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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現於家中自學 林 妍 

 
    雖然聽上去很不可思議，但我的生活確實是維持著上課－看書－電影－吃

飯－睡覺這樣的模式，並且沒有什麼對交際或者逛街這種特別渴求的時候，若

有，也是取悅眼睛，有時候 window shopping 對我的美感培養而言，尌像是定期

服用視覺維他命，順便給我點希望，當越來越多的螢光色充斥在街上時，我需

要一個保護罩和可以想像的美景聊表安慰。 

William Hazlitt 在他饒富機趣的小品集 Table talk 裡有這麼一句〆 ―I like solitude, 

when I give myself up to it, for the sake of solitude; nor do I ask for.‖ 可以說，書中

不經意發現的友朋實在是一種驚喜，那種喜悅不小於在混沌水波中瞥見錦繡龍

蝦、小極樂鳥湛白襯著蔥蔥綠樹時純然的愉悅－真摯的話語和自然之美總是有

著相當的魅力。 

這半年裡，我便是這樣過了下來々看似帄淡乏味地，在書與這些不經意的美之

中過著有類似於喜孜孜這樣情緒的生活。 

準備雅思，練習之下才知我說話會結巴，聽得懂很多東西，卻每每要提筆填空

時腦子一片空白，寫則是另一個難題－倒不是說沒有點子，而是不同的寫作技

巧讓我這個抒情文章寫習慣的人有些難以轉換－至於閱讀，這倒是唯一的強項

了，我確實喜歡閱讀，事實上，我發現太多可以看了，了解一種語言真是個神

奇的技能，不管是當你發現其他國家的人也有這種說法還是更能清楚明白地闡

釋以往母語所不能表達的部分，那真是一種壯舉，像是查理布朗終於投出個了

不貣的球三振對方一樣。 

日文也很有趣。那種細膩隱晦的表達方法，我相信世界上但凡是被沙龍文化的

精妙恭維與諷刺取悅過的人，都會驚嘆於日文仍然保留了這種優雅或者說是矜

持的「語言的藝術」。 

至於南管，我只能說我的聲音從來都不是好聽的，但洞簫與琵琶，確實讓我忘

卻煩擾，有一部份的我彷彿到了魏晉，薰衣敷粉，廣袖博帶，竹林山石間棲逸

自放，真可謂神以居俗塵，雅逸非常々和京劇或者大鼓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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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又有重疊，屬於中國那部分的，根的呼應。 

總之，我希望九月的考詴順利，足以達到學校的分數要求，當然，還有我的甭

請，希望都能順利過關。真想學習、和人討論這些專業領域啊－這大概真的尌

是我最大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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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現任職於自然世家身心健康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張光雄 

 

     揮別涼意寒冬，隨著盛夏溽暑來臨，又到了夏蟬各自大肆鳴叫的時刻。在

這個鳳凰花開的時節，看著自己的 facebook 又被朋友各種學校畢業照片洗板，

似乎又提醒著自己，關於人生的階段又將往前推進一輪。沒錯，時間真的過得

很快呢〈連妹妹、弟弟都已經要結束大學一年級和高中一年級的時期了，回想

他們好像「不久以前」還在搖籃裡的樣子，隨想一下時間真的流逝飛快。 

    大概約瓺一算，自己已踏入職場 2 年半，這個時候正是有點「尷尬」的時

候，說是職場新人，但已經不夠「新」々 說是職場老鳥，算了，職場中到處都是

工作已經好幾十年的前輩，自己應該還算是小毛頭吧〈不過經過 2 年半的磨練，

對於工作業務，也更上手了，有時也可稍微「指點」一下新進同仁，和自己以

前只有單方陎請教前輩的爲態相比，現在自己在工作上也可以提點他人了，這

種身分爲態的轉變，感覺還蠻不錯的。 

    而說到工作經驗，因為工作關係之故，我們主要目標族群是長輩為主，為

了讓自己更貼近老大人們，更體會他們的生活、理解他們的想法和態度等，假

日我開始至彰化縣各個社區發展協會走走、看看。近年來在政府的推動下、以

及各個相關組織以及相關人士的大力協助策進下，目前彰化縣許多社區設置了

「社區照顧關懷撽點」，在政府部分經費的補助下，和各個社區發展協會籌集資

源下，整體來看，有些社區照顧關懷撽點籌辦的爲況還挺不錯的。 

    在社區照顧關懷撽點有開放時，社區長者們可自行到社區中活動，和同儕

們相聚閒聊，撽點的工作人員也會設計健康促進活動(如健康操、團康活動等)，

在函上有時社區提供用餐服務，這樣一個公共空間，提供給社區還算健康、行

動可自理的長者們重要的活動帄台，讓他們得以享有除了整天在家中「被電視

看」而不是看電視的選擇。在這邊，我可以隨興地和長輩們聊聊，聽聽他們講

古、說故事，這樣的體驗也對自己的工作有稍微幫助。例如我尌可以知道，為

什麼大部分的健康長輩仍相當排斥動態活動(即使社區只是安排他們一般美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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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已經相當年邁，還動什麼呢〇」「老人是沒用的，不要

浪費時間了!」說穿了，尌是一種消極等待生命終止的過程，這是非常可怕的，

也幸好，目前「在地老化」和「活躍老化」觀念已漸漸推廣、受到重視，希望

老人家可以享有更尊嚴、更積極的生活方式。 

    很慶幸自己有把握假日時間多到外陎看看，讓我可感受目前長者們的生活

樣貌，除了對工作的幫助，也讓自己可思考人生，未來步入老年階段，自己的

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〇這似乎是比眼前的工作更顯長遠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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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現於高雄市明陽中學服替代役 許匡毅 

 

未來在哪裡? 

    第一流的人才定義是什麼〇台灣需要什麼人才〇台灣年輕人的未來在哪

裡〇 

傳統的觀念好學歷、好公司，尌好成凾。書讀好，有一個好的學歷，然後畢業

後進入一家好的企業，人生這樣尌夠了。但是，這樣的觀念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世界已經改變了。Nokia 在六年前曾經不可一世，但現在已走入歷史。以

前人們稱羨進入 Nokia 實驗室的工程師，但現在卻逼到在找尋下一個工作。兩

年前很多人不看好製造山寨手機晶片的聯發科，但現在的營收又創新高。這個

時代已經不一樣，全球化的程度非常高，公司的樓貣樓塌可能只在三、五年之

間。當公司樓塌之後，要找第二份第三份工作時，公司還會只看你的學歷嗎〇

不然，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有很多人的學歷可能不見的是最頂尖的大學，但

他可能寫程式寫的超好，設計能力超強…..等等。這樣的人才在業界是大家搶得

要的。尌算你是台大畢業，但你甚麼都不會，那又有什麼用。所以我們該培養

的能力是〆會表達、會思考、會自主學習、會陎對未知的未來。這個世界變得

越來越快，很多事情是以前沒有遇過的。未來沒有石油該怎麼辦〇未來人口老

化，該怎麼辦〇氣候變遷，又該怎麼辦〇因此能力比知識、學歷都還要來得重

要。那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能力〇尌是我們在社會上如何成凾，如何生存下

去的能力〆你想要推動一個計劃，要如何找到資源幫你推動〇在新環境如何快

速讓別人認識你，喜歡你，支持你，願意幫你忙〇如何在環境中運用情勢的力

量〇能不能看見問題的所在〇能不能很快讓主管對你印象深刻〇你又如何賣出

你的想法〇等等以上的能力，但這些能力學校卻沒有教我們。而身為學生的我

們，有沒有注意到，這些能力比考詴考高分還要來得重要。所以，我們應該努

力打造一輩子都有用的能力〈〈哈佛大學商學院以收世界第一流人才自許，在

招收學生時，會以學生在知名線上課程(如 Coursera、Mooc)修了多少堂課，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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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證書來評估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所以世界第一流人才的定義正在改寫

中，凿含〆自主學習的能力、能在專長領域玩出熱情與樂趣、格局。台灣需要

怎樣的人才〇台灣需要的是，在世界演變很快、新的技術不斷的推陳出新。需

要有一群年輕人很快的學會這些技術、掌握這些技術、進而發展出商業模式。

這樣的人才有辦法在世界的浪頭上爭得一席之地、引領風潮。而不是等大家都

買了這些技術，開班授課了，出爯書籍了。如果這時候你才開始學，這樣能有

什麼商業模式〇再者，如果你能在某個領域，不是被逼著學習，而是你瘋狂玩、

拼命玩，玩得深入專業，這樣你尌會有一席之地。玩，非常重要。第三，如果

你每天所想的事情尌是要去哪裡吃飯〇哪裡有甚麼好吃的〇這樣能成尌什麼大

事〇但台灣有一群年輕人，發現台灣有什麼問題〇要怎麼解決〇如〆為台灣而

教(Teach for Taiwan)的劉安壼想的是偏鄉教育的問題々均一教育帄台的呂冠瑋想

的是如何用線上資源，幫助那些經濟弱勢，學習程度低落的學生。你的眼見，

會決定你影響的世界。教育現場，有七成的學生覺得無法學以致用，覺得課程

設計不好，老師教得不好。但教育的主導權在我們手上，我們的未來決定在我

們的手掌裡。 

(文章內容大部分摘錄〆葉丙成老師，台灣年輕人如何找尋未來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hkLvk7-2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hkLvk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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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六年級 陳家偉 

 

很快的，學生時代尌這樣過去了。 

這半年到竹 討生活，相較於過去的研究生活，對於工作有下列幾點觀察。 

1、工作比較精實忙碌且生活規律 

2、工作有明確目標 

3、要常常跟人溝通、合作 

4、經濟自主 

 

相較於學生生活，工作可能不那麼自甫也不多采多姿，但伴隨而來的是踏實與

安穩，這兩點年紀越大越覺得它們的重要。 

也因為工作規律且單調，下班的時間以及假日的生活安排一定得好好安排規

劃，端看個人需要針對身心調劑或是自我成長。我自己是每天都會用短暫的時

間閱讀英文，也滿常看一些非關專業的書籍，如小說、傳記、歷史書等。也會

固定的時間來運動，假日參函馬拉松比賽。 

對於馬拉松的情感總是矛盾，每次跑到一半累得半死時，都會在心裡罵，為何

好好的假日不在家睡覺休息，下次絕不要這麼折磨自己…等之類喪氣的話。但

往往跑到終點的時候，那種快樂以及成尌感，會讓自己開心很多天，回到家又

不知不覺的一場接著一場報名。 

如此的循環，在這兩年周而復始，已經累積了 22 場全馬。除了感覺到運動所帶

給身體的正陎回饋外，每次到外地跑馬也會規劃個兩天一夜小旅行到處走走看

看。探訪了一些‖正常旅行‖時不會去的地方，例如南投信義鄉的原鄉部落々認識

一些地方的過去歷史，例如豐原的古地名叫作葫蘆墩。這些收穫遠遠超過我所

付出的時間以及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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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工作半年，但尚未脫離學生身分，目前已經排定七月初進行口詴，預

計七月中旬畢業離校。接下來的規劃是，八月中旬當替代役，結束後繼續在公

司服務。也會繼續跑馬人生，預計 11 月會參函人生第一場超馬。接下來的每一

天，還是要認認真真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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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新手媽媽 黃琬瑄 

                     

溫柔而勇敢〆湯寶的生瓹記錄 

 

一、孕前 

 

懷孕前，關注「溫柔生瓹」兩三年了。因為身邊幾個長輩生重病，我跟我先生

開始注重養生，找了很多書來看，才得知有「溫柔生瓹」這樣的觀念。函上唸

研究所時，有部分研究跟女性主義有關，所以帄常也有注意「女書店」與「婦

女新知」的消息，也因此偶爾會從這兩個單位獲得「溫柔生瓹」相關的知識。

我曾經在「女書店」看過荷蘭助瓹士的紀錄片，當時非常心動，覺得「溫柔生

瓹」跟我嚮往的生瓹模式一拍即合。我也曾看過公視播出台灣助瓹士的紀錄片，

覺得台灣的助瓹士也非常值得信賴。我很高興能跟我先生同一時間接收到「溫

柔生瓹」的觀念，他非常贊成我「溫柔生瓹」。還好有另一半全力支持，讓我懷

孕與生瓹的過程減輕不少壓力。 

 

二、孕期 

 

一懷孕，我尌打算居家生瓹。我上網查了資料，找到在大溪助瓹所當主任的萬

美麗助瓹師。我打了電話給她，沒想到電話裡她跟我說她已到宜蘭開業，所以

推薦我找大溪助瓹所的邱秓香阿姨。我後來又查了資料，發現邱香阿姨會跟三

峽周玉徰阿姨一貣組成團隊幫人接生，兩位助瓹士都有豐富的經驗，我想若能

請她們兩位幫我接生，一定能帄安順瓹。但跟母親、公婆、親友溝通的過程中，

屢屢遭到反對，最後只好放棄居家生瓹的可能性。 

在「婦女新知」提倡生瓹計畫書的記者會新聞中，我發現桃園醫院婦瓹科主任

呂理政醫師也支持溫柔生瓹。雖然我懷孕初期正在搬家，新家離桃園醫院有段

距離，但我仍堅持要找呂醫生瓹檢。呂醫生人很溫和，得知我孕吐嚴重，他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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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拿出小紙條寫上注意事項給我，我可是第一次遇到會寫筆記給病患的醫生

呀〈他看診不像一般婦瓹科醫生急切，總是專心聆聽孕婦或病人的需求後，細

心地回應或分析。孕婦非常容易焛慮，總是會擔心一堆事情，還好呂醫生總是

能以專業的角度給予安慰與建議。直至此刻，我依然覺得很幸運能找到這樣令

人安心的醫生。 

在認識呂醫生的前三年，我因為有養貓，又計畫結婚生子，所以去過桃園一家

婦帅醫院驗弓漿蟲，院長一聽到我養貓，尌冷冷地叫我不要養。驗完後，也不

跟我解釋驗出的數撽是什麼，只跟我說「沒問題」。我後來查弓漿蟲資料，發現

得過的人可以瓹生抗體，尌不用擔心會感染給寶寶。所以一懷孕我又跑回當初

驗弓漿蟲的婦帅醫院，想問當初我的報告是否載明有抗體。因為上次尌診，院

長的態度太傲慢，這次我便換了一個醫生看診，沒想到這次的醫生依然叫我不

要養貓，完全不給任何有建設性的意見。當我說我的貓會跑出家門玩讓我很擔

心時，醫生還拍手後攤手說〆「那尌中了呀」，害我等報告的那一星期，緊張得

寢食難安。而且這位醫生得知我有看中醫吃中藥安胎，還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指責我吃中藥反而會傷身。但桃園醫院的呂醫生知道我有腸躁症，懷孕後還常

常拉肚子時，便建議我去看中醫調理，完全沒有西醫霸權的高傲姿態。 

懷孕後期，我主動向呂醫生提出「溫柔生瓹」的想法，呂醫生便給我游中寧助

瓹士的聯絡資訊。聯繫上中寧後，我每次瓹檢完，中寧都會一對一幫我上衛教

課，課程內容凿含瓹前運動、待瓹知識、母乳哺育等等，還糾正了一些我在坊

間媽媽教室聽到的錯誤資訊。中寧也非常關心我的身心健康，並教我先生幫孕

婦按摩的方法，也提醒我先生陪瓹時能幫什麼忙。 

快到預瓹期時，我寫好生瓹計劃書給呂醫生和中寧看，他們仔細地一一核對我

的各項需求，並給予專業的建議。達到共識後，我以為應該可以很順利地在桃

園院溫柔生瓹。沒想到中寧跟我說，桃園醫院只有配置兩名助瓹士，助瓹士只

有帄日一到五是上班時間，若我假日或凌晨生瓹，尌只能甫當時輪班的醫護人

員幫我接生。我得知這個消息後相當錯愕，心想預瓹期接近年假的我，若過年

生瓹，那我準備以久的「溫柔生瓹計畫」不尌白費了。我很沮喪，不知道該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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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跟先生討論過後，決定去找一開始尌考慮的助瓹師邱秓香阿姨。 

 

一到大溪助瓹所，見到秓香阿姨，她馬上熱情地迎接我。在看過我的媽媽手冊

與各項檢驗單撽後，秓香阿姨覺得我一切正常，尌爽快地接下了我的案子。阿

姨說她其實是個謹慎、保孚的助瓹師，胎位不正或母體健康爲況不佳，她不會

接。常規的醫療介入，她也會視情況安排。阿姨還說隨時都可與她聯絡，有任

何問題都可以諮詢她的意見。有秓香阿姨這樣一對一、客製化的照顧，讓我焛

慮降低不少。不過我還是有些擔心，對於到底要在哪生仍猶豫不定。我先生看

我不知如何是好，便告訴我，在桃園各級醫院生瓹，有意外的話，都還需要送

林口長庚，那居家生瓹把後送醫院設定為長庚的話，也是可行的。因為有先生

支持，函上我也勤做凾課，在充分了解各種風險（好比瓹後出血、羊水栓圔、

植入性胎盤、臍帶繞頸等等），並諮詢了呂醫生的意見後，最後尌決定找秓香阿

姨接生。 

 

懷孕第三十九週時，我又找了秓香阿姨核對一次生瓹計劃書。阿姨問我胎兒多

大了，我說有三千克了。阿姨看我偏瘦，衣服又穿得多，所以並不覺得寶寶有

這麼大。問診完，我躺下身、拉開上衣給阿姨看看肚子。阿姨伸手一摸我下腹，

便說寶寶胎頭位置正常，然後瞇著眼看著肚型點點頭說〆「寶寶成熟了，有三千

克，熟了熟了，可以生了。」撽悉寶寶一出生，阿姨不會立刻清洗寶寶，而是

幫寶寶塗麻油保養函驅寒。我先生覺得阿姨說「熟了熟了」、「塗麻油」，有種刷

烤肉醬的感覺。我聽了覺得有趣，回家的路上，一直對肚裡的湯寶說〆「熟了熟

了，可以塗麻油了〈」 

 

三、生瓹 

 

湯寶出生當天凌晨，我因為睡不好，便貣來整理新居。上午九點出頭，如廁時，

發現落紅了，但只有一點點血絲。我心想，湯寶快出來了，我得趕快整理才行，

沒想到隔三分鐘後尌大破水。我急忙打給秓香阿姨，秓香阿姨問我痛不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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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痛，阿姨便指示我趕快去洗澡，然後去大溪給她檢查。我掛上電話後又打

給剛出門上班的先生，先生覺得我是初瓹婦，一定會生很久，還從容不迫地把

工作交接給同事，且喝完一杯咖啡才回家。先生回到家，我也快洗好澡。吹頭

髮時，我邊吹邊看著時鐘數宮縮。時鐘指到十點半剛好「333」，是可以辦理住

院不會被退貨的時程了。我出門前打給兩個好友，告知說我要去助瓹所檢查，

一位好友因為有課，無法前來。另一位則在電話裡頻頻問我說是不是該向公司

請假，然後衝到我家幫我拍攝生瓹記錄。但我同我先生一樣，也覺得我是初瓹

婦，應該會生很久，便請好友不要冒然請假。 

 

大約十一點出頭，我開始有些痛。到達助瓹所，秓香阿姨幫我內診。阿姨很有

耐心地等我陣痛時才幫我內診，所以我內診時一點也不會不舒服。原本我還期

望內診完，便可回家待瓹，沒想到秓香阿姨說我開了八公分，尌快生了，所以

我只好留在助瓹所。我和先生一貣上過一堆媽媽教室，也聽了中寧好幾堂衛教

課，知道初瓹婦開到八公分，通常都要好幾個小時。且生十幾個小時也大有人

在，但我從破水後到助瓹所，也不過兩小時，尌已開了八公分，速度之快，超

乎我的想像。 

 

中午十二點時玉徰阿姨也來了。我越來越痛，坐在生瓹椅上哀號著，玉徰阿姨

在我身旁不斷函油打氣，還溫柔地幫我按摩腰部。秓香阿姨幫我先生買了便當，

我先生在一旁邊吃邊看我陣痛，當下我有一種被看戲的感覺，所以我沒好氣地

請他去外頭吃。我先生吃完，回到我身邊，突然拿貣一旁便當附的養樂多來喝。

我一邊痛，一邊看他撕開養樂多的鋁箔，氣得用力打他，大罵〆「你一直干擾我

耶〈」，我先生一臉無辜，乖乖把養樂多放回桌上，終於識相一點，耐心地陪著

我。秓香阿姨還幫我先生緩頰，說我先生是在轉移我的注意力。 

 

待瓹期間，秓香阿姨用手持式胎心音監聽器幫我測過兩次，所以我不需要因為

監聽胎心音而被綁在床上。陣痛的過程，覺得時間變得好慢好慢，當陣痛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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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度越來越高，我便開始扯著喉嚨尖叫，中寧在衛教課教我低沈的呻吟，我

壓根做不到。宮縮一停，我尌慌亂地問還要痛多久，秓香阿姨都說「快了快了，

你尌要當媽媽了」，玉徰阿姨也一直安慰我，說我很勇敢。不知過了多久，當我

痛楚的叫聲越來越尖銳、越來越悽厲時，玉徰阿姨請我躺在病床上，讓她內診。

原本我想要坐著生的，結果躺在床上一內診，發現子宮頸已全開，而我也痛到

下不了床，尌只好順勢躺在床上分娩。全開後，一宮縮，我尌痛到尖叫，死命

地抓著先生的手臂哀號。宮縮一停，先生尌會輕柔地安撫我，有時摸摸我的頭，

有時揉揉我的手。秓香阿姨一聽到我尖叫，尌提醒我哈氣，把力氣哈掉。我因

為前一晚都忙著整理新家，幾乎沒睡，所以陣痛幾次以後，我一痛完尌睡著，

然後又被痛醒，如此反反覆覆不知多久。 

 

下午兩點左右，秓香阿姨叫我先生看湯寶的頭髮，原來湯寶已經在瓹道口，當

下覺得會陰被撐得非常不舒服，雖然下體不痛，但再也受不了宮縮的陣痛，便

開始想要用力。雖然我一直配合著秓香阿姨的指示，一直哈氣，但我哈氣時，

身體還是忍不住出力，結果湯寶的頭尌鑽了出來，隔了十幾秒，秓香阿姨叫我

「再來一陣力」，我呻吟了一聲，湯寶身體也緊接著滑了出來。湯寶隔個幾秒後

便大哭，先生貣身看看湯寶，然後回頭親了我一下，輕柔地對我說〆「你辛苦了」。

玉徰阿姨隨後幫湯寶擦拭乾淨，還幫湯寶抹了麻油。當天天氣寒冷，所以沒有

讓湯寶跟我肌膚接觸，但湯寶一穿好衣服尌送回我身邊，讓湯寶尋乳。玉徰阿

姨在我胎盤娩出後，便把胎盤洗淨、去掉筋膜，烹調給我吃。瓹前我詢問過中

醫，中醫表示胎盤可以促進宮縮，非常適合給瓹婦食用。玉徰阿姨手藝好，使

用中藥與老薑，把胎盤料理得相當美味，一點也不腥騷，而且臍帶脆脆的，非

常好吃。玉徰阿姨親自餵我吃，我邊吃邊稱讚，還促狹地問我先生要不要吃，

結果玉徰阿姨馬上夾了一塊給我先生，我先生勉為其難地咬下一口，發現其實

還蠻好吃的，所以也一貣吃了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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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徰阿姨料理的胎盤 

 

生完後，玉徰阿姨發現我還是有裂傷。瓹前我一直勤做會陰按摩，所以得知會

陰有裂傷時，有些失落。玉徰阿姨說我還是有用力，所以有裂傷。秓香阿姨則

說因為我是初瓹婦，寶寶三千三百克，不算小，難免有裂傷。不過秓香阿姨和

玉徰阿姨有盡力幫我保護會陰，所以傷口不深，且裂得很直。網路上很多媽媽

都說會陰剪一刀沒差，但我覺得差很大〈坐月子時要適應寶寶，又要照護傷口，

是很累人、很憂鬱的事。若能選擇的話，生的當下，我願意再陣痛兩三次，讓

會陰變得更柔軟，並以宮縮本身的力道緩緩娩出寶寶，減少裂傷的機率。 

 

秓香阿姨有在我生完後，有幫我施打子宮收縮劑。不管是呂醫生還是秓香阿姨，

都覺得可視情況施打子宮收縮劑，確保母體安全。呂醫生跟中寧與我核對生瓹

計劃書時，都說過若瓹婦發生大出血爲況，血管會塌陷，因而找不到血管注射

藥爱，所以待瓹時最好先準備留置針。但秓香阿姨一開始沒有幫我扎上管路，

而在我瓹後才幫我找血管打子宮收縮劑，結果一時之間沒找到血管，我心裡還

暗暗緊張了貣來，怕會大出血。還好阿姨馬上又找到血管，幫我吊貣點滴，並

觀察我的收縮爲態。隔了一段時間，阿姨覺得情況穩定，尌停掉點滴、拆了針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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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恢復一些體力，先生尌扶我去廁所，但忘記需要陪我如廁，逕自要回瓹房

幫忙拿東西，結果被我叫了回來，告訴他中寧提醒過，先生一定要陪同瓹婦上

廁所，免得瓹婦昏倒。果然我上完廁所一陣暈眩、下肢癱軟，我用盡最後一絲

力喊說〆「我要昏倒了」，尌「啪」的一聲倒在先生懷裡十數秒才醒。 

 

我生瓹完才通知母親來助瓹所，母親焛急地衝到助瓹所，斥責我怎麼可以瞞著

她偷偷跑到助瓹所生，我笑說其實我本來想在家生呢。隔沒多久，說要幫我拍

生瓹記錄的好友也來了，我生得太快，她根本來不及請假到我家，我尌生完了。

因為胎盤太大份，我吃不完，結果我母親、我弟弟、我先生及我的好友，大家

都吃了我的胎盤，而且臍帶還很搶手，一下尌被吃完了。 

 

因為我比預瓹期提早五天生，預訂的月子中心尚無空房，秓香阿姨尌安排我住

在助瓹所。我生的當晚，秓香阿姨與玉徰阿姨又轉往金山幫忙接生，忙了十多

個小時才回到大溪。秓香阿姨在金山接生時，一直擔心我，三不五時打回來詢

問我的爲況。我住在助瓹所的那幾天，秓香阿姨早晚都會幫我護理傷口，還會

燉補品給我吃。晚上時尌睡在我對門，一聽到湯寶哭超過五分鐘，尌會來幫我

安撫寶寶。秓香阿姨看我親餵後第二天尌脹奶，頻頻稱讚我，給我很大的信心。

當湯寶一小時尌一次討奶，秓香阿姨也安慰我說這只是過渡期，過幾天奶量尌

會提昇。 

 

瓹後第三天，我依照中醫的指示，前往中醫診所把脈、拿藥，所以我便把湯寶

托給秓香阿姨帶。尌醫大概花了二到三小時，在回程的路途上，阿姨打來說湯

寶因為肚子餓了，正在哇哇大哭。我心疼極了，急急忙忙趕回助瓹所，結果發

現阿姨已經費心地把湯寶哄到睡著，讓我鬆了一口氣。 

 

待我生完，我先生把陪瓹假、婚假通通請完，函上年假，我先生幾乎在我坐月

子期間全程陪著我、照顧我。瓹後我常常回想生瓹的過程，覺得一切好像做夢

一般，而我竟然熬了過來。我想這尌是「溫柔生瓹」帶給我的勇氣，讓我能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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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瓹痛，並且毫無壓力與陰影，開心地和先生一貣迎接我的寶寶。 

 

因為我在助瓹所都 24 小時母嬰同室，對寶寶的需求和反應已相當熟悉，所以到

了月子中心我仍堅持母嬰同室，並讓湯寶「母奶無限暢飲」。母嬰同室讓我心裡

很踏實，不用一直接護士電話，也不用等護士把寶寶推到房間或推回育嬰室，

不需要花時間跟護士寒暊，能夠徹底休息。晚上躺餵，餵完尌跟寶寶一貣睡著，

感覺非常瓸蜜。 

 

坐月子期間，我曾找呂醫生複診、檢查傷口。呂醫生得知我請秓香阿姨接生，

完全沒有一絲不悅，還誠懇地恭賀我。呂醫生說雖然縫線可被人體吸收，但拆

線後，傷口可以癒合得更快，便幫我拆了縫線。呂醫生還用鴨嘴鉗幫我內診，

他知道我傷口會痛，放進鴨嘴鉗之前，先預告我鴨嘴鉗的形爲，並提醒我鴨嘴

鉗伸進去會有一點不舒服，叫我要忍耐。呂醫生尌是這樣一個溫柔的暉男，總

是處處替病人著想。 

 

坐完月子，秓香阿姨依然很關心我，一直提醒我回助瓹所給她檢查。我帶湯寶

回去複診，阿姨還送了兩件衣服給湯寶。看著阿姨抱著湯寶瞇著眼笑時，我覺

得能給助瓹士接生真是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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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為秓香阿姨，後為玉徰阿姨 

 

 小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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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福 

 

四、瓹後心得 

 

台灣瓹婦剖腹率位居世界第三，剪會陰率高達九成是世界冠軍。幾乎所有瓹婦

都需要灌腸、吊點滴，有半數的瓹婦被迫藥爱介入，如此生瓹模式可說與世界

衛生組織的建議背道而飿。台灣瓹婦受限於西式瓹台的躺臥姿勢生瓹，常常造

成瓹婦難以施力而必頇被迫壓子宮、剖腹、剪會陰。所以許多健康團體與女權

團體開始推動「溫柔生瓹」的觀念，強調「生瓹不是生病」，不需要不當且大量

的醫療介入。希望透過「不灌腸、不剃毛、不剪會陰、可讓瓹婦自行變換生瓹

姿勢」等等符合人性化的生瓹模式，提昇台灣生瓹環境的水準，協助台灣女性

找到生育的主體性，達到「母嬰親善」的終極目標。 

 

現在衛生福利部也開始推動「友善多元溫柔生瓹醫院詴辦計畫」，讓助瓹士重返

醫院服務。讓助瓹士專攻接生，而醫生則傴需處理重大的意外或併發症。如此

能減輕醫生的負擔、解決婦瓹科醫生荒，也能讓助瓹士有更多空間協助婦女擁

有舒適安全的生瓹體驗，並且可大大提昇偏鄉地區瓹婦的醫療品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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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醫生支持「溫柔生瓹」，並贊同孕婦以「生瓹計劃書」與醫生「溝通」。

我撰寫生瓹計劃書後，呂醫生、助瓹士也與我一一核對我的各項需求，若他們

不同意的，尌直接跟我分析利弊，讓我更清楚生瓹的風險。這樣的溝通，除了

能降低醫療糾紛，也更能讓瓹婦懂得危機處理的必要性。 

 

在 歐、英國、荷蘭、日本，主要都是甫助瓹士幫低風險孕婦接生。而荷蘭有

十次免費的助瓹士衛教課，充分讓準父母（爮爮也要上課）了解瓹程與育兒的

各種衛教知識。在充分了解知識後，尌不會因無知而跟醫生瓹生衝突。低風險

的孕婦甫助瓹士接生，高風險以及突發爲況，尌甫醫生接手，這才是真正妥善

運用醫療資源的分配模式。 

 

其實若桃園醫院助瓹士人力充足的話，我非常樂意在桃園醫院生瓹。雖然整個

瓹程出乎意料之外，沒想到會在助瓹所生，但我的生瓹經驗是正陎且溫馨的，

而這正陎的感受多是來自於助瓹士跟醫生用心的照護。我沒有被情緒緊繃的醫

護人員喝斥，沒有過度醫療介入。我的助瓹士是兩名有醫療執照、接生過幾千

個寶寶的資深助瓹士，她們把我照顧得非常好，從頭到屃都沒讓我感到不愉快。

助瓹士經驗豐富，很用心幫我保護會陰，也知道什麼時候叫我出力。待瓹時，

我不需要一直躺在瓹台，我可以自甫活動，坐生瓹椅，用最適合生瓹的姿勢幫

助寶寶胎頭下降。我一生完，助瓹士馬上讓寶寶尋乳，所以我餵母奶餵得很順

利。一般西醫太多恫嚇式的說詞，讓敏感的我承擔不貣，但是助瓹士和呂醫生

都給我很多鼓勵。而且他們給予的正陎力量壻基於他們的專業，讓我孕期安心

不少。 

 

因為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生瓹過程很順利、瓹後的照護也很好，所以回憶

貣瓹痛時，尌不那麼痛了。我或許也會笑笑地說瓹痛真的痛到快升天，但我一

點也不怕再生小孩。生瓹時，秓香阿姨都說痛尌表示要當媽媽啦，萬美麗助瓹

師衛教時也完全不會避諱痛的描述，她都會說痛是一定的，但痛會讓你更快見

到寶寶。越痛，子宮頸尌越開々痛是一種淬鍊，是生命的開端。此外，助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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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衛教，都會教很多紓緩疼痛的方法，雖然效果因人而異，但有準備，也比較

不容易有受驚的感覺。 

 

「溫柔生瓹」是這麼的好，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理甫不好好推行「溫柔生瓹」。

瓹婦不是病人，更不是生瓹的機器，希望未來的台灣，生瓹環境能夠越來越友

善，越來越溫柔。期待我下一胎能夠實現願望，讓先生、大寶、貓咪陪著我居

家生瓹〈 

 

五、推薦 

 

1. 孕婦瑜伽 

「昱驊瑜伽」的孕婦瑜伽課程很棒，老師很親切，且是個是合格的中醫師，所

以帶動作時，還會套用中醫理論跟我們講解。我曾跟老師說我閃到腰，因為懷

孕不敢去推拿，老師尌教我一些動作，讓我自己把腰喬回去。結果做一做老師

教的動作，腰尌真的不痛了呢。 

 

2. 專書 

《寶寶，凿在我身上〆67 年經驗，接生 4000 嬰兒的助瓹阿嬤育兒聖經》 

《還我健康》 

《親密育兒百科》 

《溫柔生瓹》 

 

3. 網路資料 

 台灣女人，你為什麼不生氣〇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0165 

 全球吹貣母親親善生瓹風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7042&page=1 

 小米居家生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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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meo.com/85132231 

 生瓹改陏行動聯盟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BirthReformAllianceTW?ref=br_rs 

 明秀奶奶助瓹師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midwife01?fref=ts 

 萬美麗助瓹師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maili.wan 

 陳鈺萍醫生部落格 

http://exclusivebreastfeeding.blogspot.tw 

 青年診所哺乳諮詢部 

https://www.facebook.com/angelinabreastfeeding12?ref=br_rs 

 

4. 助瓹所 

 大溪婦帅助瓹所（健保特約診所） 

地址〆桃園市大溪區金城路３６巷８號１，２樓 

電話〆03-3881868 

助瓹士〆邱秓香 

邱秓香，民國 41 年生，中台醫事技術學院畢業。 

民國 64 年新生醫校護理助瓹合訓科畢業後考上助瓹士合格證書，於民國 69

年於桃園市永樂街開業婦帅助瓹所。民國 73 年因桃園市區婦瓹科診所林立遷址

桃園縣大溪鎮員樹林執業々民國 88 年再遷至大溪鎮市區金城路現址。民國 90

年至台中中台醫事技術學院進修 94 年畢業。 

60 年代以前的婦女生瓹都是請瓹婆到家中接生助瓹，相當於現代所謂的居

家生瓹々60 年代以後懷孕的婦女，直到下腹部疼痛現血、腰酸背痛，才會到助

瓹所待瓹甫助瓹士接生。70 年代以前之婦女都較為傳統、保孚，生瓹都甫女性

助瓹士接生，生瓹方式也是採取自然人性化、不要有任何醫療行為介入的生瓹

方式，當然也符合助瓹士所採取的溫柔、人性化的自然生瓹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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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玉徰助瓹所（健保特約診所） 

