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稱：泰北最迷人的地方

得獎人：唐恩民  ( 光復高中 高三忠班 )

泰北萬偉鄉—茶房村，我心中的方向，其風土人情，永遠留在我心中。

鳥語茶香，山明水秀，四季如春的茶房村。文化多貌，人情溫暖，生活淳樸

的茶房村。阡陌交通，屋舍簡美，茶園滿山的茶房村。是有緣曾來此地之他

鄉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兩年前，我告別了家鄉，獨自一人離鄉背井。我千里迢迢來到泰北，

打算去茶房村光復中學繼續高中學業。車子走在迂迴曲折的山路中，我一路

帶著滿懷欣喜的心情，一直往車外看，看著綿延起伏的青山路旁那茂盛的樹

林、蒼翠的竹林……。清風隨著奔跑的車迎面而來時，我因為那些自然景觀

而深受感動，感動著我那顆流浪的心。

經過蜿蜒的山路後，我終於來到老李客棧，就在茶房村的附近。山坡上

的茶園排列整齊、枝繁葉茂，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美麗的茶園。

抵達茶房村時，我的心沒有半點徬徨。看到整個村莊聚集於山中小盆

地，光復大禮堂坐落於村莊西邊最高處，如同布達拉宮，給我帶來的是一種

豁然開朗的心情。在光復學校校園裡鳥語蟬鳴，心中充滿了感恩，在茶房村

的生活與學習生涯就此揭開序幕了，不知不覺我已喜歡上了茶房村。

茶房村約有一百多戶人家，雖地處偏鄉，不像大都市熱鬧繁華。但這裡

空氣新鮮，氣候清爽宜人，環境無污染，鳥鳴山間，真是適合心靈修養的舒

適環境。

茶房村民們歷年來，皆以種植「茶」維生，此乃其主要生活資源。茶葉

純熟自然，長輩有言「常喝茶房茶，益壽延年，常保心曠神怡，人與自然融

為一體。」當我路過村中茶廠，烤茶清香味撲鼻而來。

茶房村民大部分是漢族，很多戶人家門口都貼有春聯，他們的語言跟我

一樣，都是「雲南方言」。村中也有好多少數民族，如：阿卡、傣族、僳僳、

拉胡、苗、瑤族等。村裡設有一所為村民服務的農民銀行及小醫院。有觀音

寺、佛堂、基督教教堂、回教教堂，大部分村民各以這三大宗教信仰為主。

每年元旦，茶房村會舉行一年一度的品茶大會，全村村民皆共襄盛舉，

吸引了不少觀光客。村民提前在活動場地蓋起一間間簡單而又優美的小茅

屋，在活動期間，各種民族都會將各種藝術品在小茅屋裡展覽。尤其關於

「茶」的藝術品是多麼精緻，五花八門，多種多樣。少數民族穿著他們的傳

統服裝，他們圍成一圈，隨著鼓聲手舞足蹈，他們在爭奇鬥豔著自己的民族

文化。參觀後，你會感到古色古香、充滿茶鄉風味。夜晚時分，煙花燦爛絢

麗，台上歌舞相繼演出，台下觀眾熱烈歡呼……。

在茶房村對我而言，最值得懷念的日子就是「品茶大會」。

當我站在最高點的光復大禮堂前，第一次眺望遠方美景，東邊那白雲纏

繞的高山，高山下的觀音寺，觀音寺前方的茶園，茶園下的茶房村。在雨後

天晴時，茶房村美如一幅山水畫。我忍不住試著回想：今日之輝煌茶房村，

想必是歷經數十年之滄桑歲月。昔日被開山闢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

血汗換來今日嶄新面貌的茶房村。

茶房的茶，茶房的山，茶房的風土人情，永留在我心中。茶房村，你是

我心中所嚮往的「世外桃源」。

優等



作品名稱：少年凡的泰北旅程
得獎人：楊立凡  ( 光復高中 高二忠班 )

