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史地系林子恒撰稿】正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在我們求學的階段，必定會遇到許多不同的老師，他們就好

像太陽般照耀著我們，而我們就像是種子，在太陽底下逐漸萌芽、成長和茁壯。

本學期學務處和青年社合作，舉辦心中太陽徵稿活動，讓各斑至少一位同學寫下自己求學階段印象深刻的老師，最後由學

務處選出其中十四位同學的文章，放進23和24期青年月刊中。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同學們的作品!

心中太陽徵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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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諮三 李哲誠】

還記得大一剛開學時，來到班上看到班上的

同學便有點嚇到，心想：哇！怎麼有那麼多的女

生，男生真是屈指可數啊。想去找班上的男生攀

談，但卻又不好意思，而且班上的男生看起來好像

有點冷漠，所以也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慢慢的和同

學變熟了，也發現其實大家都很好相處，班上的男

生大多住宿，平時下課沒事的時候就會到他們的房

間裡找他們，後來大家又都加入系上的籃球隊，感

情自然越來越好。

漸漸的自己也習慣了大學生活，才發現，原

來想要和班上的每一位同學都熟識是一件很不容

易的事，或者是說根本就不太可能。因為大學中每

個人的時間運用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選的課不

一樣，空堂時間又有自己的計劃，不像高中時大家

做什麼事都是在一起，所以和每個人都很熟。那時

候大一有校慶啦啦隊比賽，當然大家都是賣力的練

習，想要得到最好的成績。在練習的一個月之中，

自己和班上幾個女生相處得很愉快，發現談得很

來，所以也和她們成為了好朋友。

【英教四 楊絲涵】

每個人在他的人生必定會碰到許多老師。

從幼稚園到小學、中學、高中又或是大學研究

所，”老師”不可否認地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

色。對於我來說，許多老師比較像是人生中匆匆

離去的過客，對於姓名、輪廓似乎有印象，但並

不深刻。可是有些老師在我們心中的分量卻足以

影響未來的一生。很幸運地在我高中時期我遇到

了很好的班導，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解決我們的困

難，尤其當我們面臨高三時的徬徨無助，她從不

露出一絲不耐煩或負面的情緒。竭盡所能地幫助

如同在森林迷失方向的我們。最可貴的是老師秉

持著將心比心的原則去對待每一個人，我始終無

法忘懷她當時帶給我們的溫暖。

三人行，必有我師―同儕亦為師

自己擔任老師的經驗

大學的生活真的十分多采多姿，一下是社

團，一下又要和同學去逛街、去玩，一下又要打

工，雖然有點疲累，但是心中卻覺得很開心。而大

學因為非常自由，課外活動相當多，讓人一不小心

就忘了課業的重要。沒有以前老師在身邊的耳提面

命，自己便有些許荒廢了課業。

直到期末，大一上的成績出來了，看到成績

單，真是有點慘不忍睹阿！我才驚覺自己真的太

不用功了。到了開學後，某一次上課中聽到老師說

組讀書會的重要，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要來組，所以

在和幾個同學討論過後，便決定我們六七個人組一

個讀書會。我們決定固定時間一起讀書，互相討論

自己的疑惑，到了要考試時一起複習。而有些科目

內容很多，所以大家便分工合作，各自負責一些章

節，然後做重點整理，最後統整成一份再分給大

家。如果是自己單打獨鬥的話，很有可能會做不

完。當然，一開始的時候不是那麼順利，像是約好

了時間，卻總是有人會臨時有事、大家的意見不合

等等。但是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磨合，大家也越來越

有默契和向心力，讀書會也越來越順利。

在我進入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之後，我滿懷

著希望跟熱忱想成為跟高中班導一樣的老師。我

主動參加台北市立蓬萊國小的英語志工。他們目

前致力於英語情境教學的推動，外籍老師上課時

十分需要有人做翻譯的協助。毫不猶豫地，我決

定抓住這個機會來訓練自己。一開始，並不如我

想像中順利，學生們素質參差不齊卻在同一班上

課，我幾乎必須翻譯外籍老師所說的每ㄧ句話給

不懂的學生們。此外，管理秩序也是很棘手的工

作之ㄧ。幸好時間久了，跟外籍老師默契的培養

跟管理學生的方法我都能漸漸抓到訣竅。這是我

第一次接觸有關教學的經驗。

真正從”教學”中學到最多經驗是我的兼

職工作。我在英文補習班裡擔任助教的工作。工

作性質跟小朋友甚至是家長有更多的接觸。課堂

中，我必須隨時注意學生們是否了解外籍老師講

課的內容，並適時的做翻譯工作。跟英語志工不

同的是我必須做批改作業的工作。每次批改完我

會統整他們容易犯的錯誤並利用時間上台講解。

我仍然記得第一次站在台上教學的感覺，那真是

糟透了!想表達的很多，但也許是我太心急了，忽

略了學生學習的速度。看過我的教學後，補習班

的主任建議我可以多利用板書來做更清楚地文法

解析。上課時也不該一昧自顧自地講解，學生的

回饋也很重要。並且應該敏銳地觀察每位學生的

特性，選擇適合他們的方式跟他們溝通。畢竟”

