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110-呂婉臻 

生命的樂章 

    上帝是一位公平人，祂在我們出生時就給章與眾不同，它是一片空白，需要

人們將酸甜苦辣的事蹟，記錄下來，組成一首史上唯一的樂章。 

    生命就像一趟旅行，在行走中，我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在旅途

中，有時會看到徐徐微風吹拂著生意盎然的大地，有時會看到風狂風暴雨侵蝕著

陡峭的崖壁，真是天壤之別；會遇到和藹可親的人們，會遇到凶神惡煞的匪徒，

令人心驚膽戰；會品嘗到山珍海味，有著充滿異國風情的本土料理，也有著甜而

不膩的甜點，冰火五重天雙重快感，生命正也不是如此嗎？ 

    生命當中，有時登上高峰，有時跌落谷底，那我會以什麼心情去面對呢？如

果只享受成功的感覺，不去體會失敗的滋味，那久了只會驕傲而不願面對失敗，

但是從失敗的經驗中可以體會到，失敗是一種零負擔的調味料，添加在一盤平淡

無味的料理中，卻可以創造出意想不到的口感。 

    想要使自己的生命比別人獨出心裁，先從改變自我開始，把缺點轉變成優

點，發揮自我所長，利用優勢，參加比賽，並且不輕易放棄，這是上帝給予的考

驗，無論過程極為艱辛，也要有著毅力與韌性，通過了考驗，成功的果實就唾手

可得了。不但有了難以用金錢購買的經驗，也為空白的生之歌，添加了許許多多

可愛的音符，使得歌曲更加美麗動人。 

    如果把生命的樂章填詞完畢，需要有一位熱血沸騰的演奏者來演奏，唯有自

己，才能將這首多采多姿的樂章，表演得淋漓盡致，讓來自四面八方的聽眾拍案

叫絕，而自己充滿成就感，為這一首絕無僅有的樂章，奏上一曲華麗又永恆不朽

的歌曲。



第二名      103-劉逸文 

活出生命色彩 
 
 
生命是一片海岸 

有時是 沉靜的藍天與閃耀的陽光 

有時是 滔天的巨浪與怒吼的狂風 

但 

總會激起美麗的浪花 
 
 
生命是一幅畫布 

畫筆一揮  

有時是墨漬點點 

有時是五彩繽紛 

揮就的一生 

掌握在手指之間 

是亮點 

是灰滅 

是留白 

是絢麗 
 
人們總是說 

苦心人 

皇天總不負 
 
那生命淬煉的畫筆 或許 

輕如鴻毛 

重如千鈞鼎 

總是要拾起 
 
只因那無敵的 

不也是 青春 
 
 
 
 



第二名      214-陳品汝 

生命 

生命，生命，大家口中常提的「生命」究竟有多少人真的一睹過它的樣貌呢？

我聽說，它是頑強的，卻又一次次的看到它的脆弱；我聽說，它是珍貴的，卻又

一次次的看到別人不珍惜它，甚至糟蹋它，生命，到底是什麼？ 

生命，到底是什麼？我一直在找尋它的答案，直到有一次，我在新聞中看到

了一則消息，在一場大地震中，無數人失去了他們的生命，但是接連不斷的壞消

息中，出現了一件感動了所有人的奇蹟——在搜救人員日夜不停的收尋下，在瓦

礫堆中聽到了幾近微弱的哭聲，一個嗷嗷待哺女嬰用盡她最後的力氣與外界求

援，這是多麼的震撼人心，原來這就是脆弱生命最頑強的那一面，生命的頑強在

於追求執著想要活下去的那股力量。 

生命對於我們只有一次，它雖然平常，但卻珍貴，我們怎能不好好的珍惜呢？

連從磚縫裡生長的一株小草，都知道生命的可貴，我們難道連一株小草也不如

嗎？有人說：生命就像回聲，你怎麼對它，它就怎麼回你。對生命，我們除了善

加對待外，還能怎麼做呢？俗話說得好——讓有限的生命活出無限的價值。 



第三名      106 張筱暄                  

我的奮鬥人生路 
     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我的家世背景就已注定，不管生活是酸、是甜、是苦，

還是辣，只要我還活在這個世上，什麼事情都無法打敗我；活著是一種幸福的滋味，

即使再艱苦，也是一種幸福的享受。 

     話說從頭： 哇一一哇一一哇一一破蛋日，我出生了!我一天一天的長大了，漸

漸的學會說話和走路了，這時是我吸收知識的時候......。我又長大了，我上學了，好

開心喔!上學不僅可以交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還可以增廣見聞，實在是一舉兩得、一

箭雙鵰啊!大約在我小學三年級時，我的苦難奮鬥人生在無預警中來臨。家中經濟狀

況原本尚可；可是媽媽因為在工作時不慎扭傷了腰、身子漸漸不好，之後就沒有去

上班，家裡只剩爸爸在工作。我們家的經濟來源只剩爸爸的收入了!每個月的薪水都

要拿來繳水費、電費，還有什麼稅、什麼稅的......這樣一個月的薪水根本就不夠繳啊!