人生，是一段漫長的旅程，我的起點是緬甸，而終點又會在何處呢？

我是一個留學生，十六歲從緬甸到泰北光復高中留學的少年楊立凡，到

泰北讀書，是我的心願，也是媽媽的期待……。

離開緬甸那天，對送我上車的媽媽很是不捨，爸爸在我十歲那年去世

後，家中頓時失去了歡樂，如果我離開，媽媽會不會覺得孤單？晚上沒人陪

她看電視，打理三餐時要少準備一份，她會不會不習慣？我不知道獨自撐起

家計的媽媽，是否也捨不得我就要離家遠行了？

車子終要啓程，是叔叔載我，我們跨過了緬甸和泰國的國界，路途上有

說有笑也聊得很開心，即將離鄉背井的沈重心情也隨之輕鬆了許多。

泰北歷史文化悠久，是泰國最讓人青睞的區域，泰北的進步，加上自然

景觀的宜人，每年都吸引成千上萬的觀光客前來遊覽。然而，泰北人口擁擠，

交通紊亂，人們走在馬路上，車子從人群間穿過，如此人車交錯多危險啊！

這樣的情景，是我對泰北的第一印象。

雖然如此，但這裡散發著讓我深深著迷的魅力。站在大街上放眼望去，

除了高樓大廈和成群的遊客外，也能望見金黃色的佛塔，大大小小，明麗耀

眼，而路邊的小吃攤，吃得到滿滿的泰國味，此外，在烈日下忙著擺手指揮

的交通警察，這些都讓我愛上了泰北。

窗外的景色從高樓變成矮房，城市變成綠地，又駛過了無數個蜿蜒的小

徑，叔叔的車開進了一個未曾來過的小村子—茶房村。

茶房，是一個四面環山的盆地，海拔一千多公尺，氣候溫和宜人，本地

盛產阿薩姆紅茶及各種水果，居民和善敦厚，概括地說，這是一個好山好水

的人間仙境，而我的學校光復高中，就聳立在茶房的高坡上，那裡是我前來

的目的地。

剛到這裡的第二天，我和叔叔在一間小飯館用餐，遇到一位老爺爺，他

就是歷史中記載因戰亂而被迫逃亡的老兵之一，白髮蒼蒼的他，嘆著氣向我

們述說著一段段的悲情。這位老爺爺，推開了我對泰北華人老兵歷史認識的

一扇窗，我聽他說到他們逃難的痛苦、戰友的犧牲，甚至剛到泰北的無依無

靠。我聽了忍不住問爺爺：「您們來到這裡後，有想過要重回自己的家嗎？」

他嘆了口氣，給了一個觸動我心弦的回答，他說：「家？從小我就沒有

感受過家的溫暖，自幼失去了父母，姊姊把我一手帶大。十七歲那年加入軍

隊，生命在戰爭裡磨礪茁壯，烽火中輾轉流徙到泰北，慢慢定居下來後，才

感覺到有家的安定，如今，這裡才是我的家。」

走出小飯館，想著剛才的談話，我遲遲不能言語，抬頭一望，望見山頂

上潔白的雲變化萬千，望見山中一排排的茶樹，望見光復中學在這村落的最

高點，正以最美的角度俯視著我、召喚我，使我駐足仰望，發願在這兒好好

學習。

轉眼就過了一個冬天，我無法忘掉昔日，以及別離時媽媽臉上的憔悴，

我何曾沒有想起家，何曾沒有掛念她，每逢節日我都會寄卡片回家，上面有

著我滿滿的思念。在這裡我會努力學習，努力以學業成績報答媽媽，這就是

我現在能做的。

我的媽媽是位勇敢的母親，因為她的堅強和對我的激勵，我才能踏上這

一段—少年凡的泰北之旅，我會努力，絕不辜負媽媽的期待、不愧對自己的

心願。

優等



作品名稱：走訪今日僅存的孤單老兵
得獎人：趙雅雯  ( 一新中學 高二 )