除了讀書外，大家平常也會相互提醒有哪些

作業或報告要做、上課不要遲到、哪時候有什麼

事情，也會互相激勵，彷彿像是一家人一般，我們

這幾個朋友的感情也越來越好。除了在課業上，生

活中我們也會互相關心，像是有一次我們之中有一

個人失戀了，很長一陣子他變得非常消沉，常常不

來上課，我們也都很擔心他，常常鼓勵他，勸他想

開一點。後來我們想到學校的輔導室，就叫他去試

試看，雖然他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的走出來，但情況

是越來越好。我也有一次因為家裡的事情而心情低

落，而我的朋友們發現了我的異狀便馬上前來關

心，給我鼓勵和支持，讓我感到很溫暖，很感謝有

他們的陪伴！

在大學的求學過程中，我覺得找到自己的好

友是很重要的，因為朋友可以給你鼓勵、給你幫

助；和朋友一同哭泣、歡笑，一起成長，我想這是

很棒的。將來畢業了，我想我們一定會保持連絡，

繼續在彼此人生的旅途當中互相的支持與陪伴。

教學”應該是一種雙向的活動。至於以往常被我

忽視的”備課”更是教學裡十分重要的ㄧ環。如

今，我已經就職超過半年的時間，我很享受站在

台上跟學生互動的感覺。

我曾經跟別人討論過一位老師該有的特質

是什麼。答案很多，但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積

極正向的態度。必須要有一顆肯付出的心並且以

耐心去觀察不同特性的學生。曾經，我把教師視

為錢多事少的工作。但真正接觸以後，我發現一

名負責任的老師是必須全神貫注在自己的工作

裡。如果每個學生的心中有一片花園，裡頭開滿

各式各樣的花代表著他們經歷過的每件事，太陽

的溫暖照耀著花朵伴隨他們成長。老師就好比這

樣的角色，指引著、陪伴著、溫暖著我們。很幸

運地，在大學時期，我擁有許多擔任老師的機

會，從國小的英語志工、補習班老師、英語營老

師⋯⋯每一項對我都是無與倫比的經驗。我期望

著被我教過的每一位學生，在他們心中的那座花

圃曾經因為我的教導而感受到溫暖。那對於我來

說是無比的成就及榮耀。

【中語四 粘鈞婷】

我心中的許多太陽
師長在每個人的成長歷程中扮演的角色舉足

輕重，我就記得讀國小時因為吃飯速度太慢被老

師狠狠斥責，那時的羞愧和難過至今想起來仍相當

深刻；之後在求學過程中，喜愛課外閱讀的我在國

語科的表現比其他科目亮眼許多，承蒙許多老師的

鼓勵，參加了許多校內外的國語文競賽，有作文、

字音字形、朗讀、演說等等，現在回想起來，那時

的興趣因為有了師長的支持與鼓勵，經過練習慢慢

地變成了我的專長，進而影響我的志願選填，最後

選擇進入中文系就讀。這次投稿的主題是心中的太

陽，給我的感覺除了表達出師長對學生影響力之深

遠，猶如陽光無遠弗屆之外，還引申出陽光的特徵

─溫暖。

我在不同的生命階段都曾感受到不同的老師

所帶給我的溫暖，也許是鼓勵或嘉獎；也許是一句

關懷的話；也許是勉勵我精益求精的教誨......各不
相同的形式就像是不同時間出現的陽光，勉勵如早

晨陽光般溫柔，責罵如中午的陽光熱辣辣，但所有

的陽光背後都蘊含著師長們對學生的期望，比起天

上的太陽，我倒認為身邊隨手可得的蠟燭更適合用

來比喻他們「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

大學時代的新太陽
我的求學歷程跟老師的關係大都很好，尤其

是國中的班導師，我讀大學之後還是常常跟他連

絡，偶爾會去退休好幾年的老師家中找他泡茶聊聊

天，高中時的幾個老師至今也還有連絡，逢年過節

我總不忘傳個簡訊跟老師問好。

就讀大學後，教授各有所長，專業領域都不

同，每年的開課也不盡相同，五天的課會遇到五個以

上的老師，若將通識課程加入計算，每個學期大概會

遇到十個老師，不同的學期遇到不同的老師，有的課

修完大概就無緣再相逢，或許是講師，又或許明年不

開課了，大學的教授之於我就如同韓愈說的：「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幫助我在知識上精