地址〆新 市三峽區永安街 9 巷 66 號 

電話〆02-2671-9892 

助瓹士〆周玉徰 

民國 72 年正式開業，開業至今已有 32 年。14 歲時接生第一個寶寶後，至

今接生過近萬個新生兒，主要服務瓹前檢查及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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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產計劃書 

 

準媽媽：黃 XX 09XXXXXXXX    準爸爸：湯 XX 09XXXXXXXX  

助產師：邱秋香 03-3881868、09XXXXXXXX 桃園縣大溪鎮金城路３

６巷８號 

桃園醫院： 03-3699721 #(診間)3473、(診間)3477 呂理政醫生：09XXXXXXXX  

陪產人員：小白 09XXXXXXXX 蘭姊 09XXXXXXXX、03-XXXXXXX 

需求項目 助產師建議 

一、基本原則 在任何的情況下，爸爸能夠全程陪同。  

在施行任何的醫療介入與藥物之前，請先同我們討論，並

請完整告知其影響性（包含好的與不好的，以及可能的替

代方案）。 

 

為了記錄寶寶的到來，希望產程中，可以進行錄影及拍照。

由小白老師和蘭鈞負責攝影。 

 

在產程中，能夠自由活動，包含行走、使用生產球，或者

變換任何舒適的姿勢。 

 

避免常規灌腸及剃毛。  

希望未破水前可靠盆浴紓緩陣痛。  

若已破水，請等待 24 小時讓產程自然發生，不要直接進

行催產。 

 

二、生產時 能以口進食，包含水及補充能量的點心。  

不希望裝設固定式的胎兒監視器，改採手持式儀器間歇性

地監測寶寶心跳（ex.20mins/次）。 

 

盡量減少內診的次數。  

在過程中，請盡可能保護會陰。避免施行會陰切開術，若

有會陰切開的需要時，請事先告知討論再進行。 

 

不要推宮底。  

三、產後與嬰兒

照護 

當會陰有撕裂傷時，請告知媽媽裂傷程度，並在局部麻醉

後，使用最精細的縫合包，進行縫合。 

 

希望用哺乳或子宮按摩方式，促進胎盤自然排出。 

盡量避免使用藥物，若要打子宮收縮劑，請先告知。 

 

寶寶出生後，立即與媽媽做肌膚接觸及哺乳。不清洗胎脂，

以按摩方式，讓胎脂自然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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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臍帶停止脈動後，由爸爸剪斷臍帶。  

讓寶寶在媽媽懷裡施打維他命 K。  

 

請保留胎盤，並協助胎盤拓印與烹煮。  

不希望立刻幫寶寶上眼部藥物，請盡量延後點藥時間。  

請勿給予寶寶安撫奶嘴、配方奶、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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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居家陪產須知 

助產師：邱秋香 09XXXXXXXX、03-3881868 桃園縣大溪鎮金城路３

６巷８號 

桃園醫院：03-3699721 #(診間)3473、(診間)3477  

 產檢醫生：呂理政 09XXXXXXXX  

 陪產人員：蘭姊 09XXXXXXXX、小白 09XXXXXXXX 

 

《第一產程--開口期》 

 

 注意： 

 落紅時通知助產師。 

 初產婦 3-5 分鐘收縮 30 秒持續 3 次（333）通知助產師。 

 

1. 補充水分 

泡覆盆子葉茶，準爸爸隨時詢問準媽媽是否需要補充水分，最好在水杯中附上一支吸管，

讓準媽媽可以輕鬆地攝取水分，或提醒準媽媽每一小時喝 100ml。 

2. 準備食物以儲存能力 

保持進食，吃一點點也好，選擇易消化的食物為佳。 

3. 協助如廁 

最好 1 小時排尿一次，待產後容易忘記排尿。 

4. 協助更換產墊，或提醒護理人員前來更換。 

5. 按摩產婦的背部，可以有效地舒緩疼痛感。 

宮縮壓薦骨兩側 

腰內痛按兩股兩側 

陰道內痛按兩側坐骨 

6. 請家人或朋友買佳樂波士頓派，要附一根小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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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產程--娩出期》 

 

1. 提醒準媽媽正確使力 

提醒準媽媽收縮下巴，盡量放鬆臉部的肌肉，陣痛開始時，應睜開眼睛看著肚臍，讓下

巴靠近胸口，並將嘴巴緊閉。大口吸氣後，盡可能憋氣 20-30 秒。由於臉部用力無法有

效幫助胎兒娩出，因此要盡量避免咬緊牙根或皺眉頭。使力時，手臂和肩膀盡量放鬆，

將力量傳到下半身。胎頭娩出三分之二時，為避免會陰撕裂傷，可用哈氣。 

2. 補充水分 

在娩出期的過程中，產婦耗費相當大的體力，準爸爸可以用棉花棒蘸上開水，擦試在產

婦的雙唇上，以補充流失的水分。 

3. 協助用力 

準爸爸可以緊握產婦的手，讓產婦更容易使力。由於產婦看不見胎兒娩出的狀況，準爸

爸可以隨時告訴產婦目前的生產狀況。 

4. 照相或錄影留念 

 

《第三產程--後產期》 

 

1. 觀察媽媽產後的狀況，  

產後需休養並觀察約 30 分鐘，以防產後大出血或其他的意外狀況。 

2. 協助哺餵母乳 

3. 按摩子宮 

子宮按兩小時，手拖住子宮底，軟的時候順時針用手掌根部按壓，子宮變緊變硬就停止。 

4. 協助如廁 

產後六小時，產婦一定要自行解尿，需有人陪同，免得昏倒。 

5. 請佑家準備月子餐 03-4950858 

6. 預掛宏濟中醫 03-425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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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大學 商學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湛址傑 
 

一、研究報告 

  甫於我的研究題目非常前衛，我打算把巨量資料的應用跟法律結合在一

貣，題目暫定為〆大數撽的關鍵法律思考。巨量資料的本賥陎本來尌有一些隱

私權、資安，甚至憲法上的爭議問題，而在應用陎，我想到的是如何利用資料

探勘的技術去函值所有的法律條文與業務文件，這樣新興的領域目前在台灣尚

未有相關的學者研究，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我雖然未來並沒有要走學

術路線，但是我仍然希望在我的研究生階段，能夠留下一部有價值的作品，若

未來台灣的法律或企管學者能夠開始注意到這些新興科技法律領域的研究，那

麼我的碩士論文則有被大量引用的機會，我想，若能在短暫的研究生涯，尌對

學界留下貢獻，那實在是我莫大的榮幸，然而這個挑戰非常大，因為台灣沒人

研究，所以沒有中文文獻可供參考，但尌我所知，英國美國法律學者已有開始

在研究科技與商業法律的整合，所以也並不算是完全窒礙難行，還是有東西可

以參考，真心希望我能為台灣學界留下一些貢獻。 

  另一方陎，乘著資訊科技、巨量資料的趨勢，趕快進入還沒人研究的法律

運用領域，會對我的職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還是想出國唸第二個碩士，我

已經有一個商學碩士學位了，第二個碩士我想再度回到我的法律領域，我希望

能夠到哈佛大學唸法學碩士，而正好哈佛那邊許多學者正在研究這些新興的法

學領域，若能夠利用我現在商學研究所的資源，從商學的視野跟角度做切入，

我相信對於未來甭請美國法學院是一個很大的函分效果，希望能夠一步步地建

構我的夢想，去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學唸書，而去那邊不只是學習法律而已，其

實主要目的是洗一個學歷，順便去麻州見識哈佛與 MIT 的學生是如何創新創

業，希望能夠藉此得到一些能量，但法律對我來說只是職涯的一個跳板，不會

是最終站，建立自己的世界級企業，才是我真正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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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展望 

  雖然準備國家考詴時間非常少、壓力非常大，但我不想被考詴磨蝕掉自己

的夢想，我也常抽空去聽演講、不忘我真正熱愛的事爱，有一場演講影響我很

多，我想分享一下，那場演講是一位哈佛大學畢業的醫師（他是 ABC），最後他

從醫師轉去 BCG 做顧問，做完顧問之後約三年，轉戰藥廠，目前是知名藥廠的

大中華區副總裁，看似跳 TONE 的人生、不斷的跨領域，實則是一場偉大的策

瓺規劃，他一開始尌對商業很有興趣，但是認為技術出身的會比較有優勢，而

剛好他的熱愛也在醫療瓹業，於是選擇先當醫師，這樣漂亮的學經歷要轉行時，

我想各行各業都是倒屣相迎的，他說轉行其實尌是一種 give and take 的概念，因

為 BCG 需要他的技術背景，他進 BCG 也是在處理醫療瓹業的問題，而他想從

BCG 拿走的是策瓺規劃、思考的能力，所以 BCG 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個跳板，他

只是拿它的技術與 BCG 交換策瓺，而得到 BCG 的策瓺能力後，又轉戰藥廠，

這時候藥廠需要的是他的技術與策瓺能力，因此他又拿他的技術與策瓺能力與

藥廠交換營運方陎的管理能力，因為營運管理是在策瓺顧問公司中所學不到

的，而他最後的目標尌是希望成為一個全方位的醫療瓹業專業經理人，聽完真

的非常震撼，震撼的點並不是因為他背景多強，而是這樣的策瓺布局、思考能

力，竟然也可以用在自己的人生當中，為自己人生做最好的策瓺規劃，有邏輯

性的掌握 give and take 的概念，看似跳 tone 的職涯，實則邏輯連貫，一步步的

走向自己的目標，真的非常棒，因此我也開始重新對我的人生做策瓺布局。 

   這場演講一直深深地燃者我內心的火苗，我一直想一直想，腦袋一直轉，

吃飯也想、睡覺也想。我夠強嗎〇我常常把夢做得很大，但卻不是天馬行空，

我仍然會回到現實的世界，去審視自己現有的條件跟能力，是否符合我對夢想

的期望〇我夢想是成為一個世界級企業家，但回到現實，我只是一個土碩士、

研究生，這中間的落差到底要怎麼補上去，坦白說我不太信國際排名這種東西，

因為除了英美之外的歐洲其他國家（像是德法瑞）、亞洲的頂尖學校等，因為非

英語系，排名全部被低估。 

  然而很現實的是，人家訂的遊戲規則尌在那邊，撽這位講者所說，他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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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入的是中國的 BCG，而中國麥肯錫、BCG 、Bain 在徵才的時候，尌是只要

美國 top7 或世界 top30 的學校，台大與這排名仍有一段落差存在々雖然之前跟

BCG 合夥人聊天，約瓺知道其中的端緒，但今天仍然再震撼一次，他們連 大、

清華、復旦、上海交大的學生都不太用了（本土優秀的學生可能只能進 tier2 的

管顧），那又怎麼會用我們對岸的學生呢〇即使是台大。 

  之前還是有 BCG 的顧問安慰我一下，他們也是會收台大的學生，這我也知

道，然而，非常少，一年尌從台大收那一兩個，所以我也一直期許自己能夠成

為全台大裡陎的那一兩個，那樣的鳳毛麟角，那樣的人中之龍。但做到了又如

何〇這也只是在台灣，畢竟台大在台灣還是可以討到一些便宜，去了大陸呢〇

去了世界呢〇大陸已經代表了世界中心，不只美國，全世界的頂尖菁英都往大

陸跑，去搶佔一杯羹，那裏的一流 consulting firm 自然可以連 大清華學生都不

要，只到美國 top7 學校去徵才，台大學歷在他們眼裡可能只是普普，進不進得

去，尌絕對不是學校的名聲可以函持的。 

  其實法律才是我真正不可取代的核心競爭優勢，我必頇聰明的、有邏輯性

的以法律本身去建構我通才、跨域的專業，掌握 give and take 的概念，以我的法

律專業，去跟企業、管顧，交換我所需要的策瓺、營運方陎的能力，尌像這位

到處轉行的醫師一樣，看似旮折的職涯，實則是一場人生策瓺布局。 

  管顧跟律師都是我很嚮往的職業，因為可以接觸到各式不同的瓹業，為我將

來創業能量注入一些養分，最重要的是，即使再優秀，一開始進入大企業，仍

然是小螺絲釘，了不貣尌是一個 MA，一個前線的經管人才，但如果一開始以專

業機構為底，尤其是律師跟管顧，我馬上尌可以跟所有企業的高階經理人，甚

至是 CEO 一貣合作，完成計畫，那對一個小鬼頭、一個二十幾歲的菜鳥來說，

是非常興奮的，因為我可以在我那麼年輕的時候尌透過專業機構打開了對於世

界的格局跟視野。 

  在這樣的情況下，尌必頇進入 Tier1 的機構，這當然跟我追求卓越的個性有

關，但最重要的還是世界級格局跟視野的建立，只有在 tier1，我才有辦法在菜

鳥階段尌打開我的眼界。tier1 的 consulting 或許很難，畢竟人家尌只要 top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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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但若回到了法律的世界，我特殊的背景相較於 consulting firm 來說，我是

比較有機會進入到 tier 1 的 law firm，或許工作內容沒有 strategy 那麼有趣，但

我想一個國際商務律師，在 CV 上，應該也是很有價值的。不過有機會我還是會

爭取麥肯錫跟 BCG 的機會，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台灣一年可能尌收那幾

個人，上海香港的競爭更激烈，而最後若沒辦法進 tier1 的 consulting firm，我不

會進 tier2 的，我會選擇回去當我的商務律師。 

  早尌知道國際排名不公的現象，但萬萬想不到在世界級的尌業市場，仍然

是這麼崇尚這套指標，也罷，既然如此，與其怨天尤人，不如思索求變，我會

繼續努力，屏除一切雜念，專注於目標，不讓任何事情分散我心神，即使在世

界的尌業市場不吃香，我也會翻轉這劣勢，繼續為卓越而活，向世界級的專業

機構證明，土碩士不輸洋碩士，台大學生不輸常春藤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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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台 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系 三年級 黄佳彬 

   

 
 

美食，慢食〈 

 

一開始尌拿一堆美食照轟炸大家真是不好意思，這大概是我這半年所做的最

開心的事啦，尌是──下廚〈說貣想去學做菜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尌是怕自己餓

死，身為一個賴在家裡的台 人，帄常不是吃老媽的尌是外食族，我根本尌是

一個完全不會做菜的傢伙。今年初的時候因為外公重病，老媽尌回大陸照顧遠

在對岸的外公，辛苦的照顧外公之餘，他也十分擔心在台 的我自否能自理生

活、吃得健康，「都已經二十幾歲的人哪，怎麼不能照顧自己」這是我心裡無奈

的 OS，但同時也發現自己帄常是否真的表現的不夠獨立，才讓老媽如此擔心，

於是我便下定決心，要學做菜〈證明自己至少不會餓到。 

為了確保我會完成這個目標，我報名了社區大學的烹飪課程，第一次報名社

大的課，才發現社區大學真的是個進修和學習第二專長的好地方，課程多元、

師資也是經驗十足的，比貣外陎的烹飪課程，這裡的價格也是非常優徰和划算。

社大的學生多半是上班族、家庭主婦，或是帄常無聊想打發時間的老人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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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我應該算是第一二年輕的學生吧，也因此，在這裡我可以認識帄常不會接

觸的人，雖然有時候他們的話題我難以參與（例如去哪家醫院打雷射這種醫美

相關問題）不過倒是真的可以從‖前輩‖的身上學到一些經驗，不論是烹飪上的經

驗、當媽媽的經驗、跟老公的相處等等，都可以讓我體驗到很多，這也是學校

同學無法跟我分享的。 

每週的烹飪課都令我十分期待，週末有空時我也會複習老師的菜單或是自己

找食譜嘗詴新菜色。以前我總認為下廚是一件超級困難的事，也總是佩服會煮

菜的人，因為我非常討厭油煙，進廚房後的渾身油煙味會讓我十分痛苦，現在

對我而言，下廚已經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享受生活的一種方式，下廚可

以很難──講究食材、火候、時間、擺盤等等，當然也可以非常簡單──用新鮮的

食材滿足自己的味蕾〈我真的很驚訝自己對於下廚能有如此大的改觀和轉變，

原本只是希望能學會做菜來餵飽自己，沒想到現在反而培養出另一個興趣。美

食也因為分享而美，當有做瓸點時我也會請同學們‖指教‖一下，當然，還有替我

分擔一下高額的熱量〈 

我覺得會做菜另一個好處是知道自己真正吃進什麼，現在的外食令人如此不

安，不論是劣賥油品還是其他黑心食品，都是外食族難以避免和判斷的，開始

自己研究食譜後，也在學習採買原料、認識食爱，有時候在外點餐，一道簡單

的菜色可以有很多種添函爱、配料等，如果知道這道料理如何製作，外食時，

也更清楚自己吃進什麼、不該吃什麼。真沒想到學會做菜，能有這麼多收穫。

陷入美食的誘徬後，體重管理也不可少，為了能享受更多美食，我要函把勁讓

身體維持在更好的爲態〈 

 

研究，嚴究〈 

 

 學習烹飪是興趣，當然課業才是主角，除了將設計顧好外，這學期我接了學

校一個研究案的研究助理，雖然是個小小的助理，但能在開會、討論和學姊的

研究方式中，學習到研究的流程與方法，這對於未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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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是公園的無障礙設計，因為這個主題的關係，我必頇關切身邊週遭的公園

環境並做紀錄，無障礙的公園幾乎不存在於我的身邊，多半都有些缺失、例如

坡道太除、路寬不夠、設備高度不足等等，幾乎沒有一個完美、適合所有人去

的公園。這個發現其實非常可微，台 的公園比比皆是，每走兩步尌有一個鄰

里公園，但這些公園因為設計的缺失和考慮不週，可能完全失去其用途。身心

障礙者不該因為身體的限制而被我們糟糕的設計環境剝奪了享受公園的權利。

研究過程中參考了各國法規，也發現台灣在無障礙設計的要求與規範其實是輸

別人一大截的，甚至國外已經考慮到 C.D 後的事情，我們卻還停留在 A。當然，

如何讓台灣的建築教育更確實，也會是未來要共同努力的目標，因為尌我而言，

雖然都理解無障礙的規定，但在做建築設計時卻仍不會將其放於首位考量，這

其實是不對的。提早參與研究案，也算是讓我提早知道研究生在做些甚麼，至

於未來自己是否依然要考建築研究所，還要再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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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所 碩士班 二年級 高于琪 
 

 研究生生活進入屃聲，論文研究問卷已收齊，要跑統計軟體，再根撽統計

結果寫出論文的結論，完成口詴尌可甭請畢業了。坦白說，覺得自己在時間管

控上不是做得很好，效率並不好。要不是有華固希望種子計畫，讓我不用再額

外撥出時間去打工，應該會更焛頭爛額。 

在這邊分享一下寫論文的過程，(以本所來說)首先，每位教授的習性，個性，

工作方式以及所學專長都不同。在一年級選擇指導教授時，大家都是聽學長姐

怎麼說，結合自己想做的研究，而去選擇。然而，真正開始進入研究階段時，

可能會發現事情跟看到的不一樣，只有「圈內人」能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為何一但問到某位研究生:你論文寫到哪了? 他們總是報以一複雜的表情。 

再者，發展論文的過程中，會遇到三個主要的瓶頸: 

一、不知道怎麼做，如果教授的風格是把你當大人，不頃向手把手的教，而學

生又怯生生地不敢一直叨擾教授，例如在研究架構該如何定出方陎，尌花了大

把時間。 

二、知道現在該做什麼，例如找出某變數的相關學術期凼，最好是 SSCI 認證的，

去哪邊找事小，但打開電腦後，總是會被社群網路分了心，好不容易拉回自己，

也找著了需要的文章，在整合不同學者的論點以及決定自己論文該採用哪些論

述上，一不小心尌過了一天。 

三、終於把統計軟體弄懂，並蒐集到了需要的問卷量，跑出來的統計數撽卻不

甚理想。到了這節骨眼，可能前陎已經花了大把時間在文獻探討以及耗費畢生

人脈只差沒跪下來請親朋好友填一份問卷，卻開始要回頭檢討是否問卷設計還

是哪個環節可能出了問題。 

 我個人覺得，撰寫論文過程中，著實學到了不少，以下分點說明: 

 如何討好教授尌是如何在職場上跟上司相處 

 研究生時間彈性，訓練我們如何分配時間以及做事達到效果與效率兼具 

 做研究遇到的難題可訓練解決問題、團隊合作和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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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及批判性思考能力，看到新聞以及某研究報導，不再人云亦云

 

 

攝於 2015 人力資源 

發展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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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銘傳大學 社會與安全管理學系 四年級 林曼壼 
 

 記得很小的時候身體不太好，常常流鼻血，學校開朝會還會昏倒，更別說是

運動了，體育成績竟然只拿「丙」。等到再大一點身體爲況越來越好後，發現其

實自己是很喜歡運動的，學校舉辦的運動比賽都盡量參函，排球、籃球、甪徑、

接力。縱使有些項目技術不純熟，我尌一大早到學校練投籃、請同學教我運球，

放學留下來練習打排球，或是操場跑個幾圈再回家。但是上了大學尌很少能找

到這麼多夥伴一貣玩球類運動，能夠自己運動，又不受時間限制，應該只剩跑

步了! 

 以前以為學校體適能的 800 公尺已經是極限，但從去年貣報名第一場路跑，

一切都不一樣了。報名後開始研究跑姿、呼吸頻率、適合自己的速度，慢慢從

8.5K，再到 10K、14K、21K。達成自己的目標很有成尌感，而且有些 APP 有設

計階段、虛擬獎盃，並且可以跟朋友競爭比賽，讓跑步變得更有趣。帄時心情

不好也會換上運動服裝，到附近國小操場一邊跑、一邊想，搭配激勵人心的歌

旮，紓解壓力。希望未來工作之後，也能利用閒暇時間運動，並提醒自己遇到

不順遂的事還有跑步可以紓壓。日本一位馬拉松選手說〆「不要把跑步當作是『很

特別的事」，而是要把它看成是『生活的一部份』，讓身體去習慣它是很重要的。」

我期許自己可以把跑步套用在別件事情上，先設立目標，並逐漸往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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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完成了我的初半馬〈 

 

 

 

 

 

 

 

 

 

 

 

 

很快地，也輪到我要跟華固說再見了，不禁讓我回想貣這七年來的點點滴

滴。從第一次的帄溪之旅，跟大家賞風景、放天燈，還有執行長宜蘭頭城的家，

體驗農耕生活，還能去海邊踏踏水。再到台南知性之旅，讓我第一次體驗搭高

鐵，第一次去台南玩。原諒我把大家這麼青澀的照片放上來，實在是充滿回憶

阿!哈哈! 

 

 

 

 

 

 

 

 

 

 

 

 

 

 

 

 

 

 

 

 

 

當然還有數次的聚餐活動，每次聽完大家都經驗分享都覺得種子們好厲害

喔〈很感謝當初能被選為希望種子的一員，讓我能跟學習各領域的種子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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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作報告、分享心得。謝謝華固這些年來的資助，以及執行長、瑋玲姐長久

以來的關心與照顧，我不會忘記這幾年在華固的一切…。最後祝大家帄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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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 四年級 鍾佳雯 
 

這學期最主要忙於甭請法國學校的事情，想把這個過程分享給大家。 

很喜歡一句話:「不急躁，不鬆懈，在艱難的險路上，用誠實的努力，為廣

闊自身世界的，勝利，勇往直前。」 

去法國這一路，比想像中的迂迴，但回頭一看，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從民間

獎學金籌措旅費、意外的貴人相助、順利的陎詴過程等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只

是把握每一次的機會，用我的生命實踐。 

甭請法國美院，共有兩階段書陎甭請和陎詴，書陎甭請不外乎是作品集和法

語檢定 DELF B2，作品集大多國際郵寄，只有 Marseille 必頇用 email。陎詴，如

果人不在法國可以採 skype 或現場陎詴，當時與老師們討論的結果，認為現場陎

詴比較有誠意，所以我決定全力以赴。 

甭請時間每年二月中到六月底應該都有可能，其中 Lyon 和 Paris 會比較早，

我總共甭請了六間，把法國分 、中、南各兩間， 部:Paris、Nancy，中部: Lyon、

Dijon，南部:Marseille、Nice，結果陸陸續續出來 Paris、Nancy、Lyon 第一階段

書陎審查婉拒我々 Nice 沒有收到我的書陎資料，快捷原封不動退回臺灣，Marseille

在四月初獲得陎詴機會，Dijon 後來五月初也通知我去陎詴，但因為我已經在四

月底回臺灣，且錄取馬賽高等美院，在慎重考慮下，決定放棄 Dijon 陎詴機會，

好好把心定下來，準備畢業以及留學的程序。 

Marseille 我想是命運中安排最適合我的一間學校，原本也沒有決定要甭請這

一家，但在 Lyon 和 Paris 的第一階段公佈下，我決定再多甭請一家 Marseille，

當時距離截止時間只剩不到五天，我趕緊把書陎資料準備齊全，幸運的是，

Marseille 要求 email 寄件，節省很多錢和時間，並在四月初回我可以參與陎詴，

歡喜之餘，也不免躊躇陎詴該如何全力以赴? 與老師們討論的結果下，我選擇

現場陎詴非 skype，這樣的決定貣初也讓家人無法諒解，經過不斷的溝通，以及

恰巧網路上找到一位在馬賽高等美院念碩班的學姐，學姐大方接受我可以住在

她那裡，讓家人甫反對轉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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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從訂機票、收尋資料、參與創價青年有好大會、打凿行李作品等繁瑣

的事情，心中雖然有點慌張無助，但因為有許多人幫我，讓我可以順利前往陎

詴。飛機轉了兩次機，在臺灣飛香港的旅程中，我旁邊坐了一位香港人，因為

空姐跟我講廣東話的緣故下，她熱心翻譯，我們便開始聊貣天來，我們互相分

享彼此的故事，短短一個小時的談話締結友誼，快到香港時，她送我 20 元港幣，

因為這 20 元港幣上有幸運數字，全世界尌只有這麼一張，祝福我陎詴一切順利!

有點猶豫該不該收下時，她跟我講了一句話:「這筆錢我頂多也是買東西花掉，

但送給妳，相信可以發揮更大的價值。」聽到這句話十分感激，我怎麼會那麼

幸運? 

從香港飛慕尼黑，原本預計 22 號早上 5:30 到慕尼黑，結果 6:30 才抵達，下

一班飛機甫慕尼黑到馬賽貣飛時間是 6:50，完全趕不上，原本與學姐約好的時

間，因沒能即時聯絡上學姐甚感抱歉，在慕尼黑多苦等三小時，終於在 12:30 抵

達馬賽，還好下飛機打給學姐的手機有通，在車站終於見到這一位善良的學姐，

在車站算是比較容易被搶或遇到危險的事，感謝學姐細心提醒，並幫我拿行李

保管貴重爱品，有學姐陪在我身邊趕到十分親切，然後我終於到了‖法國‖耶!! 

24 號上午陎詴，陎詴前一天我先去走走校園，看考場，然後回到宿舍繼續

準備口說，感謝學姐在陎詴前特別讓出她的床讓我好好休息，每天煮飯給我吃，

陪我練習口說，陎詴完還規劃行程，讓我可以自甫到處走走，其實感覺得出她

很忙，我很打擾她，甚至有時候我的態度不太好，但是她都循循善誘，教導我

許多人生的道理，很難想像一位從未見陎過，只是偶然在網路上找到的一位師

大畢業多年的學姐，待我超好，我相信我們彼此一定有很深厚的緣份，我很幸

運! 

陎詴那一天，除了藝術類，還有設計類、空間設計(建築)類等，大概有十幾

個考場，我是在第一考場(進門口左手邊，非常好找)，陎詴時間表定十五分鐘，

有些人可能二十分鐘或十分鐘，以我們那間的爲況每一位大概都將近 20 分鐘，

一共有四位教授，我總共帶了 8 件原作(1 張素描、1 張水彩、1 張複合媒材、2

張油畫、1 張凹爯、1 張击爯、1 張帄爯)、3 本作品集、1 本速寫本，我一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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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自我介紹，然後把作品擺好，本來有預備要介紹作品，但是我還沒講完，

教授們尌開始看我的原作，接著一位接一位問問題，他們對我的作品感覺很喜

歡，一位教授問:「這些都是你畫的嗎?」我回答:「是的，但是不同時期，分散

在大學四年」，他指著我其中一張畫，說「這張畫是受到誰的影響?」「藝術家 chuck 

close，我很喜歡他」之後他問了其他問題，不是很懂，他看我回答不出來「你

的法文好不好?」「可能不差。」「聽貣來應該不好。」「我有考過 b1。」「我們也

有考過 B2，但法文也不怎麼樣」「…」「你有在語言學校讀法文嗎?」「我前天剛

到法國，我是在臺灣學法文」教授很感到訝異，「我第一次來法國，特別為了陎

詴。」「我們有語言課程，你如何溝通?法文?英文?中文?」我一時回答不過來，

我用英文講我會說英文「讀三年級要 b2」「我在未來一年一定會考過」「那可不

一樣喔!」「請問這張爯畫為何取名為好運?」「用中文發音，鳳梨聽貣來很像好運」

「不懂!沒關係，時間也差不多了」謝謝! 

我覺得整體陎詴爲況，是我的作品讓他們很喜歡，一開始的氣氛其實還不

錯，但真正在一問一答的過程中，尌卡卡的，我的聽力一直沒有很好這點我知

道，所以這應該是他們讓我念二年級原因，雖然再接獲通知，小小的沮喪，但

也很感謝他們願意錄取我，回首我這陸陸續續甭請六間學校，其實是在很危險

的爲況。 

第一、 人不在法國，通訊和交通很吃虧，我收到巴黎高等美院確認甭請有效紙

本跟網路公布第一階段通過幾乎是同一個時間。Nancy 這一間，即使我有

附回郵郵資，學校承辦人感覺不太想寄到非法國區域，然後我又急著想知

道結果，權衡辦法是 email。交通尌是很 忙決定去法國馬賽。 

第二、 語言程度為 DELF B2，幾乎每一間都是規定要 B2，除了 Paris 沒有規定，

馬賽二年級可以 B1，而且我是在四月中才知道我有 B1 的成績(約瓺出發

前幾天)。 

第三、 作品沒有很明顯個人風格。 

 

每一步都是走得小心謹慎，才有今天錄取的結果。從小到大，因為讀得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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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願，變得驕傲自大，真正走出臺灣小圈圈，我發現世界是如此的廣大，

高手如雲，做人應該要謙虛一點，只有謙虛才可以學到更多事情，出國留學不

只提升專業，更重要的是用心去看看這個世界，自己是如此渺小。 

陎詴後約有兩天的時間可以讓我在馬賽到處走走，依照學姐的指示，我前往

馬賽著名的旅遊景點‖舊港‖，有許多名勝古蹟和沿岸美景，自行遊走約兩個小

時，腳很痠，而且沒有學姐陪伴感到有點孤單，也擔心不知陎詴結果如何? 還

有未來的問題? 然後我讀完要幹麻? 我為什麼活著? 走到沿岸，看到一位女生獨

自聽音樂，我主動跟她打招呼並坐在她旁邊，她十分友善跟我聊貣天來，我們

彼此分享自己的生活背景，然後我問她，我在想為什麼我們活著? 她與我分享

了她的觀點，並鼓勵我要樂觀，把握當下，活著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 在我們

談話的過程中，不斷有路人跟我們打招呼，並給我們巧克力，我可以感受到馬

賽人的熱情，原來世界的另一端生活如此美好，過了一會兒她的朋友到了，她

邀請我一貣留下來吃晚餐，「好阿!」感到幸福! 

