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攜手點亮愛】啟智教育徵文比賽活動得獎名單 

名次 姓 名 學 校 班級 文 章 標 題 

1 紀雅筑 內湖國小 六丁 
讓「愛」化解「礙」，點亮

希望與夢想 

2 蔡昀珊 內湖國小 六丁 
由身心障礙者看到的自己

與世界 

3 王永瀚 內湖國小 五丁 攜手點亮愛 

佳作 郭庭銨 內湖國小 六丙 
用心關懷 讓更多人發光發

熱 

佳作 龔執中 龍山國小 605 
「點亮‧愛～貝貝的巡光旅

程」影片觀賞心得 

佳作 范姜函汝 內湖國小 五戊 貝貝的愛 

佳作 黃煒翔 內湖國小 六乙 影片觀後感 

佳作 劉筱媛 內湖國小 五戊 貝貝的故事 

入選 張昕豫 龍山國小 605 
「點亮‧愛～貝貝的巡光旅

程」影片觀賞心得 

入選 莊芷昀 龍山國小 605 
「點亮‧愛～貝貝的巡光旅

程」影片觀賞心得 

入選 楊采婕 龍山國小 601 光照亮了生命的真諦 

入選 楊舒雅 建功國小 506 愛、接納、包容的功課 

入選 陳姿妤 內湖國小 六丙 讓愛啟程 

讓「愛」化解「礙」，點亮希望與夢想 

第1名 紀雅筑 內湖國小六丁 
這部影片讓我看見了多重障礙兒的努力，一開始看見阿孺在練習走路

的過程，看到她一步一步的走，即使再怎麼痛苦，再怎麼煎熬，她也毫不

氣餒的持續練習，對一般人來說，走路是件稀鬆平常，再簡單不過的事，

但是對他們而言卻是困難重重，在他們的身上我看見了他們正努力使自己

發光發熱，為了散發耀眼的光芒，他們試著學習一技之長，即使遭遇挫折

也不放棄。 

看到他們練習時的情景忽然有種特別的感觸，我覺得自己是多麼的幸

福，一生下來就擁有健全的身體，但他們一生下來就跟別人不太一樣，也

必須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不過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使與眾不同，

他們也都擁有自己獨特的一面，影片中的多重障礙兒學會了各式各樣的才

藝，他們依舊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將自己的才華表現出來，如果每個

人都能像他們一樣，朝著自己的目標勇往直前，不自暴自棄，堅定的往自

己的志向去發展，為自己的生命多添一點光彩，或許就不會有這麼多悲劇

和遺憾發生了。 

影片中的李校長說過：「有能力就要幫助別人」，影片中的志工們無

怨無悔的為多重障礙兒付出，即使那些小孩並不是他們的兒女，但仍將他

們視如己出，看著他們一點一滴的成長與進步，就是志工們最大的欣慰。

俗話說：「施比受更有福」，我也期許自己在他人需要幫助時，不吝伸出

援手，不會嫌棄對方的殘缺，也不會再擔心自己是否可以做到，因為一顆

願意的心，比什麼都重要，也會試著和他當朋友，給予加倍的關心和照顧，

讓他感受到友情的溫暖。 

今天我從那些多重障礙兒的身上領悟到不少道理，即使天生有殘缺，

只要堅持不放棄，努力不懈的練習，也能和我們這些正常人一樣為生命創

造耀眼的光芒，為生活畫上五彩繽紛的色彩。連殘障者都熱愛生命，我們

當然更要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克服難題，持之以恆的堅持下去，我深信

只要永不放棄，就一定會有收穫，總有一天夢想必定會實現。 

 

 