大學教官―陳春梅教官

進許多，我的視野被打開，發掘許多以往不曾見過

或只耳聞過的事物，我很感謝這些老師在我學業上

的幫助，我的學識得以提升，生命因此更豐富。

而在學業之外，生活的部分，我開始在校內外

工讀，希望負擔自己在外地求學的開銷，也因此我

分配到軍訓室工讀，在那裡接觸到各科系的教官，

才認識了我在大學時代的新太陽─陳春梅教官。

校園人氣Queen
輔導教官早在高中時期便有接觸，除了上軍

訓課程，平日跟教官的相處其實不算多。升上大學

後，因為在外地求學的關係，在校住宿的我常找教

官詢問一些相關的事，接觸教官的機會變多了。等

到我進入軍訓室工讀之後，對教官的看法又改觀

了。除了宿舍管理之外，每個系所都各有輔導教官，

學生在課業之外的所有疑難雜症則是找各系教官處

理，這讓我很驚訝，畢竟一個科系少則兩三百人，多

則五六百人，等於是帶領一個超大型的班級，這麼多

的學生遇到的困難也都不一樣，責任實在重大。

當初讓我特別注意到春梅教官的一點是她負

責的業務是學生的服務學習課程，在課外時間從事

公益服務三十六個小時，因為是全校每個學生的必

修課程，我常看見來自不同科系的學生來詢問課程

的相關事宜，春梅教官總是笑臉盈盈地為大家解答

疑惑。近幾年來，由於臺北市政府接連取得國際賽

事的主辦權，從2009年的聽障奧運，到橫跨2010至
2011的國際花卉博覽會，市府從學校徵求會場的志
工，服務學習課程順勢與志工課程接軌，志工培訓

的業務也一併由春梅教官接洽，如配合聽奧開設手

語志工課程，以及花博的志工培訓等。我在學校常

看到加班到晚上的春梅教官，她處理學生事務的認

真態度讓我印象很深刻。

除了服務學習之外，春梅教官也是幼教系的

輔導教官，是四百人的大家長，幼教系的同學遇到

麻煩或是問題都會去找教官，但外系的同學也常找

春梅教官，這剛開始讓我有些疑惑，後來跟教官相

處了好一陣子，慢慢地體會到她親切的態度和溫和

的建議讓人有相當安心的感覺，我也很喜歡在下課

時間找春梅教官聊天講話。

學校每年的校慶都會舉辦園遊會，我和春梅

教官一起逛去年的園遊會，結果每個攤位的學生遇

到她都報以熱情的招呼，就算不收費也要請教官吃

東西，春梅教官很不好意思，笑咪咪地掏腰包也買

了攤位的東西，結果一圈走下來，教官加上我四隻

手竟然抱不動同學們半賣半招待的各樣食物飲料用

品，裝進塑膠袋還是很吃力慢慢走回三樓的軍訓

室。望著教官的背影，我認為春梅教官是名符其實

的校園人氣Queen，我手上的提袋裝的不只是可見的
食物，還有看不見的，學生對她的擁戴，對她滿滿

的愛。僅以此文獻給我心中的太陽─春梅教官。

■畢業好幾屆的學生回來找教官，拍照摟肩好溫馨！

■從3樓軍訓室走到地餐，短短幾百公尺的路上，學生
跟春梅教官打招呼的聲音此起彼落，她都笑著一一回
應，我心裡認為春梅教官當稱校園人氣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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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四 蘇鈺婷】

