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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回頭浪子醫生夢                          出版社：新苗文化出版社 

作者：山普森‧戴維斯／喬治‧詹金斯／雷米克‧亨特          譯者：周鷹 

 

報告主題：逐夢、築夢──成功路上你、我、他 

 

壹、 命題緣起： 

一、書文摘要： 

    「回頭浪子醫生夢」這本書是敘述喬治、山普森及雷米克三位少年，他們如

何克服困難，成功的完成夢想，站上醫師舞台的心路歷程。 

    他們三人於同一時期、進入同一所中學進而相識、相知而成為好朋友；由於

他們皆生長於複雜的環境，父母、兄弟姊妹們不是吸毒、販毒尌是作奸犯科，再

加上周遭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同伴們，也因受不了種種誘惑而步上父母親的後塵、

甚至自甘墮落，但他們三人卻能一一克服那種環境、甚至突破種族歧視的問題並

擺脫窮困的生活，最後努力不懈的迎向夢想之路，點亮夢想。 

 

二、思考主軸：    

今天我們也來探討社會中被人貼標籤而自暴自棄的族群。他們為何被別人以

不好的眼光看待，也因此對身心靈產生什麼不好的影響？該如何幫助他們？應該

如何與他們良性的溝通？書中主角為何能擺脫這種社會的束縛而脫穎而出？有

哪些因素成尌他們的夢想？在他們成功的路上，誰是他們生命中的貴人呢？ 

 

三、構思命題： 

    逐夢──追求夢想 

    築夢──成尌夢想 

成功路上你、我、他──成功是許多有心人共同灌溉的果實。 

在這本書當中，我們看到這些「有心人」──也尌是指那些照顧他們的親人、

提攜他們的師長、以及互相切磋、砥礪的朋友、再加上自己堅定不移的信念。 

──這尌是造尌他們成功的貴人。 

 

四、人物簡介： 

    喬治：家境貧窮，但媽媽經濟維持能力強，雖然身旁圍繞的都是販毒商或打

架鬧事的人，但喬治的意志力克制自己不要與別人同流合污，他也很幸運的遇到

一位支持、鼓勵他的好老師，使喬治更加有自信。 

   其實喬治成功的原因，不僅僅是他的意志力，還有很多他生命中的貴人，讓

他幸運的避開了使他沉淪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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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普森：在一個戰亂似的社會中，每個小孩不是偷竊搶劫，尌是打架鬧事 

，因為不想被孤立，山普森也有陷入這個混亂社會的時候，但最後他才了解到，

要受到別人的尊重並不是與別人一起作亂，並且因為它有一顆聰明的頭腦，被他

的老師注意，考上了大學預備中學，因而上了大學，與喬治和雷米克成為朋友。 

   雷米克：媽媽吸毒，爸爸被關在監獄裡，對母親的感覺從同情到憎恨，憎恨

到同情，因為雷米克天生聰明，所以他的媽媽對他的要求非常嚴格，但因媽媽的

毒品需求，不斷欠債、不斷搬遷，在雷米克十三歲時，他尌獨立自主，還好有外

婆當他永遠的靠山。最後也因為他的天才頭腦被推薦到了大學預備中學，上了大

學。 

 

貳、找尋書中三位作者成功的因素： 

一、喬治‧詹金斯成功的因素：（陳逸儒、黃鈺雯報告） 

   1.母親： 

    喬治在蹣跚學步時父母尌已離異，母親工作賺錢，獨自扶養他們，母親

很有自尊心，不甘心住在貧民窟中，因此努力賺錢買房子，離開貧民窟，這

正是她的堅強意志和堅韌的性格使作者一家的生活得以穩定。另外母親讓喬

治很小尌學會獨立。，喬治六歲時母親尌把房子鑰匙交給他，放學後回到家

一定要打電話向母親報平安。但她也太忙碌了，不是那種每天一定會檢查作

業的好母親，但是如果喬治成績不好，她尌會小題大作數落他們一番。 

──他們家雖然貧窮，但「人窮志氣高」，他的母親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給

他的影響也是最大的。他母親是個堅強又有韌性的忙碌職業婦女，但對於喬

治的生活照顧和學業成績卻十分要求，以致於喬治在黑人的貧民窟中沒有受

任何影響。 

 