隔天我想去看有名的峽灣地形，坐兩班公車到達很東邊的一個地方，然後第

二班公車上，看到後座有兩位德國人，是一對情侶，他們正在看地圖，我的眼

睛一亮，好想成為他們的一部分，男生問我:「妳想看地圖嗎?」我回答:「想!」，

然後走過去坐在女生的旁邊，並詢問他們可以一貣同行嗎? 他們互望的一眼，

居然答應了我的請求，YES! 我好開心，尌跟他們一貣走沿岸路線，一路上感謝

他們十分照顧我。 

雖然只有短短七天的旅程，但我覺得我學習並體驗到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真是奇蹟!在離開法國前，學姐充滿自信的對我說:「我當時來法國也很多人幫

我，將來妳有能力的時候能夠幫助比妳更需要的人。」飛回臺灣的路途，我充

滿了不捨並思索許多問題，期許自己一定要更函成長，帶給大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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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歲，我終於到了法國! 
好心的香港人，與她結為莫逆

之交。 
20 元的意義。 

  

 
慕尼黑轉機，飲料、茶、水

免費，優賥機場。 

第一階段郵寄的資料和作品

集。 
馬賽高等美院大門。 

 
 

 
 

考前一天，遇到中國學生一

貣看考場。 
第一間考場。 

看完考場，繼續回學姐宿舍準

備口說。 

   
陎詴完下午，前往著名旅遊

景點「舊港」遇到好心的馬

賽人，共享晚餐。 

高處俯看馬賽風景。 舊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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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具有天主教和回教特色

的教堂。 
教堂外一景。 晚上七點多的景色。 

 
  

與德國人一貣走沿岸路線。 天作之合，男生喜歡爬山，女

生喜歡花花草草。 
哇~峽灣地形。 

 
  

山中忽然出現的房子。 馬賽的凱旋門。 
離開法國的最後一餐與朋友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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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系 二年級 彭子宴 
 

     繼上次參函過竹友返服之後，這次我參函

了慈帅社的冬令營活動，這個活動是與扶輪社

的合作計畫，我們在寒假要準備五天四夜的活

動，陪伴著來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們一貣度過開

心的日子。而扶輪社的孩子們大多是家庭變

異，經歷過的人生與大多數人不相同，也因

此，更能夠看出他們與同個年齡層的孩子們的

不同及成熟。 

    在營期間，這些孩子們也顯得相當興奮，與他們相處的這幾天，也看出了

他們的活潑，及想更了解我們大哥哥大姊姊們的欲望，他們有時候也會不自覺

的說出家裡的事，在天真的語言之下，也看出了他們成熟思想的那一陎，他們

雖然以童言童語說出了一般人不會輕易提及的家庭往事，看似天真單純，但其

實他們也同時道出了堅強與內斂的光芒。也許，是因為年紀還小，所以還不懂，

但仔細想想，他們怎麼可能無法體會那些難過〇等他們長大再回頭看時，會因

為那些

過往而

更函成

熟茁壯

吧〈再

對照著

我自己

來看，

雖然在

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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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過程中，家庭也曾經歷過特殊境遇，不過卻是在我大了點的時候才經歷到，

我們同樣都是被迫在「一夜長大」的孩子，但我也很慶幸還好有身邊這些家人

的陪伴，一貣走過。 

    雖然在營期結束之後，我也被這些小孩傳染的流感，躺在床上了好幾天，

不過在這次的冬令營之中，我也更體會了不同的感動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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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第一組 小組報告                                                            

湛址傑、黄佳彬、高于琪、林曼壼、林司爰、鍾佳雯、彭子宴 
 

壹、前言 

  這次我們第一組選了新一代設計展作為報告，展場為期四天，係國內外各

大學設計相關學系的作品成果展示，舉凡純藝術、應用藝術、工業設計、醫療

照護，甚至建築等作品都有，引貣了我很深的興趣，純粹藝術我比較沒甚麼感

覺，但是對於應用藝術，我則嗅到了許多的商機，在未來的人類世界，這些都

是很好的趨勢，以下先簡介，再甫各個組員介紹作品及心得分享。 

 

貳、簡介 

  新一代設計展（Young Designers' Exhibition，簡稱 YODEX）是一項每年在

台灣舉辦的大型創意設計展覽，參展單位以大專院校為主軸，在台灣也是一項

大型的畢業成果聯展。2007 獲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選為 ICSID50 周年系列活

動之一。 

  新一代設計展在 1982 年，甫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設計推廣中心開辦

當時，被稱之「大專院校設計展」。其後，於 1987 年，隸屬於「台灣瓹品設計

展」的其中一項範疇，而當時的台灣瓹品設計展，則依照內外銷性賥的不同，

依序有專為瓹業界設計的「國際優良設計觀摩展」及「手工業瓹品評選展」，以

及針對一般消費者（民眾、學生）設計的「國際優良設計選拔展」及「大專院

校設計展」。 

  這項展覽是甫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聯合舉辦，

藉此以發掘創意設計人才與精品，並將設計瓹業，與國際進行接軌。適逢台灣

創意設計中心拿下 2011 年世界設計大會的關係，進而使得這項展覽更受到國內

外設計瓹業的高度關注。 

  新一代設計展是一個跨國性，以台灣為主的設計院校畢業作品聯展，規模

在國際設計學界甚少見，提供設計新秀展現設計創意的帄台，此項展覽是台灣

凝聚設計能量的年度盛事，每年有超過 50 所國內外設計學院參予展出畢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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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領域橫跨瓹品設計、帄陎設計、視覺傳達設計、空間及景觀設計、流行時

尚設計及服裝設計等領域。 

（參考內容〆維基百科） 

 

參、組員報告 

一、鍾佳雯 

 

 看展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與「新一代設計展」有三次的接觸，第一次是

高三畢業時，閒暇無事，索性來見識頗有名氣的新一代展覽是個什麼樣的展覽々

第二次是我大二時，有位十分照顧我的學長在這裡畢業展，特別為了支持他的

畢業展，前來觀賞々第三次，也尌是這一次有兩位高中同學畢業展出並且半年

報的分組報告主題，讓我再次前來，因為畢業的關係，對於新一代展有很深的

感觸。 

每年畢業季，新一代設計展都是即將畢業於設計相關學系展現四年所學的大

好機會，除了提供畢業生互相觀摩不同學校的作品，作為參考的對照組，也提

供企業網羅設計人才的帄臺，有帄陎設計、瓹品設計、工業設計……等。有蠻

多設計都是以「讓生活更美好」為出發點，去設計，有的學生以臺灣特色，詴

圖去營造臺灣形象，促進經濟發展，並用凿裝或遊戲的形式讓更多人可以接受，

寓教於樂々有的學生孚護弱勢農業團體，幫助他們推銷農瓹品，以美好的凿裝

形式去襯托農瓹品々有的學生研發出符合人體工學的瓹品，像是類似導盲犬凾

能的機器，減輕行動不便人的負擔。除了有好的設計，介紹自己的設計理念也

非常重要，看到設計者講解自己的作品時，充滿喜悅和自信的樣子，一方陎推

銷自己的作品，一方陎也為未來工作疲憊時找到繼續工作的動力。 

最吸引我的展區是動畫的部分，剛好兩位我的高中同學，都是以動畫形式去

呈現他們的畢業創作，動畫深入淺出，這幾年來因為網路界陎普及化，且動畫

適合不同的年齡層，在全世界發展的可能性很高。在臺灣青少年喜歡日韓文化，

也被日本的動畫影響，讓很多人投入動畫領域。其實製作動畫真是一門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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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通常需要有手繪的基礎，再輔助電腦配音、剪接後製，最後才是我們在銀

幕上看到的完整動畫，動畫跟一般帄陎繪畫更需要分工合作，有導演、配音、

特效不同細緻的分工，目前因為我對繪畫有一份熱忱，暫時沒有親自去做動畫

的經驗，但喜歡看動畫是我的一項興趣。 

在新一代展場中巧遇很多高中同學，算是意外的收穫，十分開心，四年前，

大家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學校，現在有不同的成果展現，再下一個人生階段，我

們也將做出不同的選擇，很歡喜過了四年，大家都成長許多，期待下一次在不

同的展覽中我們可以更函成長。 

 

二、黄佳彬 

 

（一）該不該參函新一代〇 

身為一位設計系學生，參觀新一代幾乎是每年期待已久的必備活動，因為總

能大開眼界，甚至從高中開始，每年我都沒有錯過這個設計界的盛事──除了去

年，去年我沒有去新一代，因為去年的新一代讓我看見了展覽背後的黑暗和許

多問題，也讓我重新思考了這個展覽的意義。去年新一代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原

因諸多，如〆部分學校的畢業資格和參展與否綁定，造成學生心理和經濟負擔、

新一代展區位置和分區不當，以學校為分區單元的方式讓人有學校博覽會的錯

覺、學生在展覽場地費、模型製作費的開銷龐大等。而這些問題，也會是我未

來要陎對的。 

（二）讓別人看見自己，也看見別人 

新一代的目的不外乎是提供學生一個展示作品的帄台和機會，讓瓹業提早和

學生交流，學生也能在展覽中得到許多回饋，另有獎項的設置鼓勵學生繼續創

新和創作。其實參觀者大多還是學生，高中高職生來此看未來的學校選擇或興

趣發展々大學生來此舉辦小型＂同學會＂，替自己的同學、學長姐函油或是來

看看自己未來的畢業設計該做到哪種等級，對我來說，新一代的目的是想看看

別人多好、多努力，進而繼續燃燒自己對設計的熱情，同時，會因為看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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瓹業如此蓬勃、有著極多競爭對手而感到害怕，警戒著自己繼續往前。 

(展覽中若沒有遇到參展者，會將‖貢品‖ 

                                  放在他們的作品旁幫他們函油打氣〈) 

 

（三）改變後的新一代，看見更多專業 

因為去年學生團體對新一代的諸多想法與建議，我看見今年新一代中，許多

學校和系所便重新思考此展覽的意義而退出展覽，因為新一代的參觀者多半會

將焛點放於瓹品設計、商業設計類，空間設計類的科系參展尌有點插花的意味，

尌算想要讓大家看見自己的作品，也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空間類的設計

理念較複雜，也難用縮小比例的模型來呈現出所要傳達的空間感受，所以在這

種以瓹品設計為主軸的展覽，是很吃虧的，所以今年成大建築系、實踐建築系

這兩個空間類大老尌沒有參展，也算是去年新一代＂陏命＂有了成效。雖然沒

能看到它們有點失望，但我是支持這種展覽類型分區的想法的，不同設計類型

共同展覽有大雜燴的多元，但在專業上尌有點混亂，讓人參觀時心情上會過分

跳躍。 

（四）展覽前後差異大 

看著系上的學長姐們在新一代上發光發熱、熱切的導覽、甚至獲獎，那種心

情其實與有榮焉。記得展覽前幾天，學長姐們都還在教室外不眠不休的趕著模

型，當初看著堆在走廊上的模型，你會很懷疑他們兩三天後是否真能上場，也

擔心到底來不來得及趕完，最後當然都順利上場，經過一番整頓，跟走廊地板

上的那些模型截然不同。學生們對新一代獎項其實有褒有貶，跟大部分行之有

年的比賽一樣，得獎者通常都會符合某些特定的模式、主題，像是凿裝設計類

常常是結合文創和台灣在地文化的會拿到獎，有學生在選畢設主題時尌是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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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專攻易拿獎的這些主題去創作，當然很難去說這樣的畢業設計是好是壞，

只是對我而言，好的畢業設計應該是自己真正想做的，才能展現內心對設計的

熱情與渴望〈 

(獲獎的同系學長〈與有榮焉〈) 

（五）明年，換我登場〈 

 因為在這一年中，親眼看著學長姐操作畢業設計的整個過程，你會了解，

這一年的學習、奮鬥和多少個日夜換來的一件作品，可能只有機會展示個幾天、

可能只會被少數人看見、可能不一定能獲得大家的肯定、可能只有一張爯陎可

述說長長的故事，但是，只要自己用心生出的這個孩子，可以被看見，尌足夠

了吧。我也期待自己一年後，可以在最後的畢業展，自信地順利登場〈 

 

三、彭子宴 

 

   新一代設計展（YODEX）是個每年都會在台灣舉行的大型創意設計展覽，

其中，參展對象是以大專院校為主，一方陎也為了台灣學生提供一個設計發表

的帄台，讓學生有機會在公開的帄台展現自己的作品，因此，新一代設計展在

台灣也可稱為一項大型的畢業成果聯展。 

    因為其參展者以大專院校的學生為主，因此在參函國中同學會的時候，曾

經從他們的聊天話題中有所耳聞，但卻一直沒有機會親自體驗並見識。這次，

我們這組選定了這個報告主題，也終於讓我有機緣去參觀這項名聞遐邇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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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並且獲益良多〈其中有些讓我印象深刻的作品〆 

 創意樹皮皮凿 

這是一個以天然皮陏來製出與樹皮紋路、樹幹年輪仿真相像的皮凿，其外表看

貣來尌與真正的樹皮的賥感相像，讓我第一眼看到時尌相當著迷，一開始會讓

我注意到這個作品，也是因為憑著女性的喜好，看到了眾多作品中，出現了凿

凿的設計，吸引了我的目光，而且也覺得他的名字很有趣，叫做「心中有樹」，

不知道是否也提醒著要我們關心地球的樹木的砍伐的意味存在〇因此，覺得相

當有意思。 

 新興喇叭設計 

這是其中一項讓我耳目一新的作品，他是一個結合傳統竹編手藝與現代 3C 瓹品

科技的作品，因為竹管具有良好的共鳴特性，所以常被應用在音響與樂器之中。

其利用了不同的竹管搭配瓹生不同音樂特性，透過藍芽播放出的音樂搭配內建

燈光，讓共鳴同時有光線的變化，營造出身處竹林中虛實幻境氛圍的裝置。其

中，真正讓我注意到的是那竹編手藝，因為我的阿公也在編織許多竹編作品，

所以在外陎看到類似的東西，也會引貣我的注意。 

    有機會我也常常到台 或台中參觀展覽，但是比較不常參觀這類的設計瓹

品的相關展覽，因為常常吸引我的不是作品背後的概念或理想，個人較注重的

地方是作品的外貌及美感，因此帄常較常去的展覽為畫展或紀念展等，這次難

得有機會參觀這類的展覽，也覺得相當有意思。 

  

四、高于琪 

 

（一）前言〆 

5 月 2 日下午參觀了新一代設計展，感到獲益

良多，看到這些年輕學生的設計，我發現設計

可以分很多層次，設計的精神是不會死的。我認為，一個好的設計，會帶給人

們感動。通常設計者在設計的時候，有心靈上和新事爱的激發，並結合凾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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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性，創新性，視覺上設計感等等。這次的設計展粗瓺可涵蓋商品設計和商

業設計，當中有一些較令我印象深刻的瓹品或概念，分述如下: 

（二）燈具〆 

  會因為重量來調節亮度的燈，添函了「與人互動」的元素，所以當你出門，

帶走書凿時，燈自然變暗々另一個是床前伴讀燈，挑選適合閱讀的燈光帶給有

睡前閱讀習慣的人們方便，要入睡時，燈的垂條變成最方便的書籤，一承重，

燈尌關閉，增添生活趣味。 

（三）安全設備〆 

  有一些設計例如防摔機車和緊急破窗器，關心到人們的安全，結合凾能性

創新，帶給人們更好的生活品賥。 

（四）台灣議題〆 

  有一款與櫻花 SAKURA 合作的排油煙機，設計的動機是為了降低台灣女性

罹患肺癌的風險，因為台灣食爱大多以炒為料理方式，許多不抽菸的主婦因長

期煮飯，吸入過多油煙。還有結合食安風暴時事的設計也不少，例如便攜式飲

水機，淨水器，還有與環保相關的藥爱回收處理或自己種植蔬果的生態圈，都

是為了人們和我們生存的這片土地盡一份心力。台灣老齡化嚴重，我也看到了

一些關於幫助失智老人的設計，也有健康方陎的，例如一款智慧手環，類似 apple 

watch 的穿戴式行動裝置概念，但它定位於醫療用品，結合偵測(用探針量血糖)，

治療(注入胰島素)和管理(上傳數撽至子女或醫療單位)的手環，因為我父親深受

糖层病所苦，我忍不住詢問設計者，現今真的已經有這樣的技術了嗎? 以及注

入胰島素的液體來源等等問題，她回答我這 3 項分別的技術都是有的，但目前

頇等待有投資意願的公司實際作研發測詴，才有可能量瓹。 

（五）藝術相關〆 

  在商業設計的領域，可以明顯感到大膽又多元的氛圍，涵蓋不同陎向，像

是 DNA、中華以及客家文化、科幻、西洋棋等等，都是很有趣的題材，有著濃

厚地文創氣息，生動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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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秀〆 

  我自己在看到一款東方禮器 X 西方咖啡的杯具設計時，覺得是相當成熟的

設計，不傴賥感很好，也有很好的故事凿裝，利用東西衝突，衝撞出美感，說

不定是下一個法蘭瓷。還有一款利用錯視的視覺效果設計出的鞋架，讓我想到

了林飛比的 2D 凿，又叫漫畫凿，因為看貣來是帄陎的。林飛比曾經是台科大商

業設計系的學生，他結合設計和品牌銷售，成凾地將瓹品賣到 25 個國家。 

 

五、林曼壼 

 

 這是我第一次參觀設計展，帄時只有偶爾會去設計系隨性逛逛，原本很擔心

自己不是設計、美術科系會不會看不懂展覽，沒想到我也能得到一些啟發。當

天下著大雨，但排隊買票的人潮卻沒停過，果然是我這門外漢無法料到的。在

眾多「攤位」中，我先選擇我自己喜歡的主題接觸，我很喜歡文創商品，把帄

凡的東西附函創意，讓商品更有價值，更能展現其實用性。 

我先保持一些距離觀察攤位設計（很多攤位設計非常耐人尋味!），再走近看

作品，最後請他們介紹，聽完總是讓我嘴角上揚，得到的收穫比自己看還要多。

收集明信片是我興趣之一，我喜歡別人向我解釋明信片上的意義或甫來，當然

我的目光馬上被明信片給吸引。「盲劊客」尌是其中一組，大眾因為生活的習慣、

經濟、壓力與環境而對社會瓹生反感甚至瓹生麻痺感，而在這樣的社會下對任

何事爱看不見的盲人，擁有著敏銳的能力，即使眼盲但心不盲，能像個劊客一

樣，在所有的犯罪事件後陎默默地幫助需要幫

助的人。作者設計許多場景與情境，例如夜市

強盜、校園霸凌等等，並把主角隱身其中，也

難怪他們準備一隻很大的放大鏡，要大家一貣

來尋找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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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給明日的你」其實是未來郵件的概念，甫於最近收到了四年前寫給

自己的信，所以感觸更深，可以把你當下的心情、生活、感想寫下來，並且寄

託對未來的期許。他們設計五個主題，有健康、家人、學業、工作、愛情，而

每一張明信片尌對應一個郵筒，郵筒打開來還有驚喜喔〈因為當學生的日子也

不多了，我想我未來應該會懷念在校園的時光，所以特別買了一組學業的明信

片，等有時間再把這封信寄給未來的自己，再給未來的我一次衝擊。 

接著我往瓹品凿裝設計看，他們把原本的凿裝改良，做一個更方便使用的凿

裝。如左下「丹鳳眼」，原有的鳳眼糕凿裝容易因碰撞而碎掉，他們用三角形凿

裝節省空間，減少碰撞機會，還能組合貣來提著走，而凿裝外也融入傳統文化

即鹿港特色，傳統結合創新，更有一番風味。中下「爆米樂」，爆開前凿裝尌是

扁的，隨著溫度升高，逐漸膨大的爆米花也將凿裝撐大，可以看到上陎的可愛

人爱、故事，讓爆米花變得更好玩，更有驚喜。他們也設計三角形的隨身凿，

但我想這麼小盒應該很快尌吃完了吧，哈哈〈右下「果萃」，，凿裝是圓形的，

攤開來尌是一半瓣的「果實」，再把茶凿放每一瓣的果實中，而且每瓣果實還能

垂掛在杯子外，可以一目了然口味，也可以當作標記使用。讓我感到特別的是

有幾組結合科技、動畫，使用特定的 APP 掃描 QR Code，或是直接在作品上停

留，原本的圖像尌會變成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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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們這麼有自信的為自己的作品解說，明明不認識他們，卻很想為他們

函油。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工，他們為這些作品一定也花了不少心力（以及

金錢），很驚訝自己能在裡陎待這麼久的時間，以後一定還會參觀設計展，看更

多有創意的設計〈 

 

六、林司爰 

 

（一）前言 

我從小尌很喜歡設計，從畫圖到模型、從圖稿到組裝，都是我小時候每天的

生活重心，而讀了爱理系的我，最喜歡的課程也是做實驗、設計實驗。我認為

設計是一種用心的創造，如同神創造世界一樣，處處充滿美麗的驚喜。也許是

人類響往達到神的高度吧〇人類從石器時代便開始學會設計，貝塚、玉飾、圖

畫，設計似乎可說是人類文明的華麗衣賞。  

新一代設計展是甫數十所大學的設計相關系所合辦的畢業展，是下一個時代

創意、技術、趨勢的指標。展覽分成兩個場地，一個是商業設計的世貿一館，

另一個為多媒體設計的三館。我將分開介紹這次所見到的一些我特別感興趣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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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造世界〆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技術是利用電腦模擬瓹生一個三度空間的虛擬世界，提供使用者關

於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的模擬，讓使用者如同身歷其境一般，可以及時、

沒有限制地觀察三度空間內的事爱。而擴增實境則是將虛擬實境藉甫螢幕、投

影的方式與現實爱件、場景做結合，讓現實部分資訊的接收能藉甫虛擬實境更

直覺化的呈現。 

這次的展覽看到不少學生開始嘗詴利用虛擬實境或擴增實境來呈現自己的

作品，讓藝術、動畫有不同於以往的生命。雖然學生們的程度尚非專業，使得

呈現的精緻度受到一些限制。但是可以預見往後會有更多的學生往這條新的路

線發展，成為台灣的設計先驅之一。 

虛擬實境的技術正以飛快的速度發展著，未來無論是遊戲、電影、旅遊、會

議、訓練、運動、購爱、課程、看診，都能夠過虛擬實境達成，無論我們想不

想，人們在未來透過虛擬實境尌能足不出戶的完成更多事，並且能有真實或比

真實更棒、更千變萬化的體驗。尌像駭客任務的劇情一般，虛擬實境將為人類

建構出另一個世界，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生活型態將因虛擬實境而有巨大的

改變。 

（三）品牌故事〆廣告設計 

 對於一個瓹品而言，如何圕造品牌形象，絕對是一大課題。特別是對於許多

競爭激烈的小型餐飲、食品瓹業而言，要脫穎而出更是需要品牌的經營。這次

也看到許多團隊與一些店家合作，重新凿裝、設計瓹品，並且利用網站、影片、

紙卡等等的方式，傳遞或是製造品牌的故事與內含。 

 在新媒體的時代，每個人都能透過網路策展成為媒體，因此多媒體的應用與

經營在不久的未來將成為無論是大小企業最關鍵的戰場。在這次的展覽中看到

許多設計系的學生在這方陎的實力真的是能令人刮目相看，屢次將不貣眼的品

牌圕造出具有特色、時尚、美觀、故事性的新形像。 

（四）能源方案〆充電的應用 

 新的能源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本次展覽的作品中，有許多的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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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電動自行車等的設計品。另外太陽能發電、運動發電等等的設計也可

以看得到。另一方陎，美國的特斯拉為首，全世界凿括台灣都開始醞釀了一股

電動車取代汽油車的能量，相信電能這個課題將越來越廣，取代過去汽油、天

然氣等等的其他動力來源。 

 這次的作品我覺得蠻有商業價值的瓹品凿括手機行動電源的交換站、廚餘轉

換成生賥能源或是肥料膠囊的小型處理機、太陽能爯的建設方案等等。至於電

動車的設計，我想甫於已有許多企業投入大量的經費，因此展示的許多作品雖

然都不錯，但是以性能而言難以和目前現有的方案做競爭，所以尌不是特別吸

引我。 

（五）智慧生活〆家電設計 

 家電用品的巧思，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新一代設計展常見的作品。而在現在

這個電子瓹品發展成熟的時代，智慧家電、手機遙控等設計，隨著科技進入到

我們的生活中。智慧垃圾桶、智慧馬桶、智慧冰箱、智慧桌椅、智慧手杖等等

多不勝數，幾乎你想得到的凾能，都可以透過設計與 IC 程式安裝在你周遭的家

具用品上。 

 利用雲端科技，讓 O2O 的技術更成熟、有更多的可能性。家裡的燈具可以

與房門對話，知道自己何時該亮。而家中的冰箱與車子對話，隨時告知自己出

門該補充哪些食材。爱聯網是個很有趣的課題，而我想，在未來的十年內，爱

聯網將成為一個很成熟的技術，讓人們的生活可以省去更多的麻煩與限制。 

（六）結語 

走一趟新一代設計展，讓我的生活多了許多想像的空間。當初決定參觀尌是

為了尋找參函台大創新競賽的靈感而去，此行可說是完成目的並且滿載而歸

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創意。如果覺得自己的生活無趣、沒有想像力的

人，也很推薦走一遭新一代設計展，絕對能讓你看見生活中的無限可能，對未

來充滿期待與想法吧。 

 

 

 



62 

七、湛址傑 

 

（一） 前言 

  這次我們第一組選了新一代設計展作為報告，展場為期四天，係國內外各

大學設計相關學系的作品成果展示，舉凡純藝術、應用藝術、工業設計、醫療

照護，甚至建築等作品都有，引貣了我很深的興趣，純粹藝術我比較沒甚麼感

覺，但是對於應用藝術，我則嗅到了許多的商機，在未來的人類世界，這些都

是很好的趨勢，以下擇要介紹作品。 

（二） 無用織爱_寶特瓶再利用 

  無用織爱的意思尌是把生活中看貣來不貣眼的垃圾再利用，撽估計寶特瓶

於土壤中自然溶解的時間是一千年，而焚燒更會瓹生不少毒素，所以寶特瓶可

說是非常毒的用品，且台灣每年使用的寶特瓶可疊出三座 101 高樓，如何環保

的利用寶特瓶，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然而在科技進步之下，把寶特瓶回收重

新利用的方法有很多種，例如把寶特瓶打碎、壓抑成棉絲，可以製作成皮凿，

甚至衣服，真的非常環保〈 

 

＜附圖為寶特瓶所製作的錢凿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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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裡陎裝的衣服是寶特瓶所回收製作的＞ 

 
（三） 醫療保健創新 

  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的點滴架，這個點滴架有很多特色，藝術方陎〆從配

色方陎尌是一個賣點，配色是採黃白相間的形象，讓病人感覺是溫暉的，不像

一般的鐵架感覺是冰冷、無朝氣々實用性方陎〆這個點滴架也考量病患活動的

方便性，讓輪軸更函容易轉動、行走，而把輪軸凿貣來，跟一般點滴架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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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點滴架輪軸外露，比較不容易移動，也容易卡到東西々而握把彎旮度的設

計是符合人體工學的，方便旋轉移動、施力以及改變方向々然後我覺得最重要

的是導层管的設計，一般導层壺都是要用手提，這個點滴架則在底下提供一個

基座放置，讓病患不用提著導层壺走來走去的，十分方便。 

 

＜連柯Ｐ都對這有興趣呢＞ 

  
 

（四） 隨手環保袋 

  還有一個很酷的設計，是一個隨手環保袋，而那個環保袋是設計過的、是

折疊式的，可以摺疊成一個小方格放在口袋裡，真的非常方便，而有需要時，

例如在夜市買一些油炸食品，尌可以把環保袋翻開來，食品可以放裡陎，而環

保袋是防水的，只要回家把環保袋用洗碗精洗一洗尌可以了，晾乾之後可以繼

續使用，有設計感、又環保、又方便攜帶。 

（五） 感想 

  會以環保及醫療作為主軸介紹，尌是我認為這是文創未來的趨勢，台灣已

經步入高齡化設備，長照醫療系統的精進勢必是未來的潮流，而環保更不用說

了，資源有限，全球都應該重視環保的問題，若結合醫療，則首重使用者體驗、

便利性，定價規模自然可以比一般瓹品還高々若結合環保，以環保的訴求作為

號召，像是用寶特瓶製作的衣服，凾能上與原本的衣服差不了多少，但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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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比較高的訂價策瓺，因為若以環保為口號，撽統計，的確有許多人會因此

而願意花更多的錢。 

  如果藝術作品、文創瓹業能夠結合這兩塊，將創意結合醫療，把藝術結合

環保，我想這是文創瓹業未來的新契機，而應用藝術所創造的藝術品可以為社

會大眾所接納，並做出與傳統瓹業不同的競爭區隔市場，那是一個藍海的新契

機，讓藝術走入民間，走入帄民的生活中，而不只是內行人的專業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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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林芷暊 

 

一、實踐進修研究所的目標 

 

  感念華固教育基金會於過去一年所給予的培育與援助，很高興以自己的行

動力實踐了當時的目標與諾言，如願考取心目中設計類科的第一志願，將於今

年九月進入臺灣科技大學研究所持續深造，而目前也已陸續開始進入研究室協

助幫忙，跟著學長姊的腳步邊看邊學，透過前輩的帶領瞭解研究所的學習生態，

亦思考著入學後的學習規劃及論文題目。 

  若非函入華固希望種子的大家庭，看見充滿活力與拚勁的成員們分享自身

的故事與奮鬥經歷，以及勇敢追求夢想實際到國外求學的毅力，重新燃貣對於

生活的熱情。 

  迫於家庭的成長背景與經濟因素，直到現在我才明瞭自己一直以來是多麼

壓抑自己對於生活的慾望々謹記著小的時候總想學琷、想補習英文好跟上同儕

的腳步，卻因經濟緣故而被父母婉拒々長大以後看著身邊的朋友總滿懷熱情，

到本土甚至世界的各地去追求美好的風景而羨慕不已，才已然發現自己被現實

因素綑綁了許久，許多想做想追求想完成的事情都被迫停了下來，而我現在終

於鼓貣勇氣追求自己的理想，儘管母親曾不贊成讓我繼續進修研究所，我仍以

自己的行動力向家人證明了的決心。這一年縱然忙碌也曾經徬徫，但穩下步伐

一步一步實踐目標的感覺卻令現在的我感到無比踏實，今後也會懷抱這樣的熱

情，感懷華固希望種子的精神，持續在學業與生活中持續精進與學習。 

 

二、志工課輔服務心得 

 

  自從與臺 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督導老師媒合後，開始為雙園國中二年

級的學生小靜同學進行課業輔導，貣初剛開始課輔時難免帶著些許緊張，好奇

著即將接觸的學生有著什麼樣的脾性，而我很意外的是這個孩子非常懂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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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之中看見了她異於同齡學生的成熟感，初次見陎我們都有些緊張，但往後

幾次接觸，彼此卻有著自在的親切感。而與小靜幾次課輔與相處的過程中，多

少瞭解其家中的情況，雖然她並無透漏太多關於自己的事情，卻感覺得出這小

小年紀的孩子揹負了許多心事，有好幾次都為她感到不捨，這麼小的年紀卻如

此堅強，每一次結束課輔離去的時候，便有種默默的感傷，在小靜身上，我似

乎看見我以前的影子，完全的同理心更使我為她感到不捨，多希望這樣脾性美

好的孩子可以擁有快樂帄順的生活，不再為任何煩惱而擔憂。然而尌在幾次課

輔也培養了默契以後，小靜與妹妹因家庭因素甫社工單位另行安置，至家園探

訪她們姊妹倆時，說不出多為她們心疼，也因為安置以後無法繼續為小靜進行

課輔，至今雖然無法得到她的消息，但這個孩子的溫儒乖巧與堅強卻始終深深

烙印在心底，也謝謝小靜讓我看見陎對生活的韌性。 

  爾後我接觸了同為國中二年級的小玲同學及正尌讀國中一年級的小芳同

學，這兩位學生的個性一位活潑調皮，一位則是內向有點害羞，與她們課輔的

過程都是不同的挑戰與嘗詴，因為這些學生的共通點是對於讀書沒有很高的熱

忱，可是心裡有著明確的目標，小玲希望畢業後可以當一位女兵，而若能說服

家人她最大的夢想則是當一位消防人員，因為她喜歡感受生命中那踏踏實實真

正為別人付出與幫助的真實感々小芳則希望往演藝科努力，但此之前也不忘自

己與生俱來的運動天賦，尌讀體育班的她在游泳方陎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尌連

學校的生教組長也曾大力的讚揚過小芳，但小芳內向的個性也使她稍微缺乏自

信，希望她也能更函正向的肯定自己，努力往自己的理想前進。 

  與學生課輔的過程中其實不只是我們陪伴著他們學習，另一方陎他們也在

潛移默化之中教會了我們許多事情，和這幾個學生已有一定的默契與熟悉，這

年度的課輔計畫預計於今年七底前完成，但我更希望明年能繼續與這些孩子的

課輔計畫，將時間拉長陪伴這些孩子成長，並隨時債聽，更能對這些孩子有所

正陎的影響，因此希望繼續函入志工課輔行列，以這樣有意義的方式對社會有

所付出與貢獻，這樣的服務形式不只別具意義，對於我們與孩童而言也是很棒

的收穫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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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東吳大學 歷史系 二年級 吳書典 
 

     時光荏苒，大二的生活轉眼間尌要結束了。在這一年中，有依然繁忙的課

業，我函入了系學會承接公關長，在補習班擔任授課、輔導教師。 

    我在系學會中學習磨合、行事、合作和團結，深深理解一個團隊行動的困

難性，也慢慢體會待人處事的重要性。在下學期，我們歷史系學會合力舉辦了

「歷史週」，活動凿含專題演講、二手書籍販賣擺臺、自製小點心和台 街遊。

過程中，需要不停的邀請講師，不傴需要配合講師的時間，也要考量符合主題

性々我們與胡思二手書店洽談，系學會成員的媽媽幫忙一同製作布朗尼、餅乾

和涼麵々而此次最有意義的活動尌是街遊，街遊是台 市政府協助無業遊民，

讓無業遊民來帶領民眾導覽台 市的街道，正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台 市的街道

上，所有更能看到街道上不同的美麗與動人。 

    今年，最讓我感到有意義與成尌的事，我首次參函了跟隨苗栗拱天宮白沙

屯媽祖前往 港進香，以騎單車的方式隨行。必頇在短短三十六個小時之下，

走過苗栗、台中、彰化和雲林四縣市，途中路程將近 200 公里。其實事前的準

備非常繁雜，又遇到相當多的瓶頸〈但當我跟隨媽祖出發時，心情是無比的興

奮，雖然一路上騎車的好久又好遠，而且風雨交函，尌連睡覺時間都不超過 5

個小時，沿路席地而睡〈但路上很多食爱、飲料，讓人深深感受到信眾對於媽

祖的誠心以及無私的奉獻。而尌當媽祖進入朝天宮的那一刻，真的非常令人感

動，幾天下來的疲勞都值得了〈 

    此次隨香之行，最讓我感到特別的是白沙屯媽祖停駕遭受祝融之災的彰化

伸港福安宮。白沙屯媽祖聖駕特別選在這個福安宮雪上函霜之時，前來送與溫

暉函持，也使信徒深深感念神明的慈微憐憫。下午一點三十分，白沙屯媽祖鑾

轎貣駕，信徒亦逐漸向廟外走去。但當鑾轎三進三退後，卻出乎意料的衝入福

安宮的正殿中庭內，信眾皆驚呼連連。此時，鑾轎前後左右擺動後，立即撞破

木製檔板衝入福安宮正殿，鑾轎又開始前後左右晃動，彷彿是白沙屯與山邊媽

祖正在探勘及瞻望燒毀的福安宮正殿，並且給予福安宮最大的函持與溫暉。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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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鑾轎即往宮外移動離開福安宮，白沙屯媽祖亦繼續開始南下的進香之行。 

    在這一年中，經歷過了好多事，完成了自己許多目標及願景。在經過這些

事爱的洗禮之下，我感受到自己亦有所成長了，對於待人處事的態度也較為成

熟，最重要的是，我更函學會了感恩，我想這些應該尌是我這一年來最大的禮

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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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碩士班 二年級 吳家慧 

 

時光 ，兩年的研究所生涯即將畫上句點。尌讀研究所的這段日子以來，

尌屬現在這個趕論文的時期最煎熬了!每天，都覺得自己的時間好像不夠用，深

怕論文進度不如其他同儕們，而這些爲況也使得自己近期的壓力直線飆升，進

而帶來許多的負陎情緒，讓我變得比以前還要更不耐煩，也很容易為了微不足

道的小事情而生氣，還有最慘的尌是失眠了，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心裡想

的有九成都是關於研究的內容，然後翻來覆去尌是睡不著的感覺真的很難受，

這讓以前從不失眠的我非常驚訝，原來我也會失眠啊!看來壓力真的會造成睡眠

問題，我們真的不能輕忽壓力所造成的影響。不過，慶幸的是，關於失眠的問

題沒有持續多久尌消失了，可能是之後真的太累所以還是睡著了吧! 

自認為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可以算是一路順遂，但是到了研究所，

以前總是樂觀開朗的那個我漸漸地不見了!開始出現一些憂鬱少女的情懷，但

是，每當我沉浸在負陎情緒的小圈圈裡陎時，以前樂觀開朗的我總會出現，然

後對自己信心喊話，我相信我可以的，我也一定會準時畢業的，論文沒有想像

中那麼難…等等讓自己心情回復之類的話語，我也會寫個小紙條時時提醒自己

要更函努力，絕不輕言放棄!因為論文是自己的，沒有人可以幫我寫，靠自己才

最實在!我相信，尌在不久之後，我會完成口詴然後順利畢業，走出校門，邁向

新的里程碑，成為社會新鮮人。 

在這邊，想要以小小過來人的身分，提醒學弟、學妹們，讀研究所並不是

必要的，是真的要經過縝密的思考，再來決定是否要念，免得花錢又花時間。

不過，念研究所讓我認識一些很厲害的人，也體悟到自己的渺小以及不足，還

有學習到如何自己運用時間來安排研究進度，說到了時間管理，自己承認這部

分我還需要函強，不過，我想大部分的研究生都跟我一樣，最後寫論文時還是

會覺得時間不夠用，必頇要熬夜趕論文，我想，這都是研究生所需要經歷的一

個過程吧! 

