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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母語教學

校園報馬仔
一、學務宣導
●
4/3(一)、4/4(二)清明連假。
●
4/8(六)親職教育日園遊會，當日 13:20 放學。4/14(五)
補假一天。
二、教務宣導
●
4/5(三)五六節舉辦八年級大英活動。
●
4/6(四)~4/12(三)於綜合大樓一樓舉辦書展週，歡迎同
學踴躍參與。
●
4/12(三)五六節舉辦「與作家有約」演講(八年級)。
●
積分採計截止日期為 106 年 5 月 11 日，請同學及時
完成志工服務、改過銷過或累積記功嘉獎。
●
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 106 年度助學金申請、
嚴道博
士公益獎助學金、桃客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獎學金，
有意願申請者，請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申請表。
三、輔導宣導
●
4/8(六)親職教育日當天，輔導室舉辦國際日，認識新
住民文化、校內高中職博覽會、志願選填講座等，請
同學邀請家長踴躍參加。
●
4/7(五)18:30~21:30 舉辦親職講座：釋懷，是最好的陪
伴(講師：宋慧勤)。
四、總務宣導
●
若遇當日風勢甚大，請務必將教室門關好，避免因風
吹而撞壞，或因撞擊聲響而干擾課堂安寧。

品德小故事

【投稿須知】

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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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s) kor.
國語
說明

徵稿專欄：
1.老師我愛您
2.夢想起飛—我理想的職業類
型
★只要提起筆，寫出自己對未
來職業的想法，或是介紹有特
色的老師，讓你的作品躍上版
面，佳文共賞！
★竭誠歡迎同學投稿，字數
約 300 字，凡獲刊登者可記嘉
獎壹次。來稿請將紙本或電子
檔寄到以下信箱:
ta12@dsjhs.tyc.edu.tw

比喻反覆挑選又優柔寡斷，反錯失良機。

少年法律 Q&A

轉貼不實謠言

難逃法網

佳鴻只要一放假，就整天待在家裡滑手機，跟好友透過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談
天說笑，分享網路上的有趣資訊。

國王的繼承人

很久很久以前，歐洲有個賢明的國王，把國家治理得很
好，人民都過著富足的生活。隨著國王年紀漸長，他需要找一
個人繼承王位。思考許久後，他決定從全國的孩子中，尋找一
個優秀的繼承人。他把所有孩子都召集到廣場，發給每人一粒
種子，然後大聲宣布：「誰能用這粒種子種出最美麗的花朵，
就能成為我的繼承人。」
有些孩子回到家後，便鄙夷的把種子丟在一邊，有的則把
種子拿給自家園丁，請他們幫忙來種。當然，也有認真、勤勞
的孩子，親手細心栽種。可是一個多月後，花盆裡卻沒有任何
動靜，許多人因此悄悄換了種子。
很快的，國王指定賞花的時間到了。一位孩子毛遂自薦：
「偉大的國王，我種的花比別人的都美，請選我做國王吧。」
國王面無表情，安靜的走過去。
另一個孩子老王賣瓜：「尊敬的國王，我的鮮花可是世間
稀有品種啊。」國王依然沒有停留，不發一語的經過。
突然，他眼前出現了一個空花盆，還有一個忐忑不安的孩
子。國王停下腳步，臉上露出了欣喜的微笑。
他問這個孩子：「你怎麼捧了一個空花盆呢？」孩子沮喪
的小聲回答：「我很勤勞的栽培，但都沒有發芽。我想可能是
我太笨了吧。」
國王微微一笑，然後對著全國子民說：「我找到繼承人
了，就是這個男孩！雖然他的花盆是空的，但他的心卻是最美
的。他種出了世間最美麗的花朵，在如此巨大的誘惑下，依然
可以保持一個人最重要的品格──誠實！他是當之無愧的王位
繼承人。」原來，國王分發給孩子們的種子，都是不可能發芽
的煮熟種子。
一個真正有品格的人，無論面對何種誘惑，都能秉持誠實
至上的原則。

