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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師重道    李嘉淇 5A21 

近年尊師重道的風氣逐漸衰落，人們越來越不重視，對待老師的態度也是越發

不尊重。學生上課時玩智能手機的，食東西的，睡覺的都有，看不到對老師及其教

授的道理有半分的尊重。這樣下去，恐怕整個社會都不懂得尊師重道，令這份傳統

觀念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何謂「尊師重道」？根據范曄《後漢書．孔僖傳》可知是指尊敬授業的人，重

視應遵循的道德規範，即對教師個人表示敬意，並對教師所傳授的「道」表示重

視，這樣方才算的上尊師重道。 

尊師重道古已有之，更將其意義實踐得透徹。春秋時代，人們便實踐尊師重

道，由孔子弟子的作為，可見他們對老師的尊敬及其道的重視，積極推崇儒家思

想，更編寫《論語》讓儒家思想得以傳揚延續。由古人的行為我們可知尊師重道於

人立身處世及個人修養是十分重要的。子貢在孔子辭世後為孔子守墓六年，足見師

徒情深，尊師之誠，以致後世以「楷模」一詞來紀念這位聖徒。 

雍正年間，有一個駐京學使，他喜歡在同僚中吹噓自己為人正直，為官清廉。

但當他的老師落魄時，他以為官清廉為由不願伸出援手，還自鳴得意，在同僚中宣

揚了一通。結果雍正帝知道了後，從學使正俸以外的補貼中扣五百兩銀轉送其師。

可見若一人未能尊師重道，其個人修養不但有問題，亦難以立身處世。 

荀子《大略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

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可見尊師是國

之興衰的主要原因，人能尊師重道便能成就一番事業。魏文侯拜段干木為師，即使

段干木三番四次推辭，魏文侯仍堅持拜師，每次離開時都向著段干木的小院深深鞠

躬。最終成功拜師，在段干木家中虛心聽學，讓老師坐著講，自己則恭敬站在一邊

聽。魏文侯因著對段干木尊敬的態度，及對其學識的重視，讓魏國變得強大。東漢

末年，魏昭欲拜郭林宗為師，遭郭林宗多次刁難，但仍尊敬他，沒有半分不滿，因

而打動郭林宗並將畢生所學傾囊相授，最後魏昭成為著名的儒家學者。由此可見尊

敬老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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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若人不懂得尊師重道，便不能成就一番事業。秦二世胡亥不但不聽從

「學富五車」的丞相的建議，反而對趙高佞臣言聽計從，指鹿為馬，荒淫無度。更

將丞相李斯貶入獄中，隨後將其逼死。即不尊師，也不重道，以致大秦千秋基業毀

於手裡。可見，即便你有一番本領，但若不尊師重道，最終亦會毀於一旦。 

從古人的種種行為可見尊師重道的重要性，然而為何現代人卻不行尊師重道？

現今世人講求人人平等，重視人權，認為師生關係不應與從前一樣，老師有無限權

威高高在上，反而希望和老師是朋輩的關係。那麼尊師重道是否就不再重要？並不

是，它可以跟隨社會文化的變遷而有新的詮釋與演繹。其中尊師重道中的「尊」應

與時並進，從「尊敬」、「尊崇」變為「尊重」。在平等的社會下每個人都值得別

人的尊重，這份尊重既是生對師，也是師對生，不因其身份地位有所改變。故此課

前課後師生也會向對方敬禮，老師認真授課，有禮邀請學生答問題或參與課堂活

動，是尊重學生；學生專心上課，投入課堂，做好功課，準時繳交，也是尊重老

師。而非師生間因著立場的不同變成對立關係，亦非師生間連基本的尊重也消失得

無影無蹤。尊重更勝於尊敬尊崇，師生間可亦師亦友，課後彼此無所不談，甚至搭

肩把臂，情同手足。因此，現代的尊師重道並不是一味尊崇老師而是人與人間基本

的尊重，於我們是百利而無一害，更值得我們去學習及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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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重的老師    蔡堃鈺 5A06 

 