一個天氣宜人的早上，專訪一位鄰居—昔日老兵許廣朝老先生，因為太

年幼，所以對這老先生平時我都以大爹稱呼，偶然相遇也只是點點頭寒暄問

好而已，沒有再多的談話。這次為了寫篇訪問專輯，我也充當記者作一次正

式登門拜訪了，以下就是專訪的對話。

記者（我）：許大爹在嗎？

許先生：誰？我在，有什麼事嗎？

記者：許大爹你好，是這樣的，我想寫一點有關你過去為國家為主義奮

戰的事跡，希望有更多的故事讓我們晚輩了解這段歷史，同時也向你們所留

下的艱辛歷史致敬。我們就從你在童年家鄉開始吧！先談你家背景再談你從

軍的經過。

許先生：小時沒父母，有記憶都是依靠叔叔撫養，家窮沒能力上學，

家鄉大部分是金波族群，附近五個鄉聯合組成自衛隊在楊斯領（後任國大代

表）帶領下抵抗共產黨，所有十幾歲的男丁都被調去當兵了（話說到此，精

神一抖又彷彿回到當年的那種情景，悲憤無奈加上茫然全都表現在臉上）。

記者：你有參加過作戰嗎？

許先生：與共產黨作戰在大陸有幾十次，但後來退到緬北，那時更慘，

腹背受敵，前有共黨追殺，後有老緬圍剿，邊打邊跑退守到泰緬邊界，此時

李彌主席在「彭巴勒」當「反共抗俄」大學校長，我就進了這學校，第四期

畢業後，被編入第五軍段希文將軍麾下十四師十一團一營二連擔任連長（國

防部登記授與少尉排長），後來，十三師十四師併為第三軍，駐守泰北塘窩，

再移防金三角寮北山區。

記者：當時緬泰寮幾個國家也有共產黨嗎？

許先生：都有共產黨，泰國因數次剿共都沒效果，所以利用我們對游擊

戰有經驗，要我們幫忙清剿共產黨，當然我們也付出很大的代價，清除泰共

後，我們及我們子孫才獲得泰國合法居留及身份，這也是用多少生命換來的

結果，真是得來不易。

記者：你曾受傷嗎？

許先生：你看（伸出雙腳及右手）！有三處被子彈穿過，曾動作三次手

          術才把子彈破片取出來。

記者：民國四十二年五十一年兩次專機撤臺，你為何沒走？

許先生：當時老蔣還心想反攻大陸，專機接走的是老弱婦孺，年輕的要

留守，其間遇到韓戰爆發，美國還協助我們去打大陸，因為我們沒有後援，

以寡擊眾幾次都攻不上，後來才作罷，所做一切，都是無謂的犧牲。

記者：許大爹，對你走過這段艱辛的人生，您有何想法？

許先生：國家主義領袖服從榮譽五大信念，是在學校所受的教育，為了

黨國無怨無悔，今天時代變了，驗證中國的歷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記者：好一個忠心赤膽的老兵，真令我們敬佩不已。

後記：當整個採訪完畢後，讓我回想這段歷史，是心酸的悲慘，不為人

知的還很多，物換星移，很多那時的人都不在了，感念孤軍的無辜。現在在

泰北設有很多文物館紀念他們，讓他們的精神長存於世，也提醒我們這代人

好好珍惜今天的安居得來不易，我們年輕人更要奮發圖強了。

優等



作品名稱：大谷地—我愛您
得獎人：楊明悅  ( 恩惠中學 中二 )