一、初遇
我和秦老師的初遇是一年級的選修課（歷史

與文化），當時她還不是我們的班導師，對於這位

女老師，我的第一印象是「激動」，因為在高中的

歷史課程幾乎都是講授，來到了大學，除了講授知

識外，老師們多加了自己的觀點，剛開始我是很不

習慣的。大二因緣際會下秦老師成為了我們班的導

師，上課、面談的接觸變多了，漸漸地，從「台灣

史」的課程中，我了解老師為什麼堅持日本是「據

台」，而不是「治台」，如果沒有與老師的相處，

我肯定認為老師是歷史的「批判者」，深入了解後

才發現老師是歷史的「就事論事者」。

二、指導「北區建國百年學校展」
這個寒假，教育部派任我們學校為北區建國

百年學校特展的召集人，學校又任命我們系上為主

軸，由於北區共有86所建國超過百年的學校，資料
可想而知的繁多，從資料收集、匯整、組合，老師

默默地把靜態展文字的部份與動態展導覽的任務一

肩扛下，雖然她口語上不言辛苦，但是看在我們班

眼裡，好不捨，我和系上的諸多同學、學弟妹也學

習老師，默默地在背後幫忙。

【英教四 洪詩筠】

還記得當初剛進市北教時，對

一切都懵懵懂懂，身旁週遭都是一群

陌生卻即將和我相伴大學四年的同

學，對師長的第一印象來自當時的系

主任---胡潔芳老師，當時的我心想：
哇！原來大學的老師講話都這麼快，

感覺非常的精明幹練。

直到我們開始上英語系專班的大

一英文時，我才對我們的導師---詹偉佳
老師有了比較多的接觸。一開始班上同

學覺得詹老師講英語有一種很奇妙的口

音，無關乎標準或不標準，直到後來我

們才恍然大悟的發現，原來詹老師可是

精通多國語言呢！因為系上所開的第二

外語中的法語就是詹老師授課的！

然而，詹老師在我們的課業指導

上也是不遺餘力的，像是大一英文的期

中考和期末考都讓我考得灰頭土臉的，

其原因來自詹老師會幫我們準備一些優

良文章，上課時我們除了討論文章的內

容還會有一些用字或用詞上的討論，為

了瞭解我們有沒有吸收或用心，就會把

那些通通放入考試中，但我是個粗心大

意的人，老是背這個忘那個，以致於我

的考試就不是很理想。但還好詹老師

還設計另一個有趣的活動叫「Show and 
Tell」，一方面訓練我們上台膽量；另
一方面又給我們機會開口講英語，這活

動讓我印象深刻到現在即便是大四都還

清清楚楚地記得當時我的主題和內容。

雖然詹老師後來被授予重任擔當

學校總務長的職位，但他對我們的關心

依舊。像是他每學期都會請班代把全班

大學班導―秦照芬老師 舞蹈啟蒙老師―鄭婷文老師

展期中，老師到國父紀念館地下室的第一件

事是：穿上導覽背心！這個舉動我觀察了很久，不

因她是老師，而顯得她需要和我們不同，即便沒拿

一毛錢，老師卻出了百分之分的力量。看著老師與

參訪民眾良好的互動，不管是上了年紀的老爺爺、

老奶奶，還是不識字的幼兒，老師都可以與之談的

有說有笑，可以感覺到老師獲得了比錢還有價值的

成就感，在一旁的我們也被這股活力深深感染了，

老師以身作則的態度，帶動了我們，讓此次的特展

順利結束。

三、良師「益友」
老師「就事論事」的特點不只用於歷史學，

也用於平日與我們的相處，就拿「打工」一例來