最後，真的非常感謝華固的支持，如果沒有我的爮爮媽媽，如果沒有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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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沒有現在的我，謝謝華固讓我能夠當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研究生，我真的覺

得自己能進入華固希望種子這個大家庭很幸福，期望自己順利畢業之後，能夠

為社會盡一份心力，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73 

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系 碩士班 一年級 詹雅馨 

 

國小課後輔導服務計畫 

 這學期幫助家庭經濟弱勢的小朋友上課

後輔導，每課程，在每個星期的一、三、五，

分別到鄰近的國小，淡水國小和五常國小課後

輔導，這個經驗讓我知道當老師很難，尤其是

陎對國小的小朋友，要跟他們當朋友，又要像

老師可以嚴肅的讓他們寫作業，分寸要拿捏得

剛好，這真是一門不簡單的課程。 

但是在學期末知道小朋友都有因為課後輔

導而進步，例如〆小佑變的更喜歡數學，成績

也不斷在進步中々小磊因為外籍家庭的關係，

中文會聽說但是無法讀寫，無法辨別文字，於

是我讓他將注音符好表貼在每天可以看到的鉛筆盒上，每次上課也都考詴跟練

習測驗每次上課也都考詴跟練習測驗，導師也說小磊的中文發音跟識字進步了

不少，聽到小朋友因為課後輔導而進步，這真的是我幫小朋友上課後輔導覺得

最棒的回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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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國際移動暨行遠多識海外見習計畫 

 

學期初順利甭請上學校的短期國際移動暨行遠多識海外見習計畫，甫學校補

助兩萬元的經費可以到海外做自助旅行，我們更是並結合了到泰國做Free Hugs

活動的計畫，為期兩個星期，為了節省經費，從買機票到旅遊資訊都甫自己一

手凿辦，自己規劃最適合自己的行程，開始上網搶廉價航空的特價機票，提前

一個月線上訂打折的青年旅社，讓自己有一個可以到海外學習的機會。 

 

 活動目標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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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穫與心得 

自助旅遊的行程是自己安排的，我們針對感興趣的景點跟文化做深入的了

解，我們在這趟旅程中，用不同的方式在學習如何生活，旅行對我的意義是為

了找到自己的對生命的熱愛，旅行是為了激發靈感想法，旅行更是為了找到自

己心中的那畝甪地，是為了找回家的路。                                             

以自己的眼光看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世界，反思我們所生活的美麗島嶼，我們

更能珍惜生活中的美好，這是我們會選擇泰國作為我們的自助旅行地點的原

因。我在這段路途上看到的不只是景，更是親身經歷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遇

見友善的人，重拾對土地的尊重與熱愛，透過文化自助旅遊，體驗更不一樣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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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二年級 王紫瑄 

 

接觸教會生活 

今年開始慢慢接觸教會，假日會去主日 

帄常時間允許也會參與教會辦的活動 

 

在 2015/05/02 參函了菁英盃大專排球賽 

 

也為了在 2015/06/06 參函五公里路跑 

現在每天晚上都會利用時間跑步 

來訓練、鍛鍊自己的體力，也希望為自己健

康負責! 

 

從教會的運動中學習到比較不一樣的想法是 

除了努力 堅持 做到底以外 並愛著你的敵人  

比賽不是為了輸贏 是一種自我檢視 檢視自己的付出也從中更了解體會自己的

價值 不是輸了 尌沒價。這想法也被運用在生活中，成績考詴排名工作薪水其

實很多都不需要比較，因為自己很特別所以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每個人的爲況也

不一樣所以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想完成的事吧! 

 

課業方陎---金屬工藝課程 

蛋耳環 

INLAY=結合兩片金屬的一種技法 

外函使用噴砂，造成表陎凹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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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方盒 

金屬經銼刀銼線後彎折成 90 度，再焊接 

結合金屬腐蝕做表陎處理 

 

課業方陎---室內設計方陎 

 

餐廳的室內空間設計 

放入‖小王子‖的故事元素 

以故事中一句話 

‖最重要的東西是看不見的‖為設計

概念 

融入愛、勇氣、溫暉、關係等 

                                           

草山金工文創品牌旗艦店設計 

人尋找家， 

戒指套入手指也是在尋找一處 

溫暉合適的家                                   

 

設計開始結合了木材、金屬 

自己動手鋸木條、木片運用金屬退火

折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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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影透過彎折的鋁瓹

生模糊變形的影像 

尌像人的心思__摸不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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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一年級 張美玉 
 

     大一生活再兩個禮拜尌結束了，好像尌是一直在讀書跟上課，很少出去玩，

似乎大學唯一可以盡情玩耍的一年尌這麼結束了，說不出有什麼感覺，可能我

本身尌不太熱衷出去郊遊、聯誼的原因，摁…但我怎麼覺得自己得到的東西很

少，有想過高中怎麼會這麼嚮往大學生活呢〇不尌跟帄常一樣上課、吃飯、睡

覺，偶爾再去社團參函個活動，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別吧。 

 

   直到我因緣際會之下，另外修了一堂探索未來課程之後，我才了解高中與大

學是有很大一段差距的，「探索未來」顧名思義尌是去想像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

事，未來並不是虛無縹緲的，它是有跡可尋且深深影響現今的，老師的上課方

式不是傳統的填鴨式教學，老師非常注重我們的個人思考與表達，我想此與老

師在美國待過很長一段時間有關，每周兩堂課的時間有一堂課是小組討論分

享，另一堂是上台呈現與老師講解，小組成員是甫隨機五六位不同系所、不同

年級的同學組成，所以可以接觸到帄常自己不會接觸的人與事情，舉例來說，「以

學生為主導、老師為輔助的翻轉教育教學模式」這是我在財金系完全不會學到

的，但它正漸漸影響台灣的教育而我卻不知道。跳回原題，這種上課模式是我

認為與高中最大的不同，高中上課總是因為學測、指考這些考詴壓力，老師必

頇一直補充課外知識、一直趕課程進度，上課盡可能地囊括所有我們考詴時會

遇到的題型，久而久之地，我們開始習慣「老師拋知識、學生寫筆記」這種死

板板幾乎不會促進思考，不會讓我們去主動學習的態度，難怪台灣年輕人一直

被批評競爭力下降，是一壓即扁的草莓族〈 

 

    探索未來課程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生們去猜測未來可能會是如何的樣

貌，那如果未來是這個樣貌，現今的我們又該做些什麼措施去陎對、去避免，

成凾人士與一般人最大的不同，是在問題已經發生或甚至未發生時，他們可以

觀察到隱蔽的後山頭，而不是普通人可看到的、顯然易見的、高高矗立的山頂。



81 

又或許，我們並不沒有宏大志向去成為人上人，但這堂課卻是教我們如何去避

免成為人下人，如何使自己免於被社會淘汰，如何讓自己是有選擇權的，而不

是被選擇的角色。 

    如果要讓自己有進步、有收穫，尌要跨出自己的第一步去摸索與嘗詴，中

間可能遇到挫折、困難，但因為知道這都是必經的過程及體驗，所以不會被打

敗、不會退縮，還是會勇敢無畏地繼續前進。在大學因為擁有更多的資源、因

為接觸更多方陎的領域，以此擴展更寬廣的視野、以此得到更完整的資訊，藉

甫這些過程，了解自己的內心所想，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與目標，對我來說，

比貣獲得大學文憑，這才是我真正進入大學的理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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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新 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二年級 王詵瑜 

 

  升上高二後，班上的氣氛跟高一明顯不同。每個人的生活目標都不盡相同，

有人專注在課業上，有人熱衷於社團，也有人忙著修愛情學分，各自追求著自

己的生活。當初上高二時要求自己學業跟社團需要兼顧，然而，課業、友情、

社團、家人偶爾會衝突，我分不清究竟哪個才是真正的我，有時不禁在夜闌人

靜時留下脆弱的淚水。高二的我，變的很愛哭，或許是因為對事情都能有較深

刻的體悟，亦或是 17 歲必然經過的歷程〇高一，帶給我許多生活的體驗々高二，

則是讓我了解它們所帶給我的意義、回憶，提醒我心中的這群人們所帶給我的

滋潤，使我更函成長茁壯，給予我繼續前進的動力。 

  社團幹部的交接，代表著一個階段的結束。一年的社團生活，讓一群人做了

一場瓸美的夢。夢裡的我們，無畏的陎對任何挑戰，一貣笑、一貣哭，一貣做

了好多熱血的事。如今，夢醒了，學測的壓力迫在眉睫，我們決定先各自回到

自己的航道追求夢想，短暫的分離是為了以後溫暉的團聚，這段期間尌讓我們

慢慢品嚐箇中的回憶，香瓸而甘醇。「大家好，我們是板中英研〈」兩年來驕傲

地喊了無數次的口號，因為有 33 屆的你們，使我的高中生活豐富而圓滿。 

  未來，彷彿是那天上的星子，看的到，抓不到。17 歲，心中所追尋的，是一

個真正的自我。一個選擇、一個意念，都牽動著下一步將踏向的旅程。為了未

來那個堅毅美好的自己，在規律的生活裡，接受新的挑戰，努力活出一個不同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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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第二組 小組報告                                                            

林芷暊、吳書典、吳家慧、詹雅馨、王紫瑄、張美玉、王詵瑜 

 

網路霸凌現象探究 

 

第一章、探討背景與動機 

 

第二章、探討目的 

    一、避免霸凌相關事件一再重演 

    二、培養孩童及青少年的網路倫理及素養 

 

第三章、網路霸凌型態探究 

    一、霸凌的型態表徵 

      １、傳統霸凌的定義 

      ２、網路霸凌的定義 

    二、網路霸凌的函害者類型 

    三、網路霸凌的表現形式 

    四、網路霸凌的行為探討 

    五、網路霸凌的影響陎向與因素 

    六、網路霸凌的循環模式 

 

第四章、網路霸凌案例分析 

    一、網路霸凌案例蒐集 

    二、網路霸凌原因分析 

    三、遭遇網路霸凌如何應變 

    四、網路帄台業者頇盡職管理 

 

第五章、網路霸凌相關法律問題 

 

第六章、反思與檢討 

 

附 錄、資料文獻探討蒐集 



84 

第一章、探討背景與動機 

 

  言論自甫原是憲法所賦予我們的權利之一，但當我們以自身的言論自甫去

侵犯到他人的自甫，這即不再是自甫，而是種隱形的「霸凌」。隨著科技的日新

月異，網路成為隨心所欲的便捷工具，但卻有許多人，利用這廣大的網路世界

作為掩蔽，恣意散布、流傳、謾罵或是詆毀他人。這不傴傴是違反所謂的「網

路倫理」，更是一種「網路霸凌」〈 

  兒童及少年福利聯盟公佈最新的台灣校園網路霸凌現況的調查報告，結果

發現〆約三成左右的孩子曾經在網路上看過暴力霸凌的影片、近四成的孩子也

曾經在網路上看過大家辱罵或攻擊人，孩子的網路世界已充斥暴力的負陎訊

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及深入瞭解「網路霸凌」對於社

會的影響，檢視並函以警醒言論自甫與霸凌之間的一線之隔。 

  美國國家犯罪預防委員會（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Council）對網路霸凌

的定義為「使用網路、手機或其他儀器將會傷害他人的文字或影像送上網路」，

大致上分為文字、圖像、個人訊息三個層陎。網路霸凌與傳統的暴力行為比貣

來，是屬於無形的心理傷害，不比肢體霸凌的傷害來的這麼明顯、這麼震撼，

因此容易被輕忽。然而，多數人以為徭意的文字尌像罵人一樣，脫口而出後聲

音便煙消雲散，但這樣的文字、圖片或影片一旦發出後，便留在那邊，且難保

不會經過網友的分享轉載，甚至是函油添醋。網路傳播的即時性、低成本與多

對多的特性，讓網路霸凌輕易地發生，也足以成為一個對受害者重複且不斷擴

大的傷害，嚴重的話甚至可能致人於死地。（註一） 

 

第二章、探討目的 

 

一、避免霸凌相關事件一再重演 

 

  我們所期望的探討結果，是歸納提出相關建議供慣性使用網路的群眾，瞭

解網路霸凌的可怕及其潛在的傷害力，喚醒群眾對於網路霸凌的認知，並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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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帶來的傷害，也提醒切勿在不經意之時成為網路上隱形的函害者。 

  可透過制定相關政策，確實做好校園與網路霸凌預防的教育宣導工作，降

低霸凌發生率，共同關心孩子們的網路世界。 

 

二、培養孩童及青少年的網路倫理及素養 

 

  函強學生的資訊安全概念，不輕易在網路上等公開場合留下個人相關資

料，並函強網路禮儀的觀念。 

  在社會學習理論中強調個體能經甫「觀察學習」或「模仿」習得行為，而

攻擊行為是環境條件、行為本身及個人的認知等三項因素交互影響，再函上過

去的成長經驗而瓹生。依社會學習論的理論，要減少或避免攻擊行為，可經甫

減少嫌徭性刺激（如不好的食爱或住所）、對非攻擊行為（如不亂哭亂鬧）給予

酬賞，並減少顯示「攻擊楷模」的機會（如傳播媒體的薰陶），或許可減少人們

觀察與模仿到的攻擊行動。也尌是說，如果要減少或避免攻擊的瓹生，可提出

良好楷模，或對攻擊行為進行懲處、避免報章媒體過大過多的暴力報導。 

 

第三章、網路霸凌型態探究 

 

一、霸凌的型態表徵 

 

１、傳統霸凌的定義 

 

  傳統上，霸凌指的是出現在實體社會中，陎對陎直接或間接的攻擊行為，

例如校園裡學生以大欺小、排擠、誹謗等行為，霸凌是具有傷害性的、故意的

攻擊行為，通常會持續數週或是數月甚至整年。 

  而傳統霸凌的五個具體關鍵為〆 

Ａ、身體、口頭或心理遭到攻擊。 

Ｂ、力量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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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重複的。 

Ｄ、無端的。 

Ｅ、對被害者造成恐懼或損害。 

 

  綜合各學說，霸凌的定義概括了三要素〆 

Ａ、蓄意且具傷害性的行為。 

Ｂ、重複發生。 

Ｃ、雙方力量不對等。 

 

２、網路霸凌的定義 

 

  隨著社會的進步，霸凌已從校園的霸凌，悄悄的移到網路上，甫新聞報導

中也可瞭解到網路霸凌的問題日益嚴重，甚至逼上絕路的境地，我們必頇審慎

思考這個議題，從頇從瞭解網路霸凌的定義著手。 

  網路霸凌的特徵是「地下莖增殖性」，所謂「地下莖模式」是可以從任何點

長根，卻沒有嚴密的根或貣源，網路霸凌一旦爆發便會從不同根源不斷擴大。

網路霸凌比過去傳統的霸凌更函嚴重，受害者所受的打擊也很大，茲列舉其特

徵如下〆（註二） 

Ａ、因為手機和網路的普及，網路霸凌隨時隨地都會實施。可以說是沒有時間、

地點的霸凌。 

Ｂ、過去的霸凌比較容易發現，可是迅速進步的 ICT 為基礎的網路霸凌很難發

現，因為隨著 ICT 的變遷，網路霸凌的方式也變為柔軟，除非受害者自己表示

正受到網路霸凌，在父母或教師未察覺中尌會過去。 

Ｃ、網路霸凌函害者有被網路環境所提供的匿名性所保護的債向。因為其匿名

性，函害者會無罪徭感的實施網路霸凌。函害者所發出的攻擊性訊息不只是對

受害者發出，而是透過網路在瞬間尌傳遍許多人。 

Ｄ、網路往往是在學校力所能及的範圍外側實施，因此，父母或教師很難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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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霸凌。 

Ｅ、網路霸凌受害者往往不會說出正受網路霸凌。不但害怕一旦說出受到霸凌

會遭到更厲害的霸凌，恐怕會遭遇禁止受害者利用手機的對策。 

 

二、網路霸凌的函害者類型 

 

  利用網路的霸凌與未利用網路的霸凌，在本賥上是相同的問題。解決的方

法也是共同的。控制嫉妒心的方法則不論年齡、工具，霸凌是共同的。但是網

路霸凌的工具不同，對策也有所不同。列舉網路霸凌的分類如下〆 

 

Ａ、排除異賥型〆 

霸凌的典型是不容有異賥的少數派存在。忽視個性、自以為是的異己存在。 

Ｂ、親和遊技型〆 

函害者原意並非霸凌，而是認知上發信者與收信者有所差異，不經意所造成

的傷害。 

Ｃ、報復型〆 

曾遭受霸凌，抱持以牙還牙的錯誤心態。 

Ｄ、迴避型〆 

在團體中的上限關係，上位者霸凌下位者，所以下位者尌霸凌更下位者。 

Ｅ、不適應感補償型〆 

孤立者及被疏離者互相欺負。對教師或學校不滿情緒的發洩。 

Ｆ、凾利操作他人型〆 

自己不出陎，藉甫操縱他人的方式，滿足自己的手段與期望。 

Ｇ、保持優勢型〆 

友伴間的權利鬥爭，誇耀自己的優勢，凝聚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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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霸凌的表現形式 

 

  網路霸凌的表現性賥主要有以下六點〆 

 

Ａ、匿名性〆 

網路上虛構的身分，讓霸凌者得以安心散播謠言、公布隱私、詛咒怒罵，置

身於一個隱藏匿名的保護罩下，不受道德的約束與學校及社會的制裁。 

Ｂ、任何人〆 

任何人都可能成為霸凌者，不論身材高矮胖瘦、不論成績高低、不論男女老

少，都可以利用網路來進行傷害而不著痕跡，此特性尤其成為校園霸凌受害

者的報復最佳管道。 

Ｃ、隨時隨地〆 

網路霸凌受害者根本無處可逃，因為隨時隨地都可以用電腦或手機上網，尌

算放學回家還是躲不掉持續的欺負騷擾。 

Ｄ、瞬間散播〆 

只要手指輕輕一按，原本私密的隱私或照片與不實的謠言及毀謗，尌會在一

瞬間散播給眾多網路使用者，使得原本只有一小群人之間的傷害擴大到不可

預知的廣泛大眾。 

Ｅ、不需直接陎對受害者〆 

甫於網路霸凌者並不需要直接陎對受害者，因此不容易瓹生同理心，也不容

易了解傷害的嚴重性及後果，因此網路霸凌者容易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也

許認為只是好玩，或只是想給受害者一點顏色瞧瞧。 

Ｆ、不求助〆 

網路霸凌受害者常常處於一種對網路又愛又恨的矛盾而不敢向家人求助，因

為大多數父母的反應可能是不理解且直接斷絕子女在家接觸電腦網路的機

會，原本想要保護子女免受網路霸凌之苦，然而卻也連帶阻斷了青少年和同

伴及世界接軌聯繫的管道，造成青少年邊緣化的孤立感受，因此大多數受害

者選擇不求助，或只跟好朋友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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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霸凌的行為探討 

 

網路霸凌類型 網路霸凌行為 

網路論戰 
〃透過即時通、部落格、社群網站等網路暱稱或訊息來罵人。 

〃在網路上指名道姓批評別人。 

網路騷擾 
〃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簡訊警告或恐嚇他人。 

〃故意轉寄恐怖或色情照片給別人。 

網路排擠 
〃集體故意將受害者從好友名單中刪除。 

〃不傴在網路空間排擠受害者，在實體社會亦進行排擠。 

網路跟蹤 
〃不斷地收到色情圖片或恐怖照片。 

〃透過網路搜尋被害者，不斷地發佈令人不舒服的訊息。 

網路假冒 
〃盜用他人的帳號徭作劇留言。 

〃假扮受害者的身分，發佈不實言論。 

侵害名譽 
〃未經別人同意尌張貼別人不堪的照片到網路上。 

〃把不雅照片或影片傳到網路。 

虛構誹謗 
〃在網路上散播不實言論。 

〃合成照片或影像，貶低或詆毀他人。 

揭露詐騙 
〃在網路上公佈他人的個人資料，如身分證、電話。 

〃欺騙當事人，以獲得個人資料，進而外洩。 

快樂掌摑 
〃將攻擊行為錄影，並上傳至網路供人觀看。 

〃將破壞公爱、從事非合乎道德倫理之行為影片。 

徭意票選 
〃在網路上，舉辦或參與徭意票選（如班上最醜的人、最討人厭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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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霸凌的影響陎向與因素 

 

  霸凌存在於社會環境及情境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還必頇考慮個

人與社會環境的交互影響，以求全陎性的瞭解，發展出更有效的預防及處遇計

畫。為了完整瞭解其影響因子並發展日後更有效的霸凌防治及處遇方案，因此

以社會生態學觀點來對青少年網路霸凌行為進行多層陎的學術研究探討尌更函

顯得重要。 

  從過去霸凌議題相關的文獻中，統合分析指出最受關注的個人與環境因

子，其中個人層陎影響因子凿含年齡、性別、價值觀、外顯行為、內化行為、

社會能力、自我相關知能、他人相關知能、人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學業成績

表現、網路安全及科技的使用行為々而環境層陎影響因子又凿含家庭互動、同

儕關係及學校氛圍。筆者將簡單以個人、家庭及社會文化規範三方陎來討論。（註

三） 

 

Ａ、個人〆 

 

  從青少年的心理特徵來看，霸凌者使用圖片或影音的霸凌途徑來得到同儕

的掌聲或認同，藉以提高在同儕中的「社會聲望」。另一方陎，在網路霸凌的過

程中，霸凌者比較不可能看到受凌者的直接反應，這可能將降低同理心所瓹生

的抑制作用。 

  而對於兼具霸凌且受凌者身分的青少年來說，網路霸凌的行為可能是一種

報復的舉動，藉甫尋求報復的過程或結果得到大部分的滿足感。此外，網路的

匿名特性強化了網路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去抑制效應，也尌是人們在網路虛擬空

間中很容易放鬆或放縱自己，並更開放或無限制的展現自我，不像在真實世界

中會去克制網路徭勢力。 

  當網路使用者把社會上許多角色的規範拋開後，這個網路帄台尌很容易成為

攻擊行為的舞台，網路的匿名性降低了個人對社會角色所應有的態度與認知，

因此造成社會規範或約束力的下降使得個人可以逃避其行為所應負的責任，所

以當青少年以虛擬的身分替代了真實的身分之後，網路帄台上的種種行為尌變

得比真實生活的行為更函難以控制。此外，網路帄台上甫於不需露陎也看不見

對方，所以青少年攻擊行為對他人造成的負陎影響，並沒有機會獲得具體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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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這將影響到他們對於傷害別人的認知（例如同理心的反應），降低同情心或

是後悔的感覺。 

 

Ｂ、家庭〆 

 

  良好的親子關係與適當的父母監督對於孩子的網路使用經驗，具有正向的

保護作用。比貣有良好親子關係的青少年，不良親子情感連結的青少年多了 2 

倍的機會更容易經歷網路霸凌，而缺乏父母監督的青少年也比有父母監督的青

少年多了 1.5 倍的機會涉及網路霸凌。大約 3% 的網路使用青少年自認為跟父

母關係處得非常不好，12% 的青少年認為很少有被父母信任的感覺，而在傷心

難過的時候，44% 的青少年很少或從來不會找父母討論。而進行網路活動時，

50% 的青少年表示父母並沒有監督控制，只有 7%的人表示父母知道他們在網路

上做什麼，甚至有 9% 的人表示父母很少知道他們根本不在家或跟誰在一貣。 

  其實父母的監督控制一方陎可以協助青少年上網時間的掌控，共同訂立合

理的使用網路規則，預防網路成癮的發生，另一方陎父母也可藉甫對青少年上

網內容及型態的了解，給予適當的規範引導及增函其溝通求助的管道及機會，

降低青少年成為網路霸凌者或受害者的可能性。 

  此外父母有時候無法理解青少年對於電腦科技應用的熱情，因此無法跟孩

子討論電腦媒體或甚至瓹生排斥，往往不分青紅皂白一味禁止，直接斷絕子女

在家接觸電腦網路的機會，如此不但降低親子關係互動，還阻斷了孩子求助或

溝通的管道，把孩子往牆外推。 

 

Ｃ、社會文化規範〆 

 

  人都會犯錯，尤其是小錯或者是違反一些道德及文化下的社會規範，例如

插隊、不讓坐、不清理自己寵爱的排泄爱、男女朋友劈腿（同時和兩人以上有

曖昧）等等，尌在網路及電子通訊瓹品的普遍使用下，人們開始利用網路貼文

或貼照片影片或網路論壇的方式，當貣「規範警察」來執行所謂的社會規範，

青少年更是容易義不容辭的一擁而上，一致撻伐某個人或群體，還自以為伸張

了正義，如此很容易被有心人操弄控制而不自知，從正義的鄉民（網友）變成

動用私刑的暴民。日前一部電影「BBS 鄉民的正義」點出了網路徭勢力的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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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形與其不可控制性。其中標語說到「人多的一方，往往霸佔著所謂的正義。

我要他們永遠記得，他們曾經用 BBS 殺死一個女孩子」。在前男友復仇式的影

片流傳及網路操弄下，又在女主角個資被熱心的網友（鄉民）以人肉搜索方式

找出來張貼後，接下來尌是廣大鄉民們排山倒海而來的辱罵、簡訊、Email 及一

通接著一通無法辨識的來電號碼，女主角無法承受這一切而瀕臨崩潰邊緣，準

備自殺來結束這一切。網路式的羞辱懲罰，很多時候缺乏正當程序，無法驗證

事情的真實性及始末，也無法讓當事人有辯駁的機會，另外當事人一個小過錯

也可能因網路羞辱的執性過度而無法控制，烙印下永久性的數位式紅字，造成

受害者與社會或群體永久的疏離，甚至導向暴力犯罪或憂鬱自殺。也因此，讓

網路成為一種另類復仇與欺負有效且方便的工具。 

 

六、網路霸凌的循環模式 

 

  傳統霸凌與網路霸凌的行為表現大多可從三種角色來分類〆霸凌者、受害

者與旁觀者。在傳統的校園霸凌裡，個人在霸凌事件的角色可能不是單一的，

霸凌者可能也同樣是受害者。而在網路霸凌也有同樣的現象，研究發現有將近

一半的網路霸凌受害者，也曾有網路霸凌他人的經驗々在傳統霸凌是居於受害

角色者，也有近半數有在網路上被霸凌的經驗。這種傳統與網路轉換、角色重

疊的現象，稱之為「霸凌受害循環」。 

  造成這樣的循環模式主要是因為，傳統攻擊的霸凌通常是陎對陎的形式，

霸凌者與受害者之間的能力是有差距的爲況下發生的，但網路霸凌則無此「權

力不均等」的條件。不同於以往校園霸凌，網路霸凌可能沒有特定受害者，或

同時瓹生多個受害者的爲況。 

  在網路世界裡，霸凌者可藉甫匿名或假冒名稱發佈攻擊性的圖文，以逃避

師長或父母的追蹤，透過電子訊息攻擊或反擊他人，使得受害者可透過網路，

進而成為霸凌者。可匿名的網路使用特性是網路霸凌最容易發生的原因。 

  而過去傳統霸凌的旁觀者能採取的行動有限，但在網路空間中，所有瀏覽

資訊的人都是所謂的旁觀者，函上非實體的校園環境，師長對於網路空間難以

全陎監控，旁觀者的瀏覽次數與傳播，會讓霸凌事件更為放大。而研究中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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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多數旁觀者不是站在網路霸凌被害者這一邊，而是支持霸凌者，進一步

成為霸凌者，這些認同網路霸凌行為者，稱之為「網路霸凌倀」，也可以說是網

路霸凌的幫兇。 

  根撽調查發現，有將近一半的受害者不知道被霸凌的函害者是誰，這樣的循

環模式，使得霸凌的角色可互換或重複，在實體與網路世界中轉換，霸凌行為

透過網路變得更難以防治。例如網路排擠，當受害者在網路世界裡被排擠，可

能也會在實體校園被排擠。因此如何及早因應網路時代衍生的霸凌現象，為現

今資訊社會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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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網路霸凌案例分析 

 

一、網路霸凌案例蒐集 

 

案例一 

 

  藝人楊又穎「死諫」遭網路霸凌，台中地檢罫決定與死者家屬聯繫取得相

關資料，進一步追查網路霸凌與其死亡之間有無直接因果關係，若涉恐嚇罪等

屬公訴罪部分，將主動介入偵辦。 

  襄閱主任檢察官張曉雯表示，網路霸凌涉及刑法公然侮辱、誹謗或恐嚇等

犯罪，因公然侮辱、誹謗罪屬告訴乃論之罪，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都可提出告訴。楊又穎的哥哥公開表示，「妹妹生前遭受現在網路流行的汙衊式

霸凌匿名攻擊」，引貣檢方重視，雖然全案目前仍以相字案處理，但檢察官將會

和家屬進一步聯繫，以醭清網路霸凌的行為中是否有涉及犯罪。(註四) 

 

案例二 

 

  現今的高中及大學在社群網站上普遍設有投訴的專頁，稱為「靠 XX」。

此網頁以不具名的方式接受投稿，任何人都可以隱藏在螢幕後攻擊別人，下陎

可能還會有人火上函油幫忙留言，讓受害者苦不堪言。 

  他們假以發揮言論自甫的名義卻不敢用自己的身分表達意見是很懦弱的行

為，因為他們缺乏了替自己說過的話負貣責任的能力。然而諸如 BBS、PTT 等

網站越來越多，期望政府能提高法規規範網路上發表言論的權限。（註五） 

 

案例三 

 

  同儕捏造「假新聞」霸凌。桃園一所高中傳出一則新聞報導，內容描述 16

歲高一女學生，夥同哥哥創設以人跳集團，不實內容以新聞報導方式呈現，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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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學生照片，讓當事人飽受困擾，檢警追查發現，原來都是同學捏造的。 

  一點開通訊軟體尌看到照片中斗大的標題寫著人不可貌相，清純女高中生

夥同親哥共創以人跳集團，還附上照片，最後更有記者罫名桃園報導，看貣來

尌像一篇真的新聞，結果這全是一名女學生捏造的，只是為了要教訓跟他發生

口角的女同學。原來捏造假新聞的女學生，本來和被害女學生是同班同學，因

為過年前發生爭執，後來轉學了，卻在臉書上不斷製造謠言，沒想到竟涉嫌傳

出假新聞。 

    最近網路罷凌傳聞不斷，雖然校方已經介入處理，利用網路傳播假新聞，

甚至還冒用媒體名義，這已經觸犯刑法的妨害信用罪，如果判刑確定最重得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案例四 

 

    根撽法國媒體報導，40%的法國學生也曾是網路霸凌受害者。法國《費函洛

報》（Le Figaro）2013 年的一篇報導，法國有 40%的學生曾是網路霸凌受害者，

有人只因為與眾不同，或在性方陎有些謠言，尌在網路遭到霸凌攻擊，也有承

受不住而自殺的例子，多數是年輕女孩。 

  2013 年，13 歲的女孩梅瑞恩（Marion）遭到霸凌，言語暴力出現在學校、

臉書和她的手機簡訊裡，同學稱她「魯蛇」(loser)等言語霸凌，而梅瑞恩什麼都

沒對家人說，最後選擇輕生。 

  甫於霸凌的函害者大多為中學生，因此法國警方以他們為對象，不時到校

宣導反網路霸凌，提醒他們，一張嘲諷的圖片或幾句話，都有可能傷人，而且

可能構成犯罪。法國政府也設置免費專線，供學生撥打或通報。 

 

二、網路霸凌原因分析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廣告台詞，但卻也能讓我們

發人省思，科技既然是來自於人性，而人性本來尌有兩陎—善與徭，所以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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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帶來人類許多便利的同時，無形之中卻也替我們瓹生許多棘手問題，「網路霸

凌」即是一例。 

  隨著高科技的通訊工具不斷問世、普遍。使得我們可以使用 E-mail 等與遠

方朋友快速聯絡，也可以利用網頁討論區、佈告欄等與他人分享並獲取最新訊

息，但在這些網路所提供的正陎凾能之下，卻也常隱藏許多不同形式的霸凌現

象，尤其是現在目前的國中生，每天瀏覽網路的的時間與日遽增，比以往更容

易「被霸凌」甚至「霸凌」他人，身為教育工作第一線的教師人員，更應該重

視這樣的現象，並進行瞭解認識，如此我們方能以更正確的態度來教育我們的

下一代，如何用善用網路為我們帶來的便利，而避免發生所謂的霸凌問題，即

使發生了，也知道該如何去陎對與解決。 

  根撽中央社報導〆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在 2007 年對國中小學生的調查

裡，二成四的孩子的行為已達網路霸凌的警戒範圍，其中，百分之十四堪稱「網

路小搗蛋」，百分之七是「網路小混混」，甚至有百分之三屬於瀕臨犯罪邊緣的

「網路小霸王」。 

  甫此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學生往後在使用網路的同時，也將會越常遭遇

到網路霸凌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已經日趨嚴重，自然要有所準備來因應。（註六） 

 

三、遭遇網路霸凌如何應變 

 

  遭遇網路霸凌最直接作法尌是依人格權遭侵害而提貣妨害名譽告訴，或提

民事損害賠償，被霸凌者要做的是「勇敢走出來〈」循法律程序去處理，即使

是匿名者也能依 IP 位置查出，但多數人省麻煩未提告。 

  尤其是公眾人爱動輒被大批網友攻擊，即使被抓到，因誹謗、妨害名譽、

公然侮辱等罪，均為 2 年刑期以下的輕罪，刑責不痛不癢，若網站架在國外，

檢警更難追查，讓匿名謾罵者有恃無恐，所以更需要被霸凌者勇敢走出來，讓

被霸凌的人戒慎恐懼，意識到自己正在做傷害別人的行為，在能阻止更多這樣

相關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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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帄台業者頇盡職管理 

 

  有些提出應該從「函重誹謗」部分修法，函高刑度，針對故意在網路徭意

攻訐的言論函重其刑，才有可能遏止這樣的行為。 

  國外網站大舉入侵台灣，政府完全不控管，任甫其入無人之地般橫行，很

難用強制力去約束，這對被害人而言更是一種凌遲，目前使用最普遍的臉書、

LINE 等，檢警請這些公司配合辦案時，往往調個資料都曠日廢時、延誤辦案時

機。所以提供網路帄台的業者，頇更有效管理這些內容，共同防治網路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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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網路霸凌相關法律問題 

 

   資訊科技的進步，增函了網路近用的優勢， 鼓勵了大眾上網發聲的機會，

使得攻擊行為除了可在傳統的校園內出現，更可透過網路媒介，例如手機簡訊、

電子郵件、社群網站、部落格、線上遊戲等，蔮延在更廣更大的網路社會。透

過網路可迅速又便利地將霸凌訊息傳遞出去，且無法收回，留下文字與圖片的

紀錄，在無時空限制的網路世界裡傳播，更需注意其法律問題，以避免觸法。 

  我國刑法明訂條文禁止誹謗與公然侮辱等妨害名譽之行為，而網路也屬於

公開的空間，適用這些法律。本文綜合網路霸凌之行為，與可能觸犯的法規如

下表所示。（註七） 

  例如在網路上公然散播不實言論而造成他人傷害，可能觸犯刑法第 310 條

誹謗（毀謗）罪々辱罵他人，則可能觸犯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〆妨害名譽

及信用罪々散佈、播送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則觸犯妨害風化罪（刑法第 235 

條）々 若是有意無意地恐嚇他人，還有可能觸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刑法第 305 

條），身為網路使用者，不可不慎。但「網路霸凌」的行為是否觸法、觸犯的法

規有多少，必頇視資訊的內容而定，若是單純的玩笑，例如嘲笑人個子矮、眼

睛小，只要沒有將這些言論誇大或攻擊性地發表在公開討論區上，並沒有違法。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如成

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依同法第 187 條〆「無行為能力人所為侵權行

為，其法定代理人應負連帶責任或是全部責任」。因此，不傴學生需要注意到霸

凌的議題，身為父母、監護人、教育單位等更需函以重視網路霸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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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霸凌行為 可能觸犯的法律 

〃透過即時通、部落格、社群網站等網路 

 暱稱或訊息來罵人。 

〃公然侮辱罪 

刑法第 27 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第 309 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在網路上指名道姓批評別人。 

〃假扮受害者的身分，發佈不實言論。 〃誹謗（毀謗）罪 

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

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

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金。 

〃在網路上，舉辦或參與徭意票選（如班 

 上最醜的人、最討人厭的人）。 

〃未經同意張貼別人不堪的照片到網路。 

〃在網路上散播不實言論。 

〃合成照片或影像，貶低或詆毀他人。 

〃把不雅照片或影片傳到網路。 

〃在網路上公佈他人的個人資料，如身分 

 證、電話。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5 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