        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身旁必定有不少良師益友。盡管我身邊亦有為數不少

的良師，但對我最深刻的卻是—温老師。 

    温老師雖年過半百，卻受到了麻姑的青睞，縱有數根白髮，頭髮卻是濃密。一

個正正方方的國字臉沒有任何皺紋。身型適中未有中年的危機。兩目是烔烔的有

神，兩頰是有血氣的白色，雙唇是紅潤的。一面神氣的樣貌，予人一種敬畏的感

覺。 

        現今，學業成績重於一切，以致學子忽視道的重要。温老師對品行的看重，

老師中寥寥無幾。他教導我們成為有品德的人，對長輩有禮。碰見師長時要主動打

招呼，「入屋叫人」等等，他還經常提點我們，基本卻經常容易遺忘的禮節。 

        温老師亦會抽出私人時間培育我們，無私的為我們奉獻自己。除了書本冷冰

冰的知識外，他為我們心靈上的發展倍加努力，期望我們能活出更豐盛的人生。每

星期二上學前的三十分鐘，都會為我們舉辦一個靈修早會，培養我在靈性方面的發

展。每星期都會與我們分享一篇新的篇章，令我們明白不同的道理。我認為温老師

這個對學生的態度十分可敬，因為老師與同學之間不應只集中於傳授知識，亦應該

關心同學的心靈發展。因此我十分感謝温老師。 

        除此之外他亦會帶學生到中文大學共進下午茶。温老師會先帶領我們參觀中

文大學的一些著名的景點，例如：合一亭、圓形廣場等，讓我和同學們更憧憬大學

的生活，激勵我們發奮讀書的決心。之後共進下午茶時會尋問各人的志向，並會加

以故勵和指出更多的意見。在高等學府裏，傾談日後的打算，是一個對學生們細心

的計劃，能令我對未來更加有目標。於此可見温老師對學生學業的關懷和著緊。 

        温老師給予我的印象是對學生十分關顧，他關心學生全人的發展，他願意為

學生付上很時間和心力。他對學生的愛令我深受感動，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尊師重

道的精神，也看到了師者的用心。感謝温老師成為我生命中一個重要的啟發者，我

立志也要成為一個尊師重道的人。 

 

 

 

 

 



5 
 

2020年的尊師重道    蔡鈞宇 5A 

《後漢書．孔僖傳》云：「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尊師重道也就是

尊敬師長，重視老師的教導。古人們都很重視尊師重道這點，而現今，所謂尊師重

道，只要你上課安靜聽講，不惹惱老師，就已經稱得上尊重了。 

    許是世道變了，現在的教師和學生，關係比起師生，更像是朋友，不能和學生打

成一片的老師，學生也會覺得無趣。這樣相處模式倒是沒什麼壞處，老師和學生之

間能加深對彼此的瞭解，教師更能因材施教，學生也會更願意聆聽教導。然而總有

些不足之處，我曾見過一位實習老師，初入職場，用的教學模式正正便是亦師亦

友，可他的學生「友」是有了，「師」卻不知所蹤，上課時插科打諢，老師所授道

理未知他們學到幾分，尊師倒是半分不見。那位老師對這些學生碰得焦頭爛額，不

知如何是好。可見在現今，若是要做到程門立雪，子貢守喪那般尊師重道或是有些

誇張，可是要想有良好的學習氛圍，尊師重道是必不可少的。 

    《師說》稱：「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學習的文章說明何為好

老師，要不恥求學，但怎樣成為知禮重道的好學生，還得仔細揣摩。現在的孩子，

準時交上作業，考試前有所複習，盡了一個學生最基本的本分，旁人看起來，也就

是好學生了。若是人人如此，那麼老師努力學習如何成爲一位稱職的老師後，費盡

心血教出來的，也只能是埋頭苦讀，不識爲人道理的學習機器罷了。 

    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尊師重道分明是從古至今傳下來的優良品德，可現在的孩

子不知是不是眼界高了，尋常的老師看不上，沒有尊師，老師所傳之道自然不知學

到沒有，重道也便沒有了。可這些是學生造成的嗎？現在當然是有尊師重道的學

生，上課和老師開開玩笑，無傷大雅的行為，可該聽講時也會認真聽講，尊敬授業

的人以及所授之物，傳承終究還是傳了下來的。可是無法忽視的是，這種品德也在

歷史的沖刷下淡化了。現今一位老師的好壞，可以由人隨意定論，嚴師被家長督促

着不許過分嚴厲，慈師又因過分和藹可親不被學生看在眼裏。的確有些老師過分嚴

厲，或是過分仁慈，這些都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可耐不住家長害怕如今的孩子細皮

嫩肉，經不起半點風雨，整日盯着老師所作所為，最後老師只能老老實實跟着教案

念標準答案，人生道理也不敢多說了。既然現今老師能被家長桎梏，學生也不會重

視老師，那麼尊師重道的道理，又有幾個人能知道呢？ 

    我們知道好老師的模樣，那自然便要尊重。許多人說，老師是人生的明燈，在現

今的世代，很少老師會真的掏心掏肺在傳授課本知識以外，還會育人。所以若真的

遇見一位育人的明燈，不論是以古人的方式，還是現今的方式，請切記尊師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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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師教會我的事    李逸聰 5B19 

「禮敬三寶，孝順父母，尊師重道，勤學守規。」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上一次唸這四句話的時候已經是 5 年前了。當初那個