因此還要跟叔叔和姑姑借錢，我們這個家目前也還要繳貸款，爸爸、媽媽又怕我和

弟弟沒得吃，所以每個月都會留兩、三千塊下來，當作我們全家的生活費，重點是

──這些錢肯定不夠呀!所以我們能省則省囉!我，相信老天有眼、天無絕人之路!只

要我秉持永不放棄的精神!相信關關難過，關關過!我一定能熬過的! 

     自從踏上我奮鬥人生起點的第一步時，我告訴我自己:「我要省錢!我要幫忙賺

錢!」我不斷的這樣告訴自己，為的就是想要讓爸爸、媽媽和弟弟過的比我更好、吃

得比我更飽，他們是我生命的全部，我不能沒有他們。但是我如果沒吃飯的話，我

又會被罵，而且還會讓他們擔心，讓家人擔心很不孝順，所以我一定要假裝我吃得

很飽、生活過得很滿足。好幾次......生活苦得讓我印象好深!好深!頭一件事是:在某一

天的晚上，弟弟肚子餓了，家裡也沒有什麼可以吃了，我就看一下錢包裡還有沒有

錢，結果，只剩下兩百多塊了!我心想:「那明天怎麼辦!」不管了，不能讓弟弟餓肚



子，只能先用這些錢買東西給他吃，之後的再想辦法了，不過幸運的是──爸爸有

個莫逆之交，先跟他借個幾千塊來過這個月好了，爸爸一開口，他二話不說!直接去

拿錢先借爸爸。肯定是爸爸上輩子燒來的好香，我們都很感謝爸爸的朋友。第二件

事是:一件讓媽媽覺得很感動又傷感的事，我很喜歡運動，我國小時幾乎每天寫完功

課都會去學校打球，然後我又有參加田徑隊，所以我的布鞋底部很快就會磨平，因

為這樣，媽媽怕我鞋底磨平運動時會危險，就問我說:「你要不要換一雙布鞋啊?」

我堅持說:「不要!」最後媽媽還是偷偷地買了新鞋給我!我又生氣又感謝，媽媽很感

動我能這麼省，說我省得太過火了!爸媽總是不畏艱辛的讓我不受到任何的傷害，他

們真得很偉大，我一定會奮發努力向上，將來好好地回報爸媽! 

    我們家傷感但感人的故事當然不只這樣囉!不管給我多少時間，我都說不完!我

真的太愛我的家人了!爸媽他們總是對我無怨無悔的付出，目的很簡單，就是要讓我

過得比他們更好，吃得比他們更飽，穿得比他們還要暖和，人家說:「天下父母心」

我始終知道，爸媽給我的愛，永遠都在!我永遠都會記得──要孝順父母、不要讓父

母擔心，還有~~記得感激。最後我想對爸媽說：「親愛的爸媽，謝謝您們這麼用心

地保護著我、照顧著我，我會永遠記得您們的好，謝謝您們!」我的人生…喔、我才

國一，說「人生」似乎老氣橫秋，但無論如何我的人生已有了目標，那就是──積

極奮發、 努力向上，讓自己有更大的能力來照顧我的家人、孝順爸爸和媽媽! 



第三名     122-陳蔚文 

生命的意義 

    生命是甚麼？生命是永恆的無價之寶，它象徵著無可取代的事物。生命對一些

人來說或許並不是十分特別的東西，或許僅僅只是老天爺送給他的精美的見面禮而

已，但是它對你我的影響，卻遠遠超乎你我的想像之中。 

    隨著明月高昇、夕陽西沉，時光不停的流逝，生命的意涵正一步一步的逐漸改

變，改變到底是好？還是壞？始終沒有人能知道正確的答案。生命-終究代表著什麼

意義？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對於生命兩字去進行字句的斟酌，而是要去好好發揮生命