由身心障礙者看到的自己與世界 

第2名 蔡昀珊 內湖國小六丁 
一望無際的夜空，藉著一點一點的星光，交織成一個美麗祥和的夜

晚。每一秒的景況也是和前一刻一樣，一輪明月高掛著，似乎時間早已停

止了流動。然而，幾乎沒有動靜的夜晚，那點綴著夜空的星星，卻還是一

樣認真地，散發出獨有的光熱。 

如果把世界比喻成那遼闊的星空，那身為世人的我們，必定就是那成

千上萬的星星。就如同《貝貝的尋光之旅》裡所說的，那些身體或心靈有

缺陷的人，也同樣是浩瀚星空中的一顆星星，而上天創造萬物，必然也會

賦予它意義。看完這部影片，我發現無論是像我們一樣的正常人，或是像

影片中身心發展較遲緩的人，都因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所以才更需要

互相包容與接納。上天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有缺陷的人並不是每天都在

虛度光陰，而是在探索自己所謂「與生俱來」的自我特質，並加以發揮。

他們並不是沒有任何優點，而是必須加倍努力使才能發光發熱。 

影片中的一句「發光是為了照亮別人」，最令我印象深刻。曾經有一

段時間，我總是努力增加屬於自己那顆星的亮度，卻忽略了光芒若太亮、

太耀眼，反而會刺眼得令人睜不開眼。更重要的是，以前的我，似乎只在

乎自身的光芒，而忘了將一些光投射到別人身上。這種只為自己，卻遺忘

別人的行為，就算再亮，又有什麼意義呢？看完影片後，我不斷反問自己

這個問題，但似乎連我自己都否定了這個答案。再黯淡的星星，因為懂得

將自身僅存的光芒散發到別顆星星身上，所以才變得可貴。那我呢？看似

很耀眼的我，也不得不承認，有朝一日，那些身心障礙者所散發出來的光

一定會比我更加耀眼動人。 

身心障礙者就如同夜空上的星星般，看似微不足道，其實不可或缺。

若沒有他們，或許，我們也不會體悟到自己的缺少，以及他們的富足。他

們和我們一樣，需要被尊重，期望被別人讚美。從現在起，我們若能夠給

予身心障礙者一點點的支持或鼓勵，就算自己的星星黯淡又如何？當看著

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因為我們的付出而露出開心的笑容時，我們又何嘗不

是芳香滿懷呢？ 

 

 

攜手點亮愛 

第3名 王永瀚 內湖國小五丁 
城市的小天使—貝貝，她自卑於長得比别人瘦小，而且頭上的燈光也

忽明忽暗，長久以來一直缺乏自信。這時有個聲音在貝貝朵耳旁響起：「妳

不是瘦弱的，妳是特别的。」天使貝貝到處尋找聲音的來源，她問了月亮、

星星和雲朵，最後她找到遠處一座明亮的城堡，在那裡，她看見正在努力

學習走路的阿孺、充滿自信的小鋼，以及更多正在辛苦練習的小朋友 。 

城堡裏的阿孺，正藉著輔助器一步一步的邁開她沈重的腳步，雖然一

直跌倒，但為了能像正常人一樣的走路，他完全不畏懼困難和失敗 ， 天

使貝貝非常感動，並且主動地為阿孺加油，最後阿孺終於克服困難 ，學

會了走路。阿孺的堅毅精神進一步激勵了貝貝，使她重新找回了自我的信

心和勇氣，從此貝貝也不再自卑，成為一位快樂又樂於助人的小天使。 

我們學校也有特教班的學生，其中有一位學生也像阿孺一樣不良於

行，每天他都在媽媽的扶持和幫助下來上學，不管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還是烏雲密布的陰暗日子，一大早不怕辛苦的在學校的操場上練習走路。

另外，還有一位手不聽使喚而一直抖動的學生，老師為了訓練他的手部協

調，特别給予「串珠子」的訓練，他有時也會生氣和不耐煩，或是想放棄，

但是經過老師的鼔勵和自我的努力堅持下，雖然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還是可以經由他抖動的手中，串出一條條美麗的珠子項鍊，讓人由衷感動

佩服不已。我想，不管是走路，還是串珠子，它們對我們正常人來説，實

在是十分輕而易舉甚至是無須花費心力的休閒活動，但是對身心有缺陷的

人來説，可能被視為一項艱鉅的工程與任務。 

看完了貝貝的動畫影片，對於片中李家同伯伯對小朋友的關心與照

顧，讓我非常感動。雖然影片中小朋友的身體上都有缺陷，可是在他們一

張張天真的笑容下，讓我們深信只要經過努力與學習，每一個小朋友都能

克服身體上的障礙，而成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尤其對於學校特教班的同

學，我衷心地祝福他們能像城堡裏的小孩一樣，最後都能夠得到喜樂和自

信，並且能在老師、父母和同學的幫助下成為一個快樂的折翼小天使。也

因為這段影片，讓我學會珍惜自己的「擁有」，同時也能對於身邊周遭的

身心障礙者，投入更多同理心與關懷。 

 



