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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定名的演化 

（一） 夷洲（三國時代） 

（二）流求國（隋代） 

（三）夷邪九國（七世紀時代，日本人對台灣的稱呼） 

（四）田比舍耶國（宋代） 

（五）琉求國（元代） 

（六）小琉球（明太祖時代）流求國（隋代） 

（七）小東島、雞龍、淡水（明世宗時代） 

（八）大惠國（十六世紀時代，日本人對台灣的稱呼） 

（九）東番、大員、雞籠（明神宗時代） 

（十）北港（明熹宗時代） 

（十一）台窩灣（荷蘭佔據時代） 

（十二）福爾摩沙（荷蘭佔據時代） 

（十三）東寧（明朝政經時代） 

（十四）台灣（清康熙二十三年，西元 1684 年） 

 
 
 
 
 
                                       

 



 3 

二、「桃園」的名稱由來 

        桃園原名「桃仔園」，最早在清乾隆 29 年（1764 年）

續修台灣府志時出現，因為當時境內移民遍植桃花，因以

桃為名，其後稱桃園或「桃仔園」。至日本明治 36 年（1903
年）在土地調查時，也定名為桃園；到台灣光復後，於民

國 39 年九月正式設桃園縣，沿用至今。 
 
三、「八德市」名稱由來： 
        地名不只代表一地的名字，其也代表過去先民來台開

發時所遺留下來的痕跡，在地名的音與意上往往保留了過

去的景觀與意義，值得我們好好的了解。下面介紹八德市

地名，希望能夠讓大家了解過去先民的歷史與改變。 

（1）八塊厝庄：其得名由來說法有二：一謂乾隆十七年（1745）

閩粵移民自南部來鄉，居此者有八姓，為謝、蕭、邱、呂、

賴、黃、吳、李，每姓築屋一間，因名八塊厝；另謂始墾

於乾隆六年，八塊厝之名分別是：莊頭、莊尾、稻埕頭、

連城、舊城、城外、公館、租倉，其址確實所在已不可考

僅知「莊頭」在今八德國小之西，為唐山旺所建；「莊尾」

在莊頭之北，三元宮之西；「連城」乃邱、廖二姓所居，為

兩幢堡壘型相連之房屋，今村北長興路上尚有連城橋之

名，茄苳溪經此一段稱連城溪；「城外」即今農會旁；「租

倉」乃納儲租穀之倉庫為鄭姓所居，以上五處連同稻埕頭

均在興仁里內；另外「公館」為官倉之所在，於「更寮腳」

底，即今瑞豐、瑞祥、瑞德里交接處；「舊城」在「崙仔」

邊，於今之福興里。 

（2）本市位居桃園縣境之東北，即桃園台地之東北側，屬坪頂

台地，為銜接桃園台地與台北盆地之門戶；本市東鄰台北

縣鶯歌鎮，西接桃園縣中壢市，南鄰大溪鎮，北與桃園市

接攘，西南與平鎮鄉為界，土地總面積為三三‧七一平方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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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市境內全為台地地形，地勢平坦，唯東南側稍高，西北

較低，海拔高度約在海拔一一○至一一五公尺間，而茄冬

溪由本市西南向北延伸注入南崁溪，溪水終年潺潺流過，

早期本市之農業發展均以此地為重，除少數的旱地之外，

大多為肥沃的良田，土壤適宜栽種水稻以及各類蔬菜。 

※『八塊厝』，民國九年改稱『八塊』；又於民國二十五年改

名『八德』。而後經多次行政區域改革，於民國八十四年一

月一日正式升格為八德市。 

四、「元聖宮」簡介： 

元聖宮位於八德西北方，是茄苳、白鷺二里居民信仰崇祀

之廟宇，座東朝西，地理位置殊佳。附近工廠林立，交通頗為

方便"現今高明、高城里居民亦加入奉祀，香火極盛。 

   清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地方士紳鑑於庄民精神無所

寄託，乃鳩集善信民眾，籌募資金，創立[元聖宮]以使崇拜進

香。創建至今，香火靈顯，聲名遠播。當初首倡建者為地方上

楊、劉、邱、林、黃、石、趙、張、王、徐、賴、蕭等大姓，

由於該廟之建，免除庄民遠奔他地求神拜佛，於時間上及精神

上均獲益匪淺。該宮正殿主祀天、地、水三官大帝、開張聖王，

配祀觀音菩薩、天上聖母、福德正神。 

※廟宇的地位與重要性 

先民最早開拓成聚落的地方,在當初必須與天、與地、與人爭生存的年

代,居民亟需的,就是一座能夠提供精神慰藉的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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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漢人移民在臺灣的開拓史，由於早年先民在臺的墾殖，除了篳路