談，大二後我們班有許多人紛紛打了工，每當老師

一聽到某某某去打工了，總是一臉驚訝：「畢業之

後要工作一輩子，為什麼得急於現在打工？怎麼不

去做喜歡做的事？」老師一向反對打工，認為我們

應該於大學時期充實個人知識與興趣，不過，老師

並不會因此給予打工的同學特別低的分數。

老師除了注重我們的學業外，同時也在乎我

們的情緒困擾，之前班上有位同學因為心理的因素

導致悶悶不樂許久，老師為此特地去申請了一場演

講，過程中，老師坐在最前排的座位，認真的聽、

勤奮的抄筆記。秦老師的年紀只小我媽媽兩歲，不

過，我發現老師有很多想法和我媽媽不一樣，她

不會什麼都不解釋地就不准，而會把理由分析給我

聽，因此很多事情我喜歡找老師討論，即便老師沒

有給我明確的答案，卻可以從老師的建議中找尋

問題的解決方法，史地系的學生都喚她「小芬老

師」，如此親切的名字就如同益友般值得我信賴。

【幼教四 李慧筠】

小時候的我和一般小孩一樣，蹦蹦跳跳，開朗

活潑。自從小學一年級媽媽將我和姊姊送到住家附

近的「舞鄉舞蹈教室」學跳舞之後，我的人生開始

變得與眾不同。第一次上課，我和姊姊就覺得這個

老師好兇、好嚴格，但或許是新鮮感使然，老師嚴

格又認真的態度不至於抹滅掉我與姊姊對舞蹈的熱

情，而這位長久影響我的老師，就是我心中一直存

在的溫暖太陽，我的舞蹈啟蒙老師－鄭婷文老師。

記憶中，老師總會毫不停歇的帶大家隨意舞

動、跑跳，因為小孩子就是需要活動，而不是一直灌

輸制式的動作或概念，因此課程著重在肢體開發上，

激發我們的創意。每一堂課下課後，老師總會將大家

聚集到她的身邊，要我們講今天來這邊跳舞有什麼感

覺？或是一起討論今天的課程，哪個動作以前做起來

是什麼感覺？現在呢？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老師帶

領讓我們去認識自己的身體，了解其中的變化，使我

們變得細膩，尤其更讓我們享受自己的身體，讓我們

習慣去思考問題、尋找解答。當時我剛上小學，老師

經常帶我們玩遊戲，使我們每個禮拜都好期待跳舞

課，上課前會乖乖做到梳妝台前讓媽媽梳好包包頭，

再選好一個漂亮的頭飾或是蝴蝶結夾在上面，讓自己

變得像個小公主一樣。似乎女生小時候都是愛漂亮

的，所以自從開始跳舞後，我變得更愛照鏡子了，因

為我開始喜歡上自己美美的樣子。

剛開始跳舞的時候，鄭老師大概也才20歲出
頭，算是非常年輕的老師，因此她總是非常用心的設

計課程，對每一個小孩也都呵護備至，然而她給的不

是溺愛，她厲害的地方，在於就連對小孩她也毫不留

情的大聲吼、大聲罵、大聲糾正，但從未讓我們覺得

老師不愛我們，每次下課之後，大家都喜歡圍繞在她

身邊。此外，只要有新同學進到班上，老師一定會讓

我們坐下來一個個自我介紹，對於班級氣氛的建立與

維護，老師可是一大功臣！所以囉！我和姊姊進到

班上時也是這樣：「我叫李慧筠，讀網溪國小一年

級⋯。」講完後大家就會拍拍手歡迎妳的加入，那時

候真的覺得好溫馨，像是一個大家庭。

不過，我也永遠都忘不了，鄭老師在每個新

同學加入時，一定會說：「上課時，我就是老師，

是個兇兇的巫婆；下了課，我們就是朋友，要說

