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 NO.373-374 2020.1-2

花蓮縣讀經學會舉辦第十四屆讀

經會考，報考團體 28個，總人數 467

位。最遠是來自玉里鎮的一位爺爺帶

著孫子一起來考試；最特別的是，報

考者不滿 4歲共有 18位，最小的 3歲

多，報考 4科；5到 9歲共有 240位，

年齡層偏小；國高中生報名的也不少；

最可愛的是爸爸、媽媽、爺爺、奶奶

為了陪孩子、孫子，大人自己也報名

了。此次通過滿科段（44科段）及第

狀元為就讀豐山國小的陳嘉柏同學。

活動包含內、外場讀經闖關。先

依循古禮，敲響狀元鑼開幕，內場再

由擔任評鑑老師的志工，依會考內容：

《中庸》、《論語》、《道德經》、《唐

詩》、《孝經》、《弟子規》、《大

學》、〈道之宗旨〉、〈禮運大同篇〉、

〈朱子治家格言〉、〈人生必讀〉、《彌

勒救苦真經》、《太上清靜經》、《三

字經》、《心經》、〈百孝經〉、〈正

氣歌〉、〈常禮舉要〉、〈千字文〉、

〈諸葛亮誡子書〉、〈陰騭文〉等共

21科 44段，分成十區；考生在自選

的經典中，以「抽背闖關」方式評鑑，

須熟讀方可過關。內場過完關，即可

到外場的趣味讀經闖關攤位體驗；之

後請通過的考生戴狀元帽、過狀元橋、

踩街，今年還特別踩街至花蓮火車站。

◎ 花蓮縣讀經學會提供

花蓮縣讀經學會
第十四屆讀經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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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會考都特別舉行「祭孔獻供

典禮」，帶領全體家長、志工及同學

向「至聖先師」孔子行拜師禮，隨後

進行點榜、頒獎來表揚通過會考的考

生；最後，在大家齊唱〈禮運大同篇〉

歌曲中，劃下完美句點。

※花蓮縣讀經學會理事長  吳甜妹

花蓮縣讀經學會這些年以「親子

共讀」為主旨推廣讀經。今年會考，

除了小學、國中、高中參加外，一樣

開放成人也可以報名參加，期能達到

全民讀經和樂融融，身修家齊，世界

自然大同。

花蓮縣讀經學會「走過 14年」，

全是靠眾人的肯定與堅持。我們每天

只要花一點點時間讀聖賢經典，累積

下來，孩子無形中即能潛移默化，讓

聖賢經典深入心裡，在他們心中慢慢

地反芻、陶冶；當大人以耐心、細心、

愛心「陪伴」孩子，即能以「身教」

的珍貴禮物，送給孩子在物質與關愛

以外，一輩子帶得走、最重要的一份

有價值的「智慧」禮物 ，那就是「聖

賢經典」。

謝謝花蓮縣的大家長徐榛蔚縣

長，在全縣大力、用心、持續地推動

讀經教育，讓民間團體讀經學會非

常感動！因為，光靠民間要將讀經推

及全縣，能力是有限的，而由於花蓮

縣有位非常重視兒童讀經教育的大家

長，每每向學校師長、讀經老師或志

工致詞勉勵時，縣長總會提到：「強

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根。」

「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教

育」讓人生命向上提升。〈朱子治家

格言〉提到：「讀書志在聖賢」，聖

賢是教出來的。誰來教呢？有智慧的

人建議：「親、師、生和合共學，將

五千年來古聖先賢傳承下來的智慧寶

典，讓孩子每天朗讀，陶冶性情，並

能落實生活中，將來各個必知書達禮、

謙恭和善。」若要儲備國家人才之棟

梁，就要從小扎根，讓我們一起見證

「讀經」的美好。

感謝花蓮縣一貫道各道場點傳師

及道親前賢護持，感謝團隊群策群力，

感謝顧問、社區讀經志工、協助醫護

站的慈濟團隊、地檢署（反賄選宣

導）、花蓮北部地區人才中心花蓮召

募站（國防宣導）、吉安巡守隊、所

有服務的志工等全力協助奉獻、共襄

盛舉。

感謝花蓮縣縣政府、花蓮縣縣政

府教育處、市公所、吉安鄉公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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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會等大力支持，讓學會年度盛事圓