只知玩樂的青澀小孩，明年就要面臨他的人生十字路口了。還記得那時候，「尊師

重道」四個字，可是「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唸到小學畢業，可謂是朗朗上

口。畢業後，卻早已拋諸腦後了。 

小學的時候，學校規定，每天早會學生都要將這四句大聲朗誦出來，那時候稚

嫩的我只把它們當一般的口號，讀完敷衍老師，敷衍學校便算。尊師重道是什麼

呢？老師只是我們茫茫人生中的一個過路人，對於一個每天上學只為等放學的學生

來說，他根本難以明白為何要尊師重道。 

正就是他的弱項。歷史科是英語教學，科學是英語教學，地理科也是英語教

學，這裡的一切幾乎均難與英語脫離關係。依稀記得那一本科學科的小本子，那數

十頁的科學專業名詞，那長得誇張的英文單字，每一次默書，每一次考試均教我頭

痛無比。就這樣，那時候的每次期末考試，全級一百多人中，我都位居八九十名，

情況惡劣無比，連雙親也快放棄了。 

「孩子啊，母親對你別無他求，你只要全部科目均及格，母親便心滿意足

了。」當時母親無奈的嘆了口氣，轉身便離去。現在回想，那聲嘆氣真令人心疼

啊！ 

我已經放棄自己了，在我心中，我就只是一個沒救的壞小孩，但他沒有放棄

我。他就是我的中一班主任，李老師。 

那時候他經常找我談話，關心我的學業情況，告訴我千萬別放棄。 

「孩子，我知道你英文不好，所以你一直以來就算很努力也難以獲得理想的成

績，但你真的打算就這樣放棄嗎？為什麼其他人能辦到的事你不能呢？其實你中文

和中國歷史科成績都很理想，你不比其他人差，你絕對有能力克服對英文的畏懼，

問題只在於你願不願意去面對它。」 

就因為這句話，我開始重新振作，去克服自己內心的恐懼。雖然接下來的兩

年，我的成績仍舊不理想，卻不斷有進步，由全級排第九十去到全級第六十。 

後來我升到中學三年級，我即將面對選科的挑戰，依舊與英語有隔閡的我，與

能選三個選修科的精英班有很大的一段距離。直到另外一個老師的出現，我的英語

科成績終於及格了！還記得那年的我第一次用英語上學校廣播，為學會宣傳。我用

著半生不熟的英語，緊張地唸出剛背好沒多久的稿子，因為太過緊張，最終鬧出了

很多笑話。那天放學後，我前往學校的英語補課時，教導我們的老師問我：「今天

是你第一次站台說話嗎？」 



7 
 

「嗯。」我尷尬地笑了笑。 

「第一次來說，表現得很好呢！」 

這個出乎意料的鼓勵令我感到震驚，亦因為這一句肯定，使我開始有動力專心

補課。後來，我英文合格，成績亦剛剛好讓我能夠進入精英班。 

漸漸地，這些老師已經無聲無色地成為了我最尊重的人。諷刺的是，小時候的

我常常念著尊師重道，卻不懂為何要尊重老師；後來的我不再天天唸這口號，老師

卻不知不覺間成為了我最尊重、最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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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 胡麗湘 5B27 

        古往今來，尊師重道，已成傳統，代代相傳。「尊師重道」四字出自《後漢

書．孔僖傳》：「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程門立雪、張良拜師等尊敬老

師的故事，顏回、子貢等終生侍師的著名孔門弟子，無一不是尊師重道的典範。沒

有老師盡心盡力、循循善誘地教導學生，我們便永遠不會通曉書本上深奧難明卻值

得學習的至理名言。教導無數莘莘學子的良師，卻永遠默默無聞地潤物無聲，並在

每個畢業季後，由曾經備受敬愛的老師成為了學生往後的日子裡的陌路人，像是蘇

軾所指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比起被遺忘更可怕的是，時至今日，尊

師重道彷彿已銷聲匿跡。老師不但盡心盡力後一無所獲，甚至在他們傳授專門知

識、人生態度、品德和意志的修養時，得不到學生基本的尊重。 

        「砰！」一陣喧鬧的聲音傳入原本一片寂靜的課室，只見一班氣喘吁吁的男

生，手裡提著籃球，明顯是剛剛從籃球場裡跑回來。 

        「你們為甚麽會遲進課室？」老師嚴肅地問道。 

        「哈哈哈，剛剛的一比一對決太精彩了，允行你打得真好。」向華讚歎道。 

        「哈哈，沒有沒有，只是運氣罷了」允行高興地說道。 

        他們繼續談笑風生，彷彿沒有聽見老師的說話。 

        「你們究竟為甚麽會遲進課室？」老師再一次嚴肅地問道，語氣略顯嚴厲。 

        聽見老師喋喋不休地追問，允行開始感到煩躁了起來說道：「唉，老師，你

管那麼多幹甚麼呢？我們現在不就回來了嗎？」 

        「對啊，老師不要再喋喋不休嘮叨了，倒不如省一點時間，繼續講課吧。」

向華附和地說道。 

        「你們知道自己影響了課堂秩序嗎？下課後來教員室找我！」 

        「唉，煩死了，一直在嚷嚷個不停。真麻煩。」允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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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說話，需要我每人記你一個缺點嗎？」老師憤怒地說道。 

