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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家長心得

※ 高雄三民讀經班  宸霈、子惠媽媽

始終相信讀經的小孩不會變壞。

一開始讓孩子參加讀經班當然是因為

知道讀經的優點很多：背誦經典、增

加記憶、練習定力，更可學習認字。

但真正參加後，發現不僅是帶給小孩

正向學習，同儕一起背誦可互相學習，

更是在訓練大人的耐力，也從讀經老

師們身上學到孩子是需要被引導及鼓

勵，以及家長需要學習給予孩子們的

正能量，而且藉由陪伴孩子背誦，讓

大人跟小孩共同學習、一起成長。

此次參加讀經達人認證，由於疫

情期間只能自己在家中陪伴不識字的

孩子複習、背誦，教導過程會因小孩

不專心或不背誦而罵他們，但孩子竟

然回應：「在讀經班，老師都不會生

氣！」使我自省與提升自己的修養。小

孩通過認證，得到背誦的成就感，更

是讓讀經班老師們的辛勞得到鼓勵。

非常感謝三民讀經班老師們的辛

勤帶領，認證前不厭其煩地引導、驗

收；能通過認證，不僅是這些孩子的

榮耀，更是鼓勵老師們的播種與教導，

才能採收到這甜蜜的果實，真的非常

謝謝有你們無私奉獻、教導孩子們讀

經，引導大家走向純善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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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三民讀經班  佳岑媽媽