初綻的太陽像一位羞怯的少女，姍姍地從地平線走來；晨光是那

麼的柔美，輕輕地喚醒了大地；小草伸了伸懶腰，花兒也忙著跟太陽

打招呼；雄雞啼鳴，萬物甦醒；樹上的鳥兒在歌唱，頌讚著大自然的

美好，感恩上帝創造的偉大。噢！這就是我的家鄉大谷地，我愛我的

家鄉。我愛家鄉的風景、我愛家鄉的美食、我愛家鄉的人民、我愛家

鄉的一切……。

大谷地是泰北眾多的華人村之一，村中的居民百分之九十都是華

人，村莊位於泰國清邁省景佬縣孟納鎮。我的家鄉是以農業為主的村

莊，地裡的農作物主要以玉米、花生、芒果、荔枝、龍眼為主。是一

個原生態自然環境保護得很好的地方，在這裡生活格外讓人陶醉，格

外讓人神往，格外地返璞歸真。

這裡的居民非常熱情好客，每當有客人來都會笑臉相迎、熱情款

待。人們的臉上總是透露出幸福、滿足、喜悅的笑容，處處洋溢著無

限的快樂，訴說著生活的美好。

大谷地的出產豐富優質而價格低廉，真的是物美價廉。因著這個

緣故，總是吸引著週邊村莊以及從大老遠慕名而來的旅客。大谷地的

風景特別美麗，人們最喜歡的是大灣塘，它是大谷地最著名的旅遊景

點。大灣塘是由兩個大小不一的池塘組成，又名龍鳳池。池邊綠樹成

蔭，池水清澈可鑒，池裡有各類水族快樂暢遊，一派生氣盎然的景象。

因此，人們都喜歡在閒暇時來到這裡散步、跑步、運動，鍛鍊身體；

也有三三兩兩的人們到四周的涼亭乘涼；有的在池邊的大樹下乘著涼

風，享受垂釣的樂趣；而在足球場和籃球場上常常看到學生們上竄下

縱、跳躍飛奔的身影。多麼美好的生活，多麼和諧的社會，多麼健康

的人生啊！所以，這裡每年都吸引了很多的旅客來到大灣塘遊玩。

雖然，大谷地只是彈丸之地，卻有著豐厚的中華民族文化底藴，

有著濃厚的中華民族傳統，小小的地方竟然就有三所中文學校：華興

中學、教聯中學和恩惠中學，共有三四千位的學生所以，我們從小就

受到很好的中華文化熏陶，使我們這些散落在異國的中華兒女後裔，

能學習和保留優良的中華傳統和美德。很感恩我能在這裡接受良好的

華文教育，我是在恩惠中學就讀。恩惠中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在這

所學校裡我不但學到很多的知識，我還學會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更重

要的是我在這裡認識了基督教信仰，使我的人生有很多的改變。

大谷地—我愛您！謝謝您賦予我的一切。所以，我立志學好各種

文化知識，長大以後要當一名人民教師，用我的實際行動來回饋大谷

地，回饋我的母校恩惠中學；立志讓更多與我一樣在這裡長大的華人

後裔學習更多的中華文化。

我愛大谷地初綻的太陽，我愛大谷地的風景，我愛大谷地的美食，

我愛大谷地的人民，我愛大谷地的和諧、平靜、健康、喜樂，我愛大

谷地的一切。

大谷地—我愛您。

優等



作品名稱：我的中學生活

得獎人：梁昌悅  ( 回龍中學 高三班 )

小學時，我只想著如何逃避困難。在中學，我卻想著如何打開心

門，勇敢接受一切；如何在困難中過得更快樂；如何改掉自己的壞習

慣，從兒童年代進入了青少年時期的我，因為經歷過一些事，讓我領

悟到如果不去學習改變自己，真的很難面對現實！面對未來！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我的父親過世，家庭裡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家人無法像爸爸一樣管教我，學習效率降低了很多。不久，我升上了

中學，還是一樣沒有什麼改變！每天上課沒法集中精神專心讀書，也

從來沒有交過作業！我開始覺得自己因缺乏家庭的溫暖，而感到遺

憾。當家人在我面前大吵大鬧時，幸好身邊有朋友陪伴我，給我鼓勵，

所以讓我漸漸變得積極勇敢。

中二的時候，我卻要跟最好的朋友各分東西，她們一個一個離開

了，選擇放棄學習中文，到遠方去打工。那時候，我一個人上學，獨

自回家，心裡百感交集，過得很不愉快。我是個很難接受新朋友的人，

所以每次有傷心的事情，還是一個人默默承受，度過被痛苦煎熬的日

子。

直到中三，漸漸發現自己的思想成熟了，開始懂得努力用功讀書

的重要，並且決心想要改掉自己以往的壞習慣。因為我開始領悟到：

「沒有任何人能夠一輩子在身邊幫助我，長大後大家也會有自己的夢

想與未來，所以我要學會自己照顧好自己。」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不斷的訓練自己，培養好的習慣，雖然沒有

完全克服，可是我可以慢慢的去改變，因為這些總要依靠時間，並非

一朝一夕就能改掉，所以要學習忍耐與努力。

最後，我要謝謝那些離開我的朋友們，讓我學會了獨立；我也要

謝謝我的家庭，那段大吵大鬧、不得安寧的日子，讓我能夠真正的堅

強起來。

希望未來的我，能夠帶給家人和身邊的朋友更多的幸福及感動，

讓破掉的家庭，曾經的痛苦，化成溫暖，祝福更多的人。

甲等



作品名稱：我的家鄉

得獎人：王健芳  ( 一新中學 中二孝班 )