滿順利。期勉讀經教育向下扎根，親

子共讀能落實於校園及社區，從日常

背誦中起步，傳承文化，為社會及校

園注入一股聖賢風範。

※林軒宏

青春就像是一首詩，而「花蓮縣

讀經會考」更是在初冬之際，呈現讀

經教育年度最美好的一天。讀經會考

圓滿結束，共有 400多位同學、社會

人士報名參加，同時亦動員超過 400

名志工共襄盛舉，超過 1,000人齊聚一

堂，共同見證「共讀經典一生 14」。

此次會考最特別的地方有三，第

一：吸引許多社會人士報名參加，參

加人數可說是歷年之最；由此可知，

讀經教育的推展已開枝散葉、成長茁

壯，不僅有學齡前幼童、國小學生、

國高中生、大學生、國際交換學生參

與，甚至學校老師、志工和考生家長，

都成為了考生，讀經會考儼然成為了

花蓮教育界的年度盛事。第二：一年

一度，眾志成城。聚集各道場道親、

花蓮各校學生志工、各社區親子讀經

班、各級學校教育工作者、政府各級

機關首長、社會各界顧問大力支持，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並貢獻所學。

第三：莊嚴隆重，圓滿流程。各道場

道親、各組組員全力配合，合作無間。

核心幹部在年初即召開籌備會議，商

討會考細節，並於行前叩求上天慈悲、

虔心祈願活動圓滿完成。參與志工於

會考前後同心協助，從布置場地、確

認流程、安排任務編組、掌握最新狀

況，到會考當天的進行，皆因為眾人

的齊心協力而圓滿。

花蓮縣讀經學會成立即將邁入第

15個年頭，承蒙花蓮縣各界支持、各

道場鼎力支持，還有參與志工的無為

付出，再再寫下動人的篇章。及第狀

元的阿公更是在頒獎時，分享孫子的

成功祕訣：「家長陪伴孩童成長，需

要用心，擁有恆心，最重要的是有滿

滿的愛心。」期待讀經教育深植在每

個人心中，不僅誦讀經典，更期許大

▲  評鑑老師認真地考核考生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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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將聖賢的智慧在生活中實踐，讓

我們一起期待下個 14年，期許我們繼

續堅持、繼續努力下去。

※張洛甄

這是我第一次當志工，覺得可以

服務他人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會考

當天踩街時，雖然太陽很大，但蠻有

趣的，又可以看到一些可愛的弟弟、妹

妹。我覺得我可以多多參加這種活動。

※范筠宜

很開心有這次機會能夠參加讀經

活動，看到了許多志工、老師，還有

主辦單位的用心和努力，真的幸苦了！

謝謝主辦單位舉行此活動，可以藉此

拉近父母與兒女的感情，真的很棒！

便當也很好吃！期待明年的活動。

※林芸任

很開心參與評鑑助理的志工服

務，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以前我是坐

在座位區裡的考生。我覺得當評鑑助

理其實很不簡單，剛開始的時候非常

混亂，需要維持秩序，還要帶考生進

去考試；但有些家長意見有點多，因

為她們不了解讀經會考的排隊方法，

一直在旁邊提出意見，我想她可能是

第一次來讀經會考吧！到後來我可以

做得越來越順，可是會考就已經要結

束了。在踩街的時候，我們不像以前

一樣，就是一直走，而是要顧好我們

這區小朋友的安全。很開心這次能參

與服務，明年我還是會繼續參加。

※劉秋香

這是我第十四次參加讀經會考活

動，今年也參與背誦經書！準備中，

也曾退縮、想放棄，不想要如此辛苦

地背書；但還是告訴自己：不能偷懶，

要堅持背書！雖然容易忘，但是讀到

經典之奧妙與廣博精深之內涵時，內

心仍無比感動！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

背，不論老少一起來！一方面傳承文

化、一方面可活化腦部、不會得到老

人癡呆症！共享之！

※李玟萱

感謝給我機會擔任評鑑助理，

這一次我的身分也比較特殊，同時是

考生兼工作人員。以前也考過讀經會

考，是老師及大哥哥、大姐姐服務我，

這一次換我當大姐姐來服務這些小弟

弟、小妹妹，我也透過服務得到成就

感及快樂。在這一次的服務中，要參

與研習、預考、彩排及當日服務，然

而看到每一個小朋友通過會考時的開

心笑容，也回憶到當初考會考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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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笑容，是一樣的！未來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繼續服務讀經會考的考生，也