一開始覺得妹妹應該無法全都背

起來，但因為要參加認證，孩子們反

而分外認真練習，落後的妹妹最後也

努力地將經文全都記起來了，讓我對

孩子的潛能有另一番認識，因此得到

了「永遠不要低估自己的孩子」這句

話，也送給大家，共勉之。

※ 新北信義讀經班  蕎萱媽媽

爸爸說：「聽著小孩背誦的經

典內容都與孝順有關，經常性的讀經

與背誦，真的可以潛移默化並淨化心

靈」。媽媽說：「把小孩推著推著就

能更上一層樓，還好全家總動員，才

能一起享受讀經時美妙的感受。」很

開心參加讀經認證，除了可以動腦、

增進親子情誼，還可以藉由讀經吸收

到正確的觀念，真是一舉數得。真心

推薦讀經活動，全家一起動起來！

※ 新北信義讀經班  家頡、佳蓁媽媽

這是第一次與我的兩個寶貝一起

參加讀經達人認證，雖然是用視訊的

方式考試，但緊張的心情還是難以言

喻。無論最後認證的結果是否理想，

但我們努力完成了，相信只要有參與，

大家一定都能成為讀經達人。

※ 新北信義讀經班  子盈媽媽

感謝八甲信義讀經班老師簡單、

易懂的教導，讓小朋友們在學習上、

在背誦上更輕鬆！這次讀經認證，對

於小朋友來說是輕鬆達標，但是身為

媽媽的我有些緊張，每天都要小複習

一下，親子互相考試、小提醒、眼神

的交流，一個個短暫的時光，也加深

親子間的默契。

※ 彰化天行讀經班  美雲媽媽

我在讀經認證之前曾確診過新冠

肺炎，在隔離期間我一直讀經，祈求

可以趕緊好起來，同時也仍在為了認

證做準備。雖然一開始沒有想要參加

的意願，然而因為確診，讓我想把握

這次機會。

為了認證，我每天晚上都讀經，

並將該功德迴向給自己和兩個寶貝女

兒。因為害怕疫情傷害到我的家人，

我更要求自己每天晚上都要讀經迴

向。除此之外，我兩個女兒以及婆婆

都有參加認證，身為母親的我當然更

不可以丟臉。雖然考試當日還是有些

小失誤，但我覺得只要再多唸幾次，

就會更加熟悉。對我來說讀經是件非

常好的事，會讓人心情愉悅。



54 NO.408 2022.12

※ 彰化天行讀經班  人鋐媽媽

很開心及榮幸能母子一同參與這

場盛事，感謝櫻馨班導及各位老師們

的教導。讓我們親子關係更加緊密、

一起努力完成我們第一場讀經考試。

回想孩子自幼兒園中班至今小

三，讀經已近五年的時間，孩子從不

識字，透過老師們的耐心教導及鼓勵

而不斷成長進步，也增加更多的信心。

老師們也費盡心思去規劃讀經和豐富

的課程：唐詩、英文、手作等等，讓

孩子輕鬆自在地學習及成長。因疫情

原因也從實體課程轉至線上課程，讓

孩子們的學習不中斷。感謝櫻馨班導、

各位老師及志工們。

班員心得

※ 台南龍埔讀經班  子嘉

在二個月前，讀經班告知有「讀

經達人認證活動」，媽媽就幫我們報

名了！從那天開始我和弟弟每天都練

習背誦，也因為之前每個禮拜三都有

去讀經班學經典，欣佩和雪蓉老師的

用心教導，讓我們很快就背熟了！在

家也有請爸媽抽空幫我們抽背。

到了考試那天，我和弟弟都通

過考試，還被監考老師讚美說：「很

熟練、都不用提示！」我深深覺得超

有自信的！監考老師的語氣很溫柔、

也很有耐性，讓我能用輕鬆的態度面

對測驗而不會緊張；主持人姐姐生

動且活潑的帶動方式，帶給了小朋友

和家長們歡樂美好的回憶！感謝您們

用心、溫暖的付出，讓我好期待下次

的活動！讀經班對我和家人來說，就

像是一個最溫馨的大家庭！感恩有您

們！

※ 台南龍埔讀經班  莧凱

這次媽媽幫我們報名「讀經達人

認證」，一開始我覺得很困難，但後

來發現考試的項目都是在讀經班時老

師有教過的經典，所以在背誦的這兩

個月當中，我可以很快地記住語詞。

在家時，我和姐姐也會請爸爸、媽媽

抽空幫我們測驗，讓我知道哪裡背

得不熟、需要改進！在這兩個月練習

的日子當中，讀經班老師每個禮拜三

也會透過線上測試關心我們讀經的進

度，還會提醒我應該注意的段落，讓

我越來越熟練！

考試當天，監考老師還稱讚我很

厲害！讓我好開心！而且老師講話好

溫柔！我要感謝老師對我的指導、還

有爸爸、媽媽的陪伴，讓我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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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讀經的過程中是沒有壓力、可以

開心學習的。希望下次還能繼續參加

讀經達人認證活動！更感謝讀經班老

師、爺爺、奶奶、叔叔、阿姨們的用

心陪伴與溫暖付出，感謝有您們！

※ 台南龍埔讀經班  喬雅

在我讀國小一年級的時候，我在

幼稚園大班的同學妍恩的媽媽就問我

媽媽要不要讓我們參加讀經班，她說

讀經班很好玩，我跟媽媽說我要。然

後每個禮拜三都會去活動中心參加讀

經班，那裡有很多小朋友、家長，還

有老師跟一些老奶奶。老師都會叫我

們：「三正：書本放正、椅子拉正、

身體坐正；一壓一指：左手壓、右手

指。」我跟妹妹就會一邊看著書，一

邊跟著唸，有時候一邊玩，每次都很

開心。

後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沒有去

活動中心，都是在家用手機視訊參加

讀經班，但可以在手機中看到小朋友

跟老師，我跟妹妹也很開心。之後要

放暑假了，讀經班老師問說要不要報

名考試，我跟媽媽說好，然後我就開

始每天複習。

考試的早上，我很緊張，我是第

一個考的，我就把平常唸給媽媽聽的

唸給老師聽，老師說我很棒，都沒有

讓老師提示；後來我考完了，就在旁

邊聽其他小朋友考試，他們背好多，

以後我也要像他們那樣背很多，之後

國小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跟老師說

讓我來教同學。我覺得很開心、很滿

足，因為可以背很多東西，讓記憶力

變好。

※ 台南龍埔讀經班  冠誼

自從知道要參加讀經認證考試

後，我跟媽媽就開始一起準備，我這

次本來只要考一篇，後來筱琦老師鼓

勵我再多考一個，我覺得可以就答應

了。一開始媽媽先唸給我聽，然後教

我認跟唸字，再解釋它的意思。我們

幾乎每天都練習，有時是吃飯前、有

時是坐車時和睡前，媽媽看著我背誦

的時候，總是說我好棒、好可愛∼我

自己也很喜歡讀經！

到了考試當天，我開始緊張了，

因為對於〈道之宗旨〉我很有把握，

但〈禮運大同篇〉還是有點不順，於

是我跟媽媽說：「我只要考一個。」

媽媽知道我只是緊張，因為這是我第

一次參加考試，便一直鼓勵我：「要

放鬆，跟平常一樣唸出來就好，錯了

也沒有關係。」但我還是掉眼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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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媽媽說：「我們都練習那

