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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融入美術課程 ~ 優良美術作品

發行單位: 臺 北 市 立 松 山 工 農

每年度輔導室與王瀚賢老師合作，在美術課融入家庭教育，由輔導室提供家庭教育的內涵和說明，讓學生透過美術創作，
傳達對家庭教育的體會，並由美術老師選出優良的作品張貼於勤業樓和自強樓間的輔導專欄上。在此我們整理了部分同學的
作品跟大家分享喔！                                                                      輔導室 蘇宗莉老師整理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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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當一個送禮物的人 ~ 淺談關係中言語的溫柔力量
淺談關係中言語的溫 柔力量

以往的社會有句「家醜不可外揚」，如
果有家暴事件，受害者往往都悶不吭
聲，家暴不但會破壞家庭關係，更會影
響小孩的身心發展，現代社會較重視家
暴，也有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受害者可
以透過法律管道報護自身安全。
陳冠友))
(電一仁 陳冠友

深夜裡，有一個屋子，屋子裡有著
溫暖的燈光，溫暖的屋子裡，有著
一家子，家人們一起共同過著聖誕
節！誰不想要一個溫暖的家庭！保
持著與家人和樂的氣氛，這會是我
們該做的事。((子一智 廖柏丞
們該做的事。
廖柏丞))

未來夢想的房子，如果可以我想蓋出
它，和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因為在
辛苦工作後回到溫暖的家，看著家人
等待著你的歸來是一件很欣慰的事，
感覺一天所有的疲憊全部消除。
胡景翔))
(資一智 胡景翔

家，是一個有情、有愛、有牽掛的
地方，無論在外遭受多少挫折和勞
累，只要回到那個屬於自己的避風
港後，就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也
許家庭中總有一些爭吵與淚水，但
「愛」這個字，便是藏在家背後的
一切後盾。((資一仁 張孟綺
一切後盾。
張孟綺))

家是最堅不可摧的堡壘，它用堅強
的身軀，時時刻刻的保護你。親情無
價，因為在你最失意時，它會給你最
無私的祝福；親情無價，因為在你迷
失方向時，它會給你最真誠的幫助；
親情無價，因為在你最成功時，它會
靜靜地守在一邊給你最即時的提醒。
陳韋勻))
(汽一仁 陳韋勻

一個幸福家庭的定義在每個人的心
中都不太一樣，然而在我心中一個
幸福家庭的定義是就算家中發生了
不可預期的變故，家庭成員都可以
理性溝通，共同想出解決方法，而
非爭執。((化一智 張珈瑜
非爭執。
張珈瑜))

我家庭的憧憬大概就是這樣，兩個
人有一個小孩，租一個不大的房
間，只有一張床，全家擠在一起，
過著平凡又幸福的日子，大家睡在
一起的感覺就很溫馨，令人嚮往。
黃韻真))
(化一仁 黃韻真

許多人脾氣一上來就不管不顧，什
麼難聽、惡毒的話都往外冒，夾在
中間的孩子往往是受傷最深的，如
果能用理性思考、冷靜下來好好討
論，不在小孩面前爭吵，就能避免
陰影和自卑感。((園一智 陳倩玉
陰影和自卑感。
陳倩玉))