用心關懷 讓更多人發光發熱 

佳作 郭庭銨 內湖國小六丙 
上星期我們欣賞了一部影片，影片的內容是在敘述身心障礙的孩子們

從小如何努力學習，讓他們的生命能更發光、發熱的故事。 

在這些故事裡面，我看到了他們「努力」克服自己天生的缺陷 ，「努

力」學習走路、「努力」學習說話、 「努力」學習技能，「努力」學習

一些對我們一般人而言輕而易舉的事。頓時，我了解了每個生命都有其獨

特的意義，重要的不是先天的不同而是後天的努力啊！ 

而所謂正常的我們，就更應該貢獻一己之力，為需要幫助的人盡一份

力，就如同故事中仁愛啟智中心的志工及老師們一樣，他們就像蠟燭，不

斷地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也因為有他們默默在背後無怨無悔的付出，才

能讓這些身心障礙兒童們生活得更自在，也讓生命更具意義。 

信心是生活的精神食糧，我們應該為他們建立信心。只要有信心，就

可以讓他們發揮自己的長才，只要有信心，就能在社會上立足。如果我們

每個人都能用客觀的角度去思考，站在別人的立場多想想看，那麼這個社

會就會更美好。現在的社會生病了，就是因為大家缺乏同理心及愛心，然

而卻有一群人以不同的方式來關心他們：有人幫助他們復健，有人為他們

說故事，更有人當一日志工，為他們服務；相信總有一天，大家都會受志

工精神的影響，主動關懷並幫助他們，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要關懷社會並不難，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善良的心，有持續的毅力以

及恆心，就能服務人群，關懷我們的社會。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才能，每個人也都能為這個社會盡一份

心力，俗話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們就像手電筒，

照亮他們光明的路。我們應該多幫助他們，讓他們個個都能自力更生，讓

自己也讓別人的生命發光、發熱。 

 

 

 

「點亮‧愛～貝貝的巡光旅程」影片觀賞心得 

佳作 龔執中 龍山國小605 
貝貝是一位長得很瘦小的小天使，她最在意的莫過於自己那忽明忽

暗、光線微弱的光環，也因此，使她覺得自己與別人不同而感到自卑。 

在一次偶然的際遇中，她踏進了一個自己從來沒見過的國度，原來那

是財團法人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透過李克勉主教的介紹，她逐漸了解仁

愛社會福利基金會。在基金會裡有許多像貝貝一樣的天使，他們的身上有

很多障礙。認識基金會的同時，貝貝也結交了許多朋友，像走路障礙的阿

孺、復建中的小宇、肌肉萎縮的小婷、視力差的小興等。她在他們身上學

到許多寶貴的東西，也讓她得以敞開心胸、認同自我，不再為了光環的事

而煩惱。 

我深深認同影片中的一句話：「發光是為了照亮別人，不管發光多少，

大家都盡最大的力量。」在我們身邊有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但你我似乎忽

略了他們。透過影片，我才了解原來有那麼多人需要救助，也有那麼多人

願意盡自己的力量，無私無悔的奉獻，將生命投注到一群弱勢族群上。那

群默默付出的人，猶如一支燭光，盡其所能的為黑夜貢獻溫暖與光亮，雖

不耀眼，但足以讓人感受到那真摯的愛，令人為之動容。 

影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小婷和小綱。雖然他們礙於先天疾

病，有許多不能從事的工作，但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培養他們一技之長，

使小婷學會織布、小綱學會打擊樂，讓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這想

必是他們最值得欣慰與驕傲的成就。 

在影片裡的阿孺、小宇、小婷、小興，他們臉上總掛著迷人的笑容，

似乎不因身體上的痛楚而沮喪、自暴自棄，反而樂觀的看待事物，抱持著

「明天一定會更好」的想法。尤其是小婷，她以喜樂的心來面對事情，遇

到攝影機時還會露出滿足的微笑，這樣的人怎可能不知足快樂呢？ 

小婷跨出的每一步都烙印著勇敢，即使跌倒，也會再站起來。她之所

以能自己走路又是經過多少漫漫長路才得來的結果？她那種不畏艱辛、不

怕困難的勇氣，多少人能擁有呢？ 

有次我在廣播節目中，聽到一句話：「人生不一定要家財萬貫，知足

就是最好的擁有；日子不一定要天天如意，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這句

話縈繞我心田。仁愛基金會裡的小婷、小興、阿孺不就是這樣的生活態度

嗎？不看自己沒有的，只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不再計較、不與誰爭鋒，日

子自然就會如意，過得怡然自得。這是值得欣賞的生活態度，更值得我們

去學習。 



貝貝的愛 

佳作 范姜函汝 內湖國小五戊 
貝貝的故事，讓我了解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不管你長得好看還是