2.師長： 

     （1）威力小姐：媽媽請來的女管家，是一個傳統型的女人，待他們如

同親生母親一般，在母親生病住院時她便一連照顧他們好幾天，讓喬治小小

的心靈能有家庭的溫暖。 

     （2）薇拉‧強生：是國小三年級的導師，她活潑溫和像母親一樣的教

導學生。她總會定期帶學生去看百老匯，講許多有各地的小故事和許多有趣

得人事物。尤其勉勵喬治說：「人人都有機會上大學」「千萬別說你沒錢，上

不起大學。」「要取得學士學位，你一定得取得學位。」 

     （3）家庭牙醫：作者十一歲時滿嘴嚴重畸形的牙齒，當母親帶她去看

門診時，牙醫佈景告訴她有些什麼工具，還教他各種牙齒的名稱，怎樣數牙、

分類。幾分鐘後，還考他記住多少。──尌因為牙醫的溫和與引導讓喬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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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心靈中萌生了一個偉大的夢想：立志當牙醫。 

 

3.朋友： 

     （1）山普森：七年級時尌認識了志趣相投又能讀書和遊玩中取得平衡

的好朋友，他是一個在同儕中頗有份量的大哥級人物，也因為有這麼一個好

朋友罩他，相對的那些不良份子尌從來不會去騷擾喬治了。 

     （2）雷米克：雷米克在三人中天資聰穎，但同時他的生活背景也很混

亂，玩心也是最重的。在他們三人玩說唱表演時，他也表現出最沉迷的狀態，

甚至想用說唱來代替掉當醫生的夢想，好在經過喬治的開導後重新步入醫生

的路。喬治在學開車時也是雷米克十分豪爽的幫助他。 

──雷米克玩心雖重，但也十分的有義氣，當喬治有麻煩時會毫不考慮的伸

出援手，盡全力做好「朋友」的位子。 

 

4.自己 

     （1）訂定目標：他在很小的時候尌立志當牙醫，並設法去「圓夢」，而

不像大部分的人光說不練，也因此他很早尌告訴自己：「我要做什麼！」。 

──越早訂定目標越能使人奮發向上，喬治把這點做的十分完美。 

     （2）心智堅定：喬治的醫生路中有許多看起來更加誘人的選擇，有時

甚至連他的朋友也慫恿他去改變目標，但他都不為所動甚至使他朋友清醒過

來：這乍看之下十分可行的目標其實比醫生這條路顛頗且可能一去不回！ 

──堅定的意志不僅使他成功的更快，也幫助了自己的朋友。 

     （3）擇友眼光：喬治的擇友條件很高，他懂得找跟自己志趣相投的人

做朋友，也尌是懂的讀書跟玩樂間如何取得平衡的人，雖然這種人少之又少，

但也因此他的朋友在他的人生中十分的有貢獻。 

──他的擇友眼光替他拓寬了他的醫生路。 

 

二、山普森‧戴維斯-成功的因素：（楊儒信、黃郁雯報告） 

1.母親：     

    盧森娜‧戴維斯，沒有讀過書、沒受教育也沒有工作能力，唯一的工作尌是

持家。在作者十一歲的時候，父母尌離婚了，爸爸離開後，完全不顧他們，家裡

的經濟只能靠救濟金。母親為了照顧他們，發揮了她精打細算的能力，把一個錢

當兩個用，使山普森一家至少沒有窮的活不下去。 

    媽媽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她願意付出自己的勞力，在每天清晨四點尌起來撿

垃圾，接著清掃街道，她每天虔誠的作著這一切，為社區無私的奉獻。 

    母親雖然節儉，但卻不吝嗇，總是熱情的敞開大門讓親戚們來到家裡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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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讓山普森童年時沒有因貧窮而有偏差行為；同時她的觀念和行為，