什麼都可以。」這樣的一番話，對於小小年紀的我

們，不免捏了一把冷汗，感覺如果皮不繃緊，老師

好像就會跟虎姑婆一樣把我們吃掉！就拿跳芭蕾舞

要扶的把杆來說，小時候我們總會因為好玩而爬上

去，坐在把杆上動來動去、打來打去，這時，只要

一被老師看到，老師便會大聲吆喝，要我們立刻下

來和把杆說對不起。現在回想起來，老師這麼教訓

我們也是理所當然，畢竟把杆與牆壁之間有橫桿連

接，我們要是坐斷了，人摔下來必定會受傷，父母

又要賠償，著實是一件得不償失的舉動，因此，老

師果真教訓得好！另外，冬天跳舞的時候，由於外

面空氣較冷，教室內大家跳舞所散發的熱氣使鏡面

起霧，我們就會開始在鏡子上畫畫、寫字，這時老

師也會將我們制止，當時心中充滿疑問：為什麼這

樣也不行？但是現在想想，這樣玩的結果，可能會

使我們無法專注於課堂上，不但影響到其他同學，

也會影響到老師教課。因此對於常規，鄭老師的管

理可說是非常細膩與嚴苛，但這樣的規範和溝通方

式，也建立起我們之間良好的橋梁，也讓我們更了

解老師。

漸漸的，我跟姊姊越來越能適應老師教給我

■2011年寒假秦老師帶領學生，辦理教育部北區建國百
年學校特展

分組，每個禮拜輪流跟他一起吃午餐，

一邊跟我們「話家常」，問問我們的近

況和課業表現，若是我們有什麼困擾的

事情也可以提出來跟他討論。像是我之

前在選課上有碰到一個我不知道該怎麼

處理的問題，在跟老師談過後，我才終

於找到應對的方法。另外像是我們班上

的同學，之前在選讀教育學程上遇到一

些行政上的困難，也是因為詹老師出面

而使得事情得以解決。詹老師是位非常

願意傾聽學生的老師。

最後，在英語系畢業班最重要的

活動---英語話劇畢業公演，更是讓我
們非常非常感謝詹老師的鼎力協助。

首先，他幫我們事先向學校申請到一

筆預算，讓我們不用像學長姐一樣要

擔心預算和贊助的問題，光是這一項

就減輕了我們很大的負擔，因為我們

就可以專心於排練和表演，不用煩惱

資金的壓力。再者，詹老師在整個過

程都一直陪伴我們，常常關心公演總

召和總務，問我們有沒有問題或困難

是他可以幫忙的。在整個活動過程

中，我們在學校銷帳請款時遇到一些

困難，當時也是詹老師出面幫我們解

決的。甚至是我們在演出前一天於中

正堂排練時，他也到後台關心我們。

簡言之，我們何其幸運有詹偉佳

老師擔任我們的導師，大學四年受到他

多方的照顧，在此機會向他說聲：謝謝

您！詹老師！

【體育四 卓冠維】

■王宗騰老師

我和長腿叔叔的相遇
海海人生中  載浮載沉
一張地圖  給了  
一個人生航向的指標

深不可測的大片湛藍裡  等待拯溺 
一片光碟  伸出  
一份象徵救生圈的依靠

空白的青春扉頁上  留不下歲月
一枝筆  寫下  
一段勵志圖新的字句

飢腸轆轆的身心靈  食不知味
一片餅乾  填入  
一種醍醐灌頂的美味

這是你給的大學第一份禮

第三年的學習  
越是覺得這份禮  好是有趣

高大的身軀  好生威嚴
長腿叔叔  受人尊敬
但  沒有距離
有問必答  有話就說  
是  爸媽的那種細心呵護
也是  兄長般的平易近人

半帶童稚的遊戲教學

長腿叔叔  十足大孩子
輕鬆不失規矩  有趣不減學習