不好看，只要你有一顆善良純真的心，就是美好的 。 

這些身心障礙的朋友，每一個都讓我覺得佩服，雖然他們並沒有正常的

身軀或智力，可是他們卻有著比我們還要堅強、還要勇敢的內心。身心障礙

的朋友雖然沒有我們學習的快，可是他們憑藉著自己的力量，努力學習各種

工作。這些人不但熱愛自己的工作，並且臉上都會出現陽光般的笑容，真是

感動人心。 

阿儒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小朋友，他才四歲就要拿助步器行走，不但

不方便還很吃力。我相信如果家庭裡有身心障礙人士的話，他的父母一定也

很辛苦、難過....。我曾經去過醫院，看見了許多手腳不方便和精神障礙人

士，他們不但天天要到復健科報到接受一些復健的課程，也要練習走跑步機、

騎腳踏車，在復健過程靠著專業的治療師來幫他們做一些按摩、拉筋的動作，

目的就是不要讓他們的身體退化，他們的復健過程不是我們一般正常人能夠

體會得到的。 

仁愛啟智中心不但做了許多幫助身心障礙者的好事，也耐心的教導身心

障礙人士一些生活技能，讓他們有成就感。啟智中心也常辦一些戶外活動，

讓身心障礙朋友們也能夠跟正常人一樣到戶外踏青、呼吸新鮮空氣。因為有

了仁愛啟智中心，才能夠讓那些不受到外界注目的弱勢族群有更多的照顧。 

這次的宣導，我不但知道了他們的辛苦，也了解了身心障礙朋友的不方

便、辛苦，希望透過這個宣導，能夠讓外界人士感受到他們有多麼辛苦。然

後進而去幫助他們，充分發揚┌發光就是為了照亮別人┘這種偉大的精神。 

 

 

 

 

 

影片觀後感 

佳作 黃煒翔 內湖國小六乙 
今天早上，全校在周會的時候放了一部影片，內容是敘述世界上不是

所有的人都和我們一樣健全。他們有的比我們學習的還要慢，而且智商也

比平常人低。如果父母都在家照顧他們，就沒有人可以出去工作賺錢，家

中的經濟就會有問題。因此，政府和社會民間救濟單位，會設立機構來照

顧他們，減輕家中的負擔。等到他們的父母老了，沒辦法一直照顧他們時，

這些機構會安排他們和其他同樣智力比較低的人住在一起，讓大家可以互

相照顧。 

看到他們在生活上的許多不便，相對的，我們擁有正常的四肢和智

力。所以，我們的生活比他們活動自由多了。但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好好

地珍惜自己健全的身體、能力和智力？從新聞報導中常常知道，有搶劫等

事情發生。這些做壞事的人，為什麼不利用時間找個工作養活自己和家

人，連智力比我們低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了，這就證明我們自己不夠努

力；我們的條件比他們好，但是差別在於對生命的熱愛與努力。還有人抽

菸、喝酒、吸毒、弄壞自己寶貴的身體，更有人自殺、傷害自己，實在是

太不愛惜自己了。 

身心障礙的人雖然外表看起來有較多的不便與不完美，但他們的心中能勇

敢的面對人生困難。相反的，我們一般人雖然擁有健全的四肢，可是部分

的人遇到挫折就無法面對挑戰，有些人因此灰心喪志，失去人生的目標。

學校中也有這樣行動不便的小朋友，我們不能因此嘲笑他們，應該發揮愛

心協助他們，看到別人生活上的不方便，要感恩父母給我們身心健全的體

魄，未來更要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努力發揮自己的長處，將來對社會

有所貢獻，也能幫助需要的人。 

 

 

 

 

 



貝貝的故事 

佳作 劉筱媛 內湖國小五戊 
貝貝的故事，讓我了解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不管你長得很美或

