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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29 日（星期三）10:30~12:00 
☉課程名稱：人際磁碟－DISC 
☉主 講 人：陳暐喬業務經理（三商美邦人壽）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黃敬庭（化學系三年級） 
★參加心得： 

我是化學系三年級的黃敬庭，在 6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由三商美邦人壽的陳暐喬經

理於行政大樓六樓第四會議室進行人際溝通系列課程的演講，講題為「人際磁碟－

DISC」，在說明 DISC 並藉由 DISC 來了解自己和認識別人。 
DISC 分別代表：掌控型（Dominance）、影響型（Influence）、穩定型（Stable）、

謹慎型（Caution）。以西遊記為例，其中 D 型的代表即為能千變萬化的孫悟空，這種

類型的人經常保持體力充沛、幹勁十足，很有創業家和老闆的資質，但有時太愛掌控

一切，而不在乎旁人且對人較殘忍粗暴，也就是非常的鴨霸。I 型的代表是常常搞的大

家雞飛狗跳的猪八戒，這種類型的人可說是天真浪漫、情感外露，有他在的地方就有

歡笑，是大家的開心果，但有時為了要附和他人而喜歡隨便亂誇口和承諾別人，且其

心情容易受外在事物所影響而展露在行為上，是非常情緒化的人。S 型的代表是常常

就只會說「大師兄！師父和二師兄被妖怪抓走了！」的沙悟淨，這種類型的人本身低

調、內斂、冷靜，所以耐心程度相當高，但有時太過於孤僻、封閉、沒主見而容易被

同儕間所忽略。最後一種 C 型的代表則是一天到晚對著孫悟空嘮嘮叨叨的唐三藏，此

種類型的人可說是氣質百分百、追求完美，是判斷是非的專家，但有時太過於追求最

佳狀態而相當執著，且愛插手任何事情並對任何事進行評斷、批評，是個對自己和別

人相當苛求與嚴格的人。之後講師還敘述了上面各種類型的人的面相和想法並進行區

分和認知，還以兩部影片（麥兜-粗面魚丸、海角七號某片段）用有獎徵答的方式進行

影片裡面人物的 DISC 類型猜答，我有猜對最後一個問題並得到精美的小禮物，最後

是進行個人 DISC 類型的分析並提供建議與方向。 
本次演講對於教育方面的應用，可使我們藉由觀察行為表現和說話方式來判斷出

各式各樣學生的類型，並由分析出來的結果來認識了解學生，對其缺失以他的屬性方

式進行改善和督導。這個 DISC 的分析方法除了運用於學生身上，也可以使用在其他

人，例如：學生家長、學校各級行政長官、同事等，可使我們在擔任教師的生涯中能

快速的摸清各式各樣的人，以減少衝突並增加兩者之間的關係和親密度，即使是以後

不當老師，在其他領域的職場中，也可以拿出來使用。 
我覺得本次演講可讓我們到內門國中進行暑期教育服務時，對於教學上能有所幫

助和提升，因為我們可以了解各個學生的個性與類型，及對其選擇出最佳的教育方式。

例如遇到 D 型的學生，會以善言代替辱罵，不要跟他硬碰硬，需藉由慢慢開導的方式

來使他認同你，因為互相敵對的結果，不只會破壞師生間的和諧關係，那樣的行為其

實和 12、13 歲的他沒什麼兩樣，一樣的無知和幼稚。若遇到 I 型的學生，因為有他的

存在，可使班級在上課時增添許多歡笑和樂趣，但有的時候他會太過頑皮，因此要控

制好他，不要讓他過於暴走，以致影響整個班上的秩序和上課進度，且因為其行為易

受情緒影響，故要多觀察他每天的行為和表現，當呈現太過憂鬱時，則要適時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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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和安慰。若遇到 S 型的學生，其實是可以令你相當放心，因為他是那種非常安靜