        「記便記，誰怕誰啊！煩死了。」向華怒氣沖沖地說道。 

        聽見來自老師具要挾性的警告，允行更是，忍無可忍地大發雷霆，站起身

來，離開座位，徑直的走出課室。留下了背後怒髮衝冠的老師，一直喊著叫他「站

住！站住！」 

        可悲的是，以上的情景，經常在學校裡上演。現代社會中，在孩子從小集萬

千寵愛於一身的社會風氣下，父母們的溺愛形成了小朋友的霸道、無理取鬧、沒有

禮貌。慢慢地當這些小孩長大後。我們在課室裡更常看到的畫面，反而是老師們正

在教導學生時，學生喧賓奪主地反駁，甚至破口大罵，最後留下老師一個人在身後

勸說...... 

        「尊師重道」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的逐漸消失，確切令人感到惋惜

與無奈。更多的是，為那些循循善誘的良師感到氣憤。宋代的蘇軾曾說過：「斯文

有傳，學者有師。」實則上，「尊師重道」不但是生命教育及品格教育中重要的一

環，更是學校教育的核心所在，將「尊師重道」的風氣傳承下去、學生們也懂得尊

重老師其實應是教育的基本，讓我們重建「尊師重道」的美德，讓它停止消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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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師之恩    鄭嘉琪 5B29 

「嘩，又贏一局！思賢你也太牛了！」 

        你異常雀躍，抑制不住打遊戲的興致，飛快在鍵盤上敲下：「再來一局？」 

        這大概是你第一次這麼想上學吧——這段時間全港因疫情嚴重而停課，復課

遙遙無期，你也好些時日沒見到你親愛的同窗了。雖然能暫時逃離學校這座煉獄，

不再如牛負重，但每天宅在家終會使你枯燥乏味。想到平日勾肩搭背、暢談甚歡的

好兄弟，如今竟只能借每日幾局的電子遊戲維繫感情，你無奈地歎了口氣。 

        「叮——」你急忙點開訊息，卻大失所望——是老師的課堂邀請。 

        「你不會忘了要上『記缺點』的課吧？到時邊上課邊打機吧。」 

        唉，誰說停課可以暫時擺脫學業壓力？停課後，學校安排了許多網上課堂，

數之不盡的功課亦伴隨而來，數量更比平常多，連與朋友娛樂的時間都快沒了。更

令人氣憤的是，老師不會批改作業，只派不改，丟下答案便拍屁股走人，日子過得

可謂瀟灑逍遙。以後可一定要做個老師，輕鬆之餘更能享受高薪！你不忿地想道。 

        進入網上教室，熒幕上出現的那副嘴臉讓你忍俊不禁：兩個鼻孔直對鏡頭，

眉頭緊鎖，眼睛微瞇，這奇特的拍攝角度使平日不苟言笑的紀老師看上去滑稽極

了。你連忙截下老師「英俊」的一幕，發在班群裡，和同學比較誰的拍照技術更

佳。翻看著紀老師的個人相集，你不禁捧腹大笑，老師催眠的講課聲此時成了輕快

亢奮的樂章。你仔細地放大每一張美照，不錯過每個精彩細節：鼻孔冒出的鼻毛、

誇張滑稽的表情……誒，紀老師的鬢角竟有些泛白—— 

        「叮——」正當你為這重大發現得意不已，好友突然發來遊戲邀請。你欣喜

若狂，把一切都拋到九霄雲外，決定暢玩一局—— 

       「同學最好專心上課，如果系統偵測到你不專注，將會記缺點一個。」「記缺

點」冷不防冒出一句，使你打了個哆嗦。 

        呼，又是這陰招，不愧是「記缺點」！你與好友倒吸口涼氣，無奈打消打遊

戲的念頭，專心上課。 

       老師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從世史到中史，由天文至地理，途中卻一滴水都沒

喝，令你訝異不已。莫非老師有超能力，喉嚨不會痛？ 

       在你幾次「釣魚」後，老師終於終止了個人演講會。「好了，今天的課就到這

裡。同學們記得準時交功課啊！」最後那句話如一盆冷水淋在頭上，澆滅了你終於

解脫的喜悅，使你滿面愁苦。 

       你用手托著腦袋，等待老師關閉課室，好借遊戲消愁。奇怪，老師怎麼還沒退

出，莫非忘記關攝像頭了？你定睛一看，三十位同學齊刷刷地留在課室裡，大家都

沒出聲，仿佛戲院裡等待演出的觀眾。你心領神會，也開始靜候醜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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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依然坐在書桌前，手腳笨拙地用著電腦。 