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辛之外，尚要與各原住民族群之間爭地而爭戰不斷，

尤其是原始地理環境無可避免的天災、疾病等所帶來的侵擾，都對先民

的生命財產造成了莫大的威脅。在科學尚不昌明、醫藥尚不發達的時代

裡，先民很難抵禦這些來自外在因素的壓迫，再加上離鄉背井之下所導

致的思鄉苦悶，使得生活更顯得艱辛異常；因此，唯有藉著傳承自故鄉

祖籍的信仰力量，給予先民們精神上的無限慰藉，支持著先民們面對生

活的種種困境以及無法預測的未來命運。因此，在傳統臺灣漢人社會

中，宗教信仰即成為潛在的最大支配力量；而作為傳統民間信仰中心的

廟宇建築亦因此特別發達，可說幾乎所有臺灣傳統的聚落及城市發展沒

有不以廟宇為重心的 

 

五、旭申農場：（認識吉園圃標章） 

旭申農場 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隸屬於 八德市第五

產銷班 ，佔地 0.5 頃，農場主人 陳益誠 先生，六十二年次，

茄苳第三十二屆畢業生，畢業於 嘉義科技大學 。 

當初，從事搭設舞台音響的陳老闆，高職是唸 松山工農

控制科，當兵前後從事二~三年舞台音響工作，卻找不到工作的

目標方向，後來聽說當初 嘉義農專 的農業科（後來的嘉義大學）

招考公費生，條件須為農家子弟且家中擁有自己的田地，在積

極想充電又可繼承祖業的動力下，毅然決然選擇念該校的二技

專科，學成畢業後，在無人可以請教跟隨的環境中，與數十人

朋友靠著熱情活力成立產銷班，對於蔬果的栽種雖然懵懂未

知，但經過多次的失敗經驗（培養土的選擇、品種的試驗…..），

才能具備現在的規模。 

旭申農場 本著愛護土地以及現今樂活的新主張，加入取

得吉園圃蔬果栽種的標章，使用離地的介質培土栽種蔬果，園

區的蔬果都以「滴灌」方式為植物補充養液。每年十月至隔年

四月栽種番茄，品種有桃太郎、聖女番茄….。四月底到十月初

栽種小黃瓜，陳老闆拍拍胸脯打趣的說：「只要是採收的時間，

小黃瓜現洗就可以生吃！」看著他在兼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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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道德良知的經營理念下，近幾年的營收終於較能維持生計

與實現理念。 

栽植作物最怕的就是天災蟲禍，納莉風災 時，農場積水不

退，而造成農作物嚴重的損失，當時也只能苦笑以對，另外

青枯病 也曾造成作物的全面死亡，所以現在會將植物區分種

植，以免作物因此疾病而全面死亡。 

採摘作物的辛勞也是不足為外人道，摘採小黃瓜時，小黃

瓜的小刺刮傷手臂，以及在悶熱的環境中，爬上爬下採小黃瓜

的疲累，都是種植作物的辛酸。 

   近來，和茄苳每一次師生校外採果的戶外教學中，受到老師

與學生的熱情參與下，陳老闆也應允能夠和茄苳成為夥伴聯盟

關係，發展茄苳的永續校本特色。 

    

旭申農場榮獲「吉園圃」標章的農場，以種植蕃茄為主。 

「吉園圃」 標章之意義是經由優良農業操作所生產的優良農產品。 

許多農民也反應政府除取締不合格之農產品外，對於遵守農藥使用方法

及檢驗合格之農產品也應給予某種鼓勵，因而設計安全蔬果「吉園圃」

標章，並制定嚴格之核發使用管制要點及認證程序供優良產銷班申請使

用，粘貼或印製於蔬果包裝上。此標章代表的意義是「品質的安全、農

友的榮譽」，消費者可以放心採購，安心享用。（「吉園圃」由英文「GAP」

音譯而來） 

聖女蕃茄：屬於小蕃茄的一種，但並不是每一種小蕃茄都是聖女蕃茄。

農友種苗公司育成之雜交品種，屬不停心型小果蕃茄，果實呈長橢球

型，果重 14 公克左右，平均糖度 7.0 以上，為秋冬季主要栽培品種之一，

必須利用棚架栽培且雙幹整枝，以避免果型變小。 

桃太郎蕃茄：桃太郎番茄品種是由日本引進，不同於其他國產蕃茄的土

耕栽培，桃太郎蕃茄以養液栽培一年可採收的期間長達半年至七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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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蕃茄樹可採收的量約是十公斤以上，由於養液中有十六種大自然的

