會問什麼。
3. 103/2/18
․HBL 全國第七，學測 70 級分 37 名創歷史新高
․曲而不折:
「花美男」羽生結弦昨天成為第一位摘下奧運花式滑冰金牌的日本
選手；也是亞洲第一人。出身「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受災地仙台，羽
生賽後表示，他是為受災地區而戰。

陳彥博說，這世界很公平，想要最好，就一定會先經歷最痛，能撐
過去的才是贏家。他說：「所謂成功，並不是看你有多聰明，而是看能
否笑著度過難關。」超馬賽事中，失溫、脫水是家常便飯，陳彥博還曾
遇到北極熊攻擊，好幾次因疲倦緊張而弄丟保命裝備，惹得同伴動怒大
罵。跑完全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銀色雪地中的時候，陳彥
博不是忙著慶功，而是被送到急救站。還有一次，陳彥博大意掉進冰河，
在深夜的冰天雪地中趕緊脫光衣服，連襪子都拿來塞「重要部位」保暖。
最致命的一次，是參加非洲賽前發現喉嚨怪怪的，檢查後發現罹患初期
咽喉癌，他在五天內完成雷射手術切除腫塊。術後不久陳彥博到希臘參
賽，剛起跑，傷口就迸裂、口鼻滿是血，他蹲在路邊一刻鐘，血漸止住，
他用「再撐一下」的意志才完成比賽。
․缺而不陷:缺是形體，客觀，生理；陷是負面，主觀，心理
4. 103/3/4
․銅管五重奏全國特優第一名
․《反抗的畫筆》
「戰爭是由一群相互認識的人所決定，而且這些人的生命並不會受
到任何的威脅；但實際處在戰場上的，卻是無數相互不認識的士兵，而
他們將在殘酷的戰火中成為砲灰。」
․《百年追求》，吳乃德導言
牛津大學一位政治哲學家曾經用《小王子》的故事，討論我們情感
所認同的對象是否必須具備獨特性。小王子有一盆玫瑰花，他非常得
意，也非常喜歡。有一天小王子經過一個花園，看到滿園的千朵玫瑰；
和它們相較，他的玫瑰並不特別突出，於是小王子傷心流淚。狐狸要他
回家去，好好仔細端詳他的玫瑰。小王子依照狐狸的建議，也終於領悟，
向滿園的玫瑰說：
你們很漂亮，可是你們卻是空虛的。沒有人願意為你犧牲生命。我
的花看起來和你們一模一樣，可是她是我灌溉的，她是我放在花盆中保
護的，她身上的蟲也是我除的。我聽過她的哀怨，我也聽過她的驕傲；
有時候我甚至聆聽她的沈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臺灣〈宜中〉之所以獨特，是因為眾多和我們有所連結的先人，他
們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記憶。臺灣〈宜中〉
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我們今天對它的灌溉。
5. 103/3/18
․陳芳明《聯合報名人堂 2014/3/12》:台灣政治反抗運動都在這年遭到
撲滅，無論是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
黨，都被強制解散。領導農民運動的領袖簡吉，便是在這年被逮捕入
獄。從史料可以發現，當時農業現代化成功時，也是台灣農民遭受最
不公平的待遇。那種剝削與凌虐的實況，都寫進賴和的小說〈豐作〉

裡。無怪乎賴和不能不感嘆，為什麼時代那麼進步，人民的生活竟那
麼痛苦？
․稻盛和夫《生存之道》:思考方式×工作熱誠×能力
6. 103/4/1
․感謝圖書館志工每張自修桌設計勵志格言。
․感謝佩瓊老師帶領 315 羅筠婷、林宛儀佈置飲食文學主題書展。
․人間福報同學投稿作品
記得當年，時序入冬，天氣漸寒，面對功課、考試的煎熬，我早已
不堪負荷，祖母不吭不響端來一鍋紅豆湯，只為了給我暖暖身軀。簡單
的熱湯承載著祖母濃郁的愛，顧不得紅豆湯冒起的熱煙朦朧了我的鏡
片，只想盡速吞食這股翻騰的煙霧，讓它竄流全身。黃琮傑／宜蘭市宜
蘭高中三年八班 2014/3/14
走在老家附近的河濱公園，一切是那麼的熟悉，卻又是那麼的陌
生。放眼望去，原本小時候我跟哥哥撈魚的地方，現在已長滿了及腰的
雜草。走進草叢，兒時的足印彷彿還留在鬆軟的土壤上。閉起眼睛仔細
聆聽，潺潺的流水聲似乎夾雜著孩童天真無邪的笑聲。黃琮棋 宜蘭市
宜蘭高中二年七班 2014/2/28
7. 103/4/15
․足球全國第四名
․嚴長壽《你就是改變的起點》:練習從底層往上看，往左右看。
․宜中獻愛，助長者安養，人間福報 2014/4/7
宜蘭高中二○一班學生則是由導師簡志翰和佛光人吳寶玉帶領，全
體來仁愛之家的安老院舍出坡，不但守紀律又認真，長者看了很感動。
學生代表更以募集而來的二千多張發票及零用錢贈與院方，由蘭陽仁愛
之家主任覺方法師代為接受。
8. 103/4/29
․全中運 1600 接力及標槍勇奪銅牌，54 屆第一區科展生物兩項特優
․祝賀母親節
․幾米:辛波絲卡是激發我最多美麗靈感的詩人，例如《一見鍾情》這首
詩:
「他們兩人都相信
是一股突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
這樣的篤定是美麗的
但變化無常更是美麗」。
最後想跟各位同學說，真正的學習，是因為自己想要學習，而且真正的學習，
永不畢業。祝福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