前陣子收到一封親友的求助信，信中有兩個困擾她的
問題不知如何是好 ? 一個是她 16 歲的女兒，因為跟隔壁班
的話題王子交往的關係，原來的閨密跟她鬧翻了，女兒身
陷閨密的八卦中傷和圍剿的氛圍中，下課時間總隱約感覺
到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說說笑笑，刻意遠離她，不免懷疑
她們是不是在講她的壞話 ? 形單影隻的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心
情非常沮喪，已經嚴重到不
想上學了。
另 一 個 問 題 是， 這
個媽媽雖然非常努力
的想要找一些理由來
說服自己繼續待在婚
姻裡，但是她感覺跟
另一半的親密關係好
像維繫不下去了。回
顧她將近 20 年婚姻生
活 的 點 點 滴 滴， 發 現
她為這個家實在犧牲奉
獻太多，最近越來越感覺
迷失自己而顯得沮喪難過、
心力交瘁。
我歸納這對母女的問題之後，除
了儘快安排她們接受諮商輔導系統的專業協助之外，也試
著邀請她們閱讀近來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 :《我想跟你好好
說話 : 賴佩霞的六堂「非暴力溝通」入門課》。這本書主
要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作者所採用的方法，是以
已故心理學家馬歇爾 ∙ 盧森堡 (Marshall B. Rosenberg) 博士
所開創的「非暴力溝通」理論為基礎，再加上其他心理學
家的研究。由於書中內容大多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教
學的真實案例分享方式呈現，整本書讓讀者們讀來淺顯易
懂、感同身受、愛不釋手，讓我們察覺到那些我們從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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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是、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表達方式，原來是充滿暴
力、不適當、容易讓別人受傷的。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刻
意要說什麼去傷害別人，我們只是不知道這種溝通方式是
不理想的。相信看完這本書之後只要下定決心，願意在日
常生活中努力的實踐、反覆的練習，效果自然會慢慢出來。
我想要推薦各位閱讀這本書，是希望能幫助您找到生
活中的美好語言，找回原本就屬於您的自在、坦然、快樂
圓滿的人生。
以下是個人非常喜歡的佳句，提供大家參考 :
1. 命運，是嘴巴說出來的結果。
2.親愛的你，別因為一再失敗的溝通，而把自己鎖在
悲傷、寂寞、孤獨的空間裡。
3.世界上有兩種人：有一種人很在乎「誰對誰錯？」
（Who is right and who is wrong），在日常生活中，
常會因各種不如意而耿耿於懷，說話常有攻擊傾向，
跟這樣的人共處往往動輒得咎，老是在爭吵、鬥氣、
冷戰的情緒低谷中掙扎。
4.另一種人則不那麼重視對與錯，他們追求的是美好
人生，只關心該做什麼、說什麼，讓自己的人生更美
好（How can I make life more wonderful）？他們知道，
人生的好運、福氣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是必須認真用
心經營的，也因此他們心靈更平靜、更樂於學習、更
常傾聽、更誠懇表達自己、與家人更緊密。
關係中的挫折和困境往往是促使我們改變的重要契機，
改變更需要勇氣和毅力。希望您透過這本書的閱讀和練習，
讓自己說出來的話是溫暖的、正向鼓勵的，讓聽話的人感
覺如沐春風、充滿了正能量，好像在領受您給的禮物一樣
快樂滿足。
最後，獻上波斯詩人魯米 (Rumi) 的名句 :
昨日的我聰明，所以我想改變世界。
今日的我有智慧，所以我正在改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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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影響一個人最深的地方，暖
的避風港。簡單來說就是最初接受
教育的地方，父母的影響力，往往
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人格、態度及
價值觀。避風港是個溫暖又可以信
賴的地方，累了就休息，還可以吃
飽、睡飽，是這世界上最溫暖的地
方。((加一智 吳心慈
方。
吳心慈))

「我是你的長輩，你還是個小孩，沒有其選
擇」，雖然他/她沒說出口，但意思就是這
樣，說不過就是頂嘴。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不
聽話、和異性一起出去就是有問題。訴說事
實是找藉口，說話直接就被說不會看臉色，
不管什麼事都可以被拿來說教、責備，「一
切都是小孩的錯，長輩說的永遠是對的」。
說好聽是「關心」，直接點就是「控制」，
幾乎沒有幾個人能自由的選擇，不受她們
「控制」，這很自私，只要孩子不如〝木偶〞
一樣，受他們「控制」就是錯的，試圖反抗
只是徒勞，倒不如認命些，如同〝吊線木
偶〞般任其「控制」，這不是「屈服」，只是
感到「疲憊又無奈」罷了…(加一仁
感到「疲憊又無奈」罷了…
(加一仁 曹嘉恩)