母語

某天，佳鴻看到通訊軟體傳來一則訊息為：「甲牌牛奶負責人貪便宜，省略牛
奶消毒流程，開瓶赫見大蟲，大家勿買！」並附上幾張真假難辨的照片。佳鴻看
完後，想也沒想，就隨手轉發給通訊錄中的所有親友。
不久後，佳鴻收到朋友乙的訊息：「怎麼會這樣？我昨天還去超市買甲牌牛奶
來喝，今天看到你的訊息，嚇得馬上倒掉！」
朋友丙回：「我還以為甲牌的公司大，衛生一定好，沒想到會這樣，一起拒買
吧！」
不久後，警察循線找上佳鴻。因甲牌牛奶的負責人認為網
路訊息不但誹謗個人名譽，更影響商譽，凡是查到者，一律
提告。
Q ：本案例中的佳鴻只是轉貼，也成立犯罪嗎？
［有法可循］
由於訊息以圖文形式在網路上散布，內容不但誹謗個人名譽，更影響商譽，已
觸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加重誹謗罪，最高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誹謗他人名譽，依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二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
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
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
下罰金。」
佳鴻也許會抗辯：「我只是隨手轉發，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也沒有惡意。」
但既然真假不清楚，就不應該轉發；親友看到後，的確也因而誤信甲牌公司產品
有問題。也許有人會問：「可是網路上流言很多，為什麼不一定被追究？」因誹
謗罪屬告訴乃論之罪，若無人提告或被害人懶得追究，警察自然不會主動偵辦。
［你該知道］

文／李嘉文（宜蘭縣頭城家商輔導主任）

打開社群軟體，偶爾會看到親朋好友轉發的訊息，從「商品買一送一」到「食
品可能致癌」，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些訊息無傷大雅，有些訊息不僅不實，
也引起人們的恐懼，實在要不得！
為了減低謠言造成的傷害，當你收到各類訊息後，如果不確定是否為事實，請
先不要轉發，讓這則訊息「到你為止」。其次，若是有關食品、藥品、醫療器材
等謠言，衛福部食藥署網站設有闢謠專區可以查詢。大家要學習當個聰明的網路
使用者！

資料來源：少年法律－國語日報社網站 http://www.mdnkids.com.t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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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內在的聲音 輔導室張曉雲老師

曾聽過一位朋友分享閱讀書籍中的一則小故事，聽了很想與同學們
分享。

地球防衛隊

小心登革熱！

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像這樣有點熱、又有點溼
的環境，正是蚊子最喜歡的生長環境，所以如果稍微

「有一位男士，他擁有七副面具，每天都輪流戴上其中一副。一

不注意，很容易就會成為登革熱流行的地區。

天，在他睡覺的時候，家裡遭小偷，隔天起來發現時，說也奇怪小偷

登革熱( 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登革病

甚麼都不偷，七副面具竟然不翼而飛。這個人急到哭了，他一面尋遍

毒並不會由人直接傳染給人，而是人在受到帶有登革病毒的病媒蚊（主要

大街小巷，到處詢問街坊鄰居，缺遭來最惡毒的回應與咒罵。他難過

是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叮咬後，經過約 3 至 8 天的潛伏期（最長可達

的不得了，一直沮喪地在路邊哭泣。

14 天）後，開始發病。患者在發病時期，血液中已存在登革病毒，此時如

一位女孩經過，問他怎麼這麼傷心，這位男士說著：『我的面具不

又被病媒蚊叮咬，此登革病毒在病媒蚊體內增殖 8 至 12 天後，不僅讓這

見了，我真實的面貌曝露在外面，我非常脆弱，很沒有安全感。』這

隻病媒蚊終身帶有傳播登革病毒的能力，而當牠再叮咬其他健康人時，另

位女孩說：『聽著，我打從出生就沒打算遮掩自己的臉』

一個健康的人也會受到登革熱的感染。

陽光照射在這女孩臉龐，沒有偽裝如此溫柔暖和，這時男士第一次感
受到一股暖流輕撫在全身流動」。

有些人感染登革熱時，症狀輕微，甚至不會出現生病症狀。而典型登革
熱的症狀則是會有突發性的高燒(≧ 38℃)，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

這故事某種程度在說，我們用了好幾年，長出很多因應外界評價而

節痛及出疹等現象；然而，若是先後感染不同型別之登革病毒，有更高機

生的面具，因為面具太多了，認不得真實的自己到底是甚麼樣子了。

率可能成為「登革出血熱」，登革熱出血熱除上述典型登革熱症狀外，另

因害怕這面具不見而升起脆弱與不安，就離真實的自己更遙遠，最後

會有明顯的出血傾向，如果沒有及時就醫或治療，死亡率可以高達 50%，

連聽自己的心聲都很困難。

所以民眾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德國有句俗諺：人無法跳過自己的

（一）一般民眾的居家預防：

影子。如果影子是有功能了，那正是

家中應該裝設紗窗、紗門；睡覺時最好掛蚊帳，避免蚊蟲叮咬清除不需要

一個人找回真實自己的絕佳入口。請

的容器，把不用的花瓶、容器等倒放。家中的陰暗處或是地下室，可噴灑

傾聽內在真正的聲音，把一個個遭遺

合格之衛生用藥，或使用捕蚊燈。家中的花瓶和盛水的容器必須每週清洗

棄和拒絕的自己迎回來。

一次，清洗時要記得刷洗內壁。放在戶外的廢棄輪胎、積水容器等物品馬
上清除，沒辦法處理的請清潔隊運走。平日至市場或公園等戶外環境，宜
著淡色長袖衣物，並在皮膚裸露處塗抹防蚊液(膏)。

