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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前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說：「一個國家的興
盛，不在於國庫的殷實、城堡的堅固、公共設施的華
美，而在於公民的文明素養，也就是人民所受的教育
、人民的遠見卓識和人民的品格高下。

❖ 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面向二十一世紀研討會
」中指出，道德、倫理、價值觀的挑戰，將是21世紀
人類面臨的首要挑戰。

❖ 1992年國際品格教育聯盟決議「品格的六大支柱」為
：尊重、責任、公平、值得信賴、關懷、公民責任。

❖一個人的品格，從他如何對待那些對他毫無幫助的人
，就可以看得出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樹木培其根、樹人培其心，根有多深，樹就有多高。(

根在底下，看不見，但卻是生命的源頭)



當學校處於一種不教育的狀態2017-06-22 聯合報聯合報社論

台師大教授葉欣誠在臉書披露兩幀照片，稱學
生在學院畢業撥穗典禮穿著拖鞋、帆船鞋和短
褲，他嘆：「學校不要求，教師不發言，學生
沒關係，就是一種教育的狀態。」圖／翻攝葉
欣誠臉書網頁

金門大學日前舉行畢業典禮，不少學生未
等典禮結束即紛紛離席，應邀致詞的李家
同教授對此極為不悅，當場批評學生對講
員太不尊重。數日後，台師大教授葉欣誠
在臉書貼出該校畢業撥穗典禮的照片，不
僅有學生穿著夾腳拖登場，連代表致詞的
博士生都露出半截小腿僅著帆船鞋上台。
葉欣誠感嘆，「學校不要求，教師不發言
，學生沒關係，就是一種教育的狀態。」
葉欣誠的「三不」感慨，點出了當今大學
自降身價的癥結所在。他所謂的「一種教
育狀態」，話說得含蓄，其實點出的就是
一種「不教育」的狀態，學校不敢對學生
作出要求，教師也跟著裝聾作啞。
拜民主之賜，大學生現在人人都能把「自
由」掛在嘴邊，也頗知如何叛逆和挑戰權
威。然而，公民社會的建構，除了自由與
平等，還有其他許多要素，諸如合作、包
容、守法、相互尊重等，並不是一句「自
由」即可涵括一切。
學校的教育角色日漸退縮，當然也與台灣
政治的干擾和不良示範有關。試想，當高
中生都可以制訂課綱，教師還有什麼權威
教導學生？



台北大學校慶開幕國旗遭搶升上彩虹旗
（中央社記者黃旭昇新北26日電）國立台北大學今天舉行校
慶運動會時，支持同志運動的學生，在2000多人注目下，突
然衝向升旗台高鳴瓦斯喇叭，以強勢搶下國旗換上彩虹旗表
達同運訴求。校方說，會調查後釐清。

國立台北大學專門委員董手山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今天
舉行70週年校慶，現場開幕儀式有學校運動員與校友貴賓大
約2000人到場，在運動員陸續進場完畢後，舉行唱國歌、升
旗儀式。

董手山表示，在播放國旗歌時，卻突然有混入運動員的10多
名學生，衝上升旗台將國旗、校旗、大會旗的6名旗手團團圍
住，並鳴放高分貝的瓦斯喇叭，干擾儀式進行，搶下3面旗幟
強迫卸下後，換上彩虹旗、三色旗、及一面寫有「北大翻牆
撐同志」文字的白旗。





111.03.31學生上課填寫之不文雅字詞



111.03.31學生上課填寫之不文雅字詞



網傳「法官核准」罵人價目表法界：正向態度看待 自由時報

2016/07/14 11:18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762346



〔記者謝介裕／南投報導〕哇！罵人被罰也有價目？網友最近
在網路瘋傳1份名為「台灣罵人價目表」的資料，並強調，價格
已經過法官核准，仔細一瞧原來是歷年來民眾以不雅字眼罵人
遭法官判決的案例，南投司法界表示，網友雖以戲謔方式呈現
，但卻具有鞭策、省思的意味，提醒司法人員謹慎辦案，不要
當烏龍法官惹民怨。

新聞常見辱罵判賠的案例，究竟罵什麼言詞、須付怎樣代價？
在網友整理的出「台灣罵人價目表」中，如單字「幹」，被法
官認定是台語慣用語，主觀上並無侮辱他人犯意，所以有人獲
判無罪也無須賠償。

如果是賤貨、敗類、婊子、下流等不雅言詞，被判有罪，也不
難理解，但如宮廷劇「後宮甄嬛傳」的台詞「賤人就是矯情」
，這句話算不算髒話？雖然見仁見智，但在台中地方法院審理
的1起旅遊糾紛中，被認定有辱罵之意，最後被告被依公然侮辱
罪判賠5萬元。