的價值。 

    相信大家都還能對-只要我長大 的童謠朗朗上口，原因除了它的歌詞淺顯易懂

外，歌詞尚且隱含著人們對生命的希望與期許。在現今的世上並不是每件事都能讓

人稱心如意，所謂世上不如意事有十之八九，有人碰到不如意的事就心灰意冷，甚

至輕生躲避，要知道有時事情並不能就此解決，相反地，這或許又製造另一個更大

的苦痛-讓關心你的親朋好友更傷心，所以逃避、自殺、輕生都不是明智之舉。 

    生命真的無情嗎？生命真的可以延續嗎？每當人們遇到病魔纏身、健康欠佳時

都會思索這個問題，有的人甚至想放棄自己。要知道，看看許多雖然身心缺陷但仍

然力爭上游的楷模們，他們可曾會因身體的缺陷而自暴自棄，相反地，他們還比一

般人更知足的活著，更充滿勇氣的活著，他們在在都表現出生命的價值與生命的真

諦，相對地，我們要對我們幼稚的行為感到汗顏。 

    在這日新月異、科技創新的時代裡，也越來越重視生命的重要性，社會上慢慢

有尊重生命、體驗生命重要性的觀念，現今教育的普及，教導每個人都要有著尊重

生命的重要性的觀念，所以現在懂得感恩的觀點也逐漸融入你我的腦海中，這讓人

了解到每個人都有生存在這世界的權利，這種權力是不容剝奪的，所以充實每一天

是現今每個人的當務之急。 



佳作     102-陳俊維 

生命的樂章 

 
生命就像一張又一張的譜， 

 

人們在上面填滿了不同的音符， 

 

成了一首首悅耳動聽的樂章； 

生命就像一根支撐建築物的柱子， 

 

它像支撐房子一樣，支撐我們， 

 

讓我們盡情地發光發熱； 

生命也像一個傾國傾城的仙女， 

 

她揮動她的魔棒， 

 

幫助我們完成許多有意義的事； 

 

生命是燃起希望的火苗， 

 

它像畫布一般，人們在上面揮灑各種色彩， 

 

使生命五彩繽紛， 

 

讓人生有更多不同的顏色； 

 

生命像一位作曲家， 

 

它創造出一首又一首的生之歌， 

 

讓我們欣賞生命的喜悅。 



佳作     104-林韋璁 

 

我對生命教育的認知與觀點 ── 一個國中生的認識歷程 
 
  生命教育是很重要的環節，特別是正處於青春叛逆又懵懂無知的國中生。從小我就接觸

有關於生命教育的課程，而我的母親本身就是一位生命教育的志工。就讀國小時期，生命教

育的志工家長們會利用早自修的時間教導生命教育的課程，讓年幼的我們了解生命對於一個

人的重要性，以及生命所蘊含的道理，雖然我們小小的腦袋瓜有時聽不懂那些高而不可及的

未來世界，但總是很開心地沉浸在許多精彩的生命鬥士的故事裡，有時聽得入神，彷彿自己

正遭受那困厄的打擊，而身旁的志工家長們正是那解救我們的神力天使們。 

  生命教育有三個重點：分別是人與自己、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人與己的部分主要是認

是自己與發揮自己，認識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課題，每個人都必須認識自己，而發揮自己

則是發掘自己的特色、天賦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人與人的部分，是與別人相處要注

意的尊重以及待人處事的禮貌，課程中不斷強調與別人相處要常說：「請、謝謝、對不起」一

個小小的動作就能讓自己與他人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人與環境是要讓我們認識周遭的環境

和維護環境的重要性，倘若這世界沒有人願意或是能夠維護環境的話，我們所生長的故鄉，

甚至是全台灣、全世界，都會變成充滿髒亂的惡劣環境，那將是難以言喻的慘況，而這一切

卻又是我們在自食其果。 

  當我對生命教育有更多的認識之後，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兩個人物的故事。首先是ＮＢ

Ａ蘭球的傳奇人物──林書豪，我最佩服他的原因不是他的球技有多精湛，而是當他還是個

板凳球員時，仍舊堅持他的立場，伺機而待，不被動搖。而且即使他飽受批評時，他還是以

永不放棄的精神和堅定的宗教信仰，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他的生命價值觀告訴了所有的年

輕人，夢想要努力的堅持，但是如果有一天必須退場時，生命的底圖依舊是海闊天空。 

  另一個知名的生命教育人物──德雷莎修女，她一直是個生活困頓的人，可是她的臉上

永遠充滿了慈愛與堅毅不拔的神情，她從不因為自己的困頓而放棄任何可以幫助他人的機

會，她的雙手滿佈著皺紋，卻是一雙充滿力量的手，她幫助無數弱勢的人們，真是一個了不

起的大人物。 

  我還上過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教育課程，叫做「青春無悔」，這個課程是專為青少年安排的，