礦物質成份，桃太郎結果及品質整齊平均。底部稍尖，外觀有點像桃子，

粉紅有光澤的果色最為討喜，果肉則綿密鬆軟，口感與一般蕃

茄大不同。 

六、大湳給水廠風情 

大湳淨水場隸屬於台灣省自來水公司第二區管理處大湳給

水廠，本場位於桃園市國際路一段485巷101號，桃園大圳北側，

佔地面積約5公頃，一期淨水設備於民國70年3月動工至71年9月

完工，試車完竣後於72年2月底正式出水15萬CMD，為因應供水

需求遂於79年3月辦理第二期擴建，並於80年8月完工，合計全場

設計出水量達30萬CMD，供水區域包括台北縣林口鄉、桃園縣

桃園市、八德市、大園鄉、蘆竹鄉、龜山鄉及大園鄉中正機場等

用水，供水人口達62萬餘人。 

大湳淨水場之原水來自石門水庫，一期原水於桃園大圳21.5

公里處設取水口，築箱涵導入原水站，二期原水於大漢溪鳶山堰

設取水口，並經由尖山中繼加壓站加壓後藉由1,500公釐輸水管

送至本場處理。大湳淨水場淨水處理流程為傳統式，原水進入原

水站經加「聚氯化鋁」混凝及「前加氯」消毒、沉澱、過濾後再

經「後加氯」消毒，最後送至清水池，再經由抽水機送至用戶，

本場平時原水濁度30~100NTU，出水量約32萬CMD，出水皆符

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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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常識： 經濟部水利署（前水資源局）為鼓勵消費者選用省水

產品，落實全民效率節水並促進業界研發省水器材，於 87 年 1 月頒訂「省

水標章作業要點」，全力推動省水標章制度。 

一、箭頭向上，代表將中心的水滴接起，強調回歸再利用，

提高用水效率。 

二、右邊三條水帶，代表「愛水、親水、節水」，藉以鼓

勵民眾愛護水資源，親近河川、湖泊、水庫，並共同推動

節約用水。 

三、藍色代表水質純淨清徹，得之不易，務當珍惜。 

四、整體而言，水資源如不虞匱乏，大家皆歡喜，故水滴

笑臉迎人。 

節水 36 計＜資料來源：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新蓋房屋一定要採用省水型馬桶，將現有的一般型抽水馬桶加裝二段式沖水配件。 

2 將水箱底小浮餅拆下，即成無段式控制出水。 

3 將小便池自動沖水器沖水時間調短。 

4 安裝流量蓮篷頭、水龍頭曝氣器，或加裝緩流水龍頭氣化器。 

5 將全轉式水龍頭換裝成 1/4 轉水龍頭，縮短水龍頭開關的時間就能減少水的流失

量。 

6 隨手關緊水龍頭，不讓水未經使用就流掉，水龍頭加裝有彈簧的止水閥或可自動

關閉水龍頭的自動感應器。 

7 定期檢查抽水馬桶、水塔、水池、水龍頭或其他水管接頭以及牆壁或地下管路有

無漏水情形。 

8 洗澡改盆浴為淋浴，並使用低流量蓮蓬頭，淋浴時間以不超過 5 分鐘為宜。 

9 勿對著水龍頭直接沖洗碗、洗菜、洗衣，應放適量的水在盆槽內洗濯，以減少流

失量。 

10 用洗米水、煮麵水洗碗筷，可節省生活用水及減少洗潔精的污染。 

11 用洗菜水、洗衣水、洗碗水及洗澡水等清洗水來澆花、洗車，及擦洗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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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將除濕機收集的水，及純水機、蒸餾水機等淨水設備的廢水回收再利用。 