乖巧的學生，守規矩、有耐心，但有時會太過於封閉孤僻，所以在上課時要三不五時

點他回答問題，能夠激發他和增加他的膽識。若遇到 C 型的學生，由於這種類型的學

生很愛計較，對於各項大大小小的事情會非常講究完整性與完備性，故對待他要相當

的仔細和小心，而這類學生通常會是很好的幹部人選，但當其批判的個性太過嚴苛時，

則要適時的阻止和緩和他。 
本次演講使我在對人際關係方面學習良多，希望學校可以多多舉辦此類型的課程

講座，不只可以提升我們人際方面的處理，也可以增加我們的個人魅力及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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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29 日（星期三）13:00~14:30 
☉課程名稱：志願服務倫理 
☉主 講 人：謝東宏專案經理（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工資源中心）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王嬿茹（教育學系四年級） 
★參加心得： 

身為民國百年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的志工之一，我來自於教育系四年級，經

過系上四年的課程學習，以及教學磨練，使我希冀能透過此次活動的參與，服務他人。

本次邀請的講師是謝東宏老師，目前服務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志工資源中心，擔

任專案經理的職位。謝東宏老師此次的演講主題為志願服務倫理，其核心主題概念為：

志願服務不是犧牲，而是「開創」自己的生命價值。老師一改大家認知的「志願服務

就是犧牲奉獻」之觀念，強調志願服務應注重在對象，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是人，人

與人在互動中，是用生命在做交流，彼此相處具有溫度，需以此為志願服務理念，才

可使生命價值獲得開創，而非盲目的犧牲。 
這次演講讓我學習到以下觀念： 

（1）認真看著對方，為其鼓掌。——謝東宏老師強調，這是一輩子應養成的好習慣，

如此真誠的鼓舞，在未來擔任教師一職時，無論面對的是學生、家長、同事等，

都是一種肯定別人的好方式，亦可使自己專注於此，讓這個好習慣得以幫助自己。

（2）不要放棄。——擁有十幾年的學生身分經歷，疲倦時難以撐開的眼皮，難以克制

的打瞌睡，也是謝東宏老師教導我們「不要放棄」的概念之舉例；任何人都有精

神不濟的時候，但針對學生而言，若是今天精神再不佳，也應保有不要放棄的精

神，寧可狂釣魚，也不可趴下，因為趴下，就表示自己在心態上已經投降放棄了。

這樣的貼切例子，在以後任教時，針對要教導學生重要的觀念，即可使用。 
（3）你想從服務對象身上學到什麼？→尊重。——志願服務的倫理，應建立在群己關

係，即平等的觀念上；尊重自己所面對的對象，才能真的在這一場有溫度的互動

中，讓自己也有所收穫，不至於空手而回。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其實亦是如此，

即便教師須擁有一定的尊嚴與權威，但是教師在面對學生，家長或同事亦然，都

應用尊重的態度對待之，讓彼此可以教學相長。 
（4）將說法、想法，改為做法。——人類是最廢話的動物，往往也因為想的多、說的

多，反而做的少；然一件事的成敗，是否具有行動力才是關鍵，也因此，老師鼓

勵我們應減少一些說法、想法，將力量放置於行動中。教師的教學，亦是如此，

即便教師有滿腹的經綸與知識，若未能化為行動，有效傳遞給學生，則一切皆為

空談。 
（5）可恨之人必有可憐之處。——俗話常說「可憐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然老師正經的

說明，這不是一位教育人應說出的話，在教育的觀點中，即便是發現其可恨之處，

亦需將其轉化，讓學生理解可恨之人必有可憐之處的想法。教師的身教對學生而

言，影響更勝言教，倘若今天教師在無形中對其可恨之處做出反應，學生亦受教

師影響，而忽略可憐之人的可憐之處，只看重其可恨之處，如此教育下所培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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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是謂失敗。 
（6）領導藝術，可事半功倍。——在領導藝術中，謝東宏老師強調了「綱舉目張」、「分

層負責」、「挖掘領導人才」，以及「點燃學習熱忱」。這些方法，在未來任教時，

對於教師帶領班級上，有許多的幫助！ 
因為參加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使我有機會聽到謝東宏老師所指導的精彩課