一坐一座高高的山，藍藍的天空，白白的雲，綠綠的水，嘻嘻哈

哈的笑聲，每次到了冬天孩子的臉都會紅紅的像猴子的屁股一樣，是

一個溫暖的村子，溫暖的心，這就是我的家鄉──安康村。

我的家鄉在山上，離城市很遠，雖然在山上，卻有電，也有鄰居，

我的家鄉是泰國第四高的山。我的家鄉風景很美，每次到了冬天都會

有很多觀光客來看看風景，因為我的家鄉在冬天就會很冷，還會下霜，

天氣最冷的溫度是負四度，非常非常的冷，身體都會凍得像木頭人一

樣，動都不敢動，水特別冰，小孩的臉上都會充滿了笑容，和紅紅的

臉，看起來非常可愛。，我的家鄉還有很多五顏六色的花，路邊上都

會聞到香味，也有很多草莓，草莓的價錢很高，草莓很好吃，味道酸

酸甜甜的，我的家鄉不但有草莓，還有很多水果，例如：李子、桃子、

石榴等等。

還有一個不能忘的地方就是茶園，茶園很寬，種有很多的茶樹，

茶園裡都會有一群黑色的羊，很可愛，茶園的地方很美，就會有喜歡

拍戲的人來這裡拍日出和拍電視，有很多的泰國明星，都曾來參觀過。

我的家鄉幾乎每家都種菜，然後拿去買，或自己帶到城市賣，價錢很

高，我家鄉的人很團結，總是互相幫助，不論有喜事或喪事，家鄉的

人都會去幫忙，不管是老人或年輕人，都會一起去，充滿人情味。

現在的我已經不在家鄉了，我和朋友一起到城市去讀書，每次生

病了或遇到困難的時候都很想家，卻不敢告訴或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因為不想讓他們擔心。城市的風景也不像家鄉的那麼美，天氣也很熱，

我很想快快的把書念完，回去家鄉和家人在一起，幫爸爸媽媽賣茶，

回去照顧他們，直到他們老去。

我的家鄉是個很好的地方，空氣好風景也美，如果你來我的家鄉，

你會吃到很多水果，也會得到溫暖的笑臉，因為這裡的孩子很可愛，

希望愛旅遊的人來到我的家鄉看看風景，吃些水果，我的家鄉還會帶

給你笑容，不會讓你失望，如果你和家人一起來，保證會留下很多美

好的回憶。

甲等



作品名稱：泰北三二九青運會
得獎人：呂紹寧  ( 群英中學 二年一班 )

西元一九四九年，由於一場國共內戰，使一群從大陸撤退到泰國、

緬甸、寮國邊境的義胞，流亡邊境，無家可歸。經過數十年的努力，

這群義胞在泰北定居、紮根，現在不僅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園，更把中

華文化傳承給下一代子女。不論有多艱辛，上一代的長輩還是盡全力

讓子女們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現在，這群義胞不僅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而且還發揚了中華文