很醜、很壯或很弱、很高或很矮，只要你有一顆善良純真的心，你就是你

自己，沒有人可以像你一樣活得那麼自在，過著開心的每一天。 

雖然我不能體會到這些身心障礙者真正的感受及他們的辛苦，但是我

還是看得出來他們有多麼痛苦，他們每一個人都比我們還要努力、還要堅

強，雖然他們不能盡情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但他們還是會很努力的去

學，雖然做得不是很好，但是他們都學得很開心，我總是覺得他們好像活

得比我們還要開心、快樂，因為他們都沒有因為自己的身體不好而難過，

像我們只要被家長或是師長罵都會很生氣的去面對，都沒有想到自己做了

什麼錯，還一直說老師教的不好之類的話，這樣反而讓我們活得不是很快

樂。 

身心障礙的朋友沒有我們學習的快，可是他們憑藉著自己的力量去學

習，雖然做的沒有我們正確，但是只要他們能學到我們的一半，就看得出

來他們有多麼努力的想要跟我們一樣，像阿儒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例

子，因為他才四歲就要拿助步器行走，不但不方便還很吃力，他不像我們

腳受傷時一走路就叫來叫去，而是努力的想把自己變成可以自由行走的

人，雖然很吃力又不方便，但是他們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努力還要堅強。 

我曾經去過醫院，看見許多手腳不方便的人，有的人在做復健、有的

人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到他們我就想到了我的爸爸媽媽給我那麼好的

身體，讓我不會活得那麼辛苦，也希望大家以後看到他們也要鼓勵他們勇

敢的走下去。 

這次的宣導活動，讓我不但知道他們的辛苦，也了解身心障礙朋友的

不方便或是辛苦，希望透過這個宣導，能夠讓外界的人感受到他們有多麼

辛苦、有多麼堅強，也希望大家不要以異樣的眼光去對待他們。而更該努

力發光來照亮他們。 

 

 

 

「點亮‧愛～貝貝的巡光旅程」影片觀賞心得 

入選 張昕豫 龍山國小605 
貝貝是一個和大家不太一樣的小天使，她的光環不比別人的亮，也飛

不快，正當她又在抱怨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的時候，聽到一個聲音，說：「貝

貝！妳是特別的。」貝貝被一顆星給吸引，進到裡面，看到門口大大的字

「晨曦發展中心」，這時又聽見了一個聲音：「來，到我這裡來。」「是

剛剛那個聲音。」貝貝飛了過去，發現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的長者，

他是李克勉主教，李主教說到裡面有很多像貝貝的小朋友時，貝貝就迫不

及待的飛走了，貝貝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是阿孺，阿孺正在練習走路，她那

認真的神情，感動了貝貝，第二個朋友是小宇，那時她正在做復健，「那

旁邊的伯伯是誰啊？」貝貝問。李主教說：「他是李家同校長，李伯伯啦！

李伯伯很熱心助人呵！」那時李伯伯也在幫助小宇做復健，小宇的勇敢和

笑容感動了貝貝，第三個朋友是小婷，小婷製作了很多布偶，她的喜樂感

動了貝貝，貝貝認識的第四個朋友是小興，小興雖然視力不好，但是很愛

工作，又認真，那時李伯伯正在陪小興在公園撿垃圾，李伯伯說：「有能

力就要幫助別人，生命才會更豐富。」貝貝看到一排字，不懂那些字的意

思，就問李伯伯，原來晨曦發展中心是匈牙利的葉由根神父所建立的，貝

貝認識的最後一個朋友是小綱，他是天使打擊樂團的成員，貝貝被小綱的

信心而感動。 

看完這部短短的影片，看到這些小朋友，他們雖然有多重障礙，但是

他們讓自己的生命活得那麼多采多姿，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特質，那就

是喜樂。當我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難免都會有一些挫折，會難過、

傷心。只要向他們學習「微笑」。外表微笑，心裡面的不愉快，有時候因

著微笑，就會自然變成美好，心情也就會跟著好了起來。 

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正如李主教所說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一

