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 

日期時間：10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14:00~17:00 

地    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倪美英老師 

 學歷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 

 經歷 

＊現任泰山文教基金會、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講師 

＊彰化.南投.雲林.嘉義.金門縣家庭教育中心講師、外籍配偶成長講師 

＊台電職福中心、全國志工、外籍配偶成長、慈濟社大、紳士協會講座 

＊佛光山社區大學員林講堂講、全省教師研習中心講師、教育部替代役講座 

＊2005~2015 年教學創意工作坊講師、品格教育種子教師講座、友善校園講師 

教育部閱讀起步走全省巡迴講師、新住民火炬計畫講師 、特教研習講師 

＊2015 教育部「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教育實習輔導教師知能研習講座 

 榮譽                               

＊曾榮獲高雄市「愛心教師」表揚、南投縣「優良教師」表揚 

＊曾應邀於美國.加拿大、大陸.印尼.全省各地圖書館、中小學、大學、文化中

心、社區大學演講，並辦理「家長成長讀書會」、「兒童讀書會」。 

＊教學節目曾獲電視金鐘獎表揚。 96~99 年度教育部閱讀史懷哲志工表揚。 

＊97 年中視全民大講堂節目講座。主講：春風化雨的點點滴滴。 

＊教學心得與作品，散見於聯合報、聯合晚報、台灣日報、大愛電視台等媒體。 

＊大愛劇場<春風化雨>電視連續劇 25 集專輯拍攝 

＊與戴晨志博士合作有＜新愛的教育＞一書，時報文化公司出版，該書並獲得  

  九十年度中興文藝獎，金石堂排行榜第二名 

＊91 年 9 月＜新愛的教育 2＞一書出版，金石堂排行榜第三名，91 年 TOP 好書。 

＊101 年 8 月＜成為孩子的伯樂＞出版  慈濟傳播人文基金會發行 

 

電話：0912-324356   E-mail：miai.miai@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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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的力量】 

一句好話，改變一生 

文／倪美英(專業講師) 

  我喜歡《華嚴經》上的一段話：「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經上揭開了

語言、念力的秘密。 

  有些人喜歡用髒話罵人，卻沒有想到，聽到最多的人是他自己。罵人的聲

音就像魔音一樣，聽得最多的，傷得也最深。 

  當口出惡言成為習慣後，經由自己的耳朵日以繼夜的聆聽、灌輸，久而久

之，這種語言就成了心田的種子，早晚會給自己創造惡運的果實。因為我們的

思想具有能量，語言是有聲的思想，因此語言具有很強的能量。 

 佳言善念，帶來平安吉祥 

  當人在忿怒和怨恨時所說的話，都帶有很強的能量，「負能量」的語言一出，

即發出負向振波，會吸引「同頻道」的事件上門，結果往往會發生讓人意想不

到的悲劇。這也就是為什麼烏鴉嘴會特別靈驗，當有人說一些不中聽、不吉祥

的話時，大家往往會說：「閉上烏鴉嘴！」 

  語言就是發出聲音，這聲音一天要講上幾百句到幾千句，不知不覺地就會

影響到我們的情緒、心態和命運。 

  所以，好好說話，說好話，善言善念共振，我們在的地方就能平安吉祥！ 

  一位老師跟我分享她國中畢業時，因為家貧，父親期待她能考上師專當老

師。她努力再努力，當收到成績單發現差一分沒考上師專，父親竟然破口大罵：

「你不知廉恥！」這句話讓她很受傷，記了一輩子。直到今日，她依然無法好

好跟父親說話，一直和父親疏遠。 

  「你不知廉恥！」這句話像一把利刃，深深刺進心裡，讓她無法忘懷，痛

苦了三十多年，即使現在已當了老師這麼多年了，她哽咽地說：「原來這句話一

直還沒有過去！」 

  人其實是很脆弱的。我們不要忽視語言的力量。其實孩子一輩子所衷心渴



望的，就是得到父母老師的愛與祝福。當我們能得到愛與認同時，生命就安穩

了。 

 一句肯定，創造夢想成真 

  暑假裏，參加三十五年前教的學生們的同學會。 

  坐在我身邊的小卿分享了我早已忘懷的往事，她說：「畢業前幾天，老師發

現我不升學了，特地來家裡訪問，貧窮的爸媽早已無力負擔五個孩子的生活，

堅決地告訴老師您：『阿卿不能讀書了！』」 

  「老師您坐在木凳上堅持著不離開，一直告訴阿爸：『阿卿的數學很好，是

一個可以讀書的好孩子，將來可以去銀行上班，賺很多錢孝順父母的！』堅定

的老師和堅決的老爸在陰暗的客廳對決。」 

  「最後阿爸在老師不斷說『阿卿的數學很好！』這句話給說服了，點頭簽

字。」 

  阿卿哭著說：「老師你說的這句好話，讓我在國中時真正愛上了數學。第一

次月考數學就考了一百分，全班只有我一個，當我拿到成績單時，我好想告訴

您，您沒有看錯我！」聽到這兒，我也哽咽了，緊緊地擁抱住她。 

  原來語言是可以創造真實的！我們能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一句肯定的

好話，而這是世上最珍貴、最有價值的！  

 