主要在教導正確的性觀念，不要因為錯誤的性行為而毀了自己與他人一生的大好前途，這對

現在的青少年來說是很迫切的事情，否則哪一天等你後悔了，才發覺自己鑄下大錯，而悔之

莫及。 

  在經歷這些課程之後，我更珍視自己的人生，也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活出自己的人生，彩

繪生命的舞台。 
 
 
 



佳作      106-楊佩璇                      

活出精彩的人生 

     人生就像是曲曲折折的山泉，斷了流，卻又滾滾而來。曾經有人跟我說過這麼

一句話──「人生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美麗耀眼，卻也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醜惡

可怕。」到現在我還記得非常清楚呢!或許，「人生」，對於老一輩的人是已知數，但

是對於青少年的我們卻還是未知數。我曾經看過一本書裡面說到「開放乃是雙向的

通道，花不開放，怎能散發芳香；山不開放，怎能採掘礦藏；人不開放，怎能照射

智慧的光芒。」這段話讓我看完這本書之後印象非常深刻，這段話雖然不起眼，但

卻一語驚醒夢中人。迷惑的我，似乎由昏暗的深淵中豁然開朗，向燦爛大道又邁進

一步。 

     努力學習能開拓我們的見聞，積極向上可引領我們走向穩健、踏實的人生。生

命的價值在於自己是否為生命奮鬥，所我們應建立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上帝牽著我

的手來到了這個世界上，讓我來到了一個充滿幸福和溫暖的家庭，雖然家中經濟沒

有很好，但是我已經很滿足了。我覺得每個人要珍惜眼前所擁有的，在時間的界點

上，分著過去、現今和未來。過去，是一種以泛黃的照片，只徒留下影像，或悲或

喜，都已是發生過的事，無從改變；而未來，如同未出世的嬰兒，我們無法預知他

是漂亮或醜陋、聰明或愚鈍，他是個未知數，任何答案都可能出現。過去和未來，

逝者已矣、來者未必可追，它們屬於虛幻，存在於偽的國度裡。現今則不然，他正

平鋪在我們眼前，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進一步去改變、去控制，他就如手中

的泥土，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狀，人類的力量浩瀚的宇宙中，是顯得如此地渺小，我

們沒有能力去改變過去的事，也無法預測未來將發生的事；但，造物主仍是仁慈的，

祂賜給了我們左右現今的權利，使我們能夠將眼前的事物調整到自己滿意的地步，

因為眼前的一定是真實的，它有它的條理、規則，它也有它的彈性，不似過去的事



物永遠固定，也不似未來的世界那般千變萬化。所以，把握眼前，才有機會。能惜

福的人就能行善，能行善的人必能時時快樂，這就是幸福的人生吧!我很喜歡幫助別

人，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算一天只捐一元，但是只要到了第

一百天就有一百元了、到了第五百天就有五百元了，長時間的日積月累就可以幫助

許多人，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們應該以開放的態度，開闊的視野放眼天下，那些揚名世界的名人，往往歷

經驚濤駭浪並撐過人生低潮。人不可能沒有犯過錯，不可能沒有失敗過，若是沒有

失敗過，那就不叫人生了，因此人生有些痛苦是要受的，有些代價是要付的，有些

過失是要犯的。重點是──只犯一次，不犯第二次。人生是由自己決定的，所以年

輕時不要害怕，年老時不要後悔，這是經驗的提煉。樂觀進取，奮發向上，不外乎

就是「奮鬥人生」的終極目標。在人生的旅途上，難免會有一些坎坷崎嶇，跌倒了，

不畏苦痛的爬起來；流血了，不畏懼怕的站起來。克服一切險難，消除一切阻攔，

勝利的大道正等待你來開拓。人生雖只有幾十年寒暑，但他決不是夢一般的虛幻，

而是有著無窮可歌可泣可頌的深長意義。 

     「人生」這個字眼在我心中，已不再是個問號。假設有人問我「人生」是什麼？

我會告訴他：「人生就像是一場戲劇，社會好比舞臺；今日有我演出，要使掌聲如雷！

你說是嗎？」。 

   



佳作      114-郭翊嫺 

感恩的人生 

 