化。為了使所有人都能更積極地學習中文，還有使更多的人認識泰北，

因此也舉辦了許多活動。像是：漢字文化節、不同的語文比賽……等

等。其中還有一個活動是讓所有華人都很重視和矚目的。你知道是什

麼嗎？讓我來告訴你吧！這個活動就是「泰北三二九公主盃反毒青年

運動會」。

「泰北三二九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會」是對於所有華人很重要的

一個活動。為什麼說它重要呢？因為為了使當地居民能夠遠離毒品、

拒絕毒品，因此泰北華人村自從民國八十二年起，每年的三二九青年

節期間，就會舉辦「三二九青運會」。而為什麼又要在三月二十九日

舉辦呢？因為在西元一九一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第十次革

命，在廣州起義，與滿清作殊死戰，激戰一晝夜後不幸失敗。在此役

中犧牲的革命烈士，其中七十二人葬於廣州黃花崗，皆為有為青年與

精英。由於烈士們捨己救國的偉大精神，因此定每年的三月二十九日

為「青年節」。

一年一度的「泰北三二九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會」是一個可以促

進感情的運動會，因為全泰北的華人在這個日子都會聚集在一起，這

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不僅只有在泰北的居民參加，還有許多泰國人、

中國人、臺灣人……都會慕名前來參加，一同共襄盛舉。

「泰北三二九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會」不只是有各種球類競技，

還有歌唱比賽、舞蹈比賽……等等，而最後哪個村子所得的各個比賽

的獎盃最多，那個村子就會榮獲泰國二公主所頒發的冠軍獎盃。因此，

每個村子都會同心協力，一起認真、努力地去參加比賽，取得勝利。

但是最重要的不只是為了能夠獲得冠軍和獎盃，更重要的還是大家能

夠團聚在一起的那種快樂與溫馨。

這個運動會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呼籲大家「反毒」。由於數十年

前泰北盛產罌粟和鴉片，促使許多人因此而吸食毒品並且上癮。因為

這些毒品使經濟衰落、也使許多人失去生命，所以皇家為了改善這些

情況，就找了專家來改種茶葉　咖啡豆和其他的農作物，並且教導居

民們如何種植，讓大家不再因為毒品而傷害自己的生命，也讓大家有

一份正當的職業和工作，不再貧困，並使大家的生活過得充實、幸福

美滿。然而，現在還是有許多吸食毒品和販賣毒品人，為了能使社會

和生活更加的和諧美好，藉此機會來呼籲大家「反毒」。

「泰北三二九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會」是一個相當有意義的活

動。它不僅使大家了解到毒品的害處，還要決心反毒，也使許多國內

外的人促進感情，更讓大家認識到泰北，重視泰北居民與文化，所以

我們也應該積極參與、努力幫忙。讓更多的人認識泰北，傳承中華文

化。

甲等



作品名稱：我的家鄉我的愛

得獎人：李從蕊  ( 恩惠中學 中二 )