無二的，即使臉上有一個很大的痣，獨一無二的，沒有人能像你，在這個

世界上，你也是唯一的。 

最後，我覺得：「那些幕後在幫忙小朋友的志工們非常的辛苦。」因

為他們願意去幫助別人，就像李家同校長所說的：「只要有能力，就要幫

助別人，這樣生命才會更豐富。」他們願意放下自己，把自己有的，教導

別人，他們真的好有愛心和耐心，我們應該去效法他們這樣熱心服務的精

神，去幫助他人，還有人等著我們的幫助呢！ 



「點亮‧愛～貝貝的巡光旅程」影片觀賞心得 

入選 莊芷昀 龍山國小605 
城市角落裡，有一個特別弱小的小天使貝貝，貝貝頭頂上的光環並沒

有別人亮，忽明忽暗，當她坐在月亮上的時候，有一個聲音在叫她，她循

著聲音來到了一個地方，原來是「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

晨曦發展中心」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慈祥的長者，是李克勉主教，李主教

告訴她：「這裡也有和貝貝一樣的小天使們喔！」當貝貝走進這座愛的城

堡，馬上就被兩旁的感恩柱給吸引了，正當她在思考扶手究竟有何用途

時，認識了第一位朋友－阿孺，那時候阿孺正在走廊練走路。 

當貝貝經過一個房間，看到了李家同校長正在幫小宇做復健，貝貝在

小宇身上學到了勇敢，後來還遇到了小婷，貝貝在小婷身上學到了喜樂。

貝貝也和小興、李家同校長在公園幫忙清潔環境，她在小興身上學到了認

真，貝貝又多了一項寶貴的收穫，貝貝聽到了一個優美的聲音，「那是天

使打擊樂團」。主教說，他們會到監獄、學校、安養院等地做社區回饋和

生命教育，貝貝在天使打擊樂團成員之一的小綱身上學到了信心。貝貝在

這裡了解到「發光是為了照亮別人」、「只要有能力就要幫助別人，生命

才會更豐富」。 

我看完這部影片，覺得有些人生下來可能是有先天上的殘缺，有些人

則是後天的意外，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都不應該對他們投以異樣的眼

光，因為沒有人是自己願意變成這樣的。我們應該要用平常心去對待他

們，去幫助他們，不管是做復健還是學習一技之長，要將心比心去想一想，

如果是你一定也不願意這樣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而他們可以在

「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晨曦發展中心」裡面展現自己的

專長，甚至是培育他們自己照顧自己，運用、發揮自己的專長去過生活。 

像一些家長生下了先天有殘缺的孩子，卻可以面對他，把他交給晨曦

發展中心；而有一些家長卻因為他的「不完整」而讓他自生自滅。我覺得

阿孺他們很幸運，有一對替他們做了正確選擇的父母，我如果是他們，一

定會替自己感到高興，因為我在這裡學到了很多。 

 

 

光照亮了生命的真諦 

入選 楊采婕 龍山國小601 
一道光能照亮生命，我想許多人都覺得它太渺小了，但對那些有障礙

的人卻是一份珍貴的禮物！他們可能因為天生或發生意外而造成現在的

樣子，即使他們覺得自己不夠完美、不夠好，但在我心中他們卻是上天派

來的天使，他們能活在這世界上是一件快樂的事。 

我在學校也遇到了一位美麗的天使，我看到他靜靜的坐在階梯上，看

著小朋友那嬉戲遊玩的模樣，他臉上並沒有任何的笑容，只是面無表情的

坐著而已，我在猜想，他心裡太概在想為什麼我不能像他一樣開心的玩、

開心的聊天，而那樣的幸福我什麼時後才能擁有？什麼時候也能無憂無慮

的上學、回家？ 

我想告訴他，其實愛就在他身旁，只要仔細的看就能發現了，那個愛

適用言語是無法輕易表達的，那個幸福是要用「心」去感受的，那就是默

默幫助他們的父母以及老師，其實他們可以不要理他，但因為他們之間有

了一個毀滅不掉的「愛」他們想要讓他能快樂生活，讓他知道這世上有愛、

這世上處處充滿了溫暖，讓他人生不曾感到孤單寂寞，反而是有認真過每

一分毎一秒，讓生活的有意義念頭！！！ 

將來的我一定會努力的去幫助他們，讓他們也能學習到東西，讓他們

也有能力之後會懂得要去幫助他人，然而每份愛都是無所不在的，每一份

生命都是上天賜給父母的禮物，就算他很與眾不同，但那也是因為他很特

別，而他的特別總能讓人感到快樂、感動。他們從不曾輕易的放棄過自己，

那我們也不應該放棄了他們，應該是要陪著他們一步一步踏出一片天空，

而那片天空將會成為他們永遠的藍天。 

看完了這部影片，讓我瞭解到知福、惜福，更懂得感恩。我希望每個

人都能幫助他們，讓他們找出生命最終的真諦，以及像太陽般溫暖的愛，

走出人生快樂的每一步。 

 

 

 