 

 

 

 

 

 

 

 

 



送他一盞心燈 

文／倪美英 

那一年，我有一個學生小任，他很乖，對我很好， 每天陪著我鎖門，替我

牽腳踏車，我們一起回家。他的毛筆字寫得非常好，他也常寫小詩、春聯，偷

偷地放在桌子上送給我，我也很喜歡他，常常用「笑瞇瞇的臉、柔柔的眼光」

對待他。 

行為出問題顯示孩子有心事 

有一天早晨，他的母親氣急敗壞的跑到學校來，告訴我說：「小任又偷錢了！

這次偷的是新台幣兩千元。」 

我說：「不會吧！他在學校的表現是很乖、很好的。」 

媽媽說：「你不要被他騙了！他是出了名的雙面人！他就是喜歡你，在你面

前表現得很好，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家有多壞！他的爸爸天天打他、罵他，但

是他偷竊的習慣一直沒改！」 

「從幼稚園起！」 

媽媽一聽，眼眶馬上紅了，她說：「爸爸對他好兇，一直覺得『棒下出孝子』，

打得很厲害，管教的方式很嚴格！」 

我說：「媽媽呢？媽媽是不是應該做孩子的避風港呢？今天這件事，請您先

不要聲張，學著相信他，幫助他跳出痛苦的深淵！」 

老禪師終於送出了一輪明月 

回到教室，我想起「一輪明月」的故事，就說給孩子們聽： 

有一位老禪師，一個人在山上修行，一天晚上他出來散步，走到茅屋時，

看到一個小偷，正潛進屋內偷東西，禪師知道屋裡根本沒東西可偷，便把外袍

脫下來，等著這名小偷出來。 

小偷一看到門外的禪師嚇了一跳，不知如何是好？只見禪師把手上的外袍

披在小偷身上，拍拍他的肩膀向他說：「你走了這麼遠的路，沒有什麼東西送你，

這件袍子你就披著吧！山上天氣很涼，你自己一路上要小心哦！」 

小偷不知所措地走了。 

禪師望著一輪明月，感慨地說：「真可惜，不能送給這個孩子一輪明月。」 



第二天早晨，禪師打開門，看見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袍，摺疊整齊的放在門

口，禪師很高興的說：「終於把一輪明月，送給他了！」 

說完了故事，我們班上一片寧靜。 

我問孩子：「禪師為什麼會說『終於把一輪明月，送給了小偷。』呢？」 

全班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人回答。 

我等了一會兒，小任舉手了。他說：「小偷很慚愧，不再偷東西了；把東西

還給師父，就是代表著他的心像一輪明月，很乾淨，所以師父才說：已經把一

輪明月送給小偷了。」 

多好的回答呀！在此時，我們倆相視一望，感動的淚光，在心中閃耀著。 

一串葡萄找回了孩子的本性 

接著，我又說了「一串葡萄」的故事。 

有一位日本小朋友三吉，偷了同學的「金黃色水彩」，被老師發現了，老師

讓他將東西歸回原處，什麼話也沒說，帶著三吉，到了辦公室，在窗外摘下一

串葡萄送給三吉吃，並且告訴他說：「明天，你一定要來上學，老師想看到你！」 

第二天，三吉猶豫、慚愧的在校門口徘徊，遇到了擁有「金黃色水彩」的

同學。同學很自然的牽起三吉的手，一起去玩。老師用溫柔處理了這件偶發事

件，使得三吉體會了「愛」。 

三吉長大了，做了駐美大使，一生中念念不忘那位啟蒙的老師。 

其實，每位孩子都是好孩子！要消除孩子心中黑暗的一面，只要你為他點

起一盞燈，帶進光線就好。光進來了，黑暗一下就消失了；光線就是光明的心，

就是信任，以及柔柔的眼光，輕聲細語、笑瞇瞇的臉。 

我看著學生，覺得他們每一個都是好孩子，就如同孩子們愛玩泥巴，沾滿

了泥巴的雙腳，並不是真實的腳，你覺得髒，只是泥巴髒而已，把它洗掉了，

就還是本來清潔的腳。腳一直是乾淨的，這雙乾淨的腳，就是孩子的本性。 

 

 

 

 



