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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讀經學會理事長  陳文卿

帶著小孫子研讀經書已邁入第九

年。期間承蒙各位老師用心教導，後

學並每天細心陪讀，小孫子從一科段

報考起，現在已至及第狀元，過程雖

然很辛苦，但在研讀及背誦中，真的

獲得很多知識與學識，尤其養成喜歡

看書的習慣，背誦快，且語詞豐富，

也使得文筆流暢，好處多多！

因為這個因緣，後學也投入讀經

學會，協助推動讀經、教導經書；承

蒙學會各位理、監事推選為理事長，

也第一次負責辦理讀經會考工作。由

於花蓮縣徐榛蔚縣長非常重視經典文

化的傳承，之前就要後學積極協助五

穀宮親子讀經班成立，後來又在壽豐

成立碧蓮寺親子讀經班。

本次會考非常感謝總幹事吳甜妹

賢伉儷、周副總幹事，以及各組組長

認真負責、積極規劃，事前準備、事

後推展，讓會考圓滿完成！後學第一

次擔任理事長並負責讀經會考，既緊

張又興奮，還好有各位理、監事勇於

任事與協助，才有這樣的成果。

當教育處饒處長及承辦科長告知：

「縣長全力補助會考經費，希望會考

人數增加！」後學深感責任重大，多

次親自帶志工老師到學校辦理讀經闖

關，並鼓勵老師及學生每天晨讀經書，

踴躍報考一年一度的讀經會考；為了

◎ 花蓮縣讀經學會提供

花蓮縣讀經學會
第15屆讀經會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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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示範，會考前三個月，每天一有

空就拿起經書讀誦，但因年紀老大、

記憶力減退，即使讀過、背過，一下

子又忘記，好不容易才敢報考十二科

段。俗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

心人！」有心讀經才最重要！

推動經典文化傳承是刻不容緩的

工作，千年古典、古代聖賢的著作確

實值得後學們研讀學習。在此感謝大

家一起推動讀經，更希望可以落實到

下一代！

※花蓮縣讀經學會總幹事  吳甜妹

讀經會考讓我們找回失去的愛與

熱情、找回主動與積極！推動讀經這

一路下來，發現我們很幸福、很有福

報，謝謝花蓮縣有位如此重視讀經教

育的大家長，更謝謝徐縣長一路來給

學會的肯定。謝謝一貫道各道場點傳

師及前賢大德、師長、志工，以及家

長們長期以來的認同及支持，感謝幹

部團隊群策群力，還有此次前來服務

的所有志工們。

人的一生，做人要有溫度，因為

有溫度的人才有熱情、才有感情；有

感情、有熱情的人，就像陽光，會感

染及帶動身邊的人。

※及第狀元  陳嘉柏

「閱讀名著，有如和過去最傑出

的人物促膝交談」，對於如同勒內‧

笛卡兒這種稀世英才來說，書籍，如

同食物一般重要。在歷史上，讚揚書

籍這偉大發明的人多不勝數，而敢於

批評的人，則寥若晨星。

後學最早接觸書籍是在三歲時，

所接觸的並不是圖文並茂的橋梁書，

也不是圖案多樣的繪本，而是那看似

內容枯燥乏味的經書。「蛤？經書！」

「那不會太老氣橫秋？」可是，不管

多麼老氣，後學的爺爺、奶奶卻依然

堅持著要讓後學去讀經，那時的後學

懵懂無知、喜歡蹦蹦跳跳，如果沒有

當時爺爺、奶奶那堅持到底的信念，

引領後學進入讀經的天地，或許後學

可以在花蓮輕鬆地長大，但是因為有

這份堅定不移的信念和特殊的機緣，

後學才能在及第狀元的舞台上立足。

說起為什麼後學想當及第狀元，

這得從後學大班開始說起。大班時，

後學最多也只有十二科會考成績，可

是當看到在舞台上佇立著的那一位位

及第狀元大哥哥、大姐姐們，臉上皆

是神采奕奕，手中握著閃閃發光的獎

盃，在這神采奕奕的自信背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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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堆積出來的成就，看了真是羨慕