       「喝口水歇下吧，你昨天不還嚷嚷喉嚨痛！」老師的妻子輕嗔道。 

       「就快改好了」，老師揉下酸痛的脖子，吞下幾片喉糖，「得盡快改完派給同

學，不然趕不上進度。現正處特殊時期，學生是最迷茫無助的，作為老師就要主動

挑起擔子，即使被誤解責罵也在所不辭。」 

        「那我們的女兒呢？平常你已經很少陪她，如今停課你還是忙得不可開

支……」 

        你和同學們陸續退出課室。 

        此刻你只記得方才老師教過的一句話：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

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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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重於尊師        王穎琛 5C17 

尊師重道是中華一直流傳的美德，師者是我們前路的指引燈，帶領我們進入知

識的大海，幫學生建立良好的品德，付出他們的歲月，陪伴我們成長，師者是我們

應該去尊敬的偉人。 

我們每個人在上學前都是一張白紙，而老師就是為我們這種白紙，填上色彩文

墨的人。老師為了我們，藏身於小小的講台上，將他們浩大的知識海，展現我們面

前，盡他們所能在這小小的課室，展現大大的光芒，照亮我們所有人，讓我們都能

進入知識的海洋裡。老師就像蠟燭一樣，用自己的生命去塑造我們所有人，把腦裡

無盡的知識傳授給我們，盡力去照顧好每一個學生，為他們建立良好的價值觀，但

卻忽略了自己年歲的流逝，就蠟燭發光發亮，卻忘記自己的生命在快速流逝。我們

這一張張白紙離不開為我們添上色彩的人，沒了老師，我們的生命只是一片貧瘠的

沙漠，毫無出彩的地方，也毫無意義。 

我們離不開知識的灌溉，而老師，就是給我們這一棵又一棵樹苗灌溉的人。從

牙牙學語開始，生命中不可缺的就是老師，他們伴隨我們成長，給我們灌輸不同的

知識，帶著我們攻克一道又一道的難題，為我們傳授大道理，因為老師，才有我們

現在的成就。在我們逐漸茁壯成長的時候，皺紋也悄悄爬上了老師的臉龐，在我們

成長之時，老師已經走向下坡，腰也微微彎起。老師這位指引燈，一直在照亮我們

的前程。 

老師為了我們耗盡年華歲月，不厭煩的在講台上重複一遍又一遍的大道理，為

了我們而憂心，害怕我們會走錯路。老師值得我們的尊重，值得我們去表揚，老師

的付出不是理所應當的，老師為了我們日夜勞累，不辭勞苦，從不埋怨，他們值得

最崇高的尊重。老師是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環，每一個人背後都有一位良師，他

們為我們付出了很多，我們理應去愛護他們，尊敬他們。 

仔細去看看每一位老師，他們的年歲逐漸增加，他們耗盡青春留守在我們的身

邊，為我們建立品德與學問，屈身於小小的講台，努力綻放自己的光芒，照亮我

們。這些都不是理所應當的，我們應當心懷感激，感激他們為了我們的付出。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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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他們泛白的髮絲，深刻的皺紋，逐漸彎曲的腰桿，這都是他們為了莘莘學子而

付出的東西。「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不僅僅指家長與孩子，也指老師和學

生，老師又何嘗不是為了我們日夜擔憂呢？ 

每一位老師，都值得我們所有人的尊重，他們為我們的付出，我們不應該忘

記，要銘記於心，好好報答他們的教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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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李若萱 5D10 

