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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一連三天的均一畢業系列活動，從感恩謝師餐會、畢業生餐會、九年級專
題報告，一直到帶著充滿溫馨祝福與感恩的畢業典禮，均一師生共同努力策劃了一場不一
樣的畢業方式。透過畢業專題報告，讓孩子更認識自己、從興趣中探索自己，學會和自己
對話與工作，最後嘗試可以勇敢做自己的勇氣，這些都是成為孩子畢業前最特別、最珍貴
的禮物。從謝師餐會中，由畢業生親自服務所有幫助過他們的師長們，表達對均一師長深
深的感謝，隔天改由高中在校生為學弟妺服務的臨別餐會，讓每一位畢業生可以在溫馨的
氣氛下，享受一次正式的畢業餐會，也留下在均一難忘的美好回憶。本屆畢業典禮，更是
首次聚焦於孩子的感謝與師長的祝福為主軸來策劃，讓所有師長與家長充分感受到，畢業
典禮不在是冗長的頒獎儀式與來賓致詞，讓畢業典禮回歸到最核心的本質「感恩」與「祝
福」，每一位畢業生站在舞台上都是主角。

黃景裕校長在全程參與畢業系列活動後分享：「均一的孩子，如果臨別前沒有專題報
告，沒有感恩餐會，沒有臨別餐會，整個畢業典禮，似乎就不算是一個完美的結局。」黃
校長看著學生的專題報告，感動的分享：「不論專題的內容形式及探討的深度，看到學生
的表現及家長的回饋，畢業生從頭至尾專注地坐在會場，看得出他們是真心在意的，也對
自己的表現有所期待的！當畢業生坐在餐桌上，我注意觀察了孩子，因為餐會場合的氛圍
布置較為正式，孩子們也自然而然坐得比較優雅。凡此種種都顯現出環境是在無形中讓孩
子的行為產生微妙的變化。」

嚴長壽董事長感動分享：「看到每一個孩子，不論是坦然的自我剖析，以及對未來
各種想像議題的探索，似乎覺得突然間孩子都長大了。作為一個旁觀者的我，已經充滿
感動。雖然過程中臨時增加兩個感恩餐會，也許增加團隊不少工作量，但一切的辛苦都
非常值得，因為我深深地感到在孩子離開學校以前必須學會兩件事情，一是以溫馨的行
動對老師表達感謝，另一項就是讓孩子學會如何做一個進退得宜的公民，我相信這些都
是他們離開均一以後，在一般學校無法學到的生活禮儀。我希望在均一能夠孕育的校園
文化，是一種台灣社會漸漸消失的人情味，一種珍惜大家共處多年後，可以自然表達的
真情流露的感恩，同時，也希望孩子在離開學校之前，可以帶走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珍貴
情誼，能夠以正向態度面對未來。」

不一樣的餐會、專題報告與畢業典禮

展現均一獨特的多元文化



謝師感恩及畢業生餐會

學習生活禮儀，成為懂得感恩的人

今年，在均一實驗高中一系列的畢業活動中，除了畢業典禮及首度舉辦的九年級畢業
專題報告外，嚴長壽董事長還另外加入兩場餐宴，一場是感恩謝師餐會，由即將畢業的九
年級擔任服務，並與六年級生透過音樂演出來表達對師長的謝意；另一場是畢業餐宴，由
在校的高中生來服務即將畢業的九年級與六年級生。兩場餐宴特別由一群嚴先生舊屬主廚
志工團隊前來安排指導，帶領學生學習基本國際禮儀以及餐飲服務培訓。

走進平時熟悉的宿舍用餐區，在古典音樂的襯托下轉換成溫馨優質的用餐場域，雖然
沒有豪華的佈置及高級擺設，但由九年級學生親切引領師長入席，並端上迎賓飲料，師長
猶如貴賓般享受著學生最溫暖貼心的服務。師長們在享用餐點的過程中，即將畢業的六年
級大樹班和九年級同學們輪流以音樂表演，以及透過致謝詞來感念每位師長在過去的教導
與陪伴，讓整場謝師餐會瀰漫著溫馨與感動的氣氛。

隔天，應屆畢業的九年級搖身一變，和大樹班的同學一同成為畢業餐會的座上賓，由
高中部的學長姐來服務餐點，期盼能將美好經驗傳承變成均一學校的傳統。師長們觀察到，

平常愛嬉鬧的九年級同學們在當天餐宴的正式場合，突然正經起來了，言行舉止也變得優
雅了，同時還感性的和同學說了很多真心話。在餐會結束前，主持人童愉老師感性地提醒
同學要記得這兩場令人難忘的餐會，都是因為有許多人在背後辛苦的付出才有可能完成
的，希望孩子們永遠要懂得感恩，莫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餐會的尾聲，黃校長特別介紹
亞都主廚團隊及當天服務的高中部學長姐出場，接受所有畢業生的掌聲與感謝，圓滿地結
束了連續兩天的餐宴。已是第二次來到台東協助均一餐會的 Winnie 主廚，事後向嚴董事
長表示，「均一的學生真的很棒，去了兩次都很感動，兩天餐會結束，都有學生來跟廚師
說，我可以抱抱你嗎 ? 還說些感謝的話，用完餐後也很主動跑到廚房幫忙清潔，均一的學
生真的貼心，真是很傑出。這是我們愛上均一的原因，很希望有機會再去做志工」。這群
廚師志工們不僅不拿任何費用，還把一個月難得的休假日都給了這次的餐會服務，真是給
孩子最好的學習榜樣。