13 植物澆水時間應選擇早晚陽光微弱蒸發量少的時候。 

14 庭園綠化應選擇耐旱的植物，按植物需水性分區栽種，以便分區調整澆水用水量。 

15 灑水系統噴灑範圍不要超出庭園以外，庭園邊緣採用「部分圓形灑水器」往內噴

灑。 

16 配合天候澆水，在雨天時關閉自動灑水器及不在強風時澆水。 

17 對花草施予適量足夠存活的水即可，花圃使用微灌方式最有效，方法是以滴嘴滴

罐向個別植物施水，或以低流量噴霧器對整個花圃施水。 

18 修剪草皮應留下 10 至 15 毫米高度的草株，以減少地面水份蒸發澆水用水。 

19 庭園土壤改良，添加濕潤介質或保水聚合物，如蛭石、蛇木屑、稻穀、木屑、泥

炭土等以提高土壤的透水與蓄水能力。 

20 庭園以草類殘株、樹皮、木屑、礫石等敷蓋，以減少土壤水份蒸發、土壤沖蝕。 

21 冬天時，只在連續高溫及乾旱時才澆水(在春秋之時，大部分的植物只需夏天時

水量的一半即可)。 

22 控制適量的洗滌物，避免洗衣機及洗碗機中洗滌物過多或過少。 

23 配合衣料種類適當調整洗濯時間：毛、化學纖維物約 5 分鐘；木棉、麻類約 10

分鐘；較髒污衣物約 12 分鐘。 

24 選擇有自動調節水量的洗衣機，洗衣清洗前先脫水一次，可節省用水及清洗時間。 

25 多人洗澡時，一個接一個連接不要間斷，可節省等待熱水流出前的冷水流失量。 

26 利用屋頂裝置雨水貯留設備，收集雨水作為一般澆花、洗車及沖馬桶等替代水源。 

27 機關學校、工廠等可規劃中水道系統，將生活污水處理至符合一定水質標準，作

為花圃澆水、操場灑水、廁所沖洗、消防用水等水資源再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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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請將面紙投入垃圾桶而不要丟入馬桶中。 

29 在水箱中滴入幾滴食用色素，等 20 分鐘(要確定這段時間內沒人使用馬桶)，如果

有顏色的水流入馬桶，就表示這水箱在漏水。 

30 水管漏水是嚴重浪費水資源。發現道路埋設之水管有漏水現象，請即電話通知當

地服務(營業)分處搶修。 

31 游泳池溢水回收過濾再使用，或作為運動場灑水用。 

32 洗車使用有栓塞管嘴的水管或用水桶及海綿抹布擦洗。每月洗車一次，減少用水

量。 

33 將所有水龍頭關緊並確定這段時間無人用水而水錶仍在動，就表示屋內或地下水

管在漏水；水龍頭關緊後仍滴水，要速換橡皮墊。 

34 不要用水沖食物退冰，改用微波爐解凍或及早將食物由冰箱冷凍庫中取出，放置

於冷藏室內退冰。 

35 清理地毯法由濕式或蒸氣式改成乾燥粉末式。 

36 洗手正確步驟：開小水沾濕手→關閉水龍頭→塗抹肥皂→雙手搓揉→開小水沖洗

→捧水沖洗水龍頭→關閉水龍頭→將手擦乾。 
 
 

七、埤塘風光 

    埤塘興起在本省各縣市中，桃園縣的埤塘最多，構成獨特

地理景觀。在西元一九一三年大旱前，桃園台地有一萬個大大

小小的埤塘，到達埤塘數量的最高點，使本縣有『千湖縣』的

美譽。 當時『埤塘』與『埤塘』間的水源已經能夠完全串連起

來，形成一個具有規模的水利系統。有了較充足的灌溉系統，

桃園縣的稻米產量大增，曾有『北台穀倉』美稱。西元一九六

三年石門水庫完成後，多數的埤塘喪失了原始的灌溉功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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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逐漸消失或荒廢，慢慢改變為其他用途，最主要為改為建築