唱出感恩的心 

文 /倪美英 

那一年，從來沒有教過一年級的我，第一次接一年級。開學的第一天，一

走進教室，我就不知所措。因為教室裡擠滿了阿公、阿媽、爸爸、媽媽、還有

第一天上學的小朋友，她們在位子上吱吱喳喳地講個不停，我也滿頭大汗的做

出開場白：「親愛的小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第一天上學我們大家都不認識，先

來自我介紹好嗎？」當我把麥克風交給小朋友時，接到的小朋友就大哭起來，

「我不會！我不要讀這一班，我要回家！」其他的小朋友也哭了。教室裡鬧哄

哄的……怎麼辦呢？ 

我想起參加慈濟教師研習會時學到的一首歌－我愛爸媽。就對小朋友說：

不要自我介紹了，來唱歌吧！「我有一個好爸爸，也有一個好媽媽，他們養我

育我，恩情真偉大。我愛我的好爸爸，也愛我的好媽媽，我要用功讀書，永遠

敬愛他。」 

當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唱起班歌時，全班就自然的安靜下來，爸爸、媽媽、

阿公、阿媽自動退到窗戶外看著可愛的孩子們用心比著手語，唱著我愛爸媽時，

他們也跟著流淚，第二天開始就沒有家長來看我上課啦！ 

從此【我愛爸媽】就成為我們的班歌。每天上課之前就先唱一次班歌，唱

完歌後全班默禱，心中想著對父母祝福與感恩，默禱完後就鼓勵孩子們說出她

們想對父母說的話，我們就這樣唱著，比著手語，孩子們的心變得很柔軟，也

懂得感恩，懂得愛……。 

有一次大愛電視台來教室拍春風化雨的專輯，班上的小婷在那一天，分享

了他的心情故事…。害羞的小婷告訴我們：「最近爸爸常很晚回家，他說他很

忙、晚上有應酬，媽媽等爸爸等很久，很生氣，就跟爸爸吵架，他們倆越吵越

大聲，吵到要離婚；我害怕極了！躲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時，我想

起了班歌，於是就一句一句地溫柔的唱著，一遍一遍真心的唱著…」 

「當媽媽她終於聽懂歌詞時，忍不住放聲大哭，衝進房間去了！剩下留在

客廳裡的爸爸，我繼續唱著…後來，他也聽懂了，氣也消了，就說：不要唱了！

沒想到第二天早上，爸爸媽媽一起在廚房準備早餐，他們和好了…。」 

聽完小婷的真情告白我們的眼中都含著淚，心也整個被軟化了！ 



每當我和孩子一起唱班歌時，我也總是想起我的爸爸，記得是在我讀初一

時，因為不懂得讀書的方法，考了滿江紅回家。媽媽氣得不幫我簽名，叫我拿

給爸爸簽，我顫抖的把成績單拿給剛下工回來的阿爸，阿爸看了看成績單，抬

頭問我：「台北最好的補習班是哪一家？」我說：「立人！阿爸問這個做什麼？」

阿爸說：「你需要幫忙呀！」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父女倆就坐著第一班車，到台北。一問之下，才知道補

習費很貴，阿爸把全身的錢都掏了出來給班主任，還不夠很多，阿爸叫我不要

擔心，錢的事情他會想辦法。回到家，看到阿爸正在把家裡唯一值錢的收音機

包好，拿出去後回來，收音機不見了，他把錢交給我，跟我說：「要好好加油

喔！」 

我哭著收下了錢，對阿爸說：「一定會好好用功讀書。不會讓你失望。」

大學聯考時，不負爸爸的期望，我考上了師大。後來我做了老師，也用阿爸的

愛對待學生。阿爸雖然已經過世 20 多年了，但是我沒有一天不想念他、不感謝

他。我要把阿爸的這份愛傳下去給每一個孩子…。 

 

 

 

 

 

 

 

 

 

 

 

 

 

 

 



