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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充滿了感恩！基礎忠恕道

院在 5月 21日舉辦「孝悌楷模表揚大

會暨孝親繪畫比賽」頒獎典禮，共有

115位受獎同學來到忠恕道院，分享

世間最大的幸福、展現世間最自然的

回報、散播世間最可貴的手足之情；

孝與悌，和樂了家庭、和諧了社會、

圓滿了我們的人生。

本活動敦請桃園市政府指導，財

團法人基礎道德文教基金會、桃園市

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學協辦，各

方善心共同成就。承辦單位忠恕道院

社福處秉持「關懷、服務、良善、淨

化」宗旨，默默地服務社會上需要關

懷的角落，期能彼此成就，喚醒本有

美善的良知良能，一起讓世界更美好。

今年受表揚的同學分國小組、國

中組、高中組、大專組，共有 65位；

透過 PPT播放其孝悌事蹟，期能鼓勵

受獎同學及家屬，並分享給與會大眾。

大會中特別邀請到二位受獎同學代表

發表感言，楓樹國小廖澤善同學說：

「比起一般人，我的爸爸、媽媽更辛

苦，工作、家庭、醫院三邊跑，家中

還有一位與眾不同的姊姊需要照顧。

雖然我現在還不能賺錢，只能每天做

好自己的本分，不讓他們擔心，讓他

們開開心心的，這就是孝順吧！」啟

英高中劉騰湟同學提到：「感謝學校

老師們的支持、同學的陪伴，感謝媽

媽一人辛苦努力賺錢養大三個孩子，

感謝主辦單位舉辦這個活動，讓我有

機會在這裡分享。」 

有你真好  愛在當下
2017基礎忠恕孝悌楷模表揚大會
◎ 基礎忠恕道院社福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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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你真好，愛在當下」為主

題的繪畫比賽，分為：幼兒組、國小

低年級組及高年級組，共有 50位同學

獲獎；特優由文化國小黃千恩同學，

以「孝親敬老，幸福美好」為主題得

獎。台灣漸漸邁入高齡化社會，透過

此活動宣導孝親，讓孩童了解照顧長

者的方式及觀念，藉由畫出對長輩的

照顧方式與相處模式來提醒孝親的重

要。由衷感謝許多學校老師、社區讀

經班鼓勵孩子創作，今年參與評比的

件數高達 224件。闕岑宇、謝靜雯二

位評審老師表示：「評選過程非常難

以抉擇，每一幅都不忍割愛。」獲獎

畫作打動人心，將孝悌精神淋漓盡致

地呈現出來，使人感受到生命的溫潤

與美好。

是日貴賓雲集，包括桃園市政府

主管機關的長官、民意代表、學校校

長及長官等，還有多位前來見證子弟

榮耀的家長。廖永康領導點傳師致詞

時，除感謝貴賓們的蒞臨，更肯定所

有獲獎同學；此外並說明一貫道前人

輩們提倡修道、談及為人處世之本時，

均以發揚孝道為重。家庭中若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則家庭是天堂，孝是

一切道德的根本。

桃園市府民政局湯惠禎局長致詞

時提到：「一貫道一直以來，持續推

行孝道，希望同學從小種下最好的種

子，在進入社會前即打好基礎，做人

處事中規中矩，成為國家未來的主人

翁。學校校長們也很支持忠恕道院的

推廣，因為孝悌能讓社會越加安定祥

和，並向大同世界的理想邁進。市政

府很感謝大家的付出。」

▲  孝悌楷模大專組受獎同學合影。 ▲  陳昭湘點傳師頒發繪畫比賽幼兒組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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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中的表演節目非常精彩。瑞