現代社會因為少子化的影響，每個家
都只有一、兩個小孩，所以爸寶、媽
寶也越來越多，家長無微不至的照顧
讓小孩無法獨立自主，無條件的付出
讓小孩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父母這
些愛在未來全變成反效果，小孩離不
開父母，無法獨立生活、抗壓性低、
無法融入社會，但父母終究會老去，
不可能一被子照顧著孩子，所以要適
當的管教、適時的給予壓力，不要無
條件地答應孩子的一切要求，未嘗不
是一件好事。((綜高
是一件好事。
綜高103
王昱茜))
103 王昱茜

家庭是人們最早接觸教育的地方，
也是我們生活最早的地方，因此
「家庭的本質」非常重要，這關係
到人是否健康，如果在不美滿的家
庭出生，就很可能心理會有缺陷，
反之則無此現象，希 望在未來每
個人都能擁有一個幸福美滿舒適的
家。((綜高
家。
綜高102
施力瑄))
102 施力瑄

一、參選選手的動機？
葉彤：一開始抱著想玩玩的心態，到後來想努力證明自己，
想做出一個好成績。
立婕：我 對實作較有興趣，不適合讀書，升上高二面臨選
擇專題和造園，我二話不說的選擇造園，一次又一
次的練習發現每一次做完都會被自己的成品驚艷，
強烈的成就感，讓自己很快樂！
二、性別侷限 心理克服
葉彤：開始在做造園一定會比較吃力，木材和石材都很重，
但後來滿習慣那些重量，男女差異好像也變的還好，
比較需要克服的是，要如何做的跟別人一樣好，甚
至更好，雖然每次練習得到的分數都是最低的，也
常常被問說為什麼又拿最低分，除了克服缺點外，
也要面對挫敗的心理壓力。
立婕：通 常造園比賽都以男性為主，身為女性的我，我覺
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體力，所以我多運動提升自己
肌耐力，向體育老師詢問增加大腿肌、背肌及腰部、

手部肌肉等，即使練的看起來比較「壯」，但我不
在意他人的看法，因為增加自己的體力也是在靠近
成功的一步；大家都覺得女生應該要打扮的漂亮乾
淨，每次做完造園全身髒兮兮，襪子從白色變咖啡
色，像是泡在咖啡裡的衛生紙，但這一切辛苦，獲
得的成果卻讓我開心無比。
三、用 一句話鼓勵學弟妹，即使環境不見得對他 / 她的性別有
利，但可以怎樣努力 ?
葉彤：想做就放手去做，要
盡力做到最好，試試
看也好，總比那些不
爭取的人強！
立婕：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不用在乎他人的看
法，因為你過得很快
樂！快樂是自己做出
來的！
由左至右為 鄭立婕、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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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學期的美術課程，本校美術教師 - 王瀚賢老師都會運用性別平等的概念融入作品中，讓學生能夠發揮創意，
也讓性別概念落實在自己作品與心中，部分優良作品刊載如下。
輔導室 洪嘉欣老師 整理

中華民國110年06月08日 星期二
109 年 9 月 25 日及 12 月 25 日班會課由各班導師帶領同學進行家庭教育宣導課程，一次閱讀「校長爸爸給水電學徒
兒子的一封信 ~ 有理想的孩子不會迷路」短文，以有理想的孩子不會迷路」、「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及「當我心情低落
時希望爸媽告訴我的話語和行動」等議題進行討論，也是學校日親職教育文摘以嘗試開啟親子共讀。另一次閱讀「請給
我一年時間證明，如果我變壞了就回山上」短文加上「心肝寶貝」及「讓生命圓滿」影片檔進行，以「健康家庭經營」、
「孩子是父母的心肝寶貝」、「讓生命圓滿」及「聖誕祝福」等議題進行討論活動。輔導室針對學習單撰寫優良同學給
予敘獎鼓勵，在此摘錄部份學生撰寫的內容與同學分享！
實習老師 黃筱婷、輔導室蘇宗莉老師 整理