我們的秘密基地 

倪美英老師 

第一次教一年級，很多孩子都是由父母牽著來到學校。到教室門口跟爸媽

說再見時有些孩子總是哭得好傷心，不願意進教室。 

於是我在布置教室時，將一個角落放了一張沙發，放一盆小花，還有一個

抱枕、一個小書櫃。我告訴小朋友，這個獨立的角落，就是我們班的秘密基地—

也是我們寧靜的角落。 

面對小朋友跟父母像這樣痛苦的分離時，我喜歡抱一下小朋友，牽著他到

秘密基地來，給他一本書，讓他在那裏安靜的待一會兒。小朋友會四處看看其

他小朋友在做什麼，有時候他也會問問我在做什麼，慢慢地他會找到他想進行

的活動。 

從九月到十月，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有的小朋友來到教室會自動到寧靜的

角落，離群是小朋友處理分離的痛苦，安撫自己的方法。待在秘密基地的小朋

友，在那個時候不需要大人，他只需要與自己在一起，只想要感受他自己。在

那個寧靜的角落裡、在那個當下、他擁有他自己，他會得到滿足和安詳。 

我想起我的女兒在他開始學會走路以後，就開始喜歡爬到桌子底下，待在

那兒好一陣子。怎麼叫都不出來。是不是當孩子有行動能力以後，他就開始在

尋找自己的個人空間了。 

班上有另一個小朋友小維，他無時無刻就像一隻猴子一樣，在教室裡跳來

跳去，嘴巴裡老是念念有詞，沒辦法停下來。在我需要他集中注意力的時候，

我會送他一顆維他命 C，他一邊咬著維他命 C 一邊搖動著身體。這樣他就能夠把

老師規定的工作做完。「動」是讓小維專心的方式。就算是小維這樣子的小朋友，

有些時候他也會想自己一個人坐在秘密基地裡一會兒，什麼事也不做，什麼玩

具也沒有拿。就靜靜地坐在那兒。寧靜可以讓人休息，讓人找回自己。讓人找

到再出發的時刻，不管這個人多小，甚至只有五六歲而已。 

放學時，我會先站 在教室門口等小朋友一個個走出教室，我都要求他們給

我一個愛的抱抱，小朋友抱完老師我就在他們嘴巴裡各塞一顆維他命 C，累了一

天的小朋友含著一顆維他命 C 快樂地回家，這樣子的小朋友不容易感冒，明天

又可以快樂地來上學。 



在我們的生活裏常常會碰到一些雞哩瓜拉向小朋友問話的大人，也老是看

到把小孩子的生活排滿到水洩不通的爸媽。 

這樣子的孩子沒有機會學習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從小就依賴別人替他安

排生活。被安排的小朋友常常不快樂，因為沒有和自己獨處的機會。 

於是好多孩子害怕孤獨，害怕獨處，一直吵鬧，老師也管的筋疲力竭。 

所以在教室裡的一個角落，布置一個溫馨的區域，一個小小的秘密基地，

會讓小朋友非常地滿足和安詳！ 

  

【心靈畫圈圈】 

       每個人心目中最美的角落，會隨著每個人的喜好而有所不同，最美

的角落不在於大小，而關乎每個人心靈的感受。秘密基地是許多小朋友的最佳

心靈良伴，就算是外表不起眼，卻是孩子心目中最美的小天地。  

好多孩子長大後都說：很懷念秘密基地。在這小小的天地，使心情變得寧

靜安祥，使我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找到屬於自己自由獨享的空間。神遊於浩

瀚的書香世界，使我從中得到課內、課外豐富的知識，也得到心靈的滿足與快

樂。 

 

 

 

 

 

 

 

 

 



激發教育熱情，共創親師生生命亮點 

      倪美英老師 

一、Open happiness 

1.您想要留下什麼樣的人生傳承？  

2.老師您永遠是個榜樣！ 

3.光明的思想–帶來光明的人生！  

二、創意的班級經營 

開學的做法： 

1.給家長、孩子的第一個電話。 

2.開學的第一封信–越誇越能。 

3.說說孩子的故事–真正的教育來自師生間真誠的對話關係。 

三、從結盟開始– 

    1.了解與支持 

    2.家庭訪問   

     課程融入社區，不定期的家庭訪問，噓寒問暖 

四、正向管教五法寶： 

一笑放輕鬆 

雙目看優點 

刪去命令句 

事事多聆聽 

無時無刻多讚美 

 

 

 



五、I see you–老師要有發現力的眼睛 

    以心體心去了解每個孩子！ 

     1.愛是能量的給予與引導.   

     2.柔柔的眼光.笑瞇瞇的臉..好美! 

     3.教育是好好的給予與對待 

     4.活出生命中最大的喜悅! 

 

六.老師，你天生就是來改變世界的！ 

      

七.教育的愛，是一場接力賽!良師代代相傳承…… 

八、越誇越能–說他好，他才會更好！ 

最近，我們家好孩子                 做了件事讓我覺得好幸福 

 

  怎麼說呢？ 

• 因為………………………….. 

• ……………………………….. 

 

  好感恩 

  我擁有這麼一位(           )的孩子 

  最愛孩子的爹(娘)         

 

 

                                                                    



 

愈誇愈能--- 

說他好，他才會更好 

好感恩， 

我擁有這麼位（      ）的寶貝。 

近日，他做了件事， 

讓我覺得好欣慰，  

因此好想說出來， 

分享有緣的人。 

事情是這樣的： 

 

 

   

   

   

   

   

   

   

   

   

   

   

   

 
我是（         ）的爹（娘）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