卸除防備  陶醉歡愉氣氛中
彷彿 回到曾經的那段
童年記趣

深入探究  學問傳授
有條不紊  值得細嘗
少了文字著墨的苦澀

多了  學問咀嚼的暢快感

好友難尋 好老師難找
亦師亦友  倍感珍惜
不是四年的過客

而是  一段  
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銘心回憶  
感謝有你

學習的這條路上

再苦再累也值得

們的東西，也非常勇於面對挑戰，但大家都知道，

拉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尤其我們都不是天生的軟

骨頭，每次劈腿我都撐得高高的，屁股離地板有好

大一段距離，看到旁邊的朋友已經趴在地上，那時

真的覺得好羨慕、好羨慕。但我不能只是羨慕！我

也要努力才行！我這樣告訴自己。就算如此，現實

的苦痛使我小小的身軀無法承受，於是，我哭了。

當時只要班上有人因為拉筋而哭，鄭老師就會笑笑

對我們說：「我最喜歡看妳們哭了！（那時心裡只

想著：果真是巫婆哪！真可怕！），因為只要妳們

『哭了』，就是進步了。」或者用關心的眼神對我

們說：「撐過去，就會是妳的了。」我一直深信這

兩句話，因為只要我撐過去，就是我進步了，然而

只要我有進步，我就離成功越來越近，對當時身邊

有姊姊陪伴、小時候極度依賴姊姊的我，就更加有

動力繼續前進，有了這樣的安全感和支持，我決定

不輕易放棄，所以還是日復一日，努力跳著舞。

值得一提的是，老師總是自創新招來考驗我

們的軟度。比如說，今天是要練雙腳正面劈開，身

體向前趴，由於大家筋很硬，身體雖然是往前，但

肚子和胸口卻碰不到地，此時老師就用大絕招：兩

個兩個一組，一個人劈腿向前趴，另一個人就放鬆

的坐在她的背上，用體重的力量將拱起的背壓平。

聽起來非常殘忍⋯殊不知這招真的非常管用！連

續幾次這樣壓，大家軟度都有明顯的進步。此外，

當大家軟度進步到一個程度後，老師認為劈腿要劈

到一百八十度，必須先練「超過」一百八十度，只

要習慣「超過」一百八十度，這樣才能夠輕鬆的一

劈！就直接一百八十度到位。因此老師決定使用長

板凳，高度大約距離地面三十多公分，前腳腳跟在

板凳上，後腳膝蓋也在板凳上，如此一來，我們的

屁股懸空，手只能撐著同組在身邊的朋友，但當我

們習慣這樣的一股向下重力，使我們再度回到「平

地」劈腿時，顯得輕鬆多了！重要的是，雖然這些

動作是很容易拉傷的極限動作，但老師都會讓我們

有足夠的暖身，才會開始使勁的做這些「變態」訓

練，因此我們都不至於輕易的就受傷，老師，真的

是用愛在保護我們。不過任何一種訓練的過程都是

辛苦的，當接受訓練的人沒有堅持下去的毅力和熱

情，一定撐不下去。樂天如我，我樂觀接受一切，

我知道這是對我好的，我接受；我知道老師是愛我

的，我承受；我知道只有這樣我才學得到東西，因

此我選擇繼續努力。到了國中畢業，眼看我已經學

了快十年的舞蹈，舞蹈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

到星期六，我就是要去舞蹈教室報到！逼不得已要

請假，也一定在下一次的課之前就將它補齊，不想