程，真的值回票價！謝東宏老師運用其志工服務經驗，不僅先為團體進行破冰的動作，

讓我們彼此互動增加，更是在 90 分鐘內，給予我們許多正確的觀念與寶貴的生活知

識，讓我對志願服務，有更深一層、有別以往的認識。 
在這堂課程中，也學習到其實志工並不是要一味的付出，應平等看待服務對象，

進而向其學習之，讓志願服務過程中生命的交流，是一個擁有溫度的活動。在上課之

前，我認為自己有能力，就應參與志工服務，使自己的力量可以幫助更多人，然在上

課之後，才發現自己的想法過於狹隘與自我中心。秉持「尊重」的心態，用平等的角

色看待服務對象，才可使自己在志願服務過程中，不僅是自我認同的付出，更能有所

收穫，讓自己看見更多、更大的世界！ 
在聽完謝東宏老師所強調的志工服務倫理，使我對即將來臨的史懷哲精神教育計

畫有更高的期待，希望自己能在未來的一個月中，發揮自己所學，以開創生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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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29 日（星期三）14:40~16:40 
☉課程名稱：班級經營 
☉主 講 人：陳瑞龍老師（高雄市楠梓國中）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李宜蓁（數學系應用數學組三年級） 
★參加心得： 

我是高師大數學系的學生–李宜蓁，這次會來參加「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是因

為今年寒假我有參加內門國中的英語寒假育樂營，覺得內門國中是個很溫馨、很可愛

的地方，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報名了暑假的史懷哲計畫，能被選上，我真的很開心也

很興奮，希望能藉此機會，讓自己過一個不一樣的暑假，多學習、多練習，並當作實

習。 
這次的演講者–陳瑞龍老師，是在楠梓國中擔任國文科老師，教書至今有十餘年

的經驗。陳老師今天跟我們分享的講題是：班級經營。老師用很謙虛的心情來跟我們

分享，他說：「班經營的核心不是怎麼教，怎麼要求，或者是學習什麼方法，而是學習

了解人性。」老師還跟我們分享了他多年來教學的體悟，摘要如下： 
（1）老師情緒的控制非常重要：因為老師是課堂上的核心人物，老師的一舉一動都會

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情形。 
（2）要給予學生犯錯的空間：學生畢竟是學生，他們會犯錯，是很正常的事，老師要

用包容、寬容、同理心來面對學生犯的錯。 
（3）班級經營沒有捷徑，也沒有所謂的「必殺技」：對於新的班級、新的學生、新的學

習環境、新的教學生態，沒有那種可以一招吃遍天下的教學方法，重點是了解學

生後，再多方嘗試。 
（4）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通常沒有學習動機，老師的責任就是給予學習動機，

所以學習動機的第一步就是教材必須非常吸引人，而且要讓學生喜歡上老師，就

能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5）班規的制定：上課舉手、上課準時、動靜皆宜、保持座位清潔、保持儀容、有禮

貌、不要罵髒話、作業要按時交、不要排擠同學。如有違規，要用穩定且堅定的

語氣去教導、去要求，而要求的定義是指莊嚴堅定的糾正。 
（6）別太精明：別對學生太嚴苛，這也是老師給自己留退路。 

聽完這次演講後，讓我在教學上最受益的是：班規的制定。我很開心能來參加，

陳老師很用心的為我們整理了接下來去內門國中，可能在班級經營上碰到的一些困難

處，先替我們這群懵懵懂懂的課輔教師打了一枝預防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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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08:00~10:00 
☉課程名稱：國文科教學設計 
☉主 講 人：鄭潔慧老師（高雄市瑞祥高中國中部）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王婷鈺（國文學系應用中文組四年級） 
★參加心得： 

我本身是高師大國文系應用中文組的學生，由於對教育懷抱著一股憧憬與熱誠，

因此在知曉有這「史懷哲計畫」之後，幾乎是毫無猶豫的便投寄了報名信件，一方面

是想增加自己的教學閱歷，一方面也可以磨練教學現場的反應及熟練度，看到錄取後

其實內心是十分的惶恐和不安，然而卻也百般的期待。 
在「史懷哲計畫」正式開始前，學校特地為我們這些全然是新手老師準備了些課

程，讓我們能更迅速的了解關於內門學生的實際狀況與教學現場上需要注意的一些事

物，同時也邀請各學科優秀且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老師指導、教授我們，在國文科教