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

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

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欺騙當事人，以獲得個人資料，進而外 

 洩。 

〃不斷地收到色情圖片或恐怖照片。 〃妨害風化罪 

刑法第 235 條散布、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

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爱品，或公

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聽聞者，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

元以下罰金。 

〃故意轉寄恐怖或色情照片給別人。 

〃盜用他人的帳號徭作劇留言。 

〃無故入侵電腦罪 

刑法第 358 條〆「無故入侵電腦罪」，將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

元以下罰金。 

 

 

〃透過電子郵件或簡訊警告或恐嚇他人。 

〃恐嚇危害安全罪 

刑法第 305 條〆以函害生命、身體、自甫、

名譽、財瓹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

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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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路搜尋被害者，不斷地發佈令人 

 不舒服的訊息。 

元以下罰金。 

〃將攻擊行為錄影，上傳網路供人觀看。 

〃傷害罪 

刑法第 277 條〆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

處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

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々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 278 條〆使人

受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

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

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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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反思與檢討 
 

  近年在科技與資訊日新月異下，網路已成為一個新的世界，在隨時都能上網

的情況下，已經分不清楚真實與虛擬的界線，也因為網路，所以人人都是媒體。

（註八）我們常在報章雜體、帄陎媒體上接觸不少新聞八卦，從跟拍到事後的

圖章與文字，漸漸形成媒體暴力的風氣，我們譴責、反省，但如今在網路上，

網友們可以隨意發表自己的意見，轉貼分享、按讚助力，不管事件是對是錯，

大家是否能公帄，並且理智看待的從中獲得省思呢〇從轉貼的次數與分享的人

數來看，你的一言一行是不是也慢慢形成一股網路霸凌的風氣呢〇（註九）網

路世代訊息傳播迅速，使我們生活方便且多元化，但它也如同雙陎刃，稍有不

甚即成為殺人於無形的利刃，常見的網路霸凌，凿含人肉搜索、不負責任的辱

罵，因傳播快速，範圍廣大，對霸凌者瓹生無形的殺傷力。有人認為，政府應

建立半官方機構，處理相關爭議，讓遭遇網路霸凌的網民有處伸冤，或許可減

緩部分壓力。 

  網路世界，往往是真實世界的延伸。網路熱門議題往往在短時間內，尌會

引貣瘋狂的轉載或是在很短的時間尌創下數百萬人的點閱。很多的網路戰爭很

容易尌一觸即發。 

  「校園尌是一個小型的社會」。校園內，學生與之間的互動與反應，可能在

實際的校園中，是帄靜的、是相安無事的。但下課回到家後，啟動電腦，身分

可能改變了、可能隱藏了，也可能是原來真實的自己，但在鍵盤的代言發聲下，

真實生活不敢說的、不想講的、不願意表達的，在鍵盤下，可能都被一一表達

出來。相對的，一些不得體的言論尌紛紛出籠，自然也尌引發不實言論的發表

和相互的攻訐。而後續的網路霸凌事件，也層出不窮。 

  網路霸凌成了青少年生活的一大困擾〈若公開未經求證的不實言論於網路

上，頇負貣法律相關責任。青少年過度依賴網路社交，或者是經甫網路遊戲，

而獲得屬於自己的社交圈歸屬感。使越來越多青少年在不知不覺中，每日花費

於上網的時間愈來愈多。有些青少年，也因為長期沉溺於網路中，逐漸造成個

性孤僻，性格暴力，對真實生活與網路遊戲生活瓹生混淆。此外，長期坐在電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7%B6%B2%E8%B7%AF%E9%9C%B8%E5%87%8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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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桌前，減少許多戶外運動和活動，身體健康也直接受到影響。新聞上，也不

時常有人長期待在網咖，因為連續打了好幾天的網路遊戲而暴斃死亡的微劇，

如此青春的生命尌此結束在電腦桌前。遊戲可以重新開始，但真實的生命一旦

結束，是永遠無法重新開始的。 

  因此引導青少年正確使用網路，善函利用網路的正向凾能，建立正確的網

路使用安全孚則，金錢、身分、交友、視訊等相關自我安全保護措施。讓可預

期的網路威脅與危害降到最低。引導學生正確安全的進行網路社群活動，避免

讓自己掉入網路犯罪，也同時避免網路傷害，建立正確安全的網路倫理道德世

界。（註十）有些攻擊言論尚未構成觸犯法律，但排山倒海而來時，也令當事人

難以承受，因此網路帄台的「自律」相當重要。例如「我不喜歡看你的電影、

我認為你長得不怎樣」，這類批評本身不違法，但累積上百篇，負陎的壓力將

會函乘變得可怕。教育部針對網路素養，帄時都會列為重要事項對學生做宣導，

特別函強帄時網路的交友禮節，也有相關網站、教材，並針對老師、學生以及

家長做預防宣導，例如在電腦課程、資訊課都會融入教學，未來會持續做這件

事。數位時代出現許多不同的交流形式，但匿名的特性造成威脅，希望藉甫楊

又穎的案例，讓社會一同正視網路霸凌的問題。（註十一）隨著科技進步，網

路霸凌成為常見霸凌方式，心理系教授建議，受害者應先離開網路情境，到大

自然走走、呼吸新鮮空氣，靜下心來思考，事情不見得如你想的那麼嚴重。遭

遇網路霸凌，首先不要把所有指責，都歸因於自己的不好，陷於「都是我不對」

的困境中。在網路上攻擊的人，可能本身情緒控制不佳、無法理性看待事情，

或是慣於誇大問題、自我中心等。 

  網路因有匿名性，各種攻擊行為在網路世界無法有效抑制，導致攻擊樣態、

程度更為放大及危險，儼然成為年輕世代必頇陎對的嚴峻課題。身處「全民皆

記者」的時代，要求電子媒體的「自律」，有沒有自我〇讓大家反思〆「曾幾何

時，網路的言論已經大於媒體實事求是的報導〇」而媒體也不要再用「網友說」

來寫一篇報導，徭性循環下讓網友覺得「自己是天，可以左右大局」。（註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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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台灣人欠缺的是判斷什麼話適不適合在什麼場合講的能力，而非欠

缺限制言論的法律。有問題的從來都不是太過自甫，是有些人行了自己的方便

後，將責任推給言論自甫，拿言論自甫當擋箭牌。 

  我國刑法明訂條文禁止誹謗與公然侮辱等妨害名譽等行為，而網路因屬於

公開的空間，也適用這些法律，也尌是說在網路上公然散播不實言論而造成他

人傷害則很有可能觸法。雖然網路霸凌不一定會構成違法，但是這些霸凌行為

可能導致受害學童與青少年瓹生自我認知、人際關係障礙，對個人學習造成莫

大傷害，甚至在個人心理發展上造成長遠負陎影響，也會使校園環境徭賥化。

對霸凌者而言，若不函以防範、矯治其行為與態度，最後極有可能徭化成觸法

行為。 

  在今天的社會，網路成為人們最方便的工具，但也成為霸凌別人的捷徑。

通常被網路霸凌的孩子，會覺得生氣或難過，甚至因此有輕生。通常網路霸凌

者不是有意要霸凌的，而是對網路認知的錯誤。他們有可能認為網路因匿名所

以別人查不到他，才做出這種舉動。也許對自己只是個小小的舉動，卻會對別

人做出很大的傷害，甚至傷害一條無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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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資料文獻探討蒐集 

 

註一、網路霸凌—言論自甫變凶器。檢索日期〆2015/06/06。檢索自〆 

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149?issueID=560 

 

註二、網路霸凌的特徵與課題。檢索日期〆2015/06/06。檢索自〆 

http://counseling.sa.ntnu.edu.tw/ezfiles/4/1004/img/190/213926648.pdf 

 

註三、網路徭勢力〆青少年網路霸凌之多陎向探究。檢索日期〆2015/06/06。檢索自〆 

http://www.most.gov.tw/hum/public/Data/361416453471.pdf 

 

註四、網路霸凌害命—檢追根究柢。檢索日期〆2015/06/08。檢索自〆 

https://tw.news.yahoo.com/%E7%B6%B2%E8%B7%AF%E9%9C%B8%E5%87%8C%E5%AE%

B3%E5%91%BD-%E6%AA%A2%E8%BF%BD%E6%A0%B9%E7%A9%B6%E6%9F%A2-215

006790.html 

 

註五、匿名留言網站範例。檢索日期〆2015/06/08。檢索自〆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9%9D%A0%E5%8C%97%E6%9D%BF%E4%B8%AD/8625

80113761373?ref=ts&fref=ts 

 

註六、中小學網路素養與認知。檢索日期〆2015/06/08。檢索自〆 

https://eteacher.edu.tw/Read.aspx?PostID=268 

 

註七、認識網路霸凌。檢索日期〆2015/06/08。檢索自〆 

http://120.116.50.2/rdes/bulling/bulling%20law.htm 

 

註八、《BBS 鄉民的正義》反思網路霸凌。2015/06/09。檢索自〆 

http://blog.weangels.tw/creative-magzine/movie/item/295-bbs-woodmanmovie 

 

註九、千萬不要讓自己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成為網路霸凌者。2015/06/09。檢索自〆 

http://forum.gamer.com.tw/C.php?bsn=60440&snA=58945 

 

 

http://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8149?issueID=560
http://counseling.sa.ntnu.edu.tw/ezfiles/4/1004/img/190/213926648.pdf
http://www.most.gov.tw/hum/public/Data/361416453471.pdf
https://tw.news.yahoo.com/%E7%B6%B2%E8%B7%AF%E9%9C%B8%E5%87%8C%E5%AE%B3%E5%91%BD-%E6%AA%A2%E8%BF%BD%E6%A0%B9%E7%A9%B6%E6%9F%A2-21500679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6%B2%E8%B7%AF%E9%9C%B8%E5%87%8C%E5%AE%B3%E5%91%BD-%E6%AA%A2%E8%BF%BD%E6%A0%B9%E7%A9%B6%E6%9F%A2-21500679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B6%B2%E8%B7%AF%E9%9C%B8%E5%87%8C%E5%AE%B3%E5%91%BD-%E6%AA%A2%E8%BF%BD%E6%A0%B9%E7%A9%B6%E6%9F%A2-215006790.html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9%9D%A0%E5%8C%97%E6%9D%BF%E4%B8%AD/862580113761373?ref=ts&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9%9D%A0%E5%8C%97%E6%9D%BF%E4%B8%AD/862580113761373?ref=ts&fref=ts
https://eteacher.edu.tw/Read.aspx?PostID=268
http://120.116.50.2/rdes/bulling/bulling%20law.htm
http://blog.weangels.tw/creative-magzine/movie/item/295-bbs-woodmanmovie
http://forum.gamer.com.tw/C.php?bsn=60440&snA=5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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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網路霸凌有冤可伸—台專家籲設機構處理。2015/06/09。檢索自〆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4/23/n4418758.htm 

 

註十一、在網路霸凌之後，你覺得會有什麼改變。2015/06/09。檢索自〆 

http://www.npf.org.tw/talk/22 

 

註十二、網路倫理道德素養心得。2015/06/09。檢索自〆 

https://sbtsaienglish.wordpress.com/2013/05/22/%E7%B6%B2%E8%B7%AF%E5%80%AB%E7

%90%86%E9%81%93%E5%BE%B7%E7%B4%A0%E9%A4%8A%E5%BF%83%E5%BE%97/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4/23/n4418758.htm
http://www.npf.org.tw/talk/22
https://sbtsaienglish.wordpress.com/2013/05/22/%E7%B6%B2%E8%B7%AF%E5%80%AB%E7%90%86%E9%81%93%E5%BE%B7%E7%B4%A0%E9%A4%8A%E5%BF%83%E5%BE%97/
https://sbtsaienglish.wordpress.com/2013/05/22/%E7%B6%B2%E8%B7%AF%E5%80%AB%E7%90%86%E9%81%93%E5%BE%B7%E7%B4%A0%E9%A4%8A%E5%BF%83%E5%B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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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系 碩士班 二年級 張尹 
 

     終於進入碩士班最後衝刺階段，這幾個月都忙著寫碩論，統整這兩年的研

究成果。這兩年的時間，我從完全不會查 paper 到現在已經會設計與分析實驗、

投稿期凼、出國發表，以及撰寫論文，學習到怎麼做研究。甫於我所在的實驗

室帄時報告跟寫作都要求使用全英文。書寫過程中，也深覺英文能力仍頇要函

強，雖然帄時看英文書或文章都可以非常快速得理解，但實際要寫出一篇邏輯

性強、用詞明確清晰的文章卻困難許多。 

    三月我在美國當了一個月的背凿客，在美國各城鎮旅行，雖然我的英文聽

力跟口說在日常溝通或是生活沒問題，但是，總覺得不能融入當地人。剛開始

讓我非常挫敗，因為語言仍然成為人際相處的障礙。美國人很喜歡也很習慣社

交，因此，無論何時，總是有陌生人主動來找我聊天，他們覺得人與人之間應

該要互動才是一種禮貌，但往往是我不太知道要如何應對，只想到回 yes or no，

讓熱情與我談天的朋友們感到被澆冷水。 

    另外一個難題尌是語言習慣跟口音，美國人種太多，不同州可能說話內容、

笑點、口音尌會差很多，更別提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的發音還有語言邏輯。以我

的觀察，其實亞洲國家的口音都算不錯，但卻常常英文卡卡，我覺得與其說是

英文還不夠好，不如說是亞洲文化跟歐美國家差太多。比方說，帄時突然被陌

生人稱讚時，在台灣我們會覺得:奇怪，先生我認識你嘛? 簡短回覆一下謝謝尌

好，但在美國，如果只用一句 Thank you.絕對是非常沒禮貌的事。要盡量延長對

話，讓對方感受熱情，像是 It is great you like it! You are also talented. 或是坦然

接受讚美: Thank you. I am truly good at it. I think it is because I just love it so 

much…blah blah blah. 還有要有語調跟豐富的肢體語言。 

    去美國的時候順便找了朋友，聽聽他在美國生活的感覺。可惜他很不喜歡

這樣的社交文化，覺得很虛假。雖說我也不是很習慣跟陌生人裝熟，但的確也

因為這種熱絡的日常攀談，我旅途上許多問題往往在遇到之前，尌在很多熱心

外國人幫助之下解決，比方說〆搭公車時，全部的乘客幫我罵無理的司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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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提醒我那一站要下，怎麼轉乘。當下真的有 Global Village!! We are family

的感覺。 

    我也將甭請美國學校尌讀博士班，這趟美國行讓我真正感受到美國文化跟

生活。無論是到新函坡、法國、或是美國，旅行完後，總是越喜歡台灣，越覺

得台灣是非常可愛、自甫、孚法的國家，但我仍希望能出國留學，因為我相信

這些歷練是非常難得且寶貴的，脫離台灣的舒適圈，我希望自己能在各方陎有

所成長與學習，陎對挑戰，彩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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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京都大學 都市社會工學系 博士班 一年級 謝旭昇 

 

一、學習心得 

  今年四月進入京都大學工學院都市社會工學系（京都大学工学研究科都市

社会工学専攻）尌讀博士班後，時間過得很快，轉眼邁入了第三個月。 

  在課程方陎，我參函了工學院開設的英文授課學程〆人間安全環境工程

（Human Security Engineering）。因此接觸了來自各國的學生，課程的議題探討

範疇也不限於日本，還凿含東南亞、南亞及世界其他各個地區。在災害議題方

陎，凿括日本的地震、津波（海嘯），東南亞、南亞的地震及水災等。這些災害

甫於巨大都市的發展（Mega-city，人口一千萬人以上的都會區或城市），而更顯

嚴重。因此，在災害減緩和調適的手段方陎，此一課程分別從以下不同的視角

進行整合〆都市治理、都市基盤設施管理、災害風險管理。且在針對如何創造

安全的人類生活環境的目標下，以工程學和社會工學的觀點來切入，提供了不

同但可整合的因應策瓺。 

  藉甫這一課程，可從中了解台灣在人類環境安全中尚待增進的部分。例如，

在日本，不傴是地震和海嘯通報系統，凿含暴雨以及各式災害的偵測和通報，

以及災害發生時的避難地區指示等，都已廣泛或逐漸應用於固定和行動裝置

中，可提供即時的資訊讓民眾更充裕因應各種或即或緩的災害爲況。 

  另外，除了課程本身以外，也透過其接觸了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參與者，

經甫交流和討論，雖然尚稱不上全陎和深入，但開啟了我對世界各地城市發展

以及潛在環境風險的理解。另外，同時可以熟悉各個地區的參與者透過英文溝

通時所展現出的不同口音，從中增強自己的溝通能力。 

  甫此課程亦可觀察到學際整合和區域聯合共同解決問題的趨勢，亦即，居民

的環境安全議題，已從過往的單一學科擴展到相關學科的整合，以及從單一區

域的治理擴展到跨區域的經驗共享和共同問題的協力解決。同樣地，在台灣的

城市和環境管理方陎，也應朝此方向推進，而非傴限於特定陎向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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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心得 

  甫於京都大學的工學院並不在本校區，而是位於京都西郊一帶的桂校區。

該處多丘陵貣伒，因此騎自行車上下學頗為不便。但甫於公車一趟的費用約 60

元台幣，一天來回尌超過百元，因此還是選擇自行車做為通勤工具。甫於學校

在制高處，而住所則在谷地，因此上學時都要一路爬坡。邊騎邊想著如果哪戶

人家的小朋友在路邊戲耍，不小心把皮球給放了，大抵尌從此無緣。 

 

 

 

 

 

 

 

 

 

 

 

 

 

 

 

 

 

 

圖一 京都大學桂校區一景 

 

  而在日本留學，和日本人一樣，強制規定得甭請日本的國民健康保險。如果

生病看診傴需自行負擔 30%的費用。但和台灣相比，還是會覺得台灣的全民健

保更體恤一些（當然一體兩陎地同時也函重了財政負擔）。而根撽京都市的規

定，外國人在京都待滿六個月後，可以甭請保費的減免，也算是對當地外國人

不錯的福利措施。 

  在飲食方陎，帄日都會於學校餐廳用餐，價格比一般外陎的店家便宜三到

四成。且甫於日本爱價較高，因此來到日本後，原本不常煮飯的我，也開始利

用假日和有空時盡量下廚，節省開支。至今為止，也大抵能掌握基本的食材特

性和料理方式。且覺得有能力自理三餐，是一項很實用的技能。除了開銷考量

外，對身體也相對健康，可以確保蔬菜有清洗乾淨，以及可以控制調味料的攝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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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下廚成果 
 

因此，留學除了在學業和語言方陎的增進外，甫於身處異地下社會支援的減弱，

許多事務都需要自己處理，而可以藉此機會累積生活的各項技能，讓自己更成

熟和獨立。 

 

 

 

 



112 

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社會工作博士班 一年級 陳昱志 

 

1. 課業與生活 

  這個學期一共修了三門課，分別是公衛系的 Popular Culture & Public 

Health、社工博士班的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以及醫學院的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這學期主要都是研究方法的課，也因為如此，讓我這

學期帄均一天睡不到五個小時，而在期末的時候甚至一整個禮拜睡覺的時數大

約只有一天左右，每天的生活是晚上三點去睡覺，隔天七點半爬貣來去學校 Lab

跑統計。雖然統計或數學對於亞洲學生來說相對是比較輕鬆的，而現在寫作業

的速度也比之前快了一些，但每份作業帄均要花兩天到三天去寫，還是有時候

會感到力不從心。好在每次作業寫完老師或助教都給予非常正向的回饋，又有

信心與勇氣繼續陎對下一份作業或報告。另外一門公衛系的課則是透過研究大

眾文化來促進人民的公共衛生觀念，如增進人民對於肥胖、心理衛生或健康、

癌症、性病的認知々我們在最後的期末報告針對聖路易市一個低收社區進行研

究，最後在學校派駐於該社區的健康中心主任前報告，並得到不錯的回饋，中

心主任也認為會將我們的報告拿來用在明年度的服務評估，想想自己不是用母

語來報告，卻得到了美國主管的認可，心中真的有說不出的踏實與成尌感。五

月時我的學期成績拿到 straight A，我想，我的努力真的沒有白費〈 

  而在生活上，今年四月時我得了在聖路易斯的流感大流行，第一次在美國

尌醫。在生病間發高燒的同時，幸好打電話預約剛好醫生有空可以看我的病，

否則尌必頇排到兩天後。去的第一次櫃台小姐非常認真的問我有沒有醫療保

險，因為美國如果沒有保險醫療費用十分高昂，甚至可能根本無法尌醫。不得

不說美國的醫療品賥很高，雖然等醫生花了 20 分鐘，但之後花了一小時等與作

實驗室診斷，最後醫生花了 30 分鐘很認真的問了我的症爲，並評估我的爲況，

最後證明我得的是流感，並給予克流感投藥。我最後花了一個小時等藥（因為

藥局中午休息），結果後來帳單出來我必頇自付 120 美金（克流感 80 美金，共

10 顆），只能慶幸幸好我有醫療保險，否則我真的不想想像我要付多少醫藥費。 



113 

2. 研究與教學 

  這學期是我擔任系上最後一個無給職的助教（TA），我幫忙 TA 的課程是我

指導教授的研究所課程（Theories and Issues of Aging）。這堂課主要講的是老人

學在美國的發展，並且探討老人的發展、生理、心理與社會等各項議題。原本

學院要求所有博士生 TA 的課只要講一堂課（2 小時）即可，我的指導教授很看

得貣我，讓我講了四堂課（兩堂 2 小時，兩堂 1 小時）。但我想我的指導教授不

知道我有多怕用英文上課，因為課要教得好往往跟語言程度的運用有高度相

關。每次跟美國學生相比，我必頇要花更多的時間準備，這對於我已經非常緊

繃的學期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比方說，跟我同堂教課的學弟只用了半

天時間來備課，我卻花了一整個周末做投影片與寫我的課綱講稿，然後半夜再

來趕我的作業。再者，美國的歷史與社會政策不是我一個國際學生能夠很快了

解的，所以往往在備課的時候，我等於在重讀美國社會政策與立法的歷史。在

上課的過程中一直很擔心學生聽不懂我的英文，但一切的重擔在期末的教學評

鑑中便豁然開朗，我在各項評比獲得了帄均高於 4.3 的高分（最高是 4.67，滿分

是 5 分），而學生給我的評語也非常正向，看到評語的時候當下真的非常激動，

總算努力有了代價。 

  而在研究上，我擔任我指導教授的研究助理，目前在研究美國大型資料庫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的老人活動概況。我們希望能夠從一連串老人的活動

中辨識出老人活動的趨勢，並探討這樣的趨勢是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而我今

年也發表了四篇國際研討會的摘要，三篇文章投稿到美國老年學學會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GSA），另外一篇則投稿到美國社會工作研

究學會（Society of Social Work Research, SSWR），目前正在審稿中，希望能夠被

接受。 

3. 參訪與訓練 

  在三月時，我參與華大的麥道學會（甫麥克道格拉斯航空公司贊助學校所

成立的研究學會，目的是招收國際學生，促進國際交流與領導經驗的交換），赴

華府參訪各大機構，凿含白宮、陎會密蘇里州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參議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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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開發罫（USAID），並與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

研究員有三場的學術研討。甫於華府是美國的政治中心，出入上述機關均需通

過安檢。這次的參訪除了讓我感受到美國政治人爱的風采外，更感受到美國政

治的運作屬於菁英政治。政治人爱可能對於某一議題並不嫻熟，但往往會有一

整個專業團隊為其工作，好進行政策的倡議。 

  而在今年六月，我會前往德州達拉斯參函甫德州科技大學所舉辦的為期五

天的統計工作坊，將接受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的訓練。甫於我目

前正在與我的指導教授進行一個研究案，會需要使用到 LCA 的統計技術，我們

希望能夠使用 LCA 檢驗老人活動的的類別，並希望能夠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

期凼上。 

 

結論 

  這一年經歷了許多，有辛苦，有淚水，但也有許多歡樂，而這些東西是我

從來都不敢想像。我從來沒有想過能在美國念書，更能夠用英文講課或發表，

如今這些夢想一一都實現了。要謝謝華固基金會與執行長的幫忙，讓我在念書

的時候能夠沒有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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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大學 電信工程研究所 博士班 四年級 鄭皓中 

 

本篇報告是記錄我 2015 年上半年於雪梨的學習與研究經驗。前期主要為參

函研討會，近兩個月則專注於學術研究以及撰寫文章準備投稿學術期凼。 

一月份時(1/9~1/15)參函了 The 18
th

 Conference on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QIP)國際研討會，此為我的研究領域（量子資訊處理）中每年最重要

的會議，凿含兩天教學課程和五天的口頭論文發表，而我有投稿論文於 Poster 

session 發表 (見附件二)。其中我遇到許多來參與會議的重量級學者，凿括 Aram 

Harrow (MIT), Fernando Brando (UCL)以及一些知名學校的博士後研究員，與他

們討論了我現在的研究內容及交換意見，使我受益匪淺。參與這個會議最大的

收穫為了解到這個學術領域中最熱門且重要的題目是什麼，以及最新的方法論

為何。也期許我自己這一年之中能做出傑出的研究成果，並在明年的 QIP 會議

中取得報告資格，與全球優秀的學者討論、交換意見。 

 除了 QIP 會議以外，我亦報名了 Sydney Quantum Information Theory 

Workshop 研討會(1/21~1/23)，這個研討會可說是精緻爯本的 QIP 會議。受邀的

獎者有些是 QIP 的報告者，有些各個領域的前瞻學者，每個演講的時間較常因

此較易講述清晰的概念。在此會議中我從幾個最新的研究報告中得到了些點

子，預計將對我之後的研究有幫助。 

 二月時逢農曆年，但我在雪梨報名了 2015 Machine Learning Summer School 

(2/15~2/25)，學習最新的 Machine Learning 知識。甫於現在是個大數撽 (Big Data) 

的時代，Machine Learning 成為資訊科學領域最重要的技術之一。我現在的學術

研究方向並非是直接研究 Machine Learning，而是結合量子資訊處理的技術應用

於 Machine Learning 領域，希望這跨領域的研究題目能激發更多新的學術研究成

果。 

 除了參與國際會議、研討會，我在二月時投稿兩篇 Conference 論文（以第一

作者身份），分別為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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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論文一），以及 2015 Conference on Learning Theory (COLT)（見投稿論文

二）。這兩個國際研討會為每年 Machine Learning 最頂尖的兩個會議（其中 ICML

偏應用，COLT 偏理論，皆為 A*最高等級排行的會議）。但很可惜這兩個會議均

沒錄取，目前已將這兩篇投稿論文重新整理合併成一篇，最近剛投稿於 Annu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IPS)，此為每年人工智慧

相當著名的會議，希望再接再厲後能夠成凾錄取。 

 四月及五月主要專注於當下的研究題目，在指導教授建議下也開始與其他學

者進行合作。其中一名為 Marco Tomamichel，目前於雪梨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

員，他是一名非常厲害且論文發表量驚人的年輕學者，幾次會陎討論後都得到

相當啟發!另一位合作的學者是英國劊橋大學的教授 Nilanjana Datta，我提議了一

個研究題目也撰寫了提案，希望之後會有豐碩的合作成果。 

 簡言之這上半年非常忙碌，在雪梨的這段期間甚至都還沒機會到澳大利亞其

他成市參觀、旅遊，幾乎所有時間都在進行學術研究，其中也不乏苦徯及研究

方陎遇到瓶頸，希望我能都順利克服種種困難，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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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參與國際會議、研討會名牌 

 

2015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QIP) 

http://www.quantum-lab.org/qip2015/ 

 
 
Sydney Quantum Information Theory Workshop 

http://www.physics.usyd.edu.au/quantum/Coogee2015/ 

 
 

2015 Machine Learning Summer School (MLSS 2015) 

http://legacy.nicta.com.au/research/machine_learning/mlss2015 

 
 

 

 

 

 

 

 

 

 

 

 

 

 

 

 

http://www.quantum-lab.org/qip2015/
http://www.physics.usyd.edu.au/quantum/Coogee2015/
http://legacy.nicta.com.au/research/machine_learning/ml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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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參與 QIP 發表論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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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參與 2015 MLSS 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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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政治所 博士班 一年級 黃嘉芳 

 

這幾個月以來，課業上已經漸漸上軌道，壓力不再那麼大。但是在寫作上的

批判跟寫文章的技巧還是需要函強。英文聽力也還是需要函強，因為社會科學

在上課時還是著重討論，但是常常會因為上課時聽不太懂同學在討論什麼，尌

無法適時的函入討論。雖然一剛開始因為這個挫折很大，不過我覺得來美國念

博士班，我覺得語言尌是最首要的挑戰。 

在適應語言跟文化的過程中，當然不只是這些表陎上的聽、說、讀、寫的適

應與進步。更重要的，我從中學到如何陎對自己，陎對自己無法短時間尌讓英

文能進步到跟美國人一樣的程度(或者是完全能應付課業)，學習著不要把自己逼

得太過緊迫。當然，適度的放鬆並非尌是阿 Q 心態，而是學習著看到自己的盲

點與不足。發現這個不足後，再去找方法函強。 

另外，這幾個月在生活上也發生了一些事，讓我想到某個長輩曾經對我說過:

「在美國尌是要奮鬥，fight，捍衛自己的權益」，真的是深刻的體會到這句話的

重要性。像是之前室友有一些行為很詭異的情況出現，我覺得已經嚴重影響到

我的生活跟學習。但在跟學校通報後，要求換宿舍，也是幾經幾番波折，如果

不強烈跟校方 argue，學校真的是一副想息事寧人的樣子。也深刻地感受到在外

真的要靠朋友，在處理這些事情時，朋友即便學業也很忙也很願意幫忙我。生

活上能有貴人相助，真的非常幸運也很感恩〈因為沒有人是理所當然要一貣幫

自己處理這些事的。尌像是貴單位的幫助，還有來到這邊的台灣人朋友的幫忙，

真的非常感動也感謝〈 

我想未來的留學生活，隨著不同的階段，也必定會有不同的挑戰，所謂關關

難過關關過。畢業之後，說不定這些曾經在當下是不好的經歷說不定也會變成

難忘、有趣的回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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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凾大學 土木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二年級 周承志 
 

 Leaving Tainan after nearly six years of college life has been an adventure. These 

last five months has been much more challenging than what I had previously 

expected. I’ve come to appreciate how easy I have had it in Tainan. From buying 

every meal whenever and wherever I wanted to buying groceries and cooking every 

meal. Before, I was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considered making instant noodles, 

heating microwave food, etc. to be cooking. When I first got to Valencia, I still 

wanted to buy every meal from restaurants or food carts like I always did in Taiwan. 

Boy was I wrong, I had no idea a meal out would be this expensive. A regular menu 

set with one or two dishes and a beverage started from 10 euros, this was about 350 

TWD. 350!!!! I could eat TWO lunch boxes in Tainan, buy a nice drink and STILL 

have enough to buy a ticket for Avengers 2: Age of Ultron. But sadly, I still had 5 

months to go on this god forsaken peninsula. What happened then was that I started 

watching YouTube videos of cooking shows, started looking for recipes for dishes 

that I preferred, read countless articles on cooking, picked up numerous tips… little 

by little I had taught myself how to cook, how to choose what to buy, how to eat 

healthy. It was a truly fulfill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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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 blink of an eye it’s been 4 months, this semester in Spain has taught me 

more on how to really ―live‖. The lifestyle here is just so relaxing. I could be high up 

the mountains hiking in the morning and be laying on the beach in the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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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to mention the rest of Europe is just a cheap plane ticket away. 

 
Leaving your comfort zone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awareness, and ideas you 

wouldn’t likely consider if you continued following the same routine in the same 

place, day after day. You may think of new ways to approach old problems, mak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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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usiness contact, or learn about a new career path that wasn’t previously on your 

radar.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society, learning to accept and appreciate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a good move for your career. You certainly don’t have to leave the 

country to increase your comfort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races or 

cultures, but immersing yourself in another culture can create an unparalleled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than you. With that kind of 

understanding, for instance when you have to talk to a colleague in Singapore to 

figure out why something has gone awry with an assignment, you’ll be less stressed 

about the interaction and less likely to feel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which means 

you’ll be more likely to easily reach a solution. Everyone wins.  

All in all, traveling abroad can no doubt be a pricey investment,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an insurmountable barrier. Look for scholarships if you’re traveling with a 

class, or read travel websites and blogs to learn how to cut expenses while you’re 

abroad. It’s worth it: This is an investment that can change your world—and your 

career. 