即使在偏鄉也要讓孩子學會國際禮儀，即使在偏鄉更要懂得服務他人。

—嚴長壽董事長



均一九年級生畢業專題報告

坦然地自我剖析、探索社會議題

當坐在台下的均一師長們看到，平時內向寡言的學生，在畢業前夕勇敢地站上舞台，
侃侃而談對於自我的剖析，以及走過來的心路歷程，無不帶著欣慰且驕傲的眼光，給予台
上同學最熱烈的掌聲；當身著多彩絢麗原住民服飾的同學們，分享著對部落及族群的使命
感與認同時，師長們看到的是九年級同學依舊青澀的臉龐，卻閃耀著成熟自信的光芒。

早在一年前，均一團隊安排九年級共 48 位學生於畢業前透過專題研究，深入探索
自我及各類議題，作為國中三年學習成果的代表。專題報告的內容相當多元，有的同學
從自我內在開始剖析，不論是對於族群的認同，或是身為轉學生的心態及生活適應，到
追尋舞蹈、音樂、餐飲等夢想的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談到親子之間的衝突、過動以及自
己的情緒 EQ 管理的主題等等，可以看出均一同學藉由展開自我對話的旅程，更認識自
己。另外也有同學嘗試發掘自身的潛在能力，例如室內設計、電擊棒、發電機，或對於
紙牌魔術及跑車的專業研究、甚至包含韓國綜藝的深入探討等等，在台上大方分享自我
追尋的過程。

有一些同學則是從社會關懷的角度出發，做多種議題的探討，其中涵蓋教育、原住
民議題、性別議題，以及分享當國際志工所學習到的課題等等。黃景裕校長看到同學於
報告中分享，在面對挑戰時所遇到的恐懼不安，甚或是失落挫敗，但同學們因為勇敢面
對自己的內在，都順利走過來了。在二天的專題報告過程中，不僅看到台上同學的真情

流露，對於台下的師長或是家長們總是帶著愛與祝福的回饋，讓在場的許多人數度哽咽
或是掉下淚來，高中的學長姐也以過來人的身分，給予學弟妹對於族群文化認同或是化
解親子緊張關係的寶貴經驗。看到同儕們給予的是熱烈的掌聲及加油聲，回饋的是最溫
暖的鼓勵，黃校長表示這就是均一用愛所建構出的校園文化。

嚴董事長在專題報告的結語中表示，他發覺每一個孩子在均一長大的過程中都找到
了自信，看到有些孩子穿著自己族群的服裝上台，這也代表著均一學校的多元文化。董
事長鼓勵同學，能夠正視面對自己情緒就是了不起的開始，在過程中會有許多的挑戰，
如何去翻轉自己或他人的情緒，就擁有了能扭轉環境的力量。最後，董事長特別引用原
住民作家 SAKINU 的話來勉勵原民生，珍惜可以追尋自己部落文化的尋根之旅，其他同
學雖不能成為「血統上」的原住民，卻可以學習成為「生活上」認同原住民文化的原住
民，共同來熱愛、保護台灣這塊土地和特有的原住民文化。

一位家長回饋，均一真的是一所不一樣的學校，一般九年級畢業生考完會考後，就
處於自由狀態，但是均一的學生會考結束後，不但要努力完成生命探索課程的山海挑戰，
還要積極努力準備自己獨一無二的專題報告，生活過得非常充實。每位應屆畢業生皆順
利上台完成自己在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專題報告，同學們也於報告過程中展現自信，讓均
一的師長感到十分驚艷與驕傲，更期待明年第一屆高中生與九年級畢業生的專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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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一畢業典禮 

耀眼的閃爍 __ 致  青春
一位分享參與國際志工經驗的家長表示「一雙名牌球鞋穿久了會變得破舊；流行音

樂及電玩不斷推陳出新，而媽媽鼓勵孩子去嘗試擔任國際志工就是希望送給孩子一份留
得住的禮物。」黃景裕校長則以「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四句話
勉勵所有畢業生，也能帶著走均一送給孩子們良好品格、服務熱忱、獨有特質的珍貴禮
物，展開下一個階段的學習旅程。

當畢業生身著最感自信的服裝或族服進場時，紅毯一端展現的是均一特有的多元化；
有別於他校的畢業典禮，本屆均一的畢業典禮，不再安排繁瑣的頒獎流程以及冗長的師
長致詞，而是將時間與舞台留給了每一位畢業生主角，透過豐富的音樂表演以及真心的
話語分享，整場典禮聚焦於誠摯的祝福及滿心的感謝，盡在大家眼底的是熱情的擁抱與
不捨的眼淚。本屆畢業班導師鐘文淑老師、甘瑞彬老師及賴淑慧老師，也於典禮上再次
勉勵已陪伴多年的孩子們，期許他們在現階段的學習完成後，帶著均一給予的滋養持續
茁壯，並成為懂得感恩、學會為周遭付出的人。

在典禮的最後，則由全體畢業生帶來由九年級汪佩諭同學作詞，潘佳恩、汪佩諭同
學譜曲的畢業歌「耀眼的閃爍」，並由谷法安傘 . 察安勒同學以一鏡到底的影片呈現出
孩子們在均一的青春，為在均一求學成長記憶中畫下耀眼青春的句點。
         邀請您跟著歌詞的內容，同步感受孩子們的耀眼青春～

耀眼的閃爍
詞：汪佩諭  曲：汪佩諭、潘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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