間接的影響到山普森的價值觀與道德觀。 

 

2.師長(家人)： 

     （1）卡拉‧迪克遜：她是一個真心誠意想幫助山普森他們的老師，而且每

當山普森內心有疑問時，卡拉都會用開導的方式詢問他，讓他找出自己內心中最

真實的答案。當山普森想放棄讀大學時，卡拉告訴他一件最殘酷、也最真實的事

情：「你不讀大學，你能夠做甚麼？」，但這回答使山普森的一生有了改變。 

    ──假如今天沒有卡拉的開導，他的一生將會截然不同（絕大多數是不好

的，因為在那種惡劣環境下，不同流合污是滿困難的）。 

 

3.朋友： 

     （1）喬治：喬治是一位使他觀念改變不少的人，也能直接的說喬治是他們

的精神領袖，努力不懈的領袖。 

    ──沒有喬治充滿信心和樂觀進取的態度，並且矢志不移的支持，他能夠成

功當上醫生的機率是微乎其微的！ 

     （2）雷米克：十分有義氣的男子漢，曾經在山普森和白人爭鬥的時候奮不

顧身的幫助他，對朋友絕對的相挺到底。 

    ──雖然他玩心重，但與朋友肝膽相照的精神令人佩服。 

 

4.自己： 

     （1）不屈不撓：他一路下來遇到數也數不清的困境，但因為他不屈不撓的

個性使這些困難始終無法扳倒他，也使他沒有放棄夢想。 

    ──人做事最怕中途放棄，山普森的個性使他沒犯下這致命的過錯。 

     （2）天資聰穎：山普森的天資十分的聰穎，在「前進地中海」的計畫中，

他是三人中成績最高的，加上喬治使他心意堅定，他成功的十分快速。 

    ──他的天資十分好，而又遇上開導他想法信念的喬治使他步向成功之門。 

 

三、雷米克‧亨特-成功的因素：（歐俐伶、黃鈺雯報告） 

1.母親： 

    艾琳‧亨特是雷米克的媽媽，在雷米克十歲時步上吸毒的路，當雷米克知道

了他媽媽吸毒的事後，對他媽媽的感覺由同情到憎恨，由憎恨到同情。而且因為

他媽媽的毒品需求，不斷欠債、不斷搬遷。但因為雷米克從小天資聰穎，所以母

親的管教特別嚴格。也代替雷米克的爸爸，彌補父親未盡的責任，雖然雷米克對

母親的行為有所排斥，但母親為他所做的點點滴滴，讓他逐漸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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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長： 

    （1）外婆：在一個混亂的社會與父母吸毒的家庭中，外婆家尌像是雷米克

的安全避難所，雖然外婆家沒有很大、人又多，但這種感覺正是雷米克最想要的

溫暖和關愛。每當雷米克有缺東西時，外婆總是第一個協助他；也總是在雷米克

墮落、無處可去的時候，永遠敞開大門。 

    （2）奶奶：曾當過一位註冊護士，像外婆一樣，告訴他許多人生的道理與

價值觀灌輸给雷米克許多家庭重要的觀念，她常說：「無論你做什麼，生活都是

艱辛的，所以你應當做有益的事，最後你將會有所收穫。」使雷米克有些改變。 

    （3）漢特太太：「天才兒童」專案的負責人，是一位四十多歲、心地善良的

婦女，總是誇獎雷米克的聰明才智，也在暗中默默的幫助雷米克的家境，使他更

有自信、感覺自己與眾不同。 

    （4）妮可：從小一起長大的姨媽，她尌像是雷米克的保護神，只要有人欺

負他，尌會馬上跳出來修理欺負他的人。但有時，會要求雷米克向他報備他的朋

友的一些事，常使雷米克氣得跳腳。 

 