極了！所以從那一次起，後學便下定

決心要考及第狀元。

不過要考及第狀元絕非一蹴即

成，想到這裡，後學便能充分體會中

國禪宗大師──黃檗禪師所寫〈上堂

開示頌〉裡頭的兩句：「不經一番寒

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讓後學深

深地感同身受。也許及第狀元可能是

夢想，也許離那時的後學距離不知幾

千里遠，可是經過家人與後學的努力

不懈，在二年級時，後學終於成功地

考上了及第狀元；當時後學很開心，

興奮的心情筆墨難以形容。也因為讀

經，使後學的閱讀和理解能力逐漸增

強，每讀完一本經書，就如同武林高

手悟出了無上神功一般地振奮。讀經，

真的是學習的最佳指標，因為經典的

哲理，使後學在茫茫的人生之海中，

不再迷茫，也不再困惑。

※祭祀組志工、考生  溫家孟

今年後學也一同參與了事前的

會場布置、彩排工作，除了一如往常

地排桌椅、佈置隔簾以外，還參與了

祭祀組的器具安設和宣傳車的海報布

置。所有器具和用品，都是志工們齊

力搬動、擺設，才能看到每年來賓上

臺敲響的狀元鑼、祭祀桌，以及裝有

祭孔平安果、狀元糕、黑白餅的供盤。

最後將標示《中庸》、《大學》等各

個經典名稱的旗幟插上固定座時，後

學的心情才稍稍輕鬆而高興；除了因

為這是第一次協助這項工作以外，另

外的原因是與夥伴分工合作時，大家

一定要同心協力、共襄盛舉，發揮團

隊精神。

在固定宣傳車海報時，要用釘槍

釘海報四周不同角落，並注意有無縫

隙，深怕漏風、不平整而讓宣傳打折

扣；最後再貼上第十五屆的貼紙後，

總算告一個段落。映入眼簾的是志工

們共同完成的成果：前後左右貼著全

彩至聖先師孔子像和第十五屆讀經會

考等幾個大字海報的宣傳車，在踩街

時多了宣傳和吸睛的功效，讓大家更

能夠注意到這個一年一度、具有意義

的讀經會考盛況。

▲  點榜代表通過會考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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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再次回到家鄉擔任志工，

是因為十月中旬聽到的一段話，成為

後學這次來到新環境和承接新工作內

容的契機。當時後學被問到是否有意

願擔任祭祀組志工，負責踩街時舉著

經典名稱的旗幟走在隊伍最前頭，以

及踩街後擔任祭孔大典的執禮人員，

後學心中五味雜陳，一方面想著不知

是否能夠勝任，一方面又想走出舒適

圈去嘗試不同的事物，最後在自己定

下心承擔和家人的鼓勵下，接了這個

任務。

完成考生預考後，緊接著就是祭

祀組的彩排，同組的工作人員是來自

各個道場的學長，後學是組內年紀最

小的，也被視為是注入年輕的活血，

一開始就獲得許多關注；與大家簡單

問候後，一起進行了禮節、走位、流

程、各種細節上的彩排，以及接受注

意事項的叮嚀。演練後，大家很有信

心地期待著第二天上場服務。

會考在主席震天一喊的「全體肅

立」中展開序幕，接下來一連串的活

動就由口條流利的主持人一一串接；

介紹完來賓後，接著就是會考，內場

是認真背誦經典的考生、幫忙管理秩

序的評鑑志工，以及考生面前辛苦的

評鑑老師。背誦結束後，考生將准考

證繳回，並且拿取闖關卡和兌換券，

這些都是由文書組籌畫安排。而外場

還有許多用心準備精彩闖關關卡的大

哥哥和大姐姐。

之後就是三十科段以上狀元的批

紅，和與來賓一同戴狀元帽及踩街遶

場；由警車前導，後面依序跟著掌旗

的祭祀組、貴賓、宣傳車、狀元車、

舉牌志工，以及各考科的小朋友，從

中華國小出發，通過狀元橋，並且行

經花蓮火車站後回頭。感謝從早忙到

活動結束都還無法休息的交通組、警

察叔叔，以及巡守隊，除了停車帶位，

還負責路上的安全導護；能順利完成

踩街，交通組功不可沒。

再來是祭孔大典，這是我們祭祀

組前一天禮節練習的展現；看到全場

坐著觀禮的人，後學有些緊張，但是

化作助力，回想所有步驟後，好好扮

演自己的角色，鞠躬時整齊同步，展

現莊嚴；最後在全體起立一同向至聖

先師三鞠躬後，典禮順利完成。此時

心中卸下大石頭之餘，也替自己打氣：

「後學做到了！」

接下來進入點榜的時刻，今年後

學挑戰比自己之前進步的十七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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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都通過；上臺接受頒獎拿到獎狀