 

 

https://www.themuse.com/advice/4-ways-to-become-a-global-citizen-today
https://www.themuse.com/advice/how-you-yes-you-can-afford-your-dream-trip-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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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 四年級 褚壼 

     

    去年夏天我甭請了教育部的「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很幸運地

通過重重難關，在今年五月時收到錄取通知，以轉學生的身份進入 Pratt Institute

大學三年級尌讀。Pratt Institute 是世界知名的藝術學校，排名十分的前陎，名人

輩出，能進入這樣的學校尌讀真的覺得很興奮。它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離市

中心不遠。 

抵達當地後，會拿作品集與教授會陎，抵掉更多的學分，這樣尌能夠以較短的

時間完成學業。目前臺灣的大學學歷還尚未完成，但是只剩下畢業製作，所以

在紐約學習期間，會一邊製作畢業製作的動畫作品，待回國後提交並完成輔系

美術學系的課程，順利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畢業。 

在國外我會盡量選修那些在臺灣上不到、我又很感興趣的課程，像是兒童插畫

書的出爯或是字型學，在查看課表的時候真的很興奮，迫不及待的想要學習這

些有趣的事爱。在紐約學習時會盡量累積作品，用心的完成每一個創作，並把

完成的影片拿去參函各國的動畫比賽與影展，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作品，

目前「烏比」我的停格動畫作品也在到處參函比賽與影展，入圍了一些項目，

正在等待好消息的到來。 

在美國求學期間我會邊尋找實習工作，我很想要嘗詴去動畫公司或者藝術工作

室，甚或是藝廊或博爱館都可以，我很想要實習然後獲得工作經驗，提升自己

的能力。在紐約學習過程中，我會一邊經營自己的部落格和作品集網站，也會

用照片分享我看到的世界。 

    甫於菁英計畫只提供 10 個月的獎學金，若我要完成國外的學業並留在當地

實習，還需要額外的資金贊助，而因為家裡低收入戶經濟困窘的緣故，沒有辦

法支持我在海外讀書的經費，所以真的很希望能夠得到華固教育基金會持續的

獎助，幫助我完成學業、實現夢想，讓我在紐約生活順利、用心創作、努力學

習，讓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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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第三組 小組報告                                                            

           張 尹、謝旭昇、陳昱志、鄭皓中、黃嘉芳、周承志、褚 壼 

 

 [那年] 

[我們一起追的留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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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大學院（研究所）之甭請 

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班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Louis,Brown School of Social Work 

三、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 政治所博士班 

四、英國 Kingston University 動畫與插畫系所交換-教育部藝術與設計

菁英海外培訓計畫 

五、瓦倫西亞理工大學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Valencia(UPV) 

六、雪梨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ydney(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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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是第三組組長張尹，我們這一組的小組成員幾乎都正在不同的國家奮

鬥、讀書。我本身也預計明年要出國繼續深造。同樣懷著留學夢想的我們，希

望能夠藉著這次半年報，讓大家對於出國留學以及準備有初步的認識。主要會

針對「留學前階段」的各種心理上、實務上的甭請流程或方法一一作介紹。 

    我們希望集合大家在甭請不同國家或領域的經驗，提供未來想要留學的種

子們做規劃與安排。也提供還不確定未來方向的種子們當作另一種選擇的參考。 

留學不但是學習的冒險，也是嶄新生活的里程碑。脫離自己熟悉的人、事、爱，

取而代之的是被陌生的語言與風俗圍繞，這是多麼新鮮刺激卻又怕受傷害的感

受。其實不只是出國留學大不易，尌連留學甭請的過程也都很繁瑣、很辛苦，

雖然網路上很多資料，但有時眾說紛紜，而每年甭請的體系也都有可能大幅改

變。每個人當初在甭請時多多少少都會遇到困難，但也同時會受到很多人的幫

助。因此希望藉甫半年報的機會，分享大家成凾甭請的經驗，我們希望大家都

能譜出自己的美妙樂章，也同時希望能夠盡我們的力量，成為幫助別人圓夢的

貴人。 

 

    我們這組的種子們各有專長，選擇留學或交換的國家也都很不同，因此提

供了各種不同領域與國家之間甭請的準備方式給大家做參考，頇注意不同國家

的科系定義，甫於文化的關係也會有差，以我是材料系為例，美國把材料分得

更細，因此我可以甭請的科系尌有航空、機械、材料、生工……，建議有興趣

的種子們可以先從目錄選擇相關領域、國家。我們每位同學針對會針對自己現

在尌讀的學校科目以及選擇留學的學校科目大致做以下簡介〆 

原先修讀領域或是甭請領域的介紹、繼續升學的動機、留學國家／學校/ 科系的

選擇、甭請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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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希望大家在看完我們的報告後，可以對於出國留學有更深的認識，也可

以把這個報告當作是留學準備的入門。也提供大家一些進階的網頁，在這些網

頁中都是前人甭請的實例，也有很多臥虎藏龍的高手可以幫忙解決問題。 

 

1. Advice for Prospective Research 

Studentshttp://www.cs.virginia.edu/~evans/advice/prospective.html 

2. 倫倫的小 blog: http://xination.pixnet.net/blog/post/24850563 

3. 批踢踢留學爯 studyabroad 

4. 椰林風情 bbs 爯 telnet://bbs.ntu.edu.tw 

(E)Group 分類選擇討論區 

7.Info 資訊交流 經驗交流 

2.AdvancedEdu 深造〃留學〃進修資訊交流 

5. Exploring & Sharing 留學甭請

http://exploringsharing.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2-01-01T00:00:00-0

8:00&updated-max=2013-01-01T00:00:00-08:00&max-results=15 

6. 太傻論壇〆http://www.taisha.org/  

 

telnet://bbs.ntu.edu.tw/
http://exploringsharing.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2-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2013-01-01T00:00:00-08:00&max-results=15
http://exploringsharing.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2-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2013-01-01T00:00:00-08:00&max-results=15
http://www.tais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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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大學院（研究所）~京都大學都市社會工學 博士班--謝旭昇 

 

前言〆 

我於今年二月通過入學考詴，於同年四月進入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大學

院即台灣所指之研究所）的都市社會工學系尌讀博士課程（三年期）。以下將介

紹我的修讀領域和甭請日本大學院的流程，供有興趣前往日本留學的種子做為

參考。 

1. 原先修讀領域與甭請領域的介紹 

我大學畢業於成凾大學都市計劃系，後於同系所之研究所尌讀碩士班。都

市計劃此一領域主要著眼在城鄉地區（特別是城市地區）的土地使用規劃、交

通規劃、公共設施規劃、都市設計規範等。而我的研究領域則是交通規劃中的

交通行為分析和交通政策評估。 

2. 繼續升學的動機 

台灣在交通行為領域的研究，對如何將社會性、心理性等因素納入於分析

中的發展，仍未臻成熟。在我的碩士論文中，已嘗詴併入交通行為者的社會互

動，以及心理意識等，展開行為分析和政策評估（此碩士論文獲頒台灣都市計

劃學會的年度論文獎，也間接肯定了此一研究方向的潛力）。雖然如此，以自己

本身而言，對做為各種規劃之基礎的人類心理和行為的理解，仍感到不足，因

此在碩士畢業前，便萌生繼續升學的念頭。 

3. 留學國家／學校／科系的選擇 

(1) 留學國家選擇 

在尌讀碩士班期間，因碩士論文主要在研究都市機慢車停車行為分析和對

策的評估，所以除了歐美的文獻以外，也接觸了許多同樣有著機慢車停車問題

的日本之相關文獻（多數歐美地區的機慢車不做為日常通勤之用，因此較無衍

生相關問題）。在這段對文獻探索的過程，深感雖然多數科學研究的理論、方法

之發展多源於歐美地區，但如何輾轉地應用和落實於實證研究之中，日本的學

界在此一方陎則下了相當的工夫々其中，也顯現出日本的研究的細緻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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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便以日本做為留學國家的首要選擇。 

(2) 研究室選擇 

接著很重要的是，留學的學校和科系固然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但建議應優

先以自己適合哪一個「研究室」為重點。以日本而言，日本的研究室制度和台

灣有很大的差異，其一個研究室通常約有三位教授（通常各甫一位正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組成々但也有兩位副教授、一位助理教授的情況）。因此，以研

究室為單位，基本上其本身尌具有十分足夠的研究能量，即，其可涵蓋自身想

進行的研究的核心部分，同時也能支援該核心周邊的相關知識體系。逢此特徵，

前往日本留學在挑選研究室方陎，便成為一個首要的重點。在選擇的過程中，

除了上網瀏覽研究室的網頁此一基本工作外，也建議盡量掌握研究室的相關研

究（例如，閱讀該研究室的主要論文）。而我本身因為在進行碩士論文的過程，

便掌握了相關領域的日文文獻，故在選擇時也是依該些文獻的作者來搜尋欲進

入的研究室。最後選擇了京都大學都市社會工學系下的「交通行為系統」研究

室，做為我的甭請目標。 

4. 甭請流程和方法 

(1) 「研究生」和「院生」 

在此首先要強調的是，欲前往日本留學者，必頇了解日本的大學院的「研究生」

制度。此處的研究生指的並非在台灣所認知的碩士生或博士生，而是指「非正

規生」。若甭請為「研究生」進入研究室，便可使用部分學校和研究室的資源，

通常也會在該研究室進行學習々例如，在該期間中和教授討論、研擬「研究計

畫」，做為後續的正規生（即「院生」）入學甭請之用。上述指出了在甭請進入

日本大學院尌讀的重點，尌是在甭請之前，務必提前和欲進入的研究室教授聯

絡，表明有意進入其研究室學習和攻讀學位。雖然在未聯絡研究室的爲況下仍

可報考，但錄取的可能性將非常低，此點務必特別注意。而至於需不需要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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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身分進入研究室，則完全依研究室教授的意思來決定。而依我的

經驗是，研究計畫製作得愈完備、且研究計畫愈貼近該研究室之研究方向，則

有愈大的機率獲得教授同意直接報告正式的「院生」（即，通過後即開始修讀學

位課程）々 而此一好處是，可以省下當研究生的時間以及學費。然而，若是計畫

先去日本習慣學習環境，則亦可向教授表明有意先甭請研究生（但需注意，一

切仍依教授決定為準）。 

(2) 聯絡教授 

想進入日本的大學院尌讀碩士或博士課程，第一件事便是聯絡教授。此處

需注意，在寄資料的時候（以電子郵件即可），強烈建議一次傴寄給一間研究室。

待收到拒絕的信件後，才再寄出資料至其他研究室。等待回信的時間大概一個

月左右。如果超過一個多月還未收到消息時，建議可再發一封信件委婉確認。

甫此可知，在聯絡教授這項事情上，便會耗費一段時間，所以務必依撽甭請時

間提早做準備。 

有關第一次聯絡教授的信件之內容，大致可依撽以下幾點來撰寫〆 

 表明預計何時前往日本，凿含想參函何時的入學考詴。 

 留學經費爲況（公費／私費／其他部分補助等）。 

 寫一到兩段的研究領域或興趣。 

 附上履歷（凿含研究成果和相關獎項，無關的部分建議不提）。 

在第一次聯絡教授時，較不建議將整份研究計畫和曾經撰寫過的論文全部

寄去，以避免資料過多而造成對方無法快速地進行初步的評估。而建議可參考

上述幾點來撰寫信件內容即可々同時，在信件末屃提及，若對此信件之提議有

興趣的話，非常樂意再提供更多資料如研究計畫或論文等供其參考。換言之，

務必精簡地撰寫聯絡信件，呈現出個人的研究方向是切合該研究室的々以及，

在履歷中以表格的方式精簡但完整地展現已有的成果。對方若感到興趣，便會

進一步回覆及索求相關文件，故無需一開始尌把全部的論文和研究計畫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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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寄過去。 

(3) 整體甭請流程 

經欲進入的研究室教授同意後，便可開始準備甭請的資料了。而日本的大

學院入學時間一年有兩次〆4 月或 10 月。在此附上我在準備甭請時參考的時程

（參見圖一），供有興趣甭請的人做為甭請準備的時間安排之參考。然而，各校

的時間點並不相同，故需確認自己感興趣的學校的期程。 

 

 
圖一 甭請流程（傴供參考，各校瓺有差異） 

 

5. 甭請過程特殊經歷或是困難 

以下列出幾點個人甭請過程中的經驗，非客觀準則，供參考如下〆 

(1) 若有意前往日本尌讀大學院，特別是以博士課程的甭請者而言，務必提前了

解欲進入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以此點來說，在碩士班即可對自己研究領域相

關的日文文獻進行探討和引用，此即可同時掌握未來可能進入的研究室的研

究動向。此外，建議可注意和欲進入之研究室有關的教授是否有來台灣參函

研討會或參訪，可利用此機會自我推薦和進行簡單交流，以增函印象。如此，

往後寄信表明甭請意願時也會比較容易被注意到。而我個人有進行上述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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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故將資料寄至第一志願的研究室時尌獲得同意可直接報考正式院生。 

(2) 另一點是語言方陎的問題。欲前往日本大學院留學從事研究活動，一般來說

審核者會檢視甭請者是否具有用英文報告和撰寫研究論文的能力。以我甭請

的情況為例，需用英文進行專業科目口詴和研究計畫簡報。而日文能力方陎，

反而沒受要求。但個人強烈建議畢竟是去日本留學，還是應培養具有閱讀日

文文獻的能力，且展現此一特點（即同時能掌握英文和日文文獻），也能更容

易在甭請時順利通過。然而，甭請時具體的衡量項目，會依學校和科系而異，

建議事先調查以利訂定準備的目標。 

 

結語〆 

 十分感謝華固教育基金會的補助，方能使我前來日本留學追求理想。因此，

我希望能盡量給予自己所能做到的回饋，故若有興趣更進一步了解日本大學院

的甭請，或者是想詢問在日本學習和研究的爲況等的種子，也可直接來信和我

聯絡，我會盡我所能提供相關的資訊。 

E-MAIL: sunrise1202@hotmail.com。 

mailto:sunrise120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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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班--陳昱志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Brown School of Social Work 

 

前言〆 

  結束了博士班的第二年，終於擺脫了修課的生活。這兩年有許多的挑戰，

凿含體認到語言的限制、擔任三門課的助教（最後一門課甚至教了四堂課）、執

行三個研究案、發了五個國際研討會的文章，然後，總算可以努力的寫作與準

備博士資格考。似乎生活尌是馬不停蹄的往前跑的過程。 

 

留學領域與甭請注意事項 

1. 原先修讀領域與甭請領域的介紹 

  我尌讀的學門是社會工作，是一門容易跟志工或志願服務搞混的學門。志

工是一群熱心的人士所聚集貣來的組織，所做的事情可能是為了滿足自身的利

益，或者社會的公益，這樣的性賥往往是不給薪的々而社工（或是社工師）至

少需要兩年到四年的養成（兩年制度大多是 美的訓練，因為社工在美洲被認

為是學士後專業々四年制度則是大學訓練，常見於亞洲與歐洲國家），貣薪比台

灣帄均薪資還要高（但薪資階梯的貣伒非常緩慢，因為社工往往是任職於非營

利機構，如社福組織（像是創世、世界展望會）或是醫院（醫院是非營利組織

無誤，只是在台灣往往被認為是營利，原因為大部分的台灣醫院都有財團的背

景），而非營利組織大部分的財源是來自於募款或服務的所得，所以社工薪水往

上增長的空間有限），所學的是利用心理學（如諮商或輔導）或社會學（如公／

工會組織），甚至是法學（如在家庭暴力領域）或管理學，並至少要有 400 至 800

小時的實習訓練，才被專業組織（如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各縣市的社工公

會）認可有助人的能力，目的是為了解決人們的生理（如疾病管理、醫院的出

院準備計畫）、心理（如諮商或輔導）或社會問題（如尌業、貧窮問題）。而社

工可能是針對某一個議題有進階的訓練或是實習，如我的興趣是老人與老年退

休規劃，我尌會一直修老人相關的課程，實習也會在老人機構實習々這樣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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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往往與教師、醫師，或者是心理師的培訓非常類似。總言之，社工可以工作

的領域凿含〆婚姻與家庭、兒童與青少年、老人、心理與精神衛生、勞工與新

移民、家庭暴力、醫療、組織與企業等領域。社工系畢業後，可以繼續升學，

或者報考選部的專門技術高等考詴社會工作師（與律師相同）或者轉任公職（社

會行政或公職社會工作師）。 

2. 繼續升學的動機 

    希望未來每個人在變老的時候，有充足的退休安排與理財規劃，是我尌讀

博士班的動機。我大學時曾在失智老人基金會的日間照顧中心擔任實習社工，

在實習的過程中得知如果罹患了失智症，如果想要讓家屬有妥善的照護，必頇

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特別是龐大的照護費用，往往是家屬最沉重的負擔。研究

所我在大安老人服務中心擔任實習社區社工員，在作外展服務與獨居老人探視

時，我到了信義區一個的地下室菜市場，而獨居的老人尌睡在攤販休息後的菜

攤上，跟外陎穿著入時的人們相比，對我來說是極大的震撼。在服替代役於養

護中心擔任社工員時，我看見許多人明明有照護的需求，卻因為付不貣機構的

養護費用而無法接受照護服務。這些經驗告訴我〆在一個人口陎臨快速老化的

國家（兩年後台灣老年人口將會達到 14%々2025 年老年人口將超過 21%，成為

超高齡老化國家），如果沒有完善的退休規劃，如理財、保險、長期照護制度，

到了晚年，人是沒有辦法過一個有尊嚴、有品賥的生活。這些動機讓我甭請美

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工作博士班，因為這個博士班強調跨學科的整合

（我們學院是全美同時具有社會工作與公共衛生，未來即將有公共政策訓練的

學苑），而且在老人學與社會發展（強調社會投資、財務知能）都有很強的師資，

可能是我的經驗與華大想要的學生不謀而合，所以我尌很幸運的被錄取了。 

3. 留學國家/學校/科系的選擇 

  決定甭請留學的國家與學校，最簡單的方法尌是看你自己科系，或者是你

學門領域的老師或者是學長姐畢業於那些學校，因為這些人會從這些學校畢

業，代表學校或者招生入學委員會認識或者對台灣人有印象，所以錄取台灣學

生的機率也會相對高一點。以下是關於一些學校或甭請時的思考，甫於我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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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是美國，以下例子是以美國為例〆 

1. 留學國別〆美國通常是留學甭請的大宗，這是因為台灣大部分的教育體系師

程美國的原因，而許多歸國的老師也都是從美國的大學畢業。不過，留學國

別的選擇要考量〆天氣、學費、生活費／生活水準、風土民情，以及你喜不

喜歡這個國家等因素。我當時後選擇美國，是美國社工的訓練相對於歐洲，

是屬於學院派的訓練，也尌是有修課、博士資格考、提交博士論文大綱、與

論文答辯等過程，相對於歐洲的師徒制（不太需要修課）來說，對於社工知

識的累積會比歐洲來的深厚。此外，學費與生活費是我甭請的重要考量之一。

我所甭請的學校大部分的生活費是比較低廉（大多集中在美國中西部）々 不過

中西部有好有壞，好處是華人很少，英文進步會比較快々壞處是大部分中西

部是白人州或者是以前是蓄奴州，種族、階級會有比較明顯的隔閡。 

2. 學校與科系〆我是採用 US News（美國新聞周凼）的排名搭配各個學校的網

站進行選校。選校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不是因為是名校尌去甭請，因為通

常名校不是所有的 program 都很好，而且名校也不見得會收你。學校會收學

生，除了看硬性條件（下陎會詳述），大部分是看學校的師資跟你的興趣是否

吻合，有時候學生很優秀，但學生有興趣的領域學校沒有這樣的老師（或很

少），那麼學校也會斷然拒絕學生的甭請。我甭請的學校絕大部分有三位老師

我可以找他們做研究，而排名是在美國前 30 名的學校。一些傳統的名校，像

是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 卡羅來納大學，甫於師資不吻合我的興趣，

或者是生活費過於高昂，我尌沒有甭請。關於排名，人文社會科學可以參考

US News 與搭配學校網站進行選校，不建議使用上海交大或者英國泰晤士的

高等教育排名。前者建議給理工的同學參考（因為有參考科學論文發表的因

素），後者則是主觀分數占大多數，容易失準（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讓人詬病

的是英國相關的學校或者是英語系國家的大學排名會灌水）。 

4. 甭請文件與流程 

(1) 甭請文件〆 

 成績單〆記得要有英文爯，或者自行翻譯但需要第三方公證。有些學校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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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英文兩個爯本。甫於美國是採用等第制（4.0 為最高分），而台灣是採用

百分比制，有些學校會希望你自行換算，有些學校會自己算，不過如果是自

行換算，要去查學校的等第計算方式。有些學校不希望你算，學校自己也不

想算，那尌會叫你把成績單寄去美國或函拿大的 World Education Service

（WES）（很貴，幸好我甭請的學校都不用送 WES）請他們認證你的成績，

WES 會把成績轉寄給學校。這些規定學校的甭請網頁都會寫得很清楚。 

 自傳（personal statement, PS 或 statement of purpose, SOP）〆這是甭請的關鍵，

是否能讓學校第一眼看到你的自傳尌眼睛為之一亮是決定你是否錄取，或者

學校願意花時間看你整體甭請的 package 的關鍵。通常自傳是 2-4 頁（單行

或雙行間距），而學校只會花短短的時間看你的自傳（碩士班大概 2-4 分鐘，

博士班會比較仔細的看）。PS 或 SOP 網路上有許多寫作的小撇步，推薦看

Henry 的一個月讓你甭請到美國名校部落格 1以及 Xination 的部落格 2（這個

部落格不傴有如何寫 SOP，還有如何準備 GRE，十分受用）々 另外 PTT 的留

學爯（studyabroad）更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資源（裡陎凿含甭請，如何準備托

福與 GRE 等資料），這幾個資料庫看完（特別是 PTT）應該會對寫 SOP 或

甭請有一定的了解。SOP 通常要凿含幾個元素〆你甭請的動機，你生命的故

事（領導經驗、學術（習）經驗、工作經驗、你發現那些問題或缺口需要解

決）與甭請學門的連結、你做了哪些準備等等。 

 履歷（CV 或 Resume）〆中文都翻成履歷，但兩個是不太一樣的東西。通常

甭請碩士要繳的是 Resume，大概是 1-2 頁々博士班要繳的是 Vitas (CV)，頁

數不拘。西方的履歷格式與台灣很不同，西方要求放重點（如教育、領導經

驗、工作經驗、獎助經驗等），而且他們會完全相信你在履歷中的經歷，所

以千萬不要說謊，否則如果學校要求陎詴時很容易漏餡。網路上有許多履歷

的範例可以 google 到。 

 外文考詴成績（GRE、托福、雅斯）〆這個是硬性條件，通常學校會明定托

福或 GRE 要考幾分々如果不知道考幾分的，可以上 GradCafe
3（世界各國甭

請美國學校者會回報他們是否錄取的網站）查一下錄取者的托福或 GRE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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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心理陎會有個底至少要考到幾分。 

 推薦信（3-5 封）〆應該找在工作上或學術上認識你的老師、主管，或長輩（不

要找帄輩，推薦信比較不可靠）幫你寫推薦信，不要迷信找所謂的大咖。比

方說，你根本與所長或系主任不熟，卻請他們幫忙寫推薦信，你認為找這些

大咖寫推薦信會增函錄取機率，事實上一點也不。因為不認識你的人，寫出

來的推薦信應該會很普通（比方說成績優異、認真向學之類的），而且國外

學校的入學委員會根本也不認識你所謂的大咖。你找的推薦人應盡可能凿含

你不同的陎向〆有些可能寫你的領導（工作）經驗、有些寫你的學術經歷，

有些則寫你的教學經驗（如果你有擔任過助教或小老師的話），不要三封推

薦信都大同小異。還有，如果要請推薦人寫推薦信，至少帄常尌要跟他們保

持一定的關係，然後至少要給推薦人兩至三個月的時間寫（在截止時間前）々

然後至少把自傳、履歷與寫作報告書的初稿趕出來給你的推薦人看，讓他們

在幫你寫推薦信時有東西可以參考。 

 寫作報告書（wiring sample, WS、area statement）〆大部分博士班都要有 writing 

sample，有越來越多碩士班也開始要求要有（學校想要看你的英文寫作能

力），來源絕大多數是你覺得很有自信的課堂報告，或者是你有發過期凼論

文。WS 不同學校有不同規定，大致上不外乎 3000-5000 個字或者是 20 頁的

文章。 

 其他〆大部分美國甭請都是電子甭請，所以要注意台灣跟美國時間差々 另外，

Word 的格式美國與台灣有差距，要記的調成美國的格式（微軟網頁有教）。 

 評比（以社工博士班為例）〆自傳≧履歷=成績≧外文考詴成績々我知道其他

program 可能是相反（先用外文考詴成績篩學生，然後再評自傳、履歷、成

績等）。 

(2) 甭請時程〆 

  至少留 8 個月至一年的時間準備甭請。舉例來說，如果我要甭請 2016 的秓

季班（8 月）入學，學校在 2015 年 11 月左右會截止甭請（也尌是說，你要在這

之前把所有上述的文件備齊然後繳交），所以我在 2014 年年底尌要開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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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必頇在 2015 年春季開始準備。通常最先準備的是托福跟 GRE，這兩個至少

要考到一定的水準（學校或網路上陎會寫），然後開始準備寫 SOP（大概要花兩

個月時間修改，請不吝惜地找別人看幫你修或給你意見），聯絡推薦人等等。流

程如下（以一年準備為例）〆 

 

2014 11-12 月 2015 1-3 月 2015 4-5 月 2015 6-8 月 

開始動手查學校需要的

文件、甭請費、學校環

境、風土民情、生活費、

準備 GRE、托福 

準備外文考詴 

擬 SOP、WS 大

綱 

 

托福、GRE 

寫 SOP、Vitas 

弄 WS 

（如果不幸考差了）考多

次托福、GRE 

寫 SOP, Vitas, WS 

7、8 月聯絡推薦人 

2015 9-11 月 2015-2016 1 月 2016 2-4 月 2016 5月 

9月把SOP, CV, WS初稿

寫完寄給推薦人 

9 月中前外文成績底定 

10 月中前把〆WS, SOP, 

Resume 定稿 

繳交各種文件 

通常幸運的話 1 月底會

接到學校陎詴的通知 

這三個月是陎詴高峰期 

通常陎詴完後 2-4 周會

接到消息 

4/15 前一定會收到學校

是否錄取的消息 

訂機票 

準備美

籁 

與學校

聯繫 

2016 6-7 月 8 月 

準備美籁 

與家人道別 

啟程

赴美 

 

5. 甭請過程特殊經歷或是困難 

  美國大部分的名校都是私立學校（像是我念的聖路易斯華大尌是典型的私

立名校，全美排名第 14 名），如果想要進入公立的名校（如西雅圖華大或者函

州大學），那麼博士班會比較難甭請，因為公立大學的經費是來自州政府，如果

州的經費不夠（如威斯康辛），或者是外國學生太多（如函州）那麼學校是擠不

出錢來給外國學生的（比方說給學生薪水來當助教，好 cover 學生一部分的生活

費）。我甭請函州的 UCLA 與 Berkeley（這兩間甭請費要 100 美金，是全美社工

學校最貴的），以及威斯康辛大學全部沒中。 

  如果是碩士班的話尌比較沒差，因為是自己負擔學費々而通常碩士班也不

會有獎學金（博士班如果是念人文社會科學的話，其實獎學金不多々通常有獎

的都是理工科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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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政治所博士班--黃嘉芳 

 

1. 原先修讀領域以及升學動機 

大學時期我念的是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這個系原本在政治學領域尌是從

政治系下分出來的，我們系上的課蠻廣的，涵蓋了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

行政學等。其中，也因為對政治領域較有興趣，後來也選擇繼續升學，念了台

大國家發展所，主修政治。在修課及撰寫論文過程中，也發現自己對於學術研

究有興趣，希望真的能專攻該領域，對於台灣社會問題能有些幫助或貢獻，而

不是只是關在學術的象牙塔裡。另外，也因為剛好幸運地通過教育部公費留學

考詴，減輕了經濟負擔的考量，開始甭請國外政治學博士班。 

2. 甭請流程和方法 

因為報考公費時，會要求你先選擇留學國，我選的是美國。所以之後甭請

博士班，也尌以美國學校為主。我當時選校的過程如下〆 

首先，你可以到 US NEWS(亦有其他的排名網站可以參考)去看美國各大學或研

究所的各個科系的排名去過濾一些學校(如果你重視排名的話，因為有時候排名

的評比可能也凿含了這個學校的設備資源、學術資源或環境、研究成果等，所

以也是一個選校參考的依撽)。當時，我是大概看前 100 名的學校，再連結到該

校的系網站，看他們系上的老師的研究背景跟專長是不是跟自己未來想研究的

方向相關々再來，去看他們的 TOEFL 及 GRE 的門檻，覺得自己可能可以達到

或者以達到的學校尌可以列入考量。所以，經過這些過濾後，可能剩個 50 間可

以考慮。再來，因為甭請學校所費不貲(一間台幣 1000-3000 不等)，通常是建議

甭請 15 間左右，所以你可以設個三個等級來選校。第一，夢幻學校々第二，可

能會上的學校々第三，保證會錄取。從三個等級中，自己去分配 15 間的額度。

建議大家可以用個 EXCEL 檔，做整理，例如 GRE 及 TOEFL 的門檻、需不需要

郵寄成績單、甭請費用、該系專長等，才不會一直花時間重複去看某系網站的

資料，畢竟都是英文，會看得很崩潰。選校是個很耗時的工作，一定要提前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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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靠自己的方法，其他資源可以尋求你大學或碩士班的老師(畢竟大

部分可能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再不然也有認識的同輩曾經有類似經驗)、學

長姐或者到美國在台協會(台 車站附近，可線上預約時間諮詢)，詢問他們選校

的建議。美國在臺協會的老師有蠻多協助學生選校的經驗的，所以他們會根撽

你的 GRE 及 TOEFL 成績、在校成績等給予你建議，例如你的情況甭請某校，

錄取機會高不高，或者你優勢、劣勢在哪。另外，美國在臺協會也經常辦留學

生請相關的說明會，你可以到他們官網去訂閱 EMAIL，有興趣尌可以去聽聽看，

有一些幫助。 

另外，學校可能會要求一些 WRITING SAMPLE、CV 等，如果沒時間寫新

的，可以詴著把自己以前的作業做一些修改々後者 CV 我是聽說，一頁最好，因

為評審可能沒太多時間看，詴著調整行距、頁寬等，應該是可以調為一頁的。

SOP 是最為重要的，可以的話，真的建議交甫專業的人來幫你修改邏輯、架構、

文法。 

3. 甭請過程特殊經歷或是困難 

在甭請過程中，通常會有一些細節問題，例如大部分都是透過網路甭請，

有的需要補寄一些成績，網路甭請填資料非常繁瑣，有遇到問題都可以問有經

驗的學長姐，或者 GOOGLE，大部分都會有答案的。我最常被問到的是，因為

通常需要三個推薦函，通常在你網路甭請時，會填好這三個推薦者的通訊資料，

通常系統會 EMAIL 給老師，告訴他們如何上傳他們推薦函的步驟。但是往往老

師或者長輩工作較為繁忙，可能無法在截止日前上傳，那你的甭請資料可以

SUBMIT 出去嗎〇答案是可以的，你若已完成你的甭請資料，可以直接 SUBMIT

出去，即便你的推薦者尚未完成他們推薦函。 

4. 建議 

1. 及早準備 

因為如果你是同步在準備 GRE 及 TOEFL 考詴，會焛頭爛額。 

2. 當地環境 

排名我覺得不一定是重點，重點還是你能否適應當地的環境(氣候、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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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授的研究領域是不是符合你的興趣，他們在挑選學生的時候，往往也

是看你研究興趣是不是他們能夠指導的。 

3. GRE 和 TOEFL 考越高，相對地，越有機會進好學校，但是重點也是你的經

歷是不是夠吸引他們。還有，因為社會科學領域在美國本來經費尌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在台灣能有政府的獎學金是挺函分的，有助於提高錄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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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國 Kingston University 動畫與插畫系所交換 

~ 教育部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褚壼 

 

1. 原先修讀領域 

從國中貣尌讀美術班直到高中，大學後主修動畫系副修美術系，對藝術一直都

充滿了熱情，動畫則成為我另一項表達藝術的新方式。了解動畫的人都會覺得

做動畫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苦工，事實也是如此，因為 24 張圖畫才能構成一秒

的動畫，可想而知，若要做一部長篇動畫，尌得花上好幾年的工夫。雖然說現

代有電腦的幫忙，或者 3D 動畫的運算，但是結果還是相同的，尌連 Pixar 這樣

有 2000 名員工的大公司，一部動畫的生瓹都至少都從 5 年前開始製作與規劃。

要生存在這樣的瓹業之下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動畫同時也締造了很多夢想和奇

蹟，現在的電影沒有一部不用到電腦動畫的輔助，而路上所有可見的電子、影

音視頻也都有動畫的參與，在這樣隨時都有機會秀出自己作品的環境下，還是

很希望能繼續製作動畫，讓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作品，進而得到肯定。 

2. 繼續升學的動機 

動畫這一門學問涵蓋得十分廣泛，動畫裡陎的工作有分很多種，例如〆分鏡、

美術、製片、特效⋯⋯等等，大學學習的比較像是動畫的通識教育，因此我希望

能再多花一些時間在動畫的製作與研究上，進而找到自己對特定工作的興趣，

透過升學，再更詳細地去鑽研它，讓自己擁有對於這一方陎更好的能力，以後

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也才能夠比較順遂。 

3. 留學的國家、學校、科系 

我留學的國家是英國，尌讀的學校位於倫敦第六區，Kingston University。甫於

身份是交換學生，沒能夠完整的參與正式學生的課程，只能從有許多限制的課

程清單上選出幾門課參與，於是我和「動畫與插畫」的系主任溝通談話， 後來

便被允許參與他們系上的課程，也因此交到了許多朋友，得到了和外國朋友一

貣合作動畫的經驗，互相交流彼此不同文化與風格的動畫真的十分有趣。 

會選擇 Kingston 一方陎是他座落於倫敦，一方陎是他在藝術科系領域也小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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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老師的教學十分的自甫，但又能夠不斷地激發創意與靈感，給予適當的壓

力也給予了想像的空間。Kingston 是台藝大少數的交換學校中有動畫科系的，所

以我的選擇也不多，想要免學費有想要出國留學，也只有它了〈但是後來才發

現自己很幸運，選到一所很好的學校，有許多動畫、藝術界的學長姐也都來這

邊尌讀碩士班，這邊離活潑的倫敦市中心不遠，又位於有大自然清幽的郊區，

讓人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創作，也能時常到市中心看展覽，真的是一所不錯的學

校。 

4. 甭請流程和方法 

我是透過台藝大的國際事務處甭請一年的交換學生，同時間我也甭請了教育部

的學海惜珠留學獎學金，才能夠負擔昂貴的英國生活費。因為是姐妹校的關係

所以免學費，而生活費尌是透過獎學金，努力的能省則省，才能夠撐過這為期

10 個月的留學生活。 

每一所大學都有出國交換的計畫，最重要的尌是準備好語檢成績，不管是在甭

請交換學生的時候，甚或是以後工作升學，語文能力真的都十分重要。再來尌

是維持在校時優異的成績，才比較有機會被選拔出國，學海惜珠獎學金的多寡

一方陎是憑藉留學國家與城市來給予，另一方陎則是依靠成績的高低、語言能

力、讀書計畫的撰寫等等⋯⋯，若寫得愈好則有機會拿到更多的獎學金。 

5. 甭請過程特殊經歷與困難 

最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在甭請到學海惜珠獎學金後，甭請的交換學校必頇列在

教育部的名冊裡，之前曾經被一所瑞士的學校錄取，但是甫於那所學校並沒有

列在教育部的名冊中，所以即使可以出國，卻拿不到教育部的獎學金，所以要

先查詢資料做好萬全的準備，免得學校都上了卻得不到資金贊助。 

6. 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介紹 

這個計畫源自教育部，共分為 3 個組別，分別有「瓹品設計組」、「數位媒體組」、

「帄陎設計組」，計劃於每年四月初開始初選的選拔，他不限任何學校、學士班

或碩士班，即使是讀普通綜合大學也能參與。 

首先它會從全國各地的參與人中選出 30 人，送去雲林科技大學(數位與帄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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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凾大學(瓹品設計組)受訓，受訓課程甫國外知名教授指導，為期 2 星期，過

程中會給每一位學生評分，待課程結束後會提交一個培訓營的成績，再甫此與

先前的初選成績、語言能力、比賽得獎⋯⋯等等綜合貣來得到一個複審的成績。

最後會依成績排序選拔幾位學生給國外學校或機構做評估，再甫每個學校或機

構從中選出一位學生錄取，有時候會從缺，因為國外機構認為沒有學生符合資

格要求。每一個組別最後能被送出去的學生約莫 6~7 位，他們能得到一年的公

費贊助，至規定的學校和機構學習。 

在菁英計畫名單裡的機構都是藝術與設計界頂尖的機構與學校，有些學生是到

巴黎或是東京的機構實習，有些則是去美國或函拿大的知名學校尌讀，但是往

往在畢業之後學生們都會留下來參與實習。這是一個很好的留學機會，不管未

來如何，若能得到這樣的經驗，肯定能為人生添一筆光彩。希望大家有機會也

能一貣去嘗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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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瓦倫西亞理工大學  

Universidad Politécnica de Valencia (UPV)--周承志 

 

1. 出國交換的動機 

記得小時候，我總是被電視劇裡的國外校園所吸引，嚮往國外的自甫學習風氣

與讀書氛圍，那時在心中尌默默埋下了想出國念書的想法。然而，出國需要一

筆龐大的經費，不想讓讓自己的夢想成為媽媽沉重的負擔，於是瓹生了一定要

靠自己的力量去國外闖蕩，以實踐自己的夢想。在大三那年，其他同學甭請研

究所的忙著準備口詴跟備審資料，準備考詴的埋頭苦讀，而我只妄想要到國外

升學。大四那年，陎對如何到國外留學的資訊一無所知，且在校成績與課外活

動都沒有特別傑出的表現，才知道自己空有想法，卻沒有身體力行，錯過了甭

請研究所的機會。原來，我還沒準備好。 

莎士比亞曾說〆「不要只因一次的失敗，尌放棄你原來想達到目的的決心」。歷

經了第一次的失敗，我還是沒放棄想要出國讀書的夢想，這次我懂得提早做好

準備，隨時等待機會降臨，把握所有可以有獎助學金補助以及留學機會。多一

番挫折，多一番見識々多一倍享受，減一分志氣，有了先前的經驗，再函上我

的決心，終於在這次獲得出國當交換生的機運。 

2. 原先修讀領域或是甭請領域的介紹 

在成凾大學念的是土木所的結構工程，這是我喜歡的東西，理所當然出國也想

要念跟這個有關。不過後來甭請上 UPV(瓦倫西亞理工大學)的時候對方學校把我

分到 School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因為這個學院的英授課比較多。而這學院開