在後方的樂隊演奏，溫柔的旋律在他們的指揮下娓娓流泄出來；臺上的人伴隨著音

樂唱出歌頌的聖詩。互相交接的音律，似是要溫柔地迎接今天的主角，這場面，溫

馨卻不失壯觀。身為主角之一的我，面對這等場面，平靜地等待一切的開始。 

我們的畢業典禮，就要開始了。 

我對於學生生涯的認知，最深刻的恐怕就是那一位老師了。短短六年間，我對「老

師」看法可與當初的是截然不同。回想起一開始，我也是「年少輕狂」，因為對交

作業感到厭倦，就懷著「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心態決心不碰作業，還不屑於老師的

警告，非要逼得老師咬牙切齒、大發雷霆，得到教訓了，才懂得變乖，實在倡狂。 

也是從這一刻開始，我一邊控訴著老師對我的「教訓」，另一邊，倏然已在內心，

將其印象降至最差。從此，年幼的我因小小的作業一事，便將老師看成宛如天敵一

般的存在，凡事都不順其意，不願聽老師的說教，一年復一年，就這麼過去了。 

直至那年的炎熱夏日，盛夏的天氣，四周休閒的氣氛，皆告示著暑假、那遊樂時光

的到來。然而我卻沒有機會感受那洋溢出來的歡樂氛圍，此時的我正懶洋洋地伏在

桌子上，等待著老師為我而設的私人補習結束的那一刻。沒錯，作為壞學生的我，

固然連學習也不顧，便自然而然地成績也已經差至一個地步了，那也不難理解為什

麼會有私人輔導。 

「你專心一點啊！」突如其來的吼叫，把我從思緒間拉回來。我抬頭一看，頓然，

我楞住了。老師正在輕聲啜泣，她用雙手覆蓋自己的臉部，我看不清表情，但一滴

滴淚水卻順著指間流下來。「你該怎麼辦啊......」她輕聲又含糊不清地說著，然後

轉身，抹掉淚水、揉了揉眼，猛地吸一口氣，繼續講課。 

我愣怔了許久，不知應作何反應，直至下課了都還沒有回過神來，愣坐在原位許

久，整間教室除我之外，已沒有別人。我就一直坐在那裏沉思，只覺得心底好像被

堵住似的、很不舒服，卻又無法仔細敘說。直到某一刻，我突然像是想通了什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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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緩緩地呼出一口氣，我慢慢抬起頭來，對著眼前沒人的空課室，輕聲囁嚅地說

道：「對......對不起。」 

對不起，老師，對不起。 

那天，我才發覺，原來老師一直很擔心我。 

台下掌聲四起，把我從回憶間喚醒了，似乎是校長的演講完了。「接下來，有請各

班代表上臺演講......」我站了起來，整理了一下思緒，便朝臺上走去了。 

「......我能夠順利地畢業，特別要感謝一位老師，相信很多同學以前也不喜歡讀

書、只想玩，我也不例外。只有在危機已到的時候，才發現一切皆晚，恐怕那時心

底湧現的，就只有滿滿的懊悔和悲傷......」我在臺上，握緊了雙拳，看向那人，繼

續說道：「所以我真的很幸運，我很感謝這位老師，在那時喚醒了我，比任何一個

人還要擔心我、願意為了我而悲傷、陪著我解開一道一道題、一起跑完這謂學習生

涯的馬拉松，陪伴到終點......」 

過往的一切宛如走馬燈一樣恍惚浮現於眼前、匆匆略過，許是畢業典禮那安寧的氣

氛渲染到了我，又或許是看到她是台下對我微笑著，我的淚水瞬間劃過臉頰，不爭

氣的流了下來，好似再多的語言也沒法表達我這一刻的心情。 

謝謝你，老師，謝謝你。 

謝謝你從低谷裡把我拉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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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師重道    胡可盈 5D17 

「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常常被家長們掛在嘴邊，從小到大灌輸在我們的腦袋中。可

是，到底何謂「尊師重道」呢？「尊師重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尊師」，顯然是

指尊敬師長；而「重道」，則是要重視道理。那麼問題來了，為何我們要「尊師重道」？ 

老師，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然會遇上的一個過客，他們負責教授我們知識，把他們的

畢生所學傳授給我們。你問老師會不會因為我們的能力差而不教我們？答案當然是不會，

若果會的話，我早就被放棄了吧！老師不但不會因為學生的能力差而放棄他們，會有教無

類，反而會為了這些能力差的學生因材施教，用不同的方法傳授知識給學生，就正如孔子

會因應自己學生的性格已提出不同的建議。你又問為何老師要這麼努力呢？答案很簡單，

為的是能讓我們明白更多的道理，學會明辨是非，把我們引上正確的道路，讓我們在未來

能面對社會的困難。老師們花了很多的心血在我們身上，只是為了我們的將來，是多麼的

偉大啊！「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可見我們應該要尊重老師，尊重他們的努力，尊重他

們所教授的知識。 

而道理，很多時是由老師所傳授給我們的，我們都必須要重視這一些道理。每一個簡

單的道理，都對我們人生很重要，能帶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分辨出是非黑白，不會走上

歪路，帶着這些道理，令自己的人生更加心安理得，使自己的為人也能變得正直，不作出

小人之為。當我們遇上一些蠻不講理的人，我們都不應用暴力或其他不當的行為制止他，

只要我們帶着這些道理終能說服他。可見我們應該要重視道理，讓自己能帶着正氣做人。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尊師重道」呢？其實這很簡單，首要的是我們要尊重老師的身