用地，例如本縣縣府特區所在地原為一口大的埤塘。這些埤塘

除了灌溉功能外，許多已轉為下列的用途：1. 養魚池或休閒

池：將埤塘用來養殖魚蝦，改為經營釣蝦場或釣魚場，按時數

或釣竿數向釣客收取金額，在垂釣上發揮休閒活動的功能。2. 
風水池：在住家附近或三合院前方埤塘常被保留為風水池，象

徵聚財的意味。3. 休閒觀光地：有些埤塘已轉觀光用途，如龍

潭大池、石門水庫後池堰、慈湖等。4. 畜養家禽或家畜用池：

住家附近的埤塘較小型者，或大型埤塘的一角，許多已轉為畜

養鴨或鵝等用途。 
 

八、慈濟環保回收站 

慈濟廣福環保教簡介 
成立宗旨：守護地球、珍惜地球資源。 

          資源回收再利用、延長物命。 

          環保站也是修行道場淨化心靈。 
緣起：上人說：現在若不做就來不及了。可用的物品若燒毀，

不僅污染空氣，埋在地底下也不易腐壞，如果丟棄的物品能回

收變資源，在去換成資金，便可護持大愛電視台，讓清流繞全

球。 

山河大地、國土危脆、生命無常，上人感慨土地過度開發，

大地資源消耗殆盡，業者毫無節制濫挖濫墾，凡遇上颱風大雨

則爆發土石流，不但毀掉家園、奪走人命，造成家破人亡慘境。

上人不忍地求受毀傷，勉勵眾人用鼓掌的雙手來做環保。李理

達師兄和其同修蕭肅靜師姐有鑑於此，認為環保工作不可一日

不做，大地污染非常嚴重，再不做真的來不及，環保工作確實

有迫切性，非做不可，做好事要把握當下，逐與同修發心提供

設備完善的環保教育站境，經過慈濟人同心協力之下，於 97 年

住址：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 499 巷 25 號 
電話：03-363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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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正式啟用，環保站設立目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延長

物命，知福、惜福、再造福，資源回收不在量多，只求垃圾減

量，環保站也是個修行道場，不但淨化心靈、放下身段、縮小

自己。 

環保站規劃：雨水回收設施，可儲存 55 噸雨水（下大雨

20 分鍾滿位），利用此雨水供應洗地板，澆花、沖馬桶之用。

還有惜福區、手語教學、巧藝班，廚餘處理、腳踏車修護（目

前很搶手）、親子成長班、素食班、法器共修、健康講座等等。 

環保：上人開示：人要做天，順天理。愛地，疼惜大地資源。

還要伸出雙手膚慰大地、守護大地，所以要有「敬天愛地聚福

緣」，才能使大地萬物平安。 

舉世災難頻傳，上人慈示：經市的災難應有警惕的覺悟，

地球環境不斷惡化，大地不斷被破壞。人人更應戒慎虔誠，敬

天愛地視為疼惜大地資源，保護環境人人有責，要持續推動環

保工作，從小事做起，自己做起，家庭做起，社區鄰里做起，

延伸到整個社會大眾。 

推動環保教育的意義，重在觀念的宣導，讓人人把做環保

當作是生活的一部份（養成習慣），如此才能減少對地球的損

害， 資源回收不求量多，可利用的在回收利用，讓物命延續，

知福、惜福、再造福。垃圾減量少煩惱，回收分類整理，回收

所得全數捐獻大愛基金（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愛心化清

流，清流繞全球）。現今地球生態產生嚴重的汙染，氣候暖化產

生溫室效應，造成二氧化碳排放量逐年升高，地球只有一個，

有限的資源，不能被我們用盡，要爲後代子孫保有乾淨的淨土，

我們都是地球人，同住在地球村，彼此是生命共同體，期待人

人『手』護大地，疼惜大地之母，節能減碳與地球共生息。 

全球暖化，將嚴重威脅地球環境生態，未來人類將何去何從，

幫助地球退燒，行動刻不容緩！邀您一同減少「碳足跡」。 

例一：出門少開車，多搭大眾交通工具或騎腳踏車，在家少開

冷氣，多開窗戶或開電扇，並隨手關燈。 

例二：拜神祭祖貴在心誠，燒紙錢不但沒意義，反而增加二氧

化碳。 

全球至少有三十個國家，逾十億人口挨餓，其中海地國家連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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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餠（樣品）都漲價，更因食物價格暴漲引發血腥暴動。近日