希望可以找更多同學一起來服務。

※黃月玫

感謝讀經學會給我服務的機會，

很榮幸能當評鑑老師，為這群熱愛讀

經的小朋友們服務；特別是我帶班的

小朋友，竟然能夠把〈百孝經〉從頭

唸到尾！更可愛的幼兒班小朋友也能

把〈禮運大同篇〉唸到一字不漏，真

的是太棒了！

※林瑞蓮

看到台上受獎的孩子們，在阿公、

阿嬤用心的陪伴下，得到高科段成績，

真的很令人感動！讀經會考也是一種

平等的成果驗收，成果如何，端看個

人努力，就像古時候考狀元一樣，只

要認真並持續下去，人人有機會。

※范春蓮

很開心能參與這一年一度的讀

經會考。欣喜聽聞及第狀元的阿公分

享：「讀經只要堅持，持之以恆，每

天 10∼ 30分鐘，若干年後定能見到

成效。」鼓舞我家兒子又有動力繼續

讀經了。

※陳玉珍

我的孩子從 3歲開始接觸讀經，8

歲參加第一屆讀經會考，從考生到評

鑑助理，再到闖關活動志工；我的身

份也從陪孩子讀經及會考的家長，到

讀經班的老師，也因為在學校服務，

帶領了學校班級讀經，並擔任社區讀

經班志工老師；而全家人也因為讀經，

一起走入讀經志工這個領域。

我成為讀經學會的會員，是希望

能為讀經做更多的事情，繼續推廣讀

經教育，這樣匆匆走過十四個年頭，

一點也不覺得有這麼久了，因為陪伴

不同階段的孩子長大，是一件很快樂

的事。

時光飛逝，每年的活動都像新的

一樣，既熟悉又新鮮，讀經志工團隊

不斷地改進，只希望讓會考更加完善、

更加圓滿！大家不分你我，從上到下，

從老到幼，總是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完

成；其中不乏像我們這一家人一樣的

夥伴，一家三代一起來為讀經盡一份

心力，那份精神令人感動！尤其是看

到孩子們因為讀經變得快樂、變得彬

彬有禮、語文能力變好了，也懂得感

恩父母、老師及長輩們，那是千金萬

金所買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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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花蓮讀經學會簡文清及吳

甜妹兩位前後任理事長，引領大家把

讀經教育推廣到花蓮各個角落，讓更

多社區和學校加入讀經教育的行列。

期許未來還有更多人一起來為讀經努

力，讓更多的孩子受惠，讓古代聖賢

的經典陪伴孩子們長大，讓讀經教育

不斷提升，永遠地傳承下去。

※陳怡君

謝謝花蓮有這麼好的讀經環境，

謝謝吳甜妹理事長及所有志工老師們

的無私付出！會考每個角落都能看到

工作人員的用心，因為有你們，我們

的下一代一定會更優秀！

※林子凱

很開心能參加這麼大型的志工活

動，看到了許多來賓跟長官，也認識

了許多的志工朋友，學習到了許多人

情世故。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再參加這

樣的大型活動、再來當志工。

※鄭玟琦

我跟先生對讀經其實一竅不通，

但因緣來到了讀經班，讓孩子接受讀

經的薰陶。第一年孩子 3歲，我們只

希望他能在課堂上乖乖坐好，回到家

也沒幫他複習；但每每看到那麼多優

秀的孩子，又獲得老師的鼓勵，使我

深受感動。

第二年開始，回來有空就唸給孩

子聽，發現他確實能記住；到了讀經

班，孩子也越來越有自信，還認識了

許多朋友，感覺讀經班是個溫暖的大

家庭，也非常感謝一路陪伴及鼓勵我

們的老師，讓我們有持續下去的動力。

這是第二次參加讀經會考，可以

感受到花蓮讀經推廣人員的用心，活

動辦得很精彩。除了讀經考試部分，

活動闖關更是小小孩的重頭戲，孩子

玩得好開心！這次弟弟 5歲 11個月，

拿到 12科段，我非常滿意！但弟弟看

到那麼多優秀的同學，一直說：「明

年我要更厲害！」看到孩子那麼積極，

實在是非常欣慰！

▲  讀經班學員與老師們帶來精彩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