浪費任何一堂課，也不想辜負媽媽花錢讓我們來這

邊學習的期望。

但是在國一時，鄭老師認為我們不應該只侷

限於吸收她這個老師的東西，應該去接觸其他不

一樣的老師，因此這一年，我和姊姊被迫離開鄭老

師，升上更高階的一班。記得當時我哭得好慘，

跟了六年的老師、習慣六年的教學方式居然要結束

了，接下來要面對的，竟然是完全陌生的老師，以

及曾經同班過、但不熟識的同學。當時鄭老師私下

找我和姊姊去談，依稀記得她用溫柔的眼神對著我

們說：「老師一直都是愛妳們的，老師會這樣做，

是因為希望妳們學到更多，看得更廣。有空還是可

以回來補課啊！」在老師這樣的一番話之下，我們

了解老師的用心良苦，因為信任老師，所以我和姊

姊一同將眼

淚拭去，勇

敢面對嶄新

的挑戰。

高 二

時 ， 思 考

到未來想要

讀的科系，

除了首選幼

教系之外，

在一些原因

之下，我決

定嘗試報考

舞蹈系，但

是因為我國

高中皆是讀

普通班，並

非舞蹈科班

生，想當然

爾，與一路

都念舞蹈班

的同學一定

有很大的落

差。這時我

第一個念頭

就是：詢問

鄭老師。畢

竟鄭老師是

輔仁大學體

育系舞蹈組

畢業的，對

於考試這方

面一定很有經驗，因此在與老師請教之後，老師告

訴我另一間舞蹈教室，是一個教學型態有別於舞鄉

的地方，也告訴我哪些老師的課適合我。從那時開

始，我平日放學就到另一處加強練舞，假日就在舞

鄉度過，連續將近一年的額外加強，舞鄉的老師也

發現我有明顯的進步，那一年，我在舞鄉會考結束

後，獲得成績優良獎，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那

一陣子，我只要有疑問，就會上鄭老師的留言板留

言，尋求她的協助。她都會很熱情的告訴我所有我

心中的疑慮，對於我信心的建立有很大的幫助。在

北藝大術科考試那天，老師傳給我的簡訊我到現在

都還留著：「慧筠：盡全力表現自己，老師支持

妳！」我真的覺得好感動！到放榜時，我所報考的

三間學校都沒考上，沮喪的回到舞鄉，直接就到辦

公室找鄭老師，老師給了我一個大擁抱，當時心真

的好暖、好暖。即使最後我沒被選上，我也覺得這

一切的努力都值得，因為我是很幸福的人，除了父

母的支持，我還有一個老師可以依靠。

即使到現在，我還是與老師保持聯絡，在舞

鄉不間斷的習舞15年，熟悉的教室、伴隨著熟悉的
身影，與老師永恆的情誼讓我們依舊無話不談。對

老師我充滿著感謝，感謝老師幫我建立了正確的學

習態度，也感謝老師成為我未來的典範，在我無助

時給我溫暖、在我疑惑時給我解答，也在我成功時

給予我鼓勵，雖然與老師之間所互動與分享的不一

定是大事，但是有一個這樣用心、令我畢生難忘的

老師陪伴我成長，感覺猶如太陽和煦的照射著，更

讓我肯定自己，肯定我是一個有價值的人。

■2009/2/28 舞鄉舞團至臺中演出【傳
承‧創新】

■2010/8/1舞鄉舞團至比利時參與藝術
季演出

大學班導―詹偉佳老師 大學班導―王宗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