南投司法界說，對於這份網友整理出的資料，法界應以正向態
度看待，至少可避免同樣或類似案件，因不同法院、法官就有
不同判決，進而提高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心與信任。



國家他律型比率% 年齡 他律型比率% 自律型比率
%

青少年初期

以色列（鄉村） 12-14 50 50

以色列（城市） 12-14 62 38

美國（中產階級） 13-14 73 27

美國（藍領階級） 13-14 87 13

土耳其 12-15 89 11

台灣 12-14 90 10

青少年後期

以色列（農村土生土長） 18-22 5 95

以色列（城市出生，在農村受
教育）

18-22 19 81

美國（中產階級） 19-22 55 45

美國（藍領階級） 19-22 70 30

土耳其 18-21 78 22

台灣 18-23 82 18

美國、以色列、土耳其、台灣青少年道德發展他律、自律比較表

取材自「中學生倫理與法律認知態度對道德行為的影響─從家庭教育層面探討」一文



品質
過程

結果

品味
事理 求真
做人 求善
環境、生活 求美

品 德
利已：健全人格

利他：關懷他人、社會、週遭環境

三品人生

成效分析(成果

、效益、影響)

檢核指標 :學
生偏差行為及處分
降低、學校修繕費
減少、班級生活公
約具體且落實、管
教事件減少、榮譽
考試班級或學校增
加、親師生信賴度
及校園友善度愈來
愈高、學生主動學
習及關懷程度愈來
愈明顯等等。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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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善

好善行善

認知

情意行動



學校品德核心價值調查問卷結果

尊重生命

孝親尊長

負責盡責

誠實信用

自主自律

團隊合作

謙虛有禮

主動積極

關懷行善

賞識感恩

資料來源：教育部訓育委員會(2009)。98年
學校品德核心價值調查問卷調查結果報告。



品德多元創新教學6E

正向期許

體驗反思

環境形塑

勸勉激勵

啟發思辨

典範學習

品德6E

Example

Explanation

Exhortation
Environment 

Expectation

Experience 

資料來源：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傅木龍2009/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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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6E實例

典範學習(Example)：推動『品德
大使』選拔，讓品德優秀的學童
展現其品德影響力，勉勵其他學
童產生見賢思齊。有些學校每學
年定期舉辦孝悌楷模、美德大使
及模範生，以為學生之榜樣，激
發學生學習之動力。

啟發思辨(Explanation)：結
合班級早自習，讓學生讀出品
德社會新聞或品德文章，找出
討論的議題和內涵，進行反思
與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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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6E實例

勸勉激勵(Exhortation)：可
請學生上網查閱相關品德
事例或故事，共同分享心
得，激發善心與善行。

環境形塑(Environment)：
由校長或學生自治團帶領
師長建立師生共識，透過
宣導、研習、禮儀示範加
強效果，營造溫馨有禮的
學習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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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6E實例

體驗學習(Experience)：
推動服務學習，透過實作
體驗的教學安排，讓學生
在「做中學」的學習環境
中，強化學生多項核心競
爭能力。

自我期許(Expectation)：
鼓勵班級訂定生活與學習
公約，規劃學生品德認證
實踐指標，推動學生品德
認證制度，擬定具體行動
指標，並獎勵認證優良學
生。



給生命一個出口
(宋．張載〈西銘〉：「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



改變一生的三件事

說一鼓勵
的話

記錄一件
感恩的事

日行一善



每日三件事

日行一善 感恩的事 鼓勵的話
9/18

✓ 幫弟弟改作文 ✓ 有時間做想做的事 ✓ 弟弟只要你再多用心，
就會愈來愈進步喔!

9/19
✓ 教同學操作電腦程式 ✓ 能提早回家吃飯 ✓ 同學您上課少玩手機

就會更專心喔!

9/20
✓ 協助隔壁同學完成學

習單
✓ 上學時沒有下大雨 ✓ 同學只要您勇敢上臺，

就會愈來愈有信心喔!

9/21

✓ 撿起地上的衛生紙並
拿去丟垃圾桶

✓ 老師提早下課 ✓ 妹妹只要你多點耐心，
功課就會更快速完成
喔!

9/22
✓ 指引同學廁所的方向 ✓ 近視沒有加深 ✓ 媽媽您上班很辛苦，

下班還要煮晚餐給我
們吃，我們覺得好幸
福喔!