家庭教育課程宣導活動—文摘閱讀與討論

「校長爸爸給水電學徒兒子的一封信 ~ 有理想的孩子不會迷路」
創 作 者：園一仁
者：園一仁 鄭可昕
創作概念：傳統以粉色代表女性，藍
傳統以粉色代表女性，藍
色代表男性，特意將顏色塗反，象徵
要突破性別刻板印象，男性標誌附近
的娃娃和女性標誌旁的車子，與天使
翅膀和顏色代表著男女中立且平等。

創 作 者：加一智
者：加一智 曾奕潔
創作概念：
人人皆平等，不管男女
都一樣，都要尊重，不可有性別刻
板印象，兩性應享有平等的公民權
利，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家庭中
應受到平等對待。

創 作 者：園一智
者：園一智 陳思昀
創作概念：現在是個有愛的社會，
現在是個有愛的社會，
也是男女平等的社會，不能存在著
性別刻板印象，每個職業都是平等
的，用友善、包容、尊重的心去看
待，世界才會更美好。

創 作 者：化一仁
者：化一仁 黃韻真
創作概念：在這開放的時代，對同
性戀的態度已開放許多，但仍有許
多異樣眼光看待他們，在校園中仍
有性霸凌，我想說「你們都沒有
錯，不管你是什麼性別，你是什麼
性向，做你自己就好，做你喜歡的
你。」

創 作 者：化一智
者：化一智 陳奕安
創作概念：身體是自己的，不是給
身體是自己的，不是給
其他人隨便碰觸，當自己不舒服
時，就要勇敢說不，明確地向他人
表達內心想法，不要忍氣吞聲。

創 作 者：電一智
者：電一智 溫羽崴
創作概念：在全球中，有許多人都
會被性騷擾，不管是男生還是女
生，這是一個需要被正視的問題，
很多人都只會去討論事件發生之後
的法律問題，而不是去思考如何防
止性騷擾發生，這張圖是為了防止
更多性騷擾的發生而作。

創 作 者：加一仁
者：加一仁 周湘庭
創作概念：性別平等，男女都一樣，
性別平等，男女都一樣，
是等值的，氣球代表性別，兩顆氣球
分別代表男、女，汽球飛的一樣高，
象徵男女平等，無高低之分，無貴賤
之分。

創 作 者：汽一智
者：汽一智 陳彥樺
創作概念：這個世界上不管男生、女
這個世界上不管男生、女
生都是「人」，我們不 應 該 因 為
他們的性別而歧視，應
該要去支持與尊重他
人，希望大家可以尊重
各行各業、各個性別
也可以得到尊重。

性 別與生涯

滿希望，也希望他們可以抱抱我，拍著我的背，給予我溫暖和
關愛，每個人都會有低潮的時候，一定要尋求
幫助和鼓勵，才不會越來越低迷 !
（加一仁 阮彥程）
我低落時會向父母傾訴，希望他
們說：「沒關係，不管要做什麼我都
支持你」，他們做到了且會依據現實
考量我的問題，分析好處和壞處，但
尊重我的選擇，十分感謝父母一直給
予支持。（綜高 204 邱佳恩）

三、這 篇文章亦是本學年度學校日親職教育文章，爸爸媽媽可
能也看過，如果你願意，也可回家與爸爸媽媽討論文章中
阿亮校長父子互動讓自己感動的部分，並將討論的心得寫
下來喔！？
二、家 ～是最溫暖的避風港；當我心情低落時，是否會向爸媽
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路，也許選擇的路沒有風光明
傾訴？請寫下當我心情低落時希望爸媽告訴我的話語和行
媚，一路上還可能面對滿佈荊棘，但沒嚐過苦又如何知道
動。
果實是甜的，希望每個人在選擇時，都有個會傾聽和給予
爸媽邊鼓勵我、邊建議我該
意見的父母，而不是只有一昧的否定。（園一仁 鄭可昕）
從何處開始努力，在當下雖然無
人生路上只要不忘記該走的方向就已經成功一半了，
法一次解決我的疑問，但最令我
另一半是要靠自己的實力鋪出未來的，努力後必能爬過高
感動的則是「家，是你永遠的依
山、跳過低谷，增長的不只是人生的歷練，也是人生的自
靠，有些疑惑、瓶頸是很正常的，
信，成為邁入下個階段的動力。（資二勇 柯棋升）
有問題我和你媽會在你身旁」這
父母也同意「有理想的人一定走在正軌上的」觀點，
段話。（汽一仁 楊鈞皓）
我心情低落時，希望爸媽和
無論課業表現優不優良，只要盡力、認真過就好。在其他方
我多說些鼓勵的話，讓我重新充
面嶄露頭角，築夢踏實，才是最重要的。（電三智 蘇伯特）