份，當然我們亦可以把老師當作朋友，但同時我們也要清楚他是一位老師，不要越過那一

條不能觸碰的底線。其次，上課留心、準時完成功課都是對於老師的基本尊重。其實做好

一個學生應有的本分，就已經是對老師的一份尊重。而「重道」，那就更簡單了，我們只

需要記住老師所教授的所有道理便是最好的證明了，達到老師對我們的期望，不會辜負了

他們的心血。 

可見「尊師重道」是從古至今一直流傳下來的一種美德，我們有義務要繼續把這種態

度繼續流傳下去，尊重我們的老師，重視他們所教授的道理。 

  



17 
 

起立—致老師        馬本楠 5D11 

        學校最殘酷的事情，是用六年時間讓一群素未謀面的人朝夕相對，然後狠狠

地告別。我忘不了那件寫滿祝福的校服，忘不了寫滿方程式的黑板，忘不了穿着校

服時發生的點滴......在懵懂的那幾年，總是有幾個不厭其煩的身影伴在我們左右。

記得第一次學明喻暗喻時，補充練習上的例子形容他們是園丁、是明燈。許多年過

去了，我才學懂不再用兒童狡猾的眼光去看待他們。 

        老師，好像總是跟我的快樂童年扯不上半點關係.......記得小的時候，老師總是

扮演着與超人迪加對立的角色，每當我趕着回家看動畫片集的時候，他們都總會按

照劇本的設定，精準無誤地出現在課室門口將我截停，一如既往純熟地、冷靜地指

出補充練習中我一個又一個的錯誤，受苦受罪的又何只我一個？作為班上的「資優

生」，大部份的日子我總是能在老師的陪伴下，成為最後一個離開班房的學生。回

頭望去，門牌上「留堂班」三個字在太陽的餘暉之下，留給我更深刻的記憶。我總

是會抱怨他們佔用我的時間，卻忘記了時間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原來最後離開

學校的永遠都不會是我。 

        穿着校服的每一天，都是鬥智鬥勇的一場策略遊戲。直至今天，我還是不明

白為什麼頭髮不可以過眉，冬天一定要打領帶，校服一定摺進西褲裏？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牆梯，縱然老師總是可以發現我藏在書包暗格的撲克牌，而我總是要絞盡腦

汁，以不同的理由解釋撲克牌的出現以逃過一劫。但我卻總是把自己成功的經驗掛

在嘴邊，與一眾「豬朋狗友」津津樂道，卻在畢業之後的班會聚會，被班主任告

知，其實每次他經過走廊，都發現躲在角落鬥地主的我們。那時候的我，總是對他

們口中一成不變的規矩感到鄙夷。的而且確，因為一個無惡不作的犯人是不會認同

法官說的話。 

        在那些日子裏，總是有一些特別優秀的人出現在我們眼前，我決不會承認我

羨慕、眼紅他們。他們和老師關係密切，老師問問題時他們會雀躍地舉手，而我總

是有意無意地躲避老師的目光，在我正在和老師爭論欠交功課是否要留堂的時候，

他們正替老師把一疊一疊的學習資料從教員室搬上課室。我總是會在心裏取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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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笑他們阿諛奉承，笑他們跑幾層樓梯只為了一句「謝謝」。那時候我打從心底

覺得他們很可憐， 現在我才發現可憐的是我，我沒有把握那些本應珍重的關係，

甚至把每次下課時的道別與致謝都淪為憾事。 

        起立！ 

      「老師再見，多謝老師的教導。」 

        致我敬愛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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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尊師重道    麥心瑜 5D12 