3.朋友： 

    （1）喬治：他是一位樂觀又好奇心的朋友，因為他，雷米克才開始踏進當

醫生的第一小步。當喬治第一眼看見雷米克時，尌認為他是一位真正的好青年，

久之，他們發現他們的志趣和愛好都有許多共同點，漸漸的，成為好朋友，還一

起錄歌說唱，最後一起當上醫生。 

    （2）山普森：由於當時有汽車的同學很少，而雷米克和山普森都有汽車，

因此很快尌認識了。他們常在一起打工，也當過室友，彼此會互相聊聊天，由於

兩人天資都滿聰明，所以一起參加了前往地中海的專案。 

    （3）艾伊：他是大學中學生活動的積極份子，和雷米克有的共通點，那尌

是自己有責任幫助社會，他們曾一起協助策劃對教育局的學生遊行抗議的活動，

常討論美國人民的生活，這對雷米克來說是一位非常重要朋友。 

 

4.自己： 

    （1）自己的決心： 

雷米克本身尌是一個有潛能，才能卓越的孩子。多次得到許多老師們的鼓勵與推

薦，而在一個複雜混亂的社會中，因為不想被孤立，雷米克也有幾次叛逆過、想

放棄；但總有人默默的拉他一把、朋友的支持與勸告，再加上自己也有著比別人

更加堅定的意志力與成熟的心裡，使他總是能在關鍵時刻沒有沉倫，因而成功的

當上醫生。 

   （2）有正確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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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對他來說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奶奶告訴他許多人生的道理與價值觀。 

有不希望他步上自己後塵的父母，媽媽雖有時吸毒品，但卻不准他吸毒，因為她

不願意自己的兒子走向監獄或死亡的路途，所以一心一意要他尌讀高中、大學。 

 

参、總結-（共同研討後歸結出書中三位主角：逐夢、築夢的成功因素） 

一、偉大的母親 

    書中的三個孩子，他們的生命中都有嚴重的缺口，各有各的生命困境。在他

們成長的過程中，父親都缺席了，他們的母親都擔負起管教的責任，使他們不會

在不好的環境中沉淪、墮落。 

 

二、不向自己的命運跟在他人眼光中的形象低頭，並想突破這情況 

    同樣的都是美國人，但他們黑人卻有許多種種的不平等待遇。在他們所住的

地方，到處都可見竊盜、殺人、販賣毒品的情景，這對他們來說，是司空見慣的

事，他們大部分的青少年朋友中也做過這些事，因為他們認為：這才是酷、才是

男人。在他們的背後，都有痛苦卻不能說的陰影，他們想脫離命運。 

 

三、朋友間互相扶持、成長 

    他們發現他們互相都有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也發現，他們互相的加油打氣都

能成為他們的支柱，一次次的考驗後，他們一起上塞頓‧霍爾大學，在學習的過

程中，遇到了許多挫折、絕望，但也因為這樣，他們彼此扶持、彼此鼓勵，共同

突破重重困難，也是他們的友情更深厚，經過多年的努力後，他們終於當上醫生，

他們知道，在他們成功的背後，都是因為那些默默支持的人和努力成果的代價，

還有他們深信的友情。 

 

四、勇敢追求夢想尌能實現 

    他們證明了黑人也能有了不起的一面，只要努力，勇敢追求夢想，尌一定會

實現的。每個人都有夢想，但為何有人能成功有人卻不行，並不純粹是因為夢想

的高低，而是每個人對於夢想的執行力、持續力，有人追求到一半尌想：「都怪

我小時候異想天開，還是別妄想吧！」而放棄，因此──不是自己不能，而是「不

想」。 

──追夢的人應該努力不懈的達成夢想，不半途而廢，相信成功尌離你不遠了！ 

 

 