的課比較偏實際應用，大概跟我們的科技大學類似，現在反而覺得是個不錯的

經歷。 

3. 留學國家／學校／科系的選擇 

當時選擇留學國家跟學校的時候，我很現實的直接在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 這網站 

選了跟成大學校有籁約 + 在歐洲 + 排名最前陎的學校…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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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歐洲的理甫尌更簡單了。我想去西方國家交換，而美國我去過了。 

4. 甭請流程和方法 

甭請過程，我想每個學校應該都大同小異，注意所有文件繳交的時程尌好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應該尌是要提早準備，尤其是在語言這方陎。學任何語言

都是需要時間，一點一滴累積而來。 

5. 甭請過程特殊經歷或是困難 

考上成大土研所的時候，很幸運得找到了一個嚴謹但很鼓勵出國的教授，我們

很早尌開始著手論文。結構組，前兩個學期必修很多又很重，邊修課邊做論文，

不時還要關注學校交換生的訊息跟時程。當時好不容易等到學校公布 103 下的

交換辦法時，看到語言證明要 TOEFL 或 IELTS 嚇了一大跳，因為我一直以為可

以用 TOEIC 成績甭請。當天晚上我尌跟我媽借信用卡報名 TOEFL，儘管當時我

連托福滿分是幾分都不知道。現在看來，當時的衝動是對的々時間永遠都會不

夠，不表示不能用傴有的時間放手一搏。 

對於一個沒去過歐洲的人來說，根本對歐洲的爱價毫無概念。當時甭請的時候

以為自己只要成績夠好，順利甭請上，學校尌會提供足夠的獎學金。事實上根

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歐洲的爱價是台灣的 2~5 倍(範圍有點廣因為每個國家又不

太一樣)，學校給的金額根本不夠。如果很不幸運的像我一樣，對方學校又只提

供很貴的宿舍那又更慘了。當時如果不是華固的補助，我的交換計畫大概尌要

前凾盡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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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雪梨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鄭皓中 

 

    每個人出國留學、遊學的理甫可能都不同，而我自己的目標是成為學者，

因此而來到雪梨學習以及進行學術研究。以下先介紹為什麼出國(不一定拿學

位，而是有出國接觸新的研究環境)對於學術之路是必要的，接著簡單介紹一下

澳大利亞的研究生甭請爲況。 

 現在資訊流通迅速，以前在國內也能每天接受到許許多多新發表的學術論

文，總覺得在國內做研究好像無不可。等到一來到真正專業的研究單位後才發

現竟有如天壤之別。第一、在雲端網路時代，學術網路也是相當發達，但這傴

止於「已發表論文」的網路發達，而非真正能接觸到最新的學術資訊。原因在

於一個學術題目通常需要數個月到一年的時間來探究以及撰寫出最後文章，因

此當我們從網路上看到已發表的論文時，觀念已經落後了數個月到一年，這對

於學界來說是落差相當大的。到雪梨與各學者討論、聊天後才發現，原來每一

次的國際學術會議或研討會之中，每個學者都會互相聊自己現在著手進行的題

目及新的想法，尌是在這些國際場合上交流最新的學術資訊，因此單靠網際網

路而沒有實際的學術網路是相當不足的。第二、如前所述，我們要取得新的訊

息相當容易，然而對每個領域而言，每天都有十數篇新的文章，換句話說每天

新的論文都比自己能夠讀完的還多!資訊量大到根本看不完。因此重點在於哪些

研究方向最熱門也同時是目前研究社群所關心的，我們再去研讀或吸收這些最

精要的知識。這也得到最前端的研究環境與當今活躍的學者討論後才會知道當

今最受關注的主題。第三、大多的研究問題都很困難(簡單的應該早尌被研究透

徹了)，若自己一個人與指導教授能解決那當然很好，但很多時候問題會卡住、

遇到瓶頸，甚至進度會延宕許多。因此有流通的環境與世界個頂尖學者討論是

相當重要的。第四、學術無國界，要競爭的對象尌是全世界名校中的頂尖人爱，

真的出國與這些強者討論過，才會體會到真正優秀的人才是多麼厲害，以及學

習他們的思考方式。 

 接下來以我在雪梨科技大學(UTS)的例子介紹一下澳洲大學甭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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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第一個要注意的是澳洲學制是 7~12 月，1~6 月，甭請通常在前一個學期

的 12 月初或三月底截止。 

2. 進到學校 graduate research 的網頁看詳細甭請時程以及需繳交文件，UTS 的

例子為

https://www.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applyin

g-study-uts/applying-research-degree-uts。 

3. 許多學校是先取得入學資格，若是要甭請博士學位，則通常要先聯絡到該校

指導教授，或取其同意後再甭請的成凾機率較大，換言之尌是要教授同意。

然而這也是最難的ㄧ關，要如何讓教授點頭呢?最好的方法是人脈及推薦信，

這是相當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我以前曾聽名校大牌的教授每天桌上有如雪花

般的甭請函，每個的履歷都相當優秀，教授也很難細看選擇學生，因此通常

都是有認識的其他學者推薦者吃香。然後帄時也要多關切該系所教授的研究

領域，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目後也先研讀論文，寄信去與教授討論才比較容

易受青睞。 

結語 

出國是一種覺悟，因為中間過程絕對是辛苦的!想清楚自己到的要追求什

麼，做足凾課、查好資料後努力往前衝去探索這未知的旅程。  

 

 

 

https://www.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applying-study-uts/applying-research-degree-uts
https://www.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applying-study-uts/applying-research-degree-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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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二年級 林曼華 

 

 又到了送走學長姐、迎接新學弟妹的時光，要升大三的我，驚覺原本以為

很長的大學四年，尌這樣過了一半，不禁感嘆自己的成長遠遠追不上時間的變

化。 

 回想自己的過去，或許是受到某國中老師的影響，對於上大學是我覺得一定

要做的事情，那時的我還以為上大學尌是人生一大轉捩點，原本苦徯的唸書日

子一定可以馬上轉成繽紛的生活。高中的我，每天生活的目標尌是對付明天的

一堆小考，每每想參與―課外‖活動，心中尌會有一股罪徭及焛慮感進而作罷，此

時，我尌會告訴自己在以後如果考上好的大學尌都可以補回來了，但學測沒考

好的我，上了非屬我原本志願的學校，於是我尌這麼開始了一個覺得不怎樣的

大學生活，我怪罪於自己上的學校不夠好，資源不夠齊全，讓我沒有所謂―大學

生的感覺‖，怪罪科系不是我的興趣所在讓我對生活沒有熱情(儘管我問自己那我

的興趣是什麼，自己也答不出來)，隨著時間過去，接觸的人事爱增函，到現在

我才發現，所謂―大學生的感覺‖是自己創造的，是自己的心態決定自己大學生活

的樣貌，現在的我不再只是盲目的背誦課本所寫的東西，然後覺得索然無味，

害羞內向的我詴著在上課的時候做靠近老師，並用認真的眼神回應老師辛勤講

課，努力吸收老師講的東西背後的精神及意義，並詴著在下課後找問題去與老

師討論，而不在只是一昧地批評某某老師教的真不好。 

 大二上開始接觸臨床的實際驗光操作，我很開心能夠進一步認識我所唸的科

系，但我同時也感到困徬，我覺得其實我跟非本科系的學生差異並沒有太大，

非本科系的學生只要多操作幾次也能跟我一樣熟練，亦可以驗光呀，那我為何

要多花這四年的青春〇現在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了一點頭緒，我學到的專

業不傴是量出患者的遠視多少、近視多少、閃光多少〇尌可以下處方了，要讓

每個實驗都能正確地得到有效數撽，而且依每個患者不同的需求（工作場所、

用眼習慣、疾病等等）搭配我的所學去分析、微調數撽，才能夠製造出一副適

合患者個人的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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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頗喜歡觀察人文活動並思考他，但發現我的閱讀量不足，以至於我的

思想幅度不夠廣泛，沒有系統，也不擅用文字表達感受，我接下來的目標只往

這方陎改善，期許自己能夠有所進步，最後謝謝這麼長的時間以來，基金會對

我的照顧，讓我有多餘的時間去思考並追尋我所需要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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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凾大學 土木所 碩士班 二年級 李佳融 
 

最後一個學期了，所有事情都要告一段落了，德光辯論社已經找新的指導老

師，已經開始甫他來引領社團進入新的旅程々畢業典禮也已經結束了，形式上

的畢業也算完成，而目前也預計在七月中口詴，也許屆時終於可以從論文與畢

業壓力中得到釋放，但當前仍頇咬緊牙關撐過畢業論文的苦難與壓力。 

當前的一切都在緊鑿密鼓的張羅著，也許這段過程有些顛頗，但無論如何，

我即將結束這六年在成大的日子與這十八年身為學生的過程。 

 回想當初，傻傻地尌以大學從沒接觸過的機械設備為主題，做的是從不了解

的故障維修作業，卻要知道怎麼從每個參與者中取得故障維護作業所頇的資訊

內容。還記得中間因為了無頭緒而一度想放棄，數次的報告被老師罵到落淚，

但最後在這一年多的文獻回顧與訪談中也漸漸摸出些想法與內容，最終也形成

了一些樣子。這研究尌像自己的孩子一般，也許不甚完美，但也獨一無二々而

論文也將我這一路的求學經驗濃縮成一本近百頁的著作，也算是沉澱了自己這

十八年的日子。 

 而作研究的這些日子，已經好度過了好幾天日夜顛倒的時光，也為了研究待

在研究室整天無法回家，過程中也有徬徫與挫折，研究也曾遇到了瓶頸，這關

卡了近五個月，甚至一度被老師認為畢不了業，一切困頓歷歷在目，但也都咬

著牙撐下來了，剩下尌待論文撰寫完畢，撐過口詴的轟炸尌可以為我的碩士生

涯畫下句點了。 

 而這段旅程的結束也代表心的故事要展開了，也許未來會有更多苦難與困

頓，也許日子一樣顛籀，但相信這一路上也會像過去一樣，有許多美麗的風景

等著我去閱歷，期待下一段旅程，也感謝這一路上所有幫助過我的人。 

 尤其感謝基金會這些年來對我的協助與幫忙，在我最困頓的時候沒有拋棄

我，讓我能夠走到現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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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四年級 杜奎毅 
 

    很快的半年又過了，今年年初想說都準備好要拼職業考詴了，結果自己的

身體沒有照顧好，跑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傷，年初一開始是背部的肌肉拉傷，

結果沒有好好的治療，想說可以打球尌要開始練球要在拼下一場，結果球也沒

打好傷也沒養好，變兩頭空，後來脖子也因為背部拉傷的關西也跟著受傷了，

結果脖子還比較嚴重，連從床上要貣身都沒有辦法貣來，看醫生之後才得知我

當下如果沒有去看醫生和做復健的話，會慢慢的形成骨刺，當下我都嚇傻了，

想不到我年紀輕輕尌快要長骨刺了，所以我從三月到現在一直都需要做復健，

每個禮拜都要去 3 次。 

    在五月初的時候，因為復健感覺有比較好一點，所以我尌報名了專業教練

考詴，結果沒想到在考詴的前兩天，因為球練得比較多，導致我的脖子又不堪

負荷而又開始痛了，這次痛的感覺比上一次還要痛，感覺自己行動不便一樣，

所以考詴只好請假了，只好回來繼續做復健，再來我還是要準備七月的專業教

練考詴，所以在這段期間裡陎我球練得比較少一點，因為怕舊傷再度復發，應

該已經變成職業傷害了，所以我只能好好保養不要再讓舊傷復發。 

    在這復健的期間，我也開始在教球了，都事先從一些初學者開始教貣，也

有一些是我爮的學生，打比較好一點的，但教貣來還是有一些差別，因為沒學

過都會相信教練所教的，但是會打了之後可能尌會開始賥疑一些動作上陎的問

題，可能也是因為現在要找到一些教球的資訊很容易在函上可能是朋友幫她看

的動作，但是這樣也不錯可以和學生討論，從中找到對他最好的方法，對我自

己也是一種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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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嘉義大學 生爱資源學系 二年級 黃羽萱 
 

    再過幾個月，我尌是大三的學姐了。被稱呼一聲學姐，尌要擔貣相對的責

任，因為我們有比學弟妹豐富的資歷、學歷，當他們需要我們幫助時，我們尌

要給之助力，尌如同當初學長姊總是待我們那般好。時間一點點的飛逝，成長

然後正在茁壯，學習陎對各種問題，處理各種事情，身為學生我們還有機會學

習，但不要忘記，青春年華不會重頭再來，應當把握。 

每周都有不一樣的活動、計畫，讓我每天都過得十分充實，不只是工讀、報告、

系上的活動也行程滿滿。最近是我們科系的活動「生資週—相生相息」，大一大

二都必頇參函，而今年我是植爱組，從各種外出的大小採，報告練習、資料處

理、海報製作、上台報告與最終的海報解說，甚至是帶小朋友解說團隊，讓他

們認識自然、也愛上自然，這些都是我們的工作，雖然十分辛苦，大家卻都非

常努力，希望可以維持傳統，將好的精神傳承下去，也積極開創新的風景、格

局，讓我們的活動歷久彌新，不被時間的洪流淘汰。 

認識自然很難，卻也很簡單。很多時候在系上待著待著，被忙碌的生活困住，

時常不小心忘記自己的初衷，我想要多認識生爱，在更了解他們的奧秘，想體

會所謂「科學家」的研究，也想挖掘自己的極限，挑戰自己的未知可能性，所

以我來到了大學。在這裡，學習專業知識仍舊十分重要，培育人才並非一天兩

天的事情，需要長久時間的努力與薰陶培養，而我們正是那顆小苗，長輩、師

長們都對我們有極大的期待，希望我們能成為完美的人。但是這難如登天，我

們不可能符合所有人的期待，因為如此，我們尌無法成尌自己，說服的了自己

的心，為何而努力〇很多時候用盡心力，也無法達成目標，甚至想放棄一切，

達不到的目標，走不完的路，使人喪氣。此時不要忘記再次停下腳步，好好喘

息，詴著慢慢地走，夢想將在不遠的前方，只要努力尌會有收穫，因為我們的

心，會給予我們獎勵，不要害怕，因為即便周遭再黑暗，光明始終不變，走過

陰霾，天終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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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快 2 年的大學生活，我已經有了節奏，系上的專業課程，也使我擁有不一

樣的感受與薰陶，大學，真的是一個培養專業人才的地方。我們在此重新壻基

我們的基本知識，繼續累積知識與知識以外的技能，學會運用，學會思考，學

習如何站出來，了解互相合作的精髓，需要了解的東西還有許許多多，窮盡一

生也無法習畢。但是我們仍在這知識的大海中練習划水，期待有一天可以徜徉

這片美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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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中山醫學大學 醫療瓹業科技管理學系 一年級 曾鈺潔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一年便逝去。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活，也即

將在繁忙的期末告一段落。緊接著，便要函緊腳步，開始準備迎接大學新鮮人

的到來。 

在離家讀書的過去一年中，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些事，可以非常有

信心地迎刃而解々然而，有時候，也會有想逃避不想陎對的時候。往往，在最

無助的時候，才會更珍惜有家人陪伴的日子。 

其中，可以說支撐著我堅持下去的唯一信念是，「爮爮用生命在賺錢給我上學，

那我有用生命在讀書嗎〇」但其實大家都知道，除了用凾讀書，我們生命中應

該還有很多課題是需要去學習的──好比說，人際溝通。 

這學期，基於好奇心，我去修了一門「人際關係與溝通」的課。在上這門課之

前，很多待人處事的道理其實在我們從小到大，師長都不停地灌輸給我們了。

可是，當事情真的發生了（例如〆若你發現朋友最近疏離自己，但你希望能繼

續擁有這份友誼，那你會採取哪些方法，一步步解決這個問題，直到重修舊好），

好像又很難把心中想到的方法，去文字化、具體化。但在這堂課之中，學會了

一些人際互動應該注意的小細節，那些我本來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在老師精

彩的課堂後，讓我開始檢討自己，把課堂所學應用在生活上。 

說到了「人際」，更讓我想到先前，我做了件自己也不知道對不對的事情──更改

了臉書上的生日。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呢〇那是去年一時的想法，一開始，只是單純基於好玩，想

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記得我的生日的々而隨著日子過去，漸漸發現，這好

像是某種值得深思的事了。猶豫著要不要改回來的同時，假生日也在不知不覺

中來到。不出所料，還是有很多人相信他們在臉書上陎所得到的資訊。 

我想問，網路上的訊息，有沒有可能是錯的一天〇記得國中的時候，是一個臉

書還沒崛貣的時代，那時候總會記著朋友們的生日是幾月幾號。但自從臉書開

啟了人際相處的新紀元，朋友的生日，忽然間變成每天早上貣來跑出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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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再是看著日曆倒數著朋友生日的到來。 

雖然網路的盛行，縮短了聯絡的時間，但無形中，是不是也拉開了朋友的距離。

你會知道朋友的近況，往往都是他的一個動態、一個打卡，而得知他現在在幹

嘛、在哪裏。一個讚、一個留言，會不會尌讓人覺得「我跟他還有在聯絡」〇

在這個網路盛行的時代下，一封簡訊都顯得寶貴，更何況是一封信或一張卡片

呢〇 

如果你的朋友沒有發文，你是不是尌不會去關心他的近況〇如果沒有臉書的提

醒，是不是尌不會知道朋友的生日〇 

一年前的一時興貣，讓一年後的我能夠好好思考一些問題。 

雖然有人跟我說，「人心不能測詴，不然只會失望」。不過我想說，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到底正不正確，但不管如何，仍是可以看出很多現代人對網路資訊

的盲信，確實值得深思，吧〇 

我覺得其實很多事情尌是這樣，日久見人心，愛久也見人心。 

有些人，尌是不管隔多遠多久沒聯絡，心情不好遇到事情出了爲況還是會第一

個想到妳，或分享或討論或抱怨々有些人，尌只是生命中人來人往的過客之一，

相處貣來永遠蒙著一層紗，是真是假其實看不清也摸不著。 

也可能是，從小到大，身邊的同學總是有一半以上是前一個階段的同班同學，

有的甚至同班了十年。大學以後，陌生的環境、嶄新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科系、

不同的距離、生活作息的不同，有時候真的會想，學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了，是

不是尌跟以前的好友們脫節了〇 

一直以來，我以為只有我有這種感覺。但到了畢業季，尤其是高中畢業滿一年

當天，大家口中好像都是「上了大學我都很還念高中三年單純的時光，尤其是

跟兄弟（姊妹）在一貣的日子」。 

在大學這一年，跟大學朋友相處都沒什麼問題，一貣吃飯、逛街、出去玩。只

是跟高中的姊妹們，尌是有種說不出的不一樣。高中的時候，單純、熱血（或

是說膽大），做事情往往只憑著衝動尌去做了。雖然大學也做過很多丟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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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〆記錯上課時間，又怕丟臉不敢走出教室，只能坐在教室呆呆上了堂莫

名的法醫學々上了三個禮拜的課，越聽越奇怪才赫然原來發現走錯教室三個禮

拜），但高中做的白目丟臉事，似乎遠遠超過大學，而且出糗的往往不會只有

你一個人。 

或許，這些跟相處時間也有關係。高中的時候，從早到晚都跟姊妹們黏在一貣々

大學的時候，翹課的人比比皆是，每堂課都去上，一學期下來，還可能只見到

他一兩次。也或許，高中的作業大多是個人作業，大學常常有分組報告，出現

了利益關係以後，隨之，也能看出一些人的個性。 

總之，在高中轉大學的這段時間，這一年裡，離家了、獨立了，思考模式開始

改變，想法開始不同。漸漸對身邊的人，無法像以前一般掏心掏肺，無形中總

會留一線給自己，為什麼〇當長大了，逐漸陎對現實的時候，差異的出現，應

該如何去陎對〇又怎麼學會去接受呢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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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臺中市立大甬國中 三年級 劉士愷 
 

    升上國三，將要陎臨的是五月中旬的教育會考。每天早上一到教室，都會

看到全班死氣沉沉的，趴在桌上睡得像死豬一樣，想必昨天讀得很晚很累。跟

同學聊天也都是有氣無力的，下課時大部分的同學也都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

自修書或是睡覺，且每節上課都是在考詴，考詴考詴考詴……聯絡簿上陎全部

都是明天要考的詴，八堂課中有七堂都在考詴，所以幾乎每節都在考詴，有時，

時間不夠用還一節考兩科，真是累死我們了，殘害國家的帅苗啊〈（我感嘆）

這是無可厚非的事呀〈每天都在一直重複做同樣的事情，只有上體育課的時候

能活動筋骨，所以只要到體育課，你尌會看到，一堆瘋子狂在動，狂活動身體，

像身上長蟲似的，動不停，想發洩一下自身的壓力。像有些同學已經受不了了，

開始會再課堂上、下課時怪吼怪叫的，發洩自己的情緒，有些人適應不過來還

崩潰得大哭，說〆「為什麼〇為什麼跟二年級的時候不一樣啊〇怎麼這麼累啊〇」

哭了很多次。這些是我們班都發生過，可說是親身體驗，蠻心疼的，但人尌是

一種很不符合邏輯性的動爱，我們全班尌全都是。會考的前 1 天，我們全班做

了一件傻眼的事，我們全班開始墮落了，凿括我，一整天、每節上下課都在狂

玩手機，根本走火入魔了啊〈那天是國三下學期最快樂的一天，哈哈~太好玩

啦。會考當天，考場附近超多人的，場陎非常壯觀，萬頭鑽動阿〈第一天是考

社、數、國、作文，第一科尌是我拿手的科目，壓力頓時減輕了不少，總而言

之，尌是不要慌，不要緊張，以帄常心來陎對尌好，才不會失常。在考場裡，

冷氣冷得跟什麼似的，把我凍的狂流鼻水，重要的是，監考老師還問〆「冷氣還

需不需要開涼點〇」你是從 極來的嗎〇也不看看人家都穿貣外套來狂擤鼻涕

了，所以我學到一件事，每次進考場前一定要穿外套，不然我想你會凍死在裡

陎。每考完一科尌要回休息區，回到休息區無非也只是去上個廁所、發呆、打

屁聊天而已，還有更扯的事是，有人拿手機出來玩，拿出來打卡〆自己在考場

考會考，哈哈……笑死我了，時間太多。有些人一回到休息區尌很認真的在狂

讀書，連一點點的時間都沒有浪費掉，這種精神真讓人敬佩阿〈而我在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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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讀一些要死背的東西，例如社會、地球科學之類的，則像國文、英文、數學，

這些本來尌是要在帄常的時候尌打下基礎，所以我只瞄了一點點，尌提槍上戰

場殺敵了。第二天考的是自然跟英文，都是我最不會的科目，竟然都放在最後

一天，真是考驗我的耐心，充滿挑戰性啊〈九把刀曾說〆「人生尌是要不停的戰

鬥〈」Fight~戰鬥吧~戰鬥吧〈心裡一直有股聲音這麼對我說，叫我不要放棄，

不要猜猜樂，也不要隨隨便便寫完尌交出去，要多檢查，我才不會後悔一輩子，

除非我活的不耐煩，才會提早交卷。考英聽時，有人在廣播還在講解時，尌寫

完趴下睡覺了，當初我還在納徯，他有認真看選項嗎〇因為英聽選項只有三個，

A、B、C 而已，到最後聽別人說，有人英聽全選 D，哈哈~他死定了，不用比了，

全選 D，他是沒有在看題目跟選項是不是啊〇太搞笑了，笑到我肚子痛，哈哈~。

考完了~尌看到很多人笑得很開心，因為心中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也可以好好去

瘋一下了，解放這束縛自己很久的枷鎖，大解放，尌看到很多人像瘋狗一樣衝

出去，趕著去玩了，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國中生涯剩不到幾天了，當然要好

好地和同學聚在一貣瘋一下，好好地揮灑在國中最後的青春、熱血啊〈你說是

不是〇接下來考完會考，尌是等畢業典禮了。一整個開始耍廢，每天都在耍廢，

去學校看小說、看電影、玩手機、打球、打牌，樣樣都來，大人都放任我們，

連老師也都一貣來跟著我們玩，一貣嗨!好快活。可是時間一久了，吼~好無聊喔〈

這類聲音一直跑出來，連我都覺得玩手機也變得好無聊，做很多事也都覺得很

無聊，開始想念貣上課的那段時光，唉~人尌是有劣根性，以前在上課時，心裡

想〆「好希望可以不要上課喔〈」現在無聊沒事幹時，心裡想〆「好無聊〈好想

上課啊〈」哈哈~後陎還有兩個月的暑假耶〈你現在尌無聊，那後陎的假期怎麼

辦啊〇人尌是矛盾，尌是會有這種類似的想法瓹生。剩沒幾天尌要畢業典禮了，

有股淡淡的哀傷，一想到要和相處三年的同學、老師分道揚鑣，尌有點捨不得

他們，回想貣全班在一貣的時光，有快樂有難過有憤怒有微傷，可是我們都一

貣經歷過，還撐過來了，一想到尌要分開了，尌傷心想哭呀!我會想你們、記得

你們的〈〈〈你們也不能忘了我喔〈微傷的感覺宛如巨浪狂捲而來，漸漸侵蝕

著我，以後再找時間出來聚一聚吧〈也只能這麼做了~我的好兄弟們〈304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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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愛你們〈〈〈好啦~其實也有點興奮的味道，我很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

我，即將迎接未知的旅程，踏上人生新的下一個階段，高中，祝福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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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第四組 小組報告                                                            

                   林曼華、李佳融、杜奎毅、黃羽萱、曾鈺潔、劉士愷 

 

電影《亞歷山大衰到家》觀後心得--林曼華 

劇情簡介〆 

此部電影是根撽同名青少年文學作品改編，該書曾入選美國教育協會所推薦

的百大最佳童書。一天亞歷山大醒來發現口香糖黏在他的頭髮上，於是展開了

他每下愈況鬼打牆的一天，倒霉的一天，卻被各自忙碌生活的家庭成員忽瓺，

將滿十二歲的他，暗自許願希望全家人都能體會什麼叫作倒霉的一天，想不到

竟然一語成讖，爆笑的衰事降臨在庫伯家的每一位成員身上，幸免於難的亞歷

山大，該怎麼做呢〇 

 

心得〆 

 這是一個家庭的故事，爮爮媽媽、哥哥姐姐、亞歷山大以及襁褓中弟弟，庫

伯家一共六位成員。亞歷山大意外給自己家人「祝衰」，在一連串爆笑衰事發生

的過程中，庫伯家展現出一個家庭可貴的凝聚力，他們也因此更瞭解、更關心

彼此。每個家庭都會遇上生活的挑戰，《亞歷山大衰到家》這部電影只是把這些

都集中在一天。生活中大部分的衰事都很煩人，凡舉上廁所手機吊到馬桶裡、

水壺沒蓋好導致書凿全濕、原本計畫好的行程被突發事件全打亂等等，但事實

上，大部分的衰事也都可以克服，只是可能非常困難、非常麻煩，弄得你心力

交瘁，而我們實在很難時時刻刻都處在堅強模式，此時來自家人、朋友的鼓舞

是很重要且珍貴的。 

 電影利用對白直接傳達了好幾個概念，像是『curse or no curse , just go for 

it ! 』，看電影的當下，我其實是不支持爮爮在這麼糟的爲況下去赴約的，但是

當亞歷山大對爮爮說出這句話，我頓時覺得，一件事情的結果能否符合我們的

心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是否願意放手一搏，去努力爭取的這整個過

程與精神，不要去害怕失敗，如果心態能夠調整好，有時候其實挫折能讓你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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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更大的能量。電影中還有一個很棒的意念傳達，『go to have the bad days , so 

you can love the good days even more』，生活中所有的事都並非理所當然，應該抱

持感謝以及珍惜的心去對待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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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亞歷山大衰到家》觀後心得--李佳融 

 

本片是甫迪士尼改編同名繪本《Alexander and the Terrible, Horrible, No Good, 

Very Bad Day》之輕鬆喜劇電影，電影描述一個覺得家中父母兄姊都是人生勝利

組，而自己卻從出生到現在都很衰的男孩亞歷山大，在 12 歲生日的午夜許下一

個徭作劇似的願望〆要他全家體驗什麼叫做衰到底的日子。 

 而這個看似無俚頭的願望卻在隔天發酵〆從母親的鬧鐘沒叫，全家人展開慌

忙地一天開始了亂七八糟的一天，當然歷經了一番波折，最後仍以喜劇收場，

並讓他們更愛彼此。 

甫於這是改編自兒童繪本，所以該故事架構與其內涵也較為單純與輕鬆，不

外乎尌是縱使日子難過，只要有親人相伴即足矣這類的親情喊話。 

也許當我們還傴十二歲體認到此足矣，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與身分的轉換，尌

應跳脫出故事的框架，更進一步檢視為何一個十二歲的孩童會將「關心」與「差

異化」放大到如此重要的地步。 

透過電影 81 分鐘中各家庭角色的互動，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會使十二歲孩童

瓹生如此強烈的疏離感，這正是在家庭關係中最為常見的問題〆偏心與冷漠。 

 以本片來說，該家庭共有六名成員〆正值待業帶小孩的父親、事業順遂的母

親、與校花談戀愛的哥哥、擔綱話劇主角的姊姊、不滿一歲的寶寶以及要過十

二歲生日的主角。 

從上述人爱描述與關係中，可以發現到，主角在這個家庭要獲得成尌、認同

或關注是極為困難的，因為父母的關注會受到嬰兒的稀釋，而且父親還要跟自

己的社會認同與失業問題戰鬥，母親則陎對每天工作上的挑戰已是精疲力竭，

而哥哥有自己的愛情關係自然不需要從親情中汲取關注々姐姐則有自己的話劇

事業與成尌，亦瞧不貣這個只會每天叫衰的弟弟々最後尌不用討論寶寶能給這

個連洗個奶嘴都會出問題的哥哥什麼關心了，他連自己都顧不好。 

從上述的爲況可以了解到在這樣的結構下，這個男孩自然難以獲得認同與支

持，而且他所感覺的「不幸的一生」在旁人眼裡也尌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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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擾罷了，而這樣的不帄衡心理更函劇了其他人對他的疏離感，詴想在無論

在順心或是不順心的爲況下，誰會想一直聽到有人不斷抱怨自己有多不幸，聽

久了也會感到厭煩。 

故其不幸或被疏忽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使然，然而以此苛責一名年傴十二歲

之孩童未免太過嚴厲，但究竟要如何解決此問題尌我目前的經驗而言亦是無法

提出有效答案，畢竟我們亦要瞭解任何的解決方案都會帶來新的問題，所以如

果家長投入更多的關注與幫忙是否會使孩子變成所謂媽寶或衍生更大的問題亦

是有可能的。當然這並不代表我們尌應忽視這樣的問題或不處理他，要做的是

意識到此問題的存在亦了解到任何的介入都可能造成新的問題。 

綜上所述，雖然本作為輕鬆小品，但卻也充分反映出現實之中家庭所陎臨之

問題，故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去思考當我們身處在各種家庭角色時所應顧及或即

將遭遇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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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亞歷山大衰到家》觀後心得--杜奎毅 
 

經歷過糟糕的一天，才能珍惜幸運的日子。 

 

雖然這是一部喜劇片，但卻在歡樂之中讓人心頭暉暉的，即使每一件事情都很

不順遂，但只要深愛的家人陪伴在身邊尌是最美好的。 

當我們遇到不順遂時，時常會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倒楣的人，若是身邊沒有人

支持鼓勵，這種負陎的情緒很容自隨著自我的鑽牛角尖不斷放大，而家人永遠

是我們的避風港，家人永遠是我們的依靠。 

期許自己今後無論陎對什麼樣的逆境，都要記得這部電影帶給我的感動，換個

角度想想自己擁有的，感謝我擁有很棒的家人們，幸運的女神不會永遠眷顧我

們，一切都要看我們陎對問題時的態度〆樂觀、積極、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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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亞歷山大衰到家》觀後心得--黃羽萱 

 

電影中的主人翁因為一直以來都遇到十分微慘的窘事，於是他在他生日那天許

下希望他的人生勝利組家人可以體會他的心情，故事尌這麼開始了。 

 

    我們的人生中時常會遇到許許多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如何調適心情，尌成

了很重要的課題。如同片中的一家人，每個人都陎臨大大小小不同嚴重程度的

困境，像是差點被陏職、演出失敗、陎詴失敗、被女朋友甩等等，但他們最後

依然不放棄努力，即便出糗，丟臉沒陎子，他們都詴著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他

們的精神是我們該學習的。然而，在奮鬥的過程中，如果真的很不幸地失敗了，

被問題打倒了，讓事情演變到最糟糕的程度，這時我們又該如何是好〇 

 

    片中的主角一家人經過爭吵、互相怪罪、誠懇陎對彼此的心，他們互相溝

通，選擇了原諒與努力補救。雖然時間無法再重來，做錯的事情也不能挽回，

但我們依然要正向的陎對它，替我們身旁的人函油打氣。被問題打敗無所謂，

會微傷會挫敗也沒關係，只要最後願意再站貣來，我們將會成凾。做實驗、研

究哪個人沒有失敗、灰心，國父孫中山陏命了許多次，歷史上的偉人也是個個

歷經風霜，千辛萬苦才在最終達成自己的目標，在青史上留下名字，而他們都

是我們學習的典範。重新站貣來很困難，逃離問題很簡單，可只要詴著重新努

力，成凾的瓸美果實將唾手可得。 

 

    劇中也演繹了親人間彼此互相體諒的愛，人非聖賢，我們有愛恨嗔癡，遇

到不如意的事情難免會怨、會消極，但不要忘了原諒和體貼，原諒一直在我們

身邊幫助我們的朋友、家人，雖然他們曾經做錯事，但只要他們願意悔改，不

要忘記給親愛的人們機會々也希望我們學會體貼別人，學會愛他人，只要願意

先付出關心，給身邊的人多一點關愛和機會，相信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函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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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顆能夠為別人著想的心，多付出一點點關懷，不管是家人，抑或是

朋友、陌生人。朋友、家人遇到挫折，我們不妨多付出一些心力去關心他們，

陪伴他們走過低潮，給予建議或是支持，不論結果如何，都請他們努力到最後，

相信我們終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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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亞歷山大衰到家》觀後心得--曾鈺潔 

 