學設計方面請來了高雄市瑞祥高中國中部的鄭潔慧老師。 
此演講的核心主題概念為：國文其實是一門半課程的學科，它不像數學或是自然

等其他科目一樣，可以清楚地劃分出每個年級所必須達成的學習目標，此外，在每一

課與每一課之間並沒有可以直接連結的關係或是相承性，然而，課與課之間的主題或

是學習目標卻又會出現相互疊合的現象，因此，國文是一門十分特別的科目。而課程

最重要的兩大要素便是內容與走向，因此，通常實習老師、代理代課老師在教學方面

的走序，大抵是無太大的問題，惟教學內容的掌控能力較弱，例如無法判定學生的程

度、試題的難易程度等。這是由於新手老師在教學方面的經驗較缺乏，僅能以實際現

場教學經驗的積累才得以改善，進而使其教學的技巧與掌握更加地熟悉與進步。 
語文類的學科，較容易與其他的學科搭配來進行教學，也較容易與生活中當前的

議題相互結合，因此國語的教學未必都是死板板的範文教學，不只是帶著學生看課文、

背解釋，生活中有許多的元素都可以與國文教學結合，也可以透過課外書籍的閱讀、

學習單或採訪活動等，激發學生的學習動力與學習意願。此外，課外閱讀方面，透過

閱讀、摘要與分析文本的過程，不但可以加強學生閱讀理解能力，同時有助於釐清其

觀念與思考問題，更可以當作作文的前備基礎奠定與訓練，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讓

學生往後在試寫作文時更能掌握住文章的脈絡、架構以及文章主旨。 
透過鄭潔慧老師的分享，讓我再度了解到教學其實是項挑戰，無論是教學內容與

課程、學生學習或是各種人際交流方面，如師生關係、家長關係、學校行政、老師之

間等，都是未來必修的課，雖然因應目前這個大環境，在未來未必一定會走上教職這

條道路，但這卻是一項十分值得去挑戰與付出的道路。如今「史懷哲計畫」讓我有機

會能夠提前經歷、體驗這些，其實內心雖然依舊感到十分的惶恐不安卻也萬分期待未

來一個月教學相長的生活。 
很感謝鄭潔慧老師毫不吝嗇、毫無保留的傾囊相授，分享她多年來寶貴的教學經

驗以及教學上的教材和成果，讓我們得以汲取這些前輩所傳承的結晶，免去許多曲折

的彎路和找尋材料、統整材料的時間，我們必得好好、適當的善用這些寶貴的教學材

料，才不致辜負鄭潔慧老師的心意與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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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10:10~12:10 
☉課程名稱：數學科教學設計 
☉主 講 人：張宏志副教授（國立高雄師範大學數學系）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陳慧殷（特殊教育學系三年級） 
★參加心得： 