周全真單位天翔、大同、陸光三個親

子讀經班一起擔綱表演〈聽媽媽的話〉

和《百孝經》，帶來溫馨的氣氛。瑞

周全真單位親子讀經推廣中心目前在

全省共設立 42班，家長與小朋友共

1,475人；是由許多熱情的師資，在各

地點傳師支持下，共同努力開展的成

果。親子讀經班透過品德教育與孝行

課程的實施，使學童在讀誦經典中受

到薰陶，也鼓勵孩子回家後實際力行、

展現孝心。

接著是向陽舞蹈劇團表演的「太

鼓與舞蹈」。向陽兒童劇團成立至今

已有 13年，是國內相當知名多元發展

的兒童戲劇團體；創辦人葉子才和張

淑珠兩位老師希望統合多元的學習領

域，增進學生自我表達、建立自信心、

激發創造力和互助合作；劇團中的課

程包括戲劇表演、創思作文口語表達、

台語新詩吟唱、芭蕾、說唱藝術、台語

文研習、中東肚皮舞等。精彩的太鼓演

奏與可愛的民族舞蹈，引起掌聲不斷。

之後是瑞周天惠單位王偉丞同學

的古箏獨奏。王同學演奏技巧高超溫

潤，琴音情感濃郁，獲得與會大眾熱

烈的迴響。接著具優良歷史傳承、曾

多次代表桃園市參加全國賽而屢獲優

等佳績的龍壽國小揚琴隊，帶來〈小

蘋果〉、朝鮮民謠和〈千本櫻〉等曲

目，天真無邪且認真的演出，吸引大

家的目光，清揚活潑的樂聲更感動了

在場觀眾。

「孝在心孝不在貌，孝貴實行不

在言」《百孝經》孝悌在樂聲悠揚中、

在朗朗讀經中、在生命故事中。人生

有兩件事不能等，一是孝順，二是行

善。無論生命上演著什麼樣的故事，

孝悌的劇本都可以由自己來擔綱；孝

悌的最佳時機，由自己來把握。

最後，主辦單位頒贈所有表演單

位一份感謝狀，表達深摯的謝意；在

閉幕致詞與合照之後，大會圓滿結束。

感謝大家熱忱地參與，讓孝悌楷模表

揚主題「孝悌傳家寶，親情暖心窩」

實至名歸；恭喜受獎同學，願我們的

孝悌願行直到永遠，孝悌精神永不變！

▲  繪畫比賽國小組佳作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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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孝悌楷模表揚名單 

【大學組】 

中原大學 鄭崑硯 中央警察大學 陳 陞

中央警察大學 賴沛云 中央警察大學 賴玟君

【高中組】 

啟英高中 劉騰湟 啟英高中 張心蘋 啟英高中 趙姿涵 啟英高中 戴雅芳

方曙商工 楊騏震 方曙商工 陳庭毅 方曙商工 莊固起 方曙商工 陳佩玟

方曙商工 王志豪 方曙商工 洪靖純 方曙商工 彭翔君 楊梅高中 陳玟如

楊梅高中 呂姿嫻 楊梅高中 廖信崴 成功工商 周婉麗 成功工商 賴續恩

桃園高中 黃祺蓁 桃園高中 葉育慈 治平高中 黃雅嬨

【國中組】 

大有國中 蔡博凱 慈文國中 李沛樺 慈文國中 李冠儀

【國小組】 

高榮國小 王芷妘 高榮國小 梁耘甄 高榮國小 陳雅惠 高榮國小 張峻瑋

福源國小 劉婕妤 長庚國小 黃怡榛 長庚國小 黃瀞儀 復旦國小 李儀軒

新坡國小 羅昀光 南崁國小 葉 璿 幸福國小 曾家怡 幸福國小 李潤堉

義盛國小 林子軒 義盛國小 彭湘婷 義盛國小 宗勇俊 義盛國小 呂采瑤

山豐國小 廖予旗 山豐國小 簡海翔 山豐國小 謝寧欣 山豐國小 范羽辰

山豐國小 鍾晶晶 山豐國小 江 瑋 溪海國小 陳雅妮 溪海國小 賴弘岳

內海國小 郭宜婷 新路國小 烏嘉祥 新路國小 謝翊汶 新路國小 簡佳逸

龍壽國小 方安琳 龍壽國小 林芳誼 龍壽國小 林佑榮 龍壽國小 陳薇安

龍壽國小 簡佑靜 龍壽國小 簡廷翰 龍壽國小 林安倫 龍壽國小 廖以澄

楊梅國小 鍾佳蓁 楊梅國小 蘇廷恩 楓樹國小 廖澤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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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孝親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國小組特優】 

文化國小 黃千恩

【國小高年級組】                      【國小低年級組】 

第一名 富台國小 劉純惠 第一名 五股國小 吳亞蔓

第二名 永芳國小 周庭卉 第二名 中平國小 許毅群

第三名 南崁國小 曹詠臻 第三名 長庚國小 曾卉喬

【國小組優選】 

樂善國小 吳欣芯 集美國小 陳俐卉 山豐國小 黃智楷 山豐國小 鄭珉喬

富台國小 羅大宸 富台國小 李柏均 楓樹國小 葉子嫙 內壢國小 潘育誠

南崁國小 趙芯儀 南崁國小 簡彤宇   

【國小組佳作】 

瑞埔國小 林怡漩 瑞埔國小 孫瑜彤 黎明國小 高楷鈞 黎明國小 詹沛璇

南門國小 陳芊蓉 山豐國小 王楷翔 山豐國小 潘守恩 山豐國小 吳宥頡

山豐國小 張以潔 山豐國小 李婕菲 山豐國小 龔品瑜 山豐國小 楊佩淳

山豐國小 呂佩芸 山豐國小 黃柔蓁 外社國小 高瑞敏 外社國小 馮玄胤

育英國小 陳禹臻 長庚國小 張英蕾 南崁國小 曹詠嘉 南崁國小 曹詠晴

【幼兒組】 

第一名 仟樺幼兒園 孫靖

第二名 中路幼兒園 柳欣羽

第三名 平鎮市立幼兒園東勢分校 陳奕瑄

【幼兒組佳作】 

華勛親子讀經班 黃乙洛 華勛親子讀經班 何旼儒

中正中山親子讀經班 黃湘妮 中正中山親子讀經班 邱雁

北勢國小附幼 陳奕綱 平南金星親子讀經班 陳沅伶

乖乖幼兒園 黃允柔 大同親子讀經班 蕭婷云

托福幼兒園 葉鈺馨 佳佳幼兒園 吳啟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