家庭教育課程宣導活動—文摘閱讀與討論

「請給我一年時間證明，如果我變壞了就回山上」

每學年生涯規劃課，皆設計主題性的融入課程「性別與生涯」，教師以講述、問題討論與分享等方式，
課程內容分為三大區塊，包含認識多元性別、性別與生涯的關聯性 ( 生涯選擇、情感交往 )、認識性別三法，確
切協助學生探索個人性別與生涯的發展，跳脫傳統性別角色的框架，增進學生具備正確的情感教育認知與態度，
並提升性別教育的法律知識，能學習了解自己，並且尊重他人。下列是課程的學習單，整理了部份同學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讓我們一起往下看吧。
＊上完此課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及你最大的感受或收穫？
每個人對「騷擾」的忍受程度不同，要有分寸注意自己的言行
舉止，課程讓我檢核自己做的事，並更正有可能騷擾別人的行
為。( 子一智 陳品翔 )
不能以他人的性別去評判他的個性，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個體，
也都有自己的性格。( 子一仁 何沐書 )
每個人不管是什麼性別都一樣是人類，不應該因為
一個人跟其他人不一樣，就對他有偏見。
( 化一仁 解景琮 )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不該以先入
為主的觀念來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
標準。( 電一智 江 成 )
性別刻板印象真的根深蒂固再我們的日常
生活、觀念中，我們應具備自省、接受新觀
念的能力，帶著客觀的眼光看待這件事，
不要隨意的評斷他人。( 園一智 何禹葳 )
不要因為外在的眼光而掩蓋了自我，要勇敢做自己，不
要害爬，不要因為自己跟別人的不同而放棄自己本身的
想法，每一個人都不同，都是特別的。( 園一智 許惟翔 )
透過這次課程，我明白「性別」不光侷限在生理，後天
想做什麼樣的自我，不用懼怕外在眼光。( 園一仁 林晋妤 )

一、現 階段的我如何做個負責任者，以讓父母相信我是有理想
的孩子？
應該努力為自己的未來打拼，不要讓父母擔心功課；
學業要自己讀，多多充實自己，有理想的話就要把握並朝
他前進。（電一仁 廖哲偉）
為未來擬定計劃，並努力去實現，讓父母看見我的努
力，找個時間跟父母表明自己的目標跟堅定的精神，讓父
母相信我是有理想的孩子。（化一智 陳奕安）
文中校長的兒子在「學習」一直是很主動的，我們也該
像他一樣自主學習，當一個負責任的人。（綜高 102 朱定中）
讓父母看到我學習上努力的成績和時間管理，使爸媽
了解我的學習態度及能力，可以對人生做規劃，爸媽就會
明白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讓他們知道我付出的樣子並相
信我是有理想的孩子。（園二仁 宋倫豪）

每個人都值得握自己想過的人生，而非被性別約束，做自己喜
歡的自己，即使不見得所有人都會喜歡
你，但最重要的是愛自己，自然也會有
人愛你！ ( 加一智 林宜昕 )
最大印象是葉永鋕玫瑰少年的故事，讓
我學會對弱勢的人要多關心，有時冷漠的
旁觀者也是一種霸凌。( 加一仁 劉濰誼 )
我感受最深的是要 -- 做自己，不要被別
人控制，沒有主見的自己就像玩偶一樣
置於別人手下，必須讓自己有主見、想法，才能當一個「人」。
( 汽一智 陳彥樺 )
不要因為一個人的外表與內在而去隨意批評，讓我學到如何發
現如何了解他人的不同，讓我可以交到更多不一樣的朋友。
( 汽一仁 陳韋勻 )
和別人不一樣又沒關係，要好好愛自己，不
要在意他人歧視的眼光，還是有很多人會一
直陪著你，肯定自己，遲早會被人肯定。
( 汽一仁 林俊丞 )
每個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權力，每個人就
是因不同才可貴，我們應該有善包容不同類
型的人。( 綜 103 王昱茜 )