我是高師大特教系三年級學生–陳慧殷，在 99 學年度下學期已參與了內門國中的

網路課輔，因此非常高興能再參加史懷哲計畫到內門國中進行教學，更幸運的是本校

實習輔導處的師長們甚至還為大家安排了一系列的行前研習活動，讓我們學習教學相

關技巧與概念。其中，有一堂課程是安排數學系的教授來傳授數學科的教學設計。這

對我而言，意義十分重大，因為我接下來將要到內門國中教數學，而且還是負責兩個

班級的數學課，真是責任重大喔！因此有必要認真地學習張老師在這堂課中所傳授的

有關教學的內容、技巧與意義，以及了解我們所需擔負的責任。然後，在內門國中教

學的期間，我們應當將老師所傳授給我們的東西更生動而有意義地教給學生們。 
本次研習所邀請的數學科教學設計講師為數學系的張宏志副教授，他是我們高師

大數學系的校友，為創校後第一屆畢業生。張老師在數學領域教學三、四十年了，所

以我深信他今天演講的內容必定可以給我們具體而為的教學方針。張老師一開場由他

自身小時候的故事開始說起，他們家是在民國三十幾年時跟隨中國航空公司從上海遷

徙到臺灣的臺南地區定居。國小時因張教授都是說上海話，所以他小學到學校上課時

根本就完全聽不懂老師說的話，更不用說要他理解內容了，但他的導師卻以為他是笨

蛋。幸好，之後張老師轉到公園國小就讀，此時的導師深信張老師並非是個笨蛋，於

是將張老師留下來進行課後輔導。提到這裡時，張老師自己一直嘖嘖稱奇地說，兩個

語言不通的師生最後竟然能進行對談、教學，到現在他還是覺得很奧妙。於是，他說

這一生中最懷念的老師，不是大學教授、不是高中老師，而是國小一年級的導師，因

為他很用心、認真地在對待學生。 
本次演講的核心概念在於讓學生喜歡數學並覺得數學是好玩、有趣的。其實，有

許多學生不喜歡數學，甚至打從心底排斥數學，這並不是學生本身的問題，重點是在

教學者的身上。教師應引起學生的動機和興趣，不應將數學教得很生硬、艱難，應該

用生動、活潑的方式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將教學內容帶進生活。如此一來，才能使

學生打從心底接受數學，甚至是喜歡上數學進而主動進行學習。學生的意念是對學習

最為重要的部分，唯有其心裡接受、喜歡、有所意願，其所有的學習才會是有意義的。

特別是在一剛開始上課時，首先要「引起動機」，千萬不要一進教室後便直接打開課本

上課、切入正題，而要有一個能吸引學生注意的開頭。例如：玩一些有趣的數學小遊

戲，讓學生覺得數學好神奇、不可思議呀！或是設計一些生活情境上的相關問題，讓

學生動動腦、思考不同的問題解決方式。 
與學生在教學之前建立關係是很重要的！唯有如此，師生間在打破陌生之後，教

師之教學會更順利、學生之學習意願可獲提升。在教學上，「引起動機」及「了解學生

的起點行為」是成功教學的先決條件。教師是教學活動的靈魂人物，教學之成效皆在

教師身上，故教師需多用心、多加注意相關的因素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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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讓我學習到許多教師之實務經驗，也了解到實務和理論之差別。一個教

師所需肩負的責任十分重大，對於孩子的未來有很深的影響，故需要謹慎、熱忱、耐

心等多種要素才可漸漸成為一合適之教師。在未來即將成為教學者的我們，仍有許多

不足的地方需要時間來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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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13:10~15:10 
☉課程名稱：英語科教學設計 
☉主 講 人：張興蘭老師（高雄市福山國中）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巫怡寬（國文學系國文組四年級） 
★參加心得： 

我是國文系四年級的巫怡寬。今年暑假很榮幸能參加高師大承辦的史懷哲計畫，

和各個夥伴一起到內門國中擔任課輔教師。 
此次研習，學校邀請了高雄市福山國中的張興蘭老師，講授英語科教學設計的課

程。張老師不但是福山國中的英語老師，她同時也著手該校的「攜手計畫」，為學習落

後的孩子做課後輔導，教學經驗可說是非常豐富。就「攜手計畫」的性質來說，它與

我們即將要參加的「史懷哲計畫」頗有類似之處，都是要幫助那些學習成就低落的孩

子，為他們做課輔，同時也涵蓋品德、生活和生涯輔導。 
課程一開始，張老師問了我們一個問題：「有準備要當老師的人，都要先為自己打

強心針，為什麼？」她藉由這個問答活動，拉近和我們的距離，並直接點出她今天要

帶給我們的核心概念–破冰。經過多年教學經驗的累積，她認為天底下沒有教不會的

孩子，只有不會教的老師。老師要做的第一件事，並不是馬上切入自己準備好的課程，

而是要先讓孩子有個「重生」的意識，不論他們在學習的歷程上，曾經遭受到怎樣的

挫折，和多少人的辱罵等等，重新建立孩子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先讓孩子接納自己，