每年4億噸塑膠垃圾全球推減塑公約
2022-03-03 台灣醒報 / 記者呂翔禾╱台北報導聯合國 https://udn.com/news/story/6812/6138223?from=udn_ch2cate7225sub6812_pulldownmenu_v2

各國終於下定決心要面臨塑膠汙
染問題，打算在2024年制定減塑
公約。(維基百科）

2024年國際將有首個
管制塑膠汙染的條約誕
生！聯合國各會員2日終
於同意就減塑問題開始
協商，預計2024年可制
定《全球塑膠汙染公約
》，管制各國塑膠產業
發展與海洋排放。過去
針對人類排放物有《蒙
特婁公約》與《巴黎氣
候協議》等條約，但塑
膠因牽涉廣泛而一直很
難制定標準，但因海洋
嚴重塑膠危機已讓人不
得不面對塑膠汙染。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AF%E5%90%88%E5%9C%8B


海中5兆噸塑膠垃圾

不過減塑公約與其他環境公約面臨類似的問題
，就是富國如何協助窮國處理自己與飄到窮國
的塑膠垃圾。目前世界上有超過5兆噸的塑膠垃
圾在海洋流竄，每年人類會產生4億噸塑膠垃圾
，其中40%都只使用一次；每年則有800萬噸塑
膠垃圾流入海洋，但不是所有垃圾都能資源回
收。

海洋中的生物也容易受到塑膠汙染，汙染物在
食物鏈累積、沉澱後也會被人類吸收；還有研
究顯示，連外來種都會隨著海洋塑膠汙染跨境
遷徙，讓原不屬於當地的物種出現，使原有生
態出現生存危機，可見塑膠汙染的影響力。



檢
檢省吾身

(忠恕信實 )

簡
簡約生活

(含素抱樸 )

品德
涵養心性

撿
撿取渣滓

(淬心勵性 )

剪
剪除陋習

(歸善存良 )

減
減低慾望

(知足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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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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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大才

是上品

有德小才是中品

無德無才是下品 無德有才

是毒品

挪威則將個人能力界定如下公式

C能力 = ( K知識 + S技能 ) A 態度

「太強調能力，不強調品德，會製
造出很多沒有方向盤的汽車」

最近有兩位對年輕一代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偶像」，兩人都名利雙收，但卻顯出截然不同
的生命格調。臉書創辦人祖柏克，2013年捐出市價約300億台幣的股票給慈善機構；另一
個是年輕小歌手小賈斯汀，他則在成名後失控暴走，包括在澳洲黃金海岸的飯店噴漆、在
阿根廷演唱會上踐踏阿根廷國旗，以及吸毒、酗酒並酒後駕車。一連串脫序的行為讓全美
超過10萬人連署，希望取消他綠卡，把他趕出美國。

進入贏者
圈的三把
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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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贏者圈的三把鑰匙(一)顯赫的家世(二)出
身名校的高等學歷(三) 關鍵性的第三把金鑰

匙在你手上----態度
◼ 進入贏者圈的第三把金鑰匙

◼ 每個人都有缺陷，但天底下最要不得的缺陷是消極的
態度，有句話說：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太一樣，這期間
的些微差異純屬態度的問題，但態度積極或消極卻會
造成天壤之別的結果。

態度是什麼？



職能=知識+技能+態度

(1)知識–技能–態度三者的關係

‧態度決定人的成功與失敗
‧有敬業沒專業，學習可以改變一切
‧有專業沒敬業，看不到你的專業

態度

態度的角色

專業
知識

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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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決定高度

❖ 態度是學歷、經驗之外，人格特質的總和

❖ 態度比你的過去、教育、金錢、環境……
還來得重要態度比你的外表、天賦或技能
更重要

❖ 態度可以建立或毀滅一個人/一家公司/一
個國家80%CEO:不是靠特殊才能而是憑藉
態度達到目前的地位

《改變態度，改變人生》



八個習慣

主動積極

掌握方向

要務第一

相互了解

創造雙贏

集思廣益

精益求精

內在聲音

分享與付出

成功的八個習慣（個人）

（ Stephen R.Covey ）

行動與昇華

大我的成功



就會找到我們的答案。

人生

是一篇做不完的選擇題，

向前？向後？往左？往右？

如果我們已迷失了方向，

自當回頭看看心靈中的真、善、

美，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說，一切使人團結的是善與
美，一切使人分裂的是惡與醜。(價值與品德)





我們一起共勉
馬丁‧路德‧金說：「如果一個人是清潔工，那麼他就應該
像米開朗基羅繪畫、像貝多芬譜曲、像莎士比亞寫詩那
樣，以同樣的心情來清掃街道。他的工作如此出色，以
至於天上和地上的居民都會對他注目讚美：『瞧，這兒
有一位偉大的清潔工，他的活兒幹得真是無與倫比！』」

每個人都追求快樂，但都得不到快樂，達賴喇嘛說，
「不可能在超級市場買到快樂」，唯有以寬恕、尊重、
相互合作，才能解決衝突紛爭，得到和平與快樂。

德國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有句名言﹕“If I knew that 

tomorrow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I would plant an 

apple tree today!”意思是﹕“即使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我今天還是會把蘋果樹種下去”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7070609747##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7070609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