愛、接納、包容的功課 

入選 楊舒雅 建功國小506 
在公園裡，我的眼角又瞥見那熟稔的小小身影，果真下一秒就聽見那

柔柔的叫聲:「漢生哥哥!」，我回過身，映入眼簾，是一張漾著陽光興奮

的圓臉，光線穿透他那樸實的身子，反射在笑的臉頰凹入的酒窩上，我回

他一個燦爛的笑容，這個男孩讓我學會了愛的功課。 

認識他是在前幾年，那時他才二、三歲，大家都叫他吳吳。記得那天

我在公園裡散步，突然覺得衣服被拉了一下，回頭一看，眼前赫然出現一

張寬寬的臉蛋，嵌在下面往一邊歪嘴還留著兩道口水，嘴裡發出一陣陣模

糊的聲音。我下意識的露出嫌惡的表情，快步離去。這動作被一旁的哥哥

看見了，當時我不知道這樣做是那麼傷人的，然而被哥哥斥罵了一頓，雖

然不知道我哪裡做錯了，但還是照著哥哥的話，向他說對不起! 

經過這件事情以後，每當吳吳看到我總會熱情的向我打招呼，對我說

三道四的，但我總是對他不理不睬，老覺得他長相奇怪、個性古怪，喜歡

和人唱反調，所以我時常默默的躲著他，直到有一天，哥哥告訴我:「吳

吳很喜歡和你在一起，你對他很好，還陪他玩，是嗎? 」，我震驚了一下，

這才恍然大悟，我在吳吳心中是位天使!沒錯! 我對他好，但不是真心的；

我陪他玩，那是應付。我萬萬沒想到吳吳卻是那樣看我的，從這天起我才

開始真誠的接納他。 

隨著時間快速流逝，我終於知道吳吳是一位得了和牛頓、愛因斯坦一

樣的「亞斯柏格自閉症」患者，無論他人有什麼缺陷，每個人都是特別的，

需要我們去包容、接納和愛，就連考第一名的學生也需要大家的關愛，那

麼特殊兒童更需要我們愛他、接納他、和包容他。 

吳吳教會了我愛、接納、包容的功課，那你呢？你也學會了嗎？ 

 

 

 

 

讓愛啟程 

入選 陳姿妤 內湖國小六丙 
每個人心中都有光芒，不管是微弱的，還是明亮的，都可以照亮他人，

點亮人們心中的愛，幫助身障者。「發光是為了照亮別人。」我們都該這

樣。 

沒有人是完美的，只有特別的，就算只是送出微弱的愛，對身障者來

說卻是如雪中送炭的溫暖。影片中的貝貝看見了不同人的努力和付出，他

們的愛像泉水般不斷湧出，幫助身障者，使他們發光。貝貝認識了許多朋

友，從他們身上學到生命的意義，在愛的城堡裡，她遇見了努力學習走路

的阿儒，又遇見了志工李校長陪小宇和小興做復建、清掃社區，後來遇見

喜樂的小婷和充滿信心的小綱，學到永不放棄、勇敢站起來的精神。 

我們可以幫助身心障礙者，讓他們揮灑生命的色彩，使他們生命充滿

愛，有照亮別人的動力。我們發光，將愛的火把堅定的傳下去，使人人心

中都有一份想付出愛的信念，使火把能夠持續燃燒，成為身障者、全世界、

大家的動力。無論這火把能燃燒多久，它已在人們心中種下希望和愛的火

苗，點燃心中的愛! 

「發光是為了照亮別人。」是我們該呼籲社會大眾牢記在心，照亮別

人，散發心中的愛、光芒和希望。我們都是特別的，為了點亮身障者和大

家心中的愛，哪怕只是一絲絲微弱的光芒，在他們心中，卻是比鑽石還耀

眼的光芒。身障者的堅持、永不放棄、勇敢站起來的精神，比我們還要堅

定，我們照亮他們，他們照亮其他人，火把不斷傳下去。 

我們給予他們關懷與支持，並且接納、了解、認識他們，也可以從他

們身上學到堅持、認真的精神，進而對生命困境的勇敢和信心。你會發現，

他們燦爛的笑容和純真的心靈，總是散發出一種獨特而微弱的光芒，以及

無限璀璨的生命光輝，迫不及待的想要散發出碩大無限的光芒，照亮更多

人，使他們向身障者一樣，散發出獨特的光芒，照耀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