後，心中覺得既然自己做得到，就能

往更高的目標邁進，馬上許下承諾，

明年要挑戰榮譽狀元的二十一科，給

自己一個進步的機會，也讓其他讀經

班的小朋友知道，努力讀經真的可以

進步且獲得成就感。

頒獎後領取紀念袋，裡頭有：漢

堡一份、一本讀經本跟一雙環保筷，

實在太豐富了！謝謝花蓮縣政府、讀

經學會，以及各個主辦、協辦單位，

才能讓這場活動圓滿。尤其是拿到別

於以往的狀元帽，讓每位考生都能永

遠記得今日的成果，拿回家也能好好

紀念。

最後全體志工一同到臺前拍照留

念，來賓也給予志工勉勵，希望達成

承上啟下的目標。

活動結束後，志工整理環境、收

桌子，祭祀組的東西也搬上卡車運回

去，各道場很有效率地載回器具。看

到恢復乾淨的地面，不禁想起剛來時

自己那想一展熱血服務的樣子，心中

感動之餘，眼淚就在眼眶中打轉；再

看到大家依舊神采奕奕，絲毫沒有疲

倦感，都是付出後歡喜的心情、感動

的神情，彷彿在說：「我們相約明年

再見！」讓後學更珍惜一期一會，有

機會服務，一定要好好把握，期待下

次相見。

※評鑑組志工、老師  陳玉珍

時間過得很快，讀經會考已經第

15年了，後學從第一屆的考生家長，

到第二年開始的志工服務，再到讀經

班帶領孩子讀經、在學校推廣讀經，

加上以行動報考讀經會考，夫妻倆也

在讀經學會裡擔任幹部，希望為讀經

教育更盡一份心力，全家人也一起加

入讀經會考和帶讀經及志工服務的行

列，生活中已經和讀經密不可分了！

每年花蓮讀經學會都會有一些調

整，今年最特別的就是狀元帽的改變，

無論是質感、外型，都讓孩子們一看

就喜歡上了，在會場中愛不釋手。今

年有更多、住得更遠、年齡更小的孩

子加入讀經會考的行列中，讓後學們

感動不已；孩子們的秩序表現也比往

年來得好，這是各學校、讀經班、幼

兒園的校長、老師及家長們用心帶領

的結果，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與參與，

讓後學們有繼續前行及進步的動力。

花蓮讀經學會秉持著高度的熱情

和誠意為大家服務，從理事長、顧問、

總幹事到各組組長、各位理監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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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志工老師們，都盡心盡力為大家服

務，希望活動能更圓滿成功。期待明

年讀經會考能有更多孩子加入，讓社

會更多角落充滿讀書聲，為社會帶來

更多正面力量。

※考生暨考生家長  黃姵寍

感謝花蓮縣讀經學會及所有推動

讀經的老師及志工們，為了中華經典

文化的傳承用心努力地付出，讓後學

們有機會重拾研讀中華經典之美、體

悟聖賢之道。為什麼帶孩子讀經呢？

因為在民國 82年（1993）時，後學母

親就帶著弟弟開始讀經；要活潑好動

的弟弟靜下來真的不容易，但在母親

引領著從「讀經小口訣」開始，他慢

慢地可以靜下來學習。

各項研究證實，透過讀經可以使

腦波由β波轉換至α波，而α波的

腦與潛意識互動過程中可以加強創造

力、靈感、注意力、判斷力及記憶力

（留德醫學博士林助雄醫師）。經典

是聖人深遠的生命體驗，文字多簡練

短句、有音律感，誦讀過程中，會讓

人心情放鬆，潛移默化中並可陶冶性

情、變化氣質、穩定情緒。

讀經可以開發右腦，右腦比左腦

多了 100萬倍的記憶容量，3歲以前

是用右腦學習；兒童讀經類似唸唱，

唸唱律動跟眼睛看經典文字有助於刺

激右腦，而辨字和記憶則是左腦的工

作，讀經過程用了左右腦；根據研究，

左右腦並用，學習能力增加 2至 5倍。

後學瞭解讀經典的好處後，從孩

子滿一歲時，便帶到讀經班與一群讀

經的孩子共讀；從她牙牙學語開始，

持續每天陪孩子讀經；大約陪讀一年

左右，有一天孩子忽然開口唸起了唐

詩〈春曉〉、《詩經‧關雎篇》，雖

然只是跨出了小小的一步，但後學那

份感動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在孩子 2歲 8個月時，參加了她

人生中第一次的經讀會考；感謝所有

推動讀經的老師，更感恩後學的母親

讓後學有機會帶著孩子一起認識經典

文辭之優美及其蘊含之大道，使孩子

能從小在經典文化中薰陶品格。

▲  讀經會考小狀元踩街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