話說泰北大谷地，那是一個讓人安居樂業的地方。雖然，這是一

個面積不大的山村，但她四面都被綿延的大山圍繞著，滿山遍野栽滿

了各類花果樹木，而且長年陽光絢麗，山明水秀，空氣清新，是一個

環境優美，景色怡人的好地方。如此美景，置身其中直叫人心曠神怡、

流連忘返，所以說，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就如生活在大自然的環抱中，

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樣。

然而，大谷地在歷史當中曾經是一片荒山野嶺，無人居住的沼澤

地，只有少數的流寇和閒散人等流落在這裡，隨著二十世紀五六十年

代世界的局勢改變和戰爭的頻繁發生，這裡就慢慢地有一些華人軍隊

盤踞此地。他們在這裡定居以後，開始開發森林，建築房屋，農墾耕

種來建立家園。那段日子，他們在整片開墾出來的農地上種滿了稻穀。

當稻穀收割的季節，滿山遍野的穀子隨風搖擺，在和煦的陽光照耀下，

那些豐碩飽滿的穀穗，從遠方望去就如大片大片的金子閃閃發光，美

不勝收，因此，這裡的人們就把這地取名為大谷地，這就是大谷地地

名的由來。

在這小小的村莊裡，有著很多奇特的人文故事。隨著村莊的發展，

有很多移民來到村莊定居，村裡的人口也漸漸地加增。在這裡生活的

人民來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泰族、傣族、山頭族、阿卡族、拉胡族，

當然不能缺的是漢族的中華子孫了。後來更有一些異國的難民，還有

他們的親戚也遷居到這裡生活。雖然，有這麼多的民族和移民，但是

不管從哪裡來，大家都能在這裡和睦相處、互相關愛、彼此守望，大

家都過著無憂無慮，幸福自在的安逸生活。

生活在這裡的人都很有禮貌，見面時總是笑臉相迎，彼此噓寒

問暖，熱情地打招呼。雖然，這裡的生活平淡卻安逸，簡樸卻知足。

這裡的人們與世無爭，沒有爭戰，也沒有自然災害。所以，在大谷地

生活的人民雖然物質條件不太理想，但是他們的幸福指數卻是高得出

奇。

大谷地—是我的家鄉，我愛我的家鄉。我從小就生活在這裡，我

在這裡成長，在這裡上學。我在這裡受到不同文化的薰陶，學習不同

國家的語言（泰文、中文、英文等等），不同民族的文化，使我從小

就確立了很高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我將來長大以後投身社

會，具備了更高的社會競爭力，能成為對國家、對社會有更多貢獻的

人。

我的家鄉我的愛，大谷地—我愛您，謝謝您孕育了我；謝謝您陪

伴著我成長；謝謝您提供了這麼美好的生活、成長、學習的環境；謝

謝您為我幾年來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我會用功讀書，好好學習，

將來我要為我所深愛著的家鄉奉獻自己，為大谷地的建設添磚加瓦、

發光發熱。

甲等



作品名稱：泰北我們的大樹我們的根

得獎人：李美珍  ( 恩惠中學 中二 )

泰北，一個地域廣袤的地區，它在泰國的歷史當中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對近代泰國的和平穩定及發展作出了傑作的貢獻。這裡曾

經是軍閥、流寇和叛軍雄踞的地方，昔日的泰北曾經是烽火連天、戰

事頻繁，以至於生靈塗炭　民不聊生的地方。如今的泰北卻是和諧穩

定、繁榮昌盛、欣欣向榮；這是新泰北人與外國僑民和旅客們的樂土，

這都是革命先輩們用生命、鮮血和汗水捍衛著泰北換來的平安。如今

的泰北，人們安居樂業、悠然自得，而新泰北更成了人們生活的天堂。

它也成為了各民族子孫後代的理想家園，泰北更是我們的大樹，我們

的根。

泰北山區居住著來自四方八方、不同血統、不同民族的人們。其

中有：漢族、泰族、傣族、山頭族、阿卡族、瑤族、苗族等等，也有

很多從國外喬遷的僑民和逃難至此的難民。雖然，他們在文化、傳統、

背景上有著這麼多的不一樣，但是，人們仍然和平共處、相互扶持。

因為這裡都是大家的家園，大家同心協力構建的幸福國度。

泰北，就好像一棵大樹，人們就像樹上的枝子，它將所有的枝子

都緊緊地連結在一起，撐起了泰北這一片遼闊的天空；這棵大樹的自

然、它的身體、它的碩大茁壯，會讓人油然產生一種無疑的依賴感；

會讓人感覺很踏實；會讓人覺得只有這棵大樹不倒，我就不會垮掉，

這棵大樹是人們的依靠。每當旭日升起，那金光閃爍的陽光照耀大地

的時候，更讓人感覺到無比的溫暖，這是人們的溫馨港灣。

泰北，因著特殊的地理環境，盛產著各種馳名國內外的亞熱帶水

果，因此每年都吸引著國內外大批的旅客來此品嘗各類水果的滋味。

這裡的水果有：芒果、龍眼、荔枝、香蕉、火龍果、紅毛丹等等。除

此以外，這裡還盛產享譽國內外的高山茶和咖啡，這些物產為此地的

蓬勃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也帶來了處處商機，大大提高了當地的經

濟效益和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泰北的景色迷人，它擁有著綿延不斷的高山峻嶺，是旅遊觀光、

探秘尋蹤的好地方。泰北的黃昏格外醉人，置身其中有如墜入仙境一

般。不信，請您望一望這絢麗斑斕的晚霞；請您聞一聞這大自然的清

新氣息，絕對讓您心曠神怡，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煙消雲散。

泰北的一棵棵高聳入雲的大樹；一根根隨風搖曳的小草；一縷縷

金燦燦的陽光；一輪輪皎潔的明月；一條條康莊的大道，都彷彿在訴

說著泰北的美好，訴說著泰北的魅力，訴說著泰北歷史發展的進程。

泰北，是我們的大樹我們的根。不管您去到哪裡，您都會對它夢

牽魂縈；不管您去到哪裡，您都會惦記著這裡的一切，思念著泰北的

美好，總會無時無刻勾起您回家看看的感動。因為泰北是我們的大樹，

我們的根，我們的依靠，我們的盼望，我們生命的活水泉源。

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