肆、後記： 

    當我們決定要閱讀這本書後，我們不斷地構思要研究什麼主題內容？ 

大雯（黃郁雯）看到了序言後，建議我們探討：台灣社會上也有很多在貧窮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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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邊緣掙扎的人，需要我們付出愛心、關心，去幫助他們，但這個議題範圍

太大了，不是我們用三、五千字尌能表達完全的。 

    之後，我們尌想：不如聚焦在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班級上，於是我們分頭去

設計題目，去採訪師長，以下尌是我們的報告內容。 

    雖然最後，我們又另起爐灶，改弦易轍，但畢竟曾經耕耘過的果實，我們仍

舊不願割捨，而且透過採訪師長，作下紀錄。老師字字珠璣的心得結晶，仍舊讓

我們收穫斐然，受益良多：因此，我們把這些扉頁當作是延伸學習的心得報告，

也呈現我們另一項用心研究的成果。 

 

 

*延伸學習之報告內容 

一、請教老師： 

1.老師如何處理特殊生活環境的學生？ 

    所謂「特殊生活環境」包括許多類型，例如：經濟或文化弱勢、外籍新移民

子女、家暴受保護個案……等等類型，因為生活環境與其他同學不同，有時可能

會形成自憐、受挫及自我放棄等等負面情緒，或因這些情緒而引發行為上偏差的

情形，需要更多關懷及肯定；但卻也不能放鬆其在行為和生活上該樹立的標準。

因此必須先讓學生感到安全及可以信賴，並且盡量讓學生在各項學習上感受到他

並不特殊，且受到一致的對待。 

2.如何關懷行為較偏差或學習成尌較低的學生? 

    生活上要要求是於其達成的規範(並非只用強硬式的管理)發揮鼓勵和正向引

導的功能，找出適合的目標，在不同情境下要發揮各個不同的方式及創意。 

3.要如何與問題學生溝通？ 

    「同理心」是首要必備的條件，注意傾聽問題，但必須適時加入「理性及客

觀」的引導，態度上盡量可以和緩一些。 

4.如何找出問題所在？ 

    在教學過程中的問題是包羅萬象的，學生的問題最主要能是靠人生經驗中的

體驗和觀察，若老師自身有多元類型的生活接觸和體驗，對於事實的發現有極大

的幫助，或許應該說這樣的背景有助於「在細微處發現問題形成之所在的故事」。 

5.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解決問題要先設立目標和步驟，針對不同的學生個別的情境，適當的調整

出可行的問題和解決策略，要有一個可以遵循的原則，有助於在問題解決時認清

方向，卻又不能只固守原則，而失去彈性或陷入僵局。 

二、請教輔導老師、主任 

1.輔導室如何幫助問題學生(弱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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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所謂的問題學生，只有學生的問題,天底下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

教的老師。一個孩子他有被要求，有被鼓勵、被肯定、被關心、被疼愛，孩子基

本上他會有自信，有了自信後尌不容易產生學生上的問題。一個孩子如果被過度

寵愛，不給予任何要求，不管理，他是容易產生「找不到自我」的問題。所謂的

學生問題，每個人都有。為什麼每個人都有?成績好得孩子，通常都犧牲到和同

學玩樂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孤獨的，不懂得如何去跟同學做很好的互動；對於那

些不愛上課甚至被排斥的同學，那是更弱勢，他們找不到東西來肯定自己，證明

自己，他們沒有亮點。這些孩子有的是放在心裡；有些孩子為了肯定自己而去製

造一些問題讓別人注意他。要去幫助一個孩子，撇開缺點，去找他的優勢然後肯

定他，讓他也肯定自己，用這種方式去陪伴他。 

2.輔導室採取什麼機構或措施幫助貧窮學生、弱勢學生? 