最近時不時就會和朋友談到「最近的小孩怎麼都不尊重老師了」的話題，雖然我們

也沒大那些小孩多少，但總是感覺自己比他們大了幾輩似的。 

「你們可知道，我那妹妹在學校扔鉛筆芯到她班主任身上，事後被人記了缺點，她

竟然還覺得自己沒錯，找了爸媽到學校投訴！都不知道她為什麼有這麼一個膽

子。」我的朋友滿臉嫌棄地向我們埋怨她妹妹所幹的好事。 

「你的妹妹剛升上中一，或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覺得班主任好欺負，就吃了熊心

豹子膽吧。」另一個朋友唏噓道。 

確實。 

這正值叛逆期，所謂年少輕狂，什麼大風大浪都不怕。我也曾有過這般輕狂的日

子，可也從來不在老師面前造次。 

不知道為什麼，老師就像一個特別的存在。 

特別是小學時教導我的老師。按常理來說，我小學時整個人都糊糊塗塗的，到了現

在已經要把小學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可當我提起小學的老師時，到了嘴邊卻往

往都會不自覺帶了一份恭敬尊重，說的總是「陳老師」、「王老師」、「林老

師」，硬是讀不出老師的全名。 

倒不是忘了老師的全名，但總覺得如果直呼其名，就特別有違和感，渾身不自在。 

不過到了中學，我們反而開始敢喊老師的全名了，張口閉嘴都不帶聲老師的，甚至

會「貼心」地給人家起綽號。當然，當著人家的面前還是不敢說的。 

老師就像是長輩裡突出而來的一群人，他們與其他大人不同。我們敢當面與自己的

爸媽、自己的祖父母當面開戰對質，嘴上從來不給對方留面子。可當對著老師，氣

極了也只能態度差一點、音量大聲點、臉色黑點，其餘多出來的狠勁也只能憋在心

裡，回頭還要被老師罵回去。 

也許這份對老師自然而生的尊重已經在我們心裡根深蒂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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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家長叮囑、社會主流、學校教導都在訴說著我們應該尊重老師，所以我們始終

守著那條界限，並且永不僭越。表面上看似守得鬆散，實際上守得可謂嚴謹得很。 

因此我們才會認為我朋友妹妹的所作所為，為「不該」。 

人們都說家長是孩子的榜樣，會大大影響孩子日後的價值觀。而在我眼裡，老師亦

然。甚至，其影響力超越了我的父母。 

老師訓過的話語，說過的道理，教過的知識，我們不一定會全都記住；但日後當我

們突然想起來一些話語、道理、知識，卻大多是來自於教導過我們的老師的。 

我們到了中學，需要適應全新的環境和制度，但其實不出一、兩個月，大部分學生

就已經能充分地融入校園了。為什麼呢？小學生涯就像發了場夢一樣，一下子就過

去了，但那一個個老師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卻深深烙在了我們心底裡看不見的地

方。那些應有的態度、規矩，都好像是與生俱來的一樣，潛移默化下，「重道」，

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融入到我們之間。 

小學時老師們天天嘮叨的「一定要對老師點頭微笑啊」，到了現在已經變成了我的

條件反射。縱然中學的老師從來沒有向我們要求過，可每當在學校碰上老師，我還

是會不自覺地向他們點頭、微笑。 

其實尊師重道也不是很難。我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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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    簡心欣 5D08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學習是人成長的必經過程，韓愈先生教導世人，沒

有一個人出生下來就能懂得所有的道理，在求學的路上我們必然會遇見困難，這便是老師

存在的道理，「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汶川大地震中，在眾多教學樓倒塌的一瞬間；1996年，八仙嶺的山上，看似平凡的

老師們，沒有猶豫，毅然地決定將生的希望留給了學生。老師們用行動，詮釋了「摘下我

的翅膀，送給你飛翔」這句歌詞。 

煌煌史書，列列青卷，都記載著每一位老師，將他們的畢生所學傳承給下一代，老師

們術業專攻，先修己身，後施學子，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他們如天上的斗星；如明亮的

燈盞。一根粉筆，一塊黑板，一個講台，三尺教鞭，指引著無數莘莘學子前行的路。 

《呂氏春秋．勸學》中有這樣一句話：「疾學在於尊師」，意思是如果想要迅速地學

習到知識，重點在於要尊重老師。尊師重道固然是求學中十分重要的精神，歷史中也不乏

尊師重道的故事：岳飛的老師收岳飛為學生，教育他，老師去世後，岳飛匹麻衣駕靈車，

執孝子之禮。岳飛說：「老師教我立身處世精忠報國的道理，還把他一生摸索的箭法和武

藝都傳授給我，師恩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懷的。」 

程門立雪這個故事相信大家也不陌生，說的是楊時和游酢求見老師程頤，當時老師正

在閉目養神，二人因為不敢驚動老師就恭恭敬敬地站在門外等候。等程頤醒來時，他們渾

身披雪，腳下的積雪已一尺多厚。 

古語有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可見古時候，古人對老師十分的尊敬，孔子學

徒三千，每一位弟子都對孔子尊敬有加，他們四處奔波，宣揚孔子的道義，編成《論

語》。 

古往今來，尊師重道已然成為了良好的傳統美德，並且代代相傳。如今我們可能不需

像岳飛一樣，每次行軍打仗都要用老師贈送他的弓箭射出三支箭，也不必像楊時和游酢誇

張地在門前等候老師幾個時辰，但我們依然可以用自己的行為去表達對老師的尊敬。 

敬師德、學師德與永銘師恩將會永遠地貫徹在悠悠學子身上，希望我們能夠以一張良

好的成績單與磨礪好的品行來回饋無私奉獻的老師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