老師我愛您之梁雅雯老師

817 陳岳宏

她是一個有著教師風範的人。烏溜溜的秀髮散在兩肩上；有著一

（二）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澈底落實「巡、倒、清、刷」：
「巡」─經常並且仔細巡檢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倒」─將積水倒掉，不要的器物予以分類或倒放。

對炯炯有神又明亮的眼睛；一看就知道她是一個有才華的人。她就

「清」─減少容器，留下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

是我們敬佩的班導師－梁雅雯老師。

「刷」─去除斑蚊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梁老師很愛我們班級，更愛我們這些台灣未來的棟樑。不說別
的，就拿她上課的時候吧！她不停的給我們講解我們不會的問題，

我思故我在~學生佳文欣賞

有一個同學不明白，她就會再講一遍，一直到全班同學都學會了，

意外的驚喜 907 張哲維

都明白了才行。夏天對梁老師來講是最勞累的，太陽曬著她，很難

人生無常，世事難料，眨眼間都會有你意料不到的事物，而這些「意

受，每說一個字都覺得嗓子裡乾乾的。可儘管這樣，她還是不管這

外」往往令人不是大喜即是大悲，或喜出望外，或悲傷欲絕，其實都不

些疲勞，為我們仔細的分析的每一個問題。我們看在眼裡，感激在

必太在意─那是老天爺的意思。

心裡，真想快點學會，才不辜負老師對我們的期望。
老師啊！我們是一群台灣未來的棟樑，而您是

颼颼的狂風挾著暴雨席捲整個台灣，恍如世界末日般的場景就在街頭
上演，那是個颱風天的夜晚。看著窗外，說不出的只有無奈，雖然今天

哺育我們的陽光和雨露。小小的種子長大後不會忘

是放了一天颱風假，那又如呢?瞬間我好像掉回了原始人般的世界─沒

記曾經關心過它的陽光、雨露，在最需要幫助的時

水、沒電、沒網路！該來的都來了，也沒有什麼好怨天尤人的。看著窗

候,謝謝您給予的溫暖，您的用心付出，會有很大的

外，只有「慘不忍睹」四個字可以形容，有些樹木甚至不禁狂風，連根

收穫；您的愛護，會讓我們經久不忘；您的一點一

拔起，無力的躺落在地，滿肚子除了無奈還是只有無奈，那時除了睡覺

滴，會讓我們明白您的用心良苦。

應該沒有更佳的選項了。
「啊！」一聲通天徹地的尖叫，從睡夢中喚起了我。我驚懼的四周查

夢想起飛~我的理想職業類型

919 邱顯聖

理想是人生導航的燈塔，指引我們前進的道路。每個人都有自己

看，頓時我心裡已轉了數百個念頭，房子倒了嗎?淹水了嗎? 世界真的末
日了嗎?只見媽媽撞開房門，臉上堆了微笑道：「明天『又』
放假啦！」我不可置信地看著她，過了半晌才回過神來：

的理想，每個人的理想也都不一樣，我的理想就是當一名教師。從

「妳說真的假的。」就這樣我們母子抱在了一起，就為了一

古到今，曾有多少動聽的詩篇讚美偉大的教師。教師是幸勤的，培

個再驚喜不過的禮物─颱風假。當然隔天的早上也已恢復電

育着絢爛的花朵；教師是偉大的，教育出一代又一代國家的棟樑。

力，外面的雨也小了點，真是天外飛來的一個「小確幸」。

有位老師說過：「我願用我博大的胸懷去愛每一個學生，願把我

生活其實充滿著驚喜，只是我們從沒細心去體會，受到意

聰明與才智無私的奉獻給每一個學生。」可想而知，當一名教師是

外的禮物是驚喜，鄰居向你問早是驚喜，突如其來的一天颱風假是驚

一件多麼光榮，多麼美好的事啊！有的孩子輟學在家，他們上不了

喜，只要生活多了些驚喜，其實你會發現，生活不是你想的那麼乏味。

學，沒有文化，長大吃的虧就比別人多，他們要付出別人兩倍的汗
水，難以在社會上立足。所以，我才想當老師。
從現在開始，我要好好學習，對待學習，認真努力，長大后實現
自己的願望。回報國家、回報老師，把我所學到的知識無私的傳授
給每一個學生。有了理想，我就像有了指南針，永遠不會偏航。

生活英語教學
Let me put my cards on the
table.
打開天窗說亮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