麼久了，如果你不試試看就放棄，真

的很可惜，但是我尊重你，如果你不

想也沒關係。」

我唸完〈道之宗旨〉後，在等待

考試時間結束時，我突然想通，覺得

可以試看看了，於是媽媽就協助我打

開麥克風，讓我跟監考老師說：「老

師，我想加考一篇可以嗎？」接下來

我順利地完成，覺得很開心！阿嬤還

鼓勵我，給了我兩百元去買我想買的

玩具，我覺得自己很棒，媽媽也是這

樣說！

我很期待每次的上課，很謝謝讀

經班的老師們帶領我讀經、玩遊戲，

給了我很愉快的星期三夜晚。這次的

考試，也讓我對自己有了小小的肯定，

知道只要肯努力就一定會成功的。

※ 新北信義讀經班  冠淋、絜欣

這次原報 7科，再加碼背誦唐詩

6首，通過了 9科，進階為高級。過

程雖然艱辛，但成果是甜美的，在研

讀及背誦中，收穫很多知識與學識，

養成了喜歡看書的習慣，增加記憶力，

背誦快，學習到更多的語詞，使得文

筆更流暢，真是受益良多，感謝　天

恩師德。

※ 新北慈化讀經班  意潔

其實會考的前一天很晚才睡，很

怕自己會考得很爛。會考時我很緊張，

但是聽到我是倒數第二個時，心裡很

慶幸我不是第一個背的，於是在其他

人考試的時候我就再背了一下，而且

老師很好，讓我緊張的感覺一下就沒

了！原本還把課本翻好放在旁邊，想

說如果忘了可以偷看一下，但是竟然

完全沒忘記，也就忘了想偷看的事，

會考也順利完成。謝謝各位老師的辛

勞，看到有這麼多人一起參與背誦，

也期待下次可以升級、完成得更好。

謝謝大家！

※ 彰化天行讀經班  捷瀅

我為了這次的讀經認證，一直很

努力地準備，想要過關。因為奶奶、

▲  一起上鏡完成讀經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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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妹妹都一同參加認證，我不希

望只有自己出錯。很高興最後一刻我

通過了，我們全家也都過關了！我認

為讀經很好，因為除了仙佛保佑外，

還能讓心靜下來。所以，我認為讀經

是很棒的選擇。

一開始〈正氣歌〉我只會第一段

而已，到最後竟然全背熟了，我自己

也很驚訝我居然做得到。還記得第一

次讓老師驗收時，唐詩我幾乎被老師

提醒超過十次。可是到了真正讀經認

證時，我竟然全都對，太令我驚訝了！

真的是「有志者，事竟成」！

※ 竹北大眉讀經班  晴宇

8月 27日是讀經達人認證的日

子，我跟弟弟都有參加。報名之後，

我阿婆就幫我印講義讓我背，《三字

經》跟《千字文》在學校已經背過了，

其他是在讀經班老師有教過，睡覺前

我都會背一遍。

當天是線上測驗，我跟弟弟一早

起床就準備好，坐在電腦前等待，一

開始是點傳師慈悲賜導，接下來就開

始測驗；測驗的時候我很緊張，但最

後全部都有背完，弟弟也是。全部測

驗完後，有帶動跳，我跟弟弟都有跟

著跳，很好玩。後來還有介紹讀經嘉

年華會活動，我很期待 9月 17日的讀

經嘉年華會。

※ 新北慈化讀經班  彥溱

在快要會考的一個小時前，我趕

快再「臨時抱佛腳」一下，深怕自己

考不好。我在會考時雖然很緊張，可

是當看到老師和同學都很友好，緊張

的感覺就瞬間消失了！接著進入會考

時間，又開始覺得緊張，不過幸好很

順利地完成了考試，當我看到證書名

冊，確定自己通過會考，真是鬆了一

口氣。雖然我一字不漏地完成考試，

但還是不確定自己是否過關，畢竟看

到線上人數這麼多，真是太可怕了！

謝謝慈化讀經班每位老師的引導與教

導，我會持續努力的，謝謝大家！

※　　※　　※

從此次活動中可看出小朋友的無

限可能，並鼓勵他們能在疫情持續席

捲下多背誦經典，迴向給法界眾生。

這只是天如讀經系列活動的序幕，九

月分也即將舉辦讀經達人頒獎及嘉年

華，希望透過定期舉辦大型活動，將

人才們永遠留在道場中！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