破開他們冰冷且拒絕學習的心，他們才願意好好學習，如此教師才能順利進行課程，

也才能達到教學的目標。 
張老師的「破冰」觀念，深深點醒了我一件事，教學不是只有教授知識而已，在

還沒帶班經驗前，我們這些新手，或者說菜鳥老師，往往會陷入「自己要教什麼知識

給學生」這個窠臼中，而忽略了第一堂課要和學生建立良好關係。學生如果對自己沒

信心，又不能打開心胸接受這堂課，那這堂課對他們來說，只會是個夢魘而已。例如

他們可能會因為學習中無法獲得成就感，而開始排斥這堂課；或是因為師生間關係惡

劣，而討厭這門課，所以「破冰」的動作真的非常重要，也希望未來四週中，我能好

好運用這個撇步，讓學生喜歡學習，甚至能培養主動學習的精神。 
上了這堂課後，我覺得感動萬分，原來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有老師為學生默默

付出這麼多。我很喜歡張老師用茶葉蛋破冰的例子，很有創意而且也很有意義。張老

師雖然已經教書好多年了，但是看得出來她的教學熱忱不減反增，即使是重複教一樣

的課程，她還是不斷地充實自己的教學。她會去思考自己還可以為學生做些什麼？可

以為學生設計怎樣的課程？如何因材施教？並且善加利用網路資源，設計豐富又適當

的教材，讓學生能喜歡英文這個科目，這些都是我很佩服她的地方。如此用心的一位

老師，真的是值得我好好學習的模範，也很感謝她的傾囊相授，讓我收穫不少，希望

未來我在從事教學上，也能像她一樣，一直保持滿腔熱血，帶領學生找到學習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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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與反思：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民國百年 
「教育部補助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精神教育服務計畫」 

行前研習課程 參加心得 

◎ 研習課程 ◎ 
☉演講時間：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15:20~17:20 
☉課程名稱：內門的歷史地理與人文 
☉主 講 人：陳聰賢先生（羅漢門文史尋根工作室） 

☆ 心得填寫 ☆ 
★填 寫 人：蔡翔宇（國文學系國文組四年級） 
★參加心得： 

我是國文系四年級學生蔡翔宇，這次很高興可以參加此服務計畫，希望未來四週

可以得到不少收穫。 
本次邀請的講師是內門區文史工作者–陳聰賢先生，介紹內門，其舊稱「羅漢門」，

又稱「羅漢內門」，其由來有兩種說法︰第一種說法是︰羅漢，印度語，佛學中位於高

僧和尚之上，僅次於菩薩得稱呼，係自覺深有修養得道者，而羅漢群居之所曰「羅漢

門」。早期傳說，內門是雕題黑齒之社，蠻荒之村尚無地名。因為明末大學士太漢寺沈

光文先生，不滿鄭經嗣王之後，頻換其父之臣為政，乃做賦諷之，幾至不測，而變服

為僧，逃到羅漢門，結茅教授生徒，漸漸的，他就成為人文薈萃之文化發祥地。當時

隨沈光文先生避難之搢紳，多屬鴻博知士，懷挾圖書，奔集幕府，橫經講學，誦法先

生，洋洋乎，濟濟乎，盛於一時，後人就把「橫經講學鴻博之士」所避居之地，取名

為「羅漢門」。 
第二種說法是︰羅漢門原為平埔語「RUOHAN」經漢譯而成，早期在荷蘭古文地

圖中曾經出現。由於本地最主要的河流：二仁溪上游河道至馬頭山附近的瑞山村和內

東村交界處出口轉入田寮鄉，兩岸山地高聳險峻，地勢巍峨重疊，有如羅漢把守在門

口兩側，而內盆地位於其後有如世外桃源的廳堂，於是先民就將平埔音「RUOHAN」，

附會為「羅漢門」。 
經過這次研習，我們學習到許多關於內門的歷史，也希望未來在教學時，可以運

用到更多相關知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