  也許世界上有人覺得枯燥乏味，但換個角度想，如果用一顆感恩的心活在這

世界上，說不定這個世界不但和樂，自己的心情也會輕鬆愉快，這個世界很大，

雖然不知道該去感謝誰，但是我們至少知道我們是用一顆感恩的心活在世界上。          

  俗話說：「施比受更有福！」我們就更應該為這個世界上付出，回報你的將

會是一個多彩多姿的幸福人生，雖然說，世界上遇到的事情坎坎坷坷，但是那也

都是上天給我們的考驗。其實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付出，幫助我們，只

是我們都不知道而已…… 

  感謝身邊的家人，在我難過和快樂的時候，陪伴我，與我一起度過未來的美

一天；感謝身邊的朋友，在我有困難的時候幫助我，在我最無助的時候陪伴我；

感謝老師，是他們給予我們知識，讓我們對學習有熱忱，也會在我們考雜的時候

鼓勵我們，讓我們重新振作起來！我們永遠感謝您！ 

  感恩生育你的人，因為他們使你體驗世界上的種種事情；感恩撫養你的人，

因為他們使你不斷成長，學到了懷抱一顆感恩的心；感恩幫助你的人，因為他們

使你度過了所有難關；感恩教育你的人，因為他們把它們知道的所有英雄事蹟，

和所有的知識都傳授了給我們，讓我們學到很多。 

  「有慈悲的人，就會有柔和的風度；慈悲柔和可以化解人的煩惱。」懷抱一

顆感恩的心和我們的世界上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感恩當成家常便

飯，這樣我們的世界就會非常的和樂融融！ 

 



佳作      120-葉儀萱 

《生命的樂章》 

   人生，就像一齣現場直播的戲劇，而你就是主角，這齣戲無法事前排練，NG

了也不能喊卡，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專屬舞台，是要在這人生舞

台上演出一部精彩絕倫的片子，又或者放任自己的舞台逐漸腐朽，從此過著渾渾

噩噩的生活，要怎麼選擇，實是見仁見智。  

 

 『生命』，每一個人對這兩個詞的看法都不盡相同，他們利用生命來完成的事情

也都因人而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兩個字真正的涵義遠遠的超出我們的想

像，更是讓我們的生活變得五彩繽紛！ 

 

  在現今的社會，大多數的人們都籠罩在充滿壓力與疲憊的氛圍裡，將心靈囚禁

在灰暗的城市中，不斷地壓迫自己，而逐漸失去對生命的熱忱，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當察覺時，生命已過了大半，被浪費的時間永遠贖不回，無論再怎麼後悔，

也來不及了。然而，有人卻在這種環境中突破逆境，活出最精彩的人生，你可能

很難想像，那位永不放棄的勇士居然是位殘障人士！沒錯！他就是家喻戶曉的殘

疾演說家──力克．胡哲，在成名之前，力克背後其實有段坎坷的故事，因為患

上極為罕見的先天性疾病，他一出生就沒有雙臂，僅存留下一隻只有兩隻指頭的

小腳，這使得力克在童年時還得承受他人的嘲諷，雖然他無法和別人擁抱，無法

自由的奔跑，但是，一向樂觀又幽默的力克卻用驚人的毅力一路苦撐過來，將這

些問題當成上帝給自己的考驗與磨練，到最後，力克不僅學會了衝浪和踢足球等

高難度技巧，還組織了自己的家庭，展現出最燦爛的奮鬥故事，如今，力克仍然

正在持續的努力和進步，並以自身的故事為例，繼續鼓勵著更多人，成為令人敬

佩的生命鬥士。  

 

 其實，我們都擁有比力克好的條件，但是有些人卻選擇消極面對人生，以負面

的角度看整個世界，到後來終究承受不了，用自殺結束一切，社會上愈來愈多這

種案例，他們的作法不單單令人感到遺憾，也讓自己的人生以這種不負責任的方

式凋零殆盡，反過來看，世界上，有多少人渴望自己的生命能夠再長一些？那些

身罹重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向上蒼不停的祈禱，祈求祂晚點帶自己離開，只為了再

多看這美麗的世界一眼？生命是非常可貴的，不是用來發洩情緒的工具，更不是

想丟就丟的奢侈品！若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生命帶給我們的喜悅，說不定社會上四

處瀰漫的暴戾之氣也能夠煙消雲散了。在人生的舞台上，想要盡情的演奏生命的

樂章，必須要有各式各樣跳躍的音符才算悅耳動人，而那些音符正是你所努力過

的證明，就是你發自內心的聲音，當演奏完畢後，觀眾給予的掌聲如雷，舞台的

帷幕落下，你這多彩多姿的人生才能畫下一個漂漂亮亮的句點。 

 



佳作      205-張糸君苓 

題目：生命的無常 

 

道別，原來無法彩排 

誰也躲不過黑白無常的追索 

在前往黃泉道路的路途上 

那似狼哀嚎般的風聲，天空烏雲四處瀰漫 

還有那正在咆哮的暴雨， 

它們也是共犯，是間接奪走人命的兇手 

空氣中是誰的淚水．落入家人的臂膀 

這個冬天裡 

我經歷了一場難以言喻的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