電視新聞報導，非洲肯亞國家遭逢乾旱，嚴重缺水，僅有的牲

畜（牛隻）因飢餓相繼死亡，也引發爭水、相互殘殺，真正是

「為水而戰」。 

回頭看看台灣，此次 88 水災，堪稱百年來最大水患，嚴重

受損，所以全國同胞發揮人溺己溺，互相幫助，出錢出力，讓

災民度過難關，協助其重建家園、走出傷痛。 

此次救災，慈濟發揮極大功能，秉持上人理念，走在最前、

最先、做到最後為原則，光是愛心便當創下歷史新紀錄，36 萬

份，慈濟歷經國內外大大小小救災經驗（災難發生時，無水、

無電、無瓦斯的情況下），上人即思考研發出香雞飯，沖泡即可

食用，非常方便。 

糧食不足原因應該分為三種： 

乾旱—無法種植 

水患—歉    收 

牲畜—佔所有人口實用的五分之三 

說明：毎公頃土地（種植馬鈴薯）依年可養活二十二人毎公頃

土地（種植稻米）可養活十九若飼養牛羊的話，則大幅降

低一至二人 

此外，為了生產一公斤的黃豆，需要用到兩千公升的水；

但是，為了生產一公斤的牛肉，需要的用水卻是十萬公升。用

水成本相差五十倍之巨。 

就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以及今日糧食告急的情況下，從土地的

利用，水源的使用量，以及食物的轉換率來看，人類不得不開

始「斤斤計較」。最好的方法：少吃肉多吃素食尚介讚，營養健

康添福壽。 

回收紙類 50 公斤=拯救一顆 20 年生的大樹（樹能吸收水

分、吐氣讓人健康 ），若過度砍伐，重則造成風災土石流，若

不斷砍伐，終有一天台灣也會變成沙漠。 

寶特瓶是永遠不會爛的，經過三百年還是寶特瓶，如今慈

濟把寶特瓶拿來在製成毛毯、衣服（供賑災用），將無用化作有

用，約 36 支製成一件衣服，72 支製成一條毛毯。 

還有塑膠袋的過度使用，產生很大的煩惱，根據報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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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學家發現海洋裏的塑膠袋竟有兩個美國土地那麼大，所以，

竟然有烏龜因此將塑膠袋當作水母吞下肚而死去，難怪科學家

說人類是地球的癌細胞。目前，大家可以做得到，而且一定要

做，出門購物自備購物袋，拒絕塑膠袋物品，用過的塑膠袋洗

淨後重複使用，就能減少塑膠袋的量。 

回收一支玻璃瓶節省的能源=點亮一個 100瓦燈泡 4個小時 

回收一個鋁罐=節省 3 個小時看電視的能源 

一個 3 號電池的水銀污染足可污染 1 坪方公尺（六呎四方）

的土地上人期勉人人能克己、克勤、克儉、克難，將慾望降低、

生活簡單。 

過度浪費會產生環保問題，想要的不買，需要的才買，要

做到勤儉，回歸單純素僕生活，即是「清貧致福」。 

環保站雖地處偏僻鄉下，但四周田園圍繞，空氣新鮮，卻

是個帶給人們紓放身心的好所在。符合上人期待，環保站也是

修行道場，所以能接引社區菩薩大德參與做環保，敬天愛地聚

福緣，相信淨化人心的目標一定可以達到，天下無災難也可以

實現。 

 

 

佛教慈濟基金會八德和氣隊來賓參訪意見回報表 

-----年----月----日參訪單位姓名                   

真的很歡喜！諸位菩薩大德，在百忙中蒞臨參訪，無限感恩！

希望藉著這次的參訪，凡走過必留下足跡，給我們有學習的機

會，同時也給給我們莫大的鼓勵，讓我們有成長的空間，相信

一次比一次進步。 

歡迎常蒞臨指導，將好的帶回家，需要改進的地方告訴我們，

不要只來一次，如果您認為慈濟是個值得您接納的團體，很生

活化、平等觀！那您將愛傳出去，人人做好事，好事人人做，

即是「好人好事」。 

希望今天來參加的人，帶著滿滿的愛回家，時時日日用在日常

生活中，在社區帶動更多人，為祥和社會付出一份愛，敬祝大

家每一天都平安、健康、快樂、吉祥，日日得歡喜，感恩您！

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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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安排 □恰當 □不太恰當 □不恰當 □其他-------- 

主題內容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其他--------- 

活動流程 □滿意 □不太滿意 □不滿意 □其他--------- 

服務態度 □好   □不太好   □不好   □其他---------- 

敬請將您寶貴的意見提供給我們，感恩您！ 

八、學校植物簡介：（如簡報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