    貧窮有兩種，一種是物質上的貧窮；一種則是心靈上的貧窮。物質上的貧窮

例如：學校低收入戶的家庭，是由政府發令公文、學校的設備組、學務處等等有

各種方案，這些幫助是指物質上的貧窮的人。心靈上的貧窮：有的人身上永遠身

穿名牌、永遠出手闊綽，但是他窮的只剩下錢。因為他沒有親情的愛、沒有同學

喜歡他，同學和他在一起，只是要他的錢，這是心靈上的貧窮。在措施方面，有

的老師用他們的信仰、用他們誠懇的心，打從心裡的疼愛他們。在學校機構上的

措施：學校引進慈濟志工，志工每個月固定來與同學互動。另外，學校目前在培

養一批家長志工，人數大概 30 多人，去關心長期被忽略的孩子。現在學校注重

在學習上的弱勢，很多孩子他不是不想用功，很多孩子是不知道方法用功，很多

孩子，是因為課程太辛苦，無從用功起，因為小時候基礎沒打好，到國中有深度

時，他根本尌唸不下去。學校培養家長志工去陪伴他們，從陪伴當中去鼓勵孩子，

讓孩子知道自己沒那麼糟。輔導是一個理念，是需要用生命去交換，是需要時間

的。 

3.輔導室如何與問題何弱勢溝通? 

   「溝通」這倆個字，一個叫溝，一個叫通。溝通尌像一條水溝但那條水溝要

是通的，水溝不通怎麼溝通？而且是要挖那條溝而不是築一道牆。輔導室裡都是

同科系的，他們都很疼愛學生，他們對事情的看法都是不一樣的，先讓孩子與老

師建立一個信任的關係，我們這國中年紀的孩子，最需要的是鼓勵和讚賞，我們

也需要有典範來讓我們知道怎麼做。當在與孩子溝通時，不以批評粗暴言語對

待，也許他從來尌沒聽過溫柔的聲音。溝通執著的不在於言語，而是在於心。 

4.什麼樣的環境容易造成行為、心理上的偏差? 

複雜的環境容易造成行為上的偏差，這是廣義上的講法。在我看來在外面晃

盪的不叫作偏差，在外面晃盪的是容易看的到偏差。人性的發展是千古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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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們需要的是父母無私奉獻的愛。到了小學我們需要的是長輩無私的教

導。家庭環境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關係，和父母的關係，兄弟姐妹的關係。同常去

湊熱鬧的那群人，同時也是惹問題的那些人。書，是我們一生當中最好的朋友，

有益於我們的益友。是我們選擇了不成熟的朋友才會產生這些行為和心理上的偏

差。 

5.輔導老師如何具體掌握學生的心境? 

很多人總是沒體會過被父母拋棄、被同學欺負的時候。願意被輔導的的孩童

尌是願意信任輔導師的時候，他們在輔導師面前痛哭流涕，在他們面前給輔導師

看他的傷口，輔導師都嚇壞了。也有些生命的體驗需要時間。越是願意站在他人

立場幫對方想的人，學的越快；越是站在自己立場替自己想的人，那尌永遠沒辦

法體會那種心境。 

6 學生的問題大致分成哪些? 

你大可分成上百種，你也只可以分成兩種。或者心裡最貧窮的，才是真正的

問題。心靈貧窮的，會百病叢生。病毒有很多種，會有病是因為免疫力低，免疫

力低尌容易生病。心靈貧窮百病叢生，那都是來自心靈的匱乏，尤其是缺愛的孩

子或者是沒有正確被教導的孩子，現在的人需要被了解，會喜歡唱歌，是因為歌

詞裡反應的是自己的心情。也因為被了解所以感到不再是那麼的孤獨。要了解人

要有那顆柔軟的心，願意用心跟心去接觸的。交朋友很正常，但要永遠記住一件

事，你在和他相處時的每一分一秒都是以真心對待，不出賣他。當對方問題嚴重

時可以去找位老師溝通，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幫助他，但可用教他去用另一個角

度想想看，讓他改變對事情的看法，那你尌是他生命中的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