孩子成長階段給予正確的價值觀，讓他不造成社會負
一、每 個家庭可能會面對不同的故事和親子互動產生的壓力，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心肝寶貝，請在心裡回
擔，定可以省去許多社會資源和成本。有好的能力，不論
顧成長過程裡對自己家庭較不滿意的部分 ( 可以不用分享
在工作還是解決問題上都會有好的品
給全班同學知道 )，未來當自己成為父母時，也需經營一個
質，進而在生活上、家庭中，都能有
家庭，健康家庭的六個特質從最在乎開始，我的排序是什
更佳表現，也更能照顧家人。
麼？為什麼？我希望如何跟我的子女相處？
（化二智 謝梓若）
良好溝通 ~ 不僅增加家人感情，也能更了解彼此，不
爸爸曾跟我說「人的眼光要看遠
讓間隙產生 (2) 相聚 ~ 家人團聚很難得，尤其長大後，是
一點，與其現在打工賺那一點錢，不
很珍貴的時光 (3) 許諾 ~ 答應的事就該做到，讓彼此有信
如把時間、精力投資在讀書上。書讀
任的基礎 (4) 讚美 ~ 不管成功或失敗，都該不吝嗇地給予
的好、上了好學校，以後出社會找工
讚美，才有勇氣不斷地去嘗試。因為就算失敗，還有家人
作才不會那麼辛苦」，我滿喜歡機械科的，出社會後也打
的支持，就會有動力繼續努力 (5) 應付危機與壓力能力 ~
算往這方面發展，把時間跟精力都投注在機械，未來找到
要學會自己獨力面對危機與壓力 (6) 精神上的福祉 ~ 精神
好的工作，一定會賺的比現在打工還多。（機三仁 呂承鴻）
支柱是股支持自己的力量與動力。（加二智 林珊亦）
三、承 上一和二的討論內容，現階段的你可以如何做，以增加
從小爸爸總是一直叫我讀書，因為他不希望我跟他一
自己的能力，成為將來能照顧家人或經營健康家庭的人。
樣不唸書只能當黑手、用勞力工作。排序是良好溝通 → 精
多透過比賽或實作來累積經驗，經驗越豐富，能力也
神上的福祉 → 默契 → 許諾 → 讚美 → 相聚。溝通很重要
會越加成長，增廣自己的見識，將來遇到多大的困難，都
故為首選；精神福祉是希望家人能理解，並支持我的抉擇；
能迎刃而解，而且還能照顧家人，經營健康家庭。
相聚放最後是因為人人都有事要忙，只要累了、倦了，知
（資一勇 吳宗祐）
道有人在背後支持足矣！（資三智 何建民）
可以多跟家人交流，學習家庭中會遇到的問題，並了
二、針 對「救一個孩子，可以省去未來更多社會成本」、「讓
解家人間產生衝突的原因，再試著尋找解決的辦法，以後
自己擁有更強的能力，將來才可以真的照顧家人」提出你
遇到才不會不知所措，還能減少與家人發生口角的機
的看法？
會。（子二仁 劉諺誠）
若現在在教育上好好培養孩子，未來他
21 世紀面對未來的四種能力分別是『思考』、『創
們才不會走上不歸路。因此在學期間去打工
造』、
『溝通』和『合作』。有了這四種能力，做任何事時，
賺取短暫而無法長久的金錢，不如讓自己擁
想法就會不一樣，也更容易去完成一件事。只要做得好，
有更多的能力，將來才可以真的照顧家人。
就能有多的時間及心力去照顧家庭。（電三仁 陳雅筠）
（機一仁 楊詠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