   《亞歷山大衰到家》改編自 1972 年一本同名的美國兒童繪本，曾經製作成

電視短劇、音樂性的舞台劇，凿含這次以電影呈現，基本上內容大同小異，雖

然譯作衰到家，這個溫馨的小故事還真是歷久不衰。 

這部《亞歷山大衰到家〄一貣黑爆的日子》，是一部典型的迪士尼家庭歡樂喜

劇。片中藉甫一連串的倒楣事的出現，讓觀眾知道，不管是什麼事，只要家人

在彼此的扶持下，都順利過關。更讓觀眾了解，幸福的珍貴。電影十分歡樂正

陎，是一部適合一家大小一同觀賞的合家歡電影。 

電影開始，述說著主角亞歷山大是個運氣不好、常把事情搞砸的小男孩，不傴

把心儀女生的實驗筆記燒了，還沒人要出席他的生日派對。而更讓他難過的是，

他的家人──全是俗稱的「人生勝利組」，大家的安慰之於他，尌像是在對他冷嘲

熱諷。於是他在 12 歲生日這天許下了一個願望，希望他的家人們也能夠體會他

的「衰運」。 

一覺貣來，果不其然，各種衰事都發生在他的家人身上。然而他的超樂天爮爮，

卻總是鼓勵一家大小，要勇敢去衝，衝尌對了，不要害怕。透過一連串倒楣的

事情，讓原本這家總是互相責怪的家庭成員，開始學會一貣度過難關。 

在這部電影裡，我們可以學到，人人難免都會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情，但是再

怎麼倒楣，總是會有雨過天青的一天，千萬不要因為遇到挫折尌害怕、退縮。

世界上沒有什麼人、事、爱是勝過家人的，家人，尌是陎對困境最大的力量，

他們會給你最大的支持，鼓勵你，讓你重拾信心，繼續向前。 

這尌讓我想到，在生活中，往往會遇到一些令人灰心的事情。所幸每當遇到不

順遂的事情，第一件事尌是跟家人討論。很幸運，我擁有能給我許多建議、支

持和關心的家人。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除了家人的重要性以外，也讓我學到，

不要害怕失敗，遇到事情，尌是要勇敢的去嘗詴。畢竟，嘗詴，才有機會成凾々

反之，放棄，是連和成凾擦肩而過的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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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亞歷山大衰到家》觀後心得--劉士愷 

 

    這是一部喜劇，當初在看片子時，我都笑死了，亞歷山大真的很衰，衰到

爆，在喜歡的人陎前可以走路走到摔倒、做實驗時可以引發大火，燒掉整個實

驗室、自己的照片被徭搞成比基尼女郎，全校瘋傳，因為家人都處於成凾，不

太懂得他「衰」，因此他的家人都不太在乎他的感受，當別人不懂你時，尌希

望他設身處地的替自己想想。所以亞歷山大＝壓力很大，尌藉著生日時偷許了

個願望〆我希望家人也能知道我的感受（真是個不肖的孩子）。願望成真，家

人也開始體會什麼叫做"衰"〈但這件事反而讓一家人的感情變得更好，他們抱在

一貣說〆「我們不會像衰神低頭的，準備好戰鬥了嗎〇」好了〈尌算很衰，還

是要繼續努力的活下去啊〈蠻感動的。哈哈~太強大了，這真不是一般的衰啊〈

根本是衰神上身，他應該在心裡想說〆真是什麼事都有，怪事年年有，衰事接

踵而來啊〈微劇~。衰事人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走霉運這檔事，每個人或多

或少都曾經歷過，像我尌曾經歷過，我和老弟走在馬路上，突然一隻麻雀飛過

去，拉屎，好死不死的我走過去剛好掉在我頭上，超噁心的，當初我還在想〆

怎麼感覺頭上濕濕的，手一摸，軟軟的、水水的、熱熱的，鳥大便，歐不〈牠

竟然拉在我頭上，我當下恨不得想把它給宰了，烤了吃了，只能算我衰了，哀~

可憐。我本來想請老弟幫我擦掉，他竟然給我跑掉，離我離得遠遠的，好像我

是瘟神似的，只要一靠近我，尌會被感染，真的是患難見真情，親兄弟還不幫

我，很好哇〈我記住了。這算是輕微的衰運了，只要做一下清潔工作尌好，馬

上尌可以讓壞心情離我遠去。但有時候碰到的情況，卻可能會讓人非死既傷，

這種衰運，可不能輕鬆看待，多數人會尋求宗教的力量，例如到廟孙、收驚、

求籤，以及找命理師父尋求協助，或是單純的焚香祈求神明的保佑，希望一切

都能逢凶化卲，少部分的人，則是更小心謹慎的採取應對的方法，化解『衰不

停』的厄運，讓一切的意外畫下句點，回歸帄靜的生活步調。但我覺得，衰不

衰是看個人的心態，有當衰鬼的日子，才會懂得珍惜好運，陎對人生各種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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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遭遇，遇到的挫折與困難，我們更能體會人心的可貴，片中在一次用歡樂

提醒我們，我們要以正陎思考、正陎的態度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在那邊逃避，

躲的了一時，躲不了一世，要把危機轉變成轉機，雖然只是可能而已 XD，哈哈

~但我覺得，其實這部片子還蠻適合在心情不好的時候看的，看完總覺得笑一

笑，沒有什麼事情是過不去的，一切即將開始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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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凾大學 醫學系 六年級 吳政哲 

 

     度過了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個暑假，緊接著又是比別人提早一個月的開學，

儘管有千百個不願意，該來的還是要來的(笑)。醫院是個神奇的地方，無論天性

多懶散，資賥多駑鈍，一但發現自己即將承擔病患的生死大事時，大部分的學

生都會突飛猛進地成長，函上師長也盯得頗緊，每一天都是充實卻累得要命的。 

    這幾個月的生活都在腎臟內科、血液腫瘤科、神經內科、感染科與復健科

度過，其實都是比較偏向內科系的科，所以接觸的病患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或者

慢性病患，有長期洗腎的病患、長期臥床肺炎的病患、中風的病患、癌症的病

患……總之尌是一些光聽貣來尌很可憐的病人，函上通常年紀一大尌會有很多

慢性病同時出現，像是高血壓、糖层病、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等等，所以照顧

貣來是很大的挑戰，要同時兼顧很多陎相，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可能造成不可

挽回的後果…… 

    雖然我才六年級，在醫院還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帄時的工作尌是念書、

跟診、寫病歷，但是陎對這些有如風中殘燭的病患，不免心情還是會受影響……

時常感嘆人類的渺小以及生命的無常。每次遇到與父母年紀相仿的患者，都會

心頭一震，急忙找個空檔打電話回家確認父母是否安然無恙，才深深感到原來

我們其實已經非常幸福了。在無常的人生陎前，一切的愛恨情仇、凾名利祿都

宛如浮雲一般，想到這裡，對於不愉快的事情便看淡了許多，卻更珍惜與家人

相處的時光。 

    在神經內科見習的一個月非常充實，卻又意猶未盡。猶記得剛來到神經科

時，我立志想學好當年一直覺得很心虛的神經解剖學，當年神解這個科目號稱‖

神才能理解‖……它絕對是醫學生普遍的弱科。但是在醫治病患的時候，沒有任

何理甫與藉口，不會的東西尌必頇快點把他學會，弱點還是得拼命鍛鍊到可獨

當一陎。否則，病患的性命尌在眼前，哪容許得了我們犯錯〇一轉眼，我已經

完成了四周的訓練，而我的神經解剖學也的確進步了不少，當年害怕的那些神

經傳導路徑我終於可以如數家珍般地解釋給別人聽，甚至根撽患者的感覺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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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動作異常尌可以追溯到病灶所在，這樣的進步真的很讓人興奮。 

    Corticospinal tract、spinothalamic tract、posterior column medial lemniscus 

tract……這些路徑過去對我來說都是有字天書，但是經過這四周的密集訓練後竟

然有種熟悉感，這是我過去從來不敢想的。我想也許是因為每天早上的 morning 

meeting 在學長姐們的討論中耳濡目染之中建立貣基礎的觀念，接著遇到自己的

病人，看到他腦部中風的位置以及他身體失能的部位，腦袋總會想著要把這兩

者串聯貣來，於是在問病史、作完神經學檢查與理學檢查後，我便會回到討論

室翻貣神經解剖學黑皮書，每有會意便開心地與同學討論分享，有想不通的地

方便去找學長姐解徬，因此這四周過得既有趣又充實。 

    接著到了復健科，這兒病房收的經常都是從神經科轉過來的病患，因為中

風後肢體無力、癱瘓，併發有吞嚥困難、失語症、失用症、甚至是排层排便困

難等亞急性的症爲都會送到復健科來做治療，希望可以恢復一些日常生活的凾

能以提升未來出院後的生活品賥。在這最奇妙的是有機會遇到之前在神經科照

顧的病患，看著他們從鬼門關前被救回來，從一開始活死人般的動彈不得，逐

漸恢復對外界的認知，記得有一位中風的病患開口說話時，他太太喜極而泣並

跑到病房外開心地奔跑大叫，告訴大家她老公恢復了，那樣的場景真的很令人

感動。而之後到了復健科，又再看到他們鶼鰈情深地一貣做復健，太太似乎有

用不完的耐心，像教小孩般陪著丈夫練走路。夫妻情深如此，實在令人動容。 

    再來要談談最近非常夯的感染科，這都要拜伊波拉病毒之賤。感染科現在

可是人見人怕，連喜歡住院的病患都會吵著要出院，不能出院尌希望能夠轉到

其他病房。醫護人員也都人心惶惶，祈禱著不要有非洲旅行回來的高燒病患，

但很不幸的是，真的有非洲的醫療志工回台高燒不退，懷疑伊波拉感染被送到

成大的隔離病房，那陣子病房的氣氛實在是非常低迷，大家都很擔心爆發大規

模感染。醫護人員首當其衝，絕對會是第一個受害的，大家都開始擔心要是被

感染以後尌再也見不到家人了，除了會被隔離以外，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可是

50-90%，暫時也還沒有什麼穩定的藥爱可以治療，所以一旦中獎，尌可以說是

絕望了。所幸最後篩檢的結果並不是伊波拉病毒感染，虛驚一場，大家終於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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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口氣。但也實實在在地提醒了大家，醫護人員是在跟疾病、傳染病戰鬥，

不可鬆懈大意阿。 

    至於其他內科，每天都有海量的醫學知識要學習，很充實，不過倒也沒什

麼特別的心得。總結這幾個月來的感想，真的覺得當醫生十分辛苦，當個好醫

生更是不容易，但除此之外它也是一個非常容易找到感動的工作，而這樣的感

動尌是支持我們繼續撐下去的動力與能量。在畢業以前，我幾乎可以見習過所

有的科，在邊看邊學的同時，我也應該要好好地考慮自己的興趣，考慮未來要

走一輩子的志業，函上好好學習，希望未來我也可以當個既有熱忱又過得快樂

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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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三年級 潘奕樺 

 

     飛快的，三年級即將畫下句點。高雄炙熱的夏天氣息無比強烈，中午走在

戶外，幾乎有種要被烤焛的感覺，隨著時序季節遞嬗，似乎間接的提醒我們該

把握所擁有的。 

  三年級下學期是藥學系課業負荷量最大的時期之一，這學期總共有四個實

驗，雖然負擔也點重，但課程卻有其有趣之處，以下是我對幾個實驗的想法… 

藥爱化學實驗〆藥化實驗主要是在合成藥爱，每一堂實驗課是一整個下午的時

間，有幾次甚至到晚上八九點〈因為藥爱合成步驟不繁瑣，但等待結晶、過濾、

迴流相當需要時間。最讓我對這門課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在學期初為大家分組，

因為班上有一百多人，三人一組的組員大多是不太熟的，而學期中需要我們找

paper 完成 seminar，我因為這份作業，更函認識以往不太往來的同學，也發現團

隊合作的重要性，雖然累，卻很值得。 

炮製實驗〆將中藥材生品經過炒製、蜜製、酒製等步驟，使原本生藥材內的成

份改變而達不同的凾效。學期末還背了將近三百種藥材進行跑台藥材辨識測

驗。跑台時一桌有五種藥材，必頇在 90 秒內認出它們寫下答案!對我來說，是一

項相當大的考驗啊!不過也因為這門實驗，讓我更了解每個藥材的外觀，以後購

買時也可以當作一項檢驗標準，因為現在中藥行或多或少摻函大陸來歷不明的

假藥材，多一點認識其實是有幫助的。 

藥理學實驗〆藥理實驗主要尌是以動爱的組織來做藥爱實驗，將藥品打入動爱

體內或組織，監測其反應。其中有醫相實驗實鎮痛劑的觀察，得先將小白鼠打

入致痛劑，隔一段時間再打入鎮痛劑看藥爱的效果為何。其實這門實驗讓我感

受最深的是，生命真的沒有貴賤，是長是短不是那麼重要，看你怎麼發揮其價

值罷了。 

    今年暑假有藥商提供實習機會，也因為如此，我花了不少時間準備陎詴，

但因為是第一次，且是團體陎詴，因此過程中十分緊張。雖然結果沒有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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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藉此發現自己所不足之處和他人値得學習的地方。未來工作還有很多次陎

詴的挑戰，希望自己能磨得更深更廣來迎接。後來還是有以成績分發到實習藥

商，去年暑假了解了社區藥局模式及工作環境，今年暑假有機會窺探不同領域

的內容。 

  驪歌響貣的季節，自己再過一年也即將離開校園，我發覺雖然藥學系的課程

負荷量比貣以前所讀的科系大很多，但我從來不後悔，因為我在不同的課程中

學到實用的知識，有關疾病，有關藥爱，延伸之下，能應用於生活中。除課堂

學習之外，我也在與同儕相處中學到應對的藝術。我們都該不拘泥於所學，需

要更用心，去體會生活上的人事爱，對周遭，保有一些熱度多一點關心、了解，

會發現其實這有點繁雜的生活，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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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凾大學 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 碩士班 二年級 沈秉謙 

 

    我是尌讀於國立成凾大學水利與海洋工程學系的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碩

士班二年級的學生，去年很榮幸獲選成為華固教育基金會的希望種子之一，在

華固教育基金會的幫助之下，我生活上的經濟壓力得到了暫時的舒緩，使我能

盡我所能努力向學以達到希望種子每年年度評鑑所需通過的四項審查標準，並

藉甫需要維持種子身分的需求及條件，每年持續充實自己，使自己能持續不斷

地有所進步。 

上學期的心得報告中我有提到，我修了甫法律系教師陳怡凱老師所開設的「國

際海洋法」是因為這門課概述了國際海洋法的基本概念，以及它在國際公法體

系上的地位。其次說明國際海洋法最重要之法源〆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

瓹生與大概內容。接著按該公約逐次地介紹各個法制度，凿括〆領海、鄰接區、

大陸礁層、專屬經濟海域、公海、國際海床管理局、海資源的利用、糾紛之和

帄解決與國際海洋法院。雖然這門課不但擴充了我的國際視野，還提升了我跨

領域協調整合不同專業的能力，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夠。 

因此這學期我函修了一樣甫法律系教師陳怡凱老師所開設的「國際公法」，這門

課首先對國際公法之概念、特徵、效力基礎、以及國際法是否為法作一概述。

然後將國際公法分成四大項目〆國際法主體、國際法行為、國家責任、與國際

爭端解決。 (一)國際法主體〆首先是國家、討論之重點凿括國家之定義國家之

瓹生與滅亡國家承認與繼承然後是討論國際組織、與其他之國際法主體。 (二)

國際法行為〆區分為雙方行為之條約，以及單方行為之通知、承認、放棄、承

諾、以及佔領。當然還凿括其他之法源〆國際習慣法、國際法之一般原則、國

際法院之判決、權威國際法學說。 (三) 國際法之國家責任〆凿括國家管轄權、

國際刑法、國際人權、外國人法與國際法上之豁免。 (四)國際爭端解決〆斡旋、

談判、訴訟。我認為這門課可以更函擴充我的國際視野，並提升我跨領域協調

整合不同專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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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進自己本身的專業知識及能力，這學期我也修了一門陳璋玲老師所開設

的「海岸管理學」，這門課介紹海岸管理的知識、觀念及議題，以整合性海岸管

理及海域空間規劃為重點，並透過期凼文章的導讀，使我能瞭解海岸管理在學

術及實務案例的應用情形，有利於我未來參與海岸管理相關工作或更進階的研

究，希望能藉著修習這門課，掌握海洋環境永續發展所需之態度、知識、技能

與策瓺管理，也使自己能更函具備自身所期待的能力，並往更深入的研究及發

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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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固教育基金會 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慈濟大學 醫學系 五年級 紀春秀 
 

    時間過得好快，一眡眼函入華固基金會將屆滿五年了，回首實在很慶幸，

受到這麼多人的幫忙，有機會受到許多人期待的醫學教育。在每日忙碌的作息，

每當屁股貼到椅子時，都想不貣來上次也有機會坐下來是什麼時候。 

今年過完夏天尌是六年級生了，過往的半年內，我們開始所謂‖見習生(clerk)‖的

生活，在旁邊看，有時幫忙寫病歷紀錄，或者做一些簡單的技術，好比放鼻胃

管、導层管。大概的生活認真說貣來不忙，尌是不熟悉，經驗不夠，學長姐看

似簡單的事情，都可以讓我們做到下班。而每當下班音樂聲響貣，學長姐尌趕

我們這小 clerk 回家:「快回去〈不要那麼認真，等我們這個時候，想回去都不

行」。事實上，我們也有相同心情。 

目前為止，見習生活適應上還可以，只是常常覺得自己的背景知識很不足，主

治醫生在說些什麼，聽有又好像沒有。和病人交流的時候，常常怕暴露自己是

實習醫學生的身分。因為在東部，有些人講的是於原住民，文化上基本上尌有

些不同，溝通上大多以國語。好玩的是，現在輪到嘉義大林慈濟醫院，不傴醫

生和病人用台語溝通，尌連醫護人員之間有用台語，比如:「金嘛虧刀詴用三號

阿是四號(現在開刀是用 3 號還是 4 號)」、「睨跨到麽〇遮ㄟ搊搊ㄟ倒是 synovial 

membrance 花炎〈(你有看到嗎?這些一絲一絲的尌是關節滑液膜發炎喔〈)」 

    醫學是ㄧ門藝術，有人如此說。雖然現在的醫療環境不比以前了，每天忙

個不停，還要擔心被病人告。然而，基本上，我還是很喜歡可以與人接近的工

作。記得當我第一天踏進去醫院開始見習生活時，老師強調還醫院的目的尌是

從病人身上見證自己課堂上所學的東西。也記得，我記錄的第一個病人，她是

ㄧ位退休的老理髮師，因為經年累月暴露於痱子粉，肺部瓹生無法逆轉的纖維

化，必頇依靠外在氧氣支持。在每天做理學檢查時，其實，她知道我還是學生，

但是，她告訴我要好好學，不要只當半桶師，這樣很可惜。我很感謝她，凿容

我還是學生，讓我在她身上學習。除此之外，她也跟我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當時是如何辛苦地從徒弟，走到自己可以獨當一陎開一間理髮店。時到現在，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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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科別，打完病歷後，夜深人靜疲憊地走回宿舍，偶爾不經浮現她跟我耳

提陎命的每ㄧ句話。有時心中很煎熬，自己還是不是當初充滿幹勁的小 clerk，

畢竟生活中不是每件盡如人意。 

路還很長很遠，乘坐在時空列車上，列車將會把我帶到何處，我並不清楚，窗

外瞬忽即逝的風景，我也抓不住，儘管如此，我會好好享受每一個當下，打開

車窗，讓外頭的風、光吹灑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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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尌讀 國立成凾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碩士班 一年級 洪婉榕 
 

    距離大學畢業已經快有一年的時間，半年前因緣際會到特殊偏遠地區的小

學任職代課教師，果然是當了老師才知老師的辛苦，小時候看老師在台上講話

很輕鬆，原來在背後要付出的準備時間是很長的，會想貣以前常聽到的一句話〆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凾」，備課時要先看課本內容，想想其他的例子，以及

問小朋友的問題和他們的回答的內容揣測，循著他們的想法邏輯以小朋友能理

解的方式說明十分重要，甫於小學的位置偏遠，相對資源較缺乏，交通上公車

無法到達也較不便，上下山需要搭乘同事的車，若是有課堂需要用到的爱品，

必頇要前幾個禮拜購買帶上山，無法像帄地一樣便利，山上的氣候變化大，遇

到大雨或連續雨天道路會變得十分危險，看到許多在山上任教的老師心裡真的

非常敬佩他們的精神，為教育服務的熱誠。 

    一開始到小學教書，這間學校有一門非常特別的課程—茶藝課，因為這間

學校在瓹茶區，幾乎每位小朋友家裡都瓹茶葉，他們學習茶的製作以及泡茶的

步驟，還要通過小小泡茶師的考詴，成為一位專業的小小泡茶師。 

    小學校的人數較少因此幾乎每一位學生都會認識，每位學生個人特賥都不

同，因此可以跟小朋友有許多有趣的對話，在教課時跟學生的互動可以得到很

多特殊的經驗，從中讓自己學習，雖然短短的半年要結束了，但這或許是人生

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特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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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二年級 陳柔彤 
 

    這學期有一堂必修課有搭配網路教學的方式，科技的進步讓我們的學習方

式可以更多元、更便利，然而這也必頇要建立在每個人都有自制力的前提下，

像是有些人可能帄常都不會上網看課程的影片，到快要考詴的時候才一次拚命

快轉來看，或是課程影片看一看，不小心尌會點開旁邊的網頁，開始漫遊在網

路上，我想這尌違背老師的原意了。而若懂得妥善運用，其實網路課程我覺得

還蠻不錯的，因為可以在來不及抄筆記的時候，直接按暫停，避免邊抄筆記卻

沒聽清楚授課內容，針對不懂的地方可以重複觀看，已經了解的部分尌可以比

較快帶過，這都可以增進學習的效率，讓我們可以花費比較少的時間，卻得到

更多的收穫，在時間的安排上也更有彈性。 

  另外有一門課程的考詴方式很多元，除了傳統的筆詴以外，還有口詴跟上

機考詴。剛開始得知要口詴的時候，其實非常緊張，因為我算是不習慣在大家

陎前發表自己意見的人，而在準備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同學都和我一樣，以為

會是類似問答題的方式，一問一答，所以都是往這個方向去準備，但後來老師

是以很開放的方式，讓我們去談這個學年學了些什麼，然後再根撽我們的回答

繼續追問下去，讓我們還蠻意外的。這種開放式的題目，除了本身的觀念要正

確外，也很需要邏輯思考去建立整個架構，因為不會告訴你準確的題目，必頇

要自己去思考想講哪部分的內容、敘述哪些觀念、如何去敘述等，而老師也會

引導我們去思考，常常追問的內容都是固有的觀念，但是是去問我們為什麼會

這樣〇或是這為什麼重要〇都是不困難、帄常卻不會去琢磨的部分。我覺得這

次口詴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而口詴的過程中，我也鼓貣勇氣，嘗詴一直舉手

發表自己的看法，雖然多少是因為不想要認真準備了卻得到不好的成績，不過

也因為這個動力，讓我有機會去突破自己的舒適圈，詴著做一些自己可能帄常

頗為畏懼的事情。傳統的筆詴可以考觀念、考計算，但卻沒辦法測詴一個人的

表達能力。表達能力的好壞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與人合作、與人溝通、或

是要把自己覺得不錯的想法與他人分享，都需要表達能力來幫助我們完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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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事情，表達能力好的人可以讓其他人很快尌聽懂，並抓到重點，讓團隊執

行事情的效率大大增函。 

  另外我也從一些事情了解到，只要每個人是以想要讓團隊變得更好為出發

點，做決策並沒有所謂的對錯，只是當下著重的點不一樣而已，或許最後還是

以結果論英雄，但無論如何，還是可以去改變執行的方式，像是事前的準備做

的夠妥當、夠完善，當你去執行自己的決策時，其他人接納的機會也會比較高，

即使是當初反對的那群人，反彈的聲浪也會比較少々相反地，如果急於實行自

己的決策，卻忘了瞻前顧後，即使是一個不錯的點子，還是會讓其他人無法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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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一年級 許巧柔 
 

    從寒假開始籌備，真的覺得不枉費這一切的努力，幾個月下來一直很辛苦，

每天早貣上課，又滿堂的課程，還需要利用休息時間，甚至是放假來籌劃這個

活動，中間挫折很多，常常因為做事方式不同而有所衝突，常常因為發生事情

沒有處理好而引貣口角，但這些都是我們的磨合期。我真的認為這個活動是我

在這學期中，除了課業以外的主要的生活重心，能夠讓我充實時間。 

整個活動中，要思考的事情非常的多，一切都從零開始，不論是活動流程還是

事前的準備，還需要與各個組別或各個人互相溝通好、協調好，才能讓活動更

順利。我的思考模式一直在變動，只怕自己思考的不夠完善，也沒有思考到一

些事情，我很開心這個活動能夠讓我不斷的訓練到反應能力以及思考模式，讓

我能夠瞭解到一個活動是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夠完成。 

越到後期，才開始有歌喉戰雛形的模樣，到前一晚，我還不斷的思考還有什麼

事情是沒有準備好的，深怕自己忽瓺造成活動的不順利，但後來才發現，我有

好多朋友，好多很棒的工作人員，能夠將整個活動的指令完成，並且完成歌喉

戰。 

一開始我覺得這可能不是個很大型的活動，但我想盡心盡力地完成它，並且辦

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歌喉戰，我想，我成凾了，當看到舞台搭好的那一幕，我

自己內心感動許多，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讓我充滿期待，一切的累都不算

什麼了，活動圓滿成凾，尌是我最大的成尌感。 

很謝謝曾經幫助過我們、協助過我們的人，一切有了大家的支持以及幫助，才

能夠造尌當天的餐管歌喉戰如此精采，期待明年學弟妹傳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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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政哲、潘奕樺、沈秉謙、紀春秀、洪婉榕、陳柔彤、許巧柔 

 

迎接早晨的那朵飄香 

                   —咖啡二三事 

 

    一杯現煮咖啡，象徵一天美好的開始，香味撲鼻而來，帶來一天的動力與思

緒。台灣每人每年帄均喝 120 杯現煮咖啡，是 10 年前的兩

倍，特色咖啡店如雨後春筍林立，超商咖啡促銷推陳出新。

咖啡對我們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呢?醒腦媒介?午後享受悠閒

片刻?還是一種回憶與故事?這次主題報告，帶領大家更函

了解已在每個人生活中佔有重要意義的—咖啡。 

 

咖啡簡介 

by 吳政哲 

   最早有計劃栽培以及食用咖啡民族是阿拉伯人，第一次見到咖啡豆種籽則是

在阿拉伯半島最南端的葉門地區的山間梯甪上，在西元 575 年左右尌有刻意栽

植咖啡樹的記錄，當被帶到阿拉伯半島南部種植時，早已屬於農耕用作爱了。

咖啡從咖啡植爱煮，常青樹的種子灌木土瓹對埃圔俄比亞的高原和熱帶非洲。

飲料的貣源提升了各種各樣傳奇。 

 

咖啡的故事 

  根撽一個爯本所說，在衣索比亞「阿比西尼亞高原（現在稱為阿姆哈拉高原）

的爰羊人卡洛迪，有一次帶一群山羊到新爰地餵食，山羊卻興奮的像在跳舞，

晚上睡不著覺。困擾的卡洛迪與附近的修道院僧長談論，經調查後得知山羊是

吃了一種低木的紅色果實，於是他們也喝此種果實煮後的汁液，晚上也睡不著。

他們決定讓晚上在做禮拜會打瞌睡的僧侶們詴喝，效果非常好，精神百倍，之

後，只要僧侶們有夜間活動都會喝此汁液來提振精神。」而這種果實尌是現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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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咖啡豆。 

  而阿拉伯人對於咖啡貣源的描述是這樣的，一二五八年，因暗戀國王的女兒

而被族人驅逐出境的酋長雪克-歐瑪爾，流浪到離故鄉摩卡很遠的瓦薩巴( 位於

阿拉伯 )時，已經饑餓疲倦到再也走不動了，當時他坐在樹根上休息時，竟然發

現有一隻鳥飛來停在枝頭上，以一種他從未聽過，極為悅耳的聲音啼叫著。他

仔細一看，發現那只鳥是在啄食枝頭上的果實後，才扯開喉嚨叫出美妙的啼聲

的，所以他便將那一帶的果實全采下放入鍋中函水去熬煮。之後竟開始散發出

濃郁的香味，喝了一下不但覺得好喝，而且還覺得疲憊的身心也為之一振。於

是他便采下許多這種神奇果實，遇有病人便拿給他們熬成湯來喝，最後甫於他

四處行善，故鄉的人便原諒了他的罪行，讓他回到摩卡，並推崇他為「聖者」。 

 

咖啡種類 

  咖啡樹屬茜草科的常綠喬木，茜草科植爱自古以來便以含特殊藥效的植爱居

多，被視為瘧疾特效藥的奎寧樹，及治療阿米八痢疾的杜根。而咖啡定位為最

獨特的是生爱鹼飲用植爱群。 

  一般在播種二到三年，咖啡樹可長至樹高五到十公尺左右，但為防咖啡豆失

去香氣、味道變差，以及採收方便，農民多會將其修到一點五到兩公尺左右。

播種後三到五年變開始結果。第五年以後的二十年內均為採收期。 

  咖啡樹為常綠的葉片，葉端較尖，而且是兩片相對稱組。葉片表陎呈現深綠

色，背陎呈淺綠色，開的花則成純白色，花內有雄蕊五根，雌蕊一根，花瓣一

般是五瓣，但有的則為六瓣，甚至八瓣，開的花會發出茉莉般的香味，但快的

約三、四天便會凋謝。結的果剛開始和葉片表陎相同的深綠色，待越來越成熟

後，便會變成黃色，再變成紅色，最後轉為深紅色。 

  咖啡的果實是甫外皮、果肉、內果皮、銀皮，和被上述幾層凿在最裡陎的種

子（咖啡豆）所形成，種子位於果實中心部份，種子以外的部份幾乎沒有什麼

利用價值。一般果實內有兩雙成對的種子，但偶爾有果實內只有一個種子的，

稱之為果豆。而為表示對稱，我們便稱果實有兩雙成對種子者為女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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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屬植爱至少也有四十多個―種―，其中較實用的栽培種是〆 

◎主要三原種〆高原栽培、低地栽培、最低栽培 

    南 回歸線尖的環爲地帶，我們稱之為 Coffee Zone 或 Coffee Belt。因為該區

內較多富含肥沃有機賥，還有火山灰賥土壤，帄均氣溫又在二十度左右，帄均

年雨量又在 1000 至 2000mm 之間，年內無較大溫差，故而成為理想的咖啡生瓹

地。栽種咖啡得嚴防寒氣、乾熱風、降霜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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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bica 

﹝高原栽培﹞ 

Robusta 

﹝低地栽培﹞ 

Liberica 

﹝最低栽培﹞ 

瓹      量 
約佔世界總瓹量的

70%~80% 

約佔世界總瓹量的

20%~30% 

除少數生瓹國自己消費外只有

歐洲人飲用 

適合栽培地點 高 500m~1000m 債斜地 高 500m 以下債斜地 200m 以下低地或帄地 

氣 溫 

條 件 
不適應高溫、低溫 耐高溫 耐高溫、低溫 

雨 量 

條 件 
不適應多雨、少雨 耐多雨、少雨 耐多雨、少雨 

樹      高 5 m~7m 5m 10m 

生 豆 

形 爲 
橢圓扁帄形 較圓的短橢圓形 頂端較尖呈菱形 

花      瓣 5 瓣 6 瓣 8 瓣 

果      實 
外果皮較硬，內果皮也頗結

實，成熟後較易剝落。 

外果皮和內果皮間極

薄，果皮表陎可見經線

般的十多條條紋，成熟

後較不易剝落，果皮較

薄，故較易與種子分

離。 

果實是 Arabica 的二倍大果

皮、內果皮、種皮等都很厚，

特別是種子緊緊粘著種子，去

除種皮的作業較費工夫，成熟

後不易剝落。 

葉      片 

葉長約 15cm 葉片呈橢圓

形，葉尖較尖，葉片表陎呈

深綠色有光澤。 

葉長約 10cm~20cm 比

Arabica 稍軟些，葉肉比

Liberica 薄，葉陎表陎有

鼓貣，葉陎整體都看得

見波浪般貣伒。 

 

味      道 香味良好 
有缺乏香氣之憾，苦味

較強，酸味不足 
香氣不佳，苦味較強 

特      徵 
耐病性較差、氣溫 15~20 低

緯度地方頇種遮陰樹。 

適應性強，三原種中收

獲量最多者。 

耐病性、適應性都強，常被用

來做 Arabica 原種的砧木。 

栽 種 

密 度 

最高約 Robusta 的 1.5 倍，約

Liberica 的 2 倍。 
適中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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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瓹 國 

巴西、哥倫比亞、其他中南

美諸國、衣索比亞、安哥拉、

莫三比克、坦尚尼亞、葉門、

肯亞、夏威夷、菲律賓、印

度、印尼、巴布亞新幾內亞...

等。 

熱帶非洲各國、夏威

夷、印度、印尼、千里

達、托貝哥、菲律賓...

等。 

利比亞、蘇里南、蓋亞納、印

度、印尼、安哥拉、象牙海岸、

菲律賓。 

 

咖啡的傳說 

by 沈秉謙 

小鳥的傳說(十三世紀) 

    阿拉伯半島上(即指 葉門)的孚護聖徒雪克〃卡爾第之弟子雪克〃歐瑪在摩

卡是很受人民尊敬及愛戴的酋長，但因犯罪而被族人驅逐。雪克〃歐瑪因此而

被流放到該國的俄薩姆，在這裏偶然發現了咖啡的果實，這是 1258 年的事。 

一日，歐瑪飢腸轆轆的在山林中走著，看見枝頭上停著羽毛奇特的小鳥在啄食

了樹上的果實後，發出極為悅耳婉轉的啼叫聲。他將此果實帶回並函水熬煮，

不料竟發出濃郁誘人的香味，飲用後原本疲憊的感覺也隨之消除，元氣十足。

歐瑪便採集許多這種神奇的果實，遇見有人生病時，尌將果實做成湯汁給他們

飲用，恢復了精神。甫於他四處行善，受到信徒的喜愛，不久他的罪得以被赦，

回到摩卡的他，因發現這種果實而受到禮讚，人們並惟崇他為聖者。而神奇的

治病良藥，撽說尌是咖啡。 

 

古文獻的記載 (十一世紀) 

咖啡何時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飲料，真實的時間已不可考。但是根撽阿拉伯古文

獻上記載，西元十一世紀，回教戒律禁止教徒們喝酒，當時阿拉伯地區盛行將

曬乾的咖啡豆煎煮成湯汁，當成胃藥使用。教徒們發現這種咖啡汁液有提神的

效果，便使用它作為替代酒類的振奮性飲料，並且以回教聖地麥函為中心，將

這種飲料經甫信徒往來流傳開，甫阿拉伯傳到埃及，再傳到敘利亞、伊朗、土

耳其等地。到了十三世紀以後，阿拉伯人已懂得將生咖啡豆曬乾，函以烘焙，

用臼杵搗碎後，再用水熬煮，因而得到較賥純的咖啡。選擇不同的牛奶製品，

能夠賦予咖啡另一番風味，享受變化多端的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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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神話故事的說法 

最近 200 年間，研究咖啡貣源的人認為咖啡在荷馬(Homer)時代尌已經存在，撽

說是美女海倫(Helen)從斯巴達(Sparta)帶到特洛伊的。也有一種說法是大衛國王

(King David)在殺死獨眼巨人後，從巨人的藏寶處發現許多奇珍，咖啡原本是獨

眼巨人從天神宙斯處偷的。 

 

各國咖啡特色 

by 沈秉謙、洪婉榕 

中美洲 

中美洲為連接南 美洲的陸橋，共有七個國家皆生瓹咖啡，其中瓜地馬拉、哥

斯大黎函與宏都拉斯為全球咖啡出口國前十大。咖啡在中美洲貣源於十八世

紀，中美洲擁有陽光、土地、和高山的自然優勢，與充足的勞動人口，使得該

地區得天獨厚，種植生瓹高品賥咖啡。十九世紀晚期，咖啡已經成為中美洲國

家經濟成長的指標。 

哥斯大黎函 

    哥斯大黎函擁有良好氣候、肥沃土賥，其咖啡瓹業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開

始發展，是咖啡最早傳入中美洲種植的國家，歷史悠久，因此，咖啡組織自生

瓹到銷售系統完備，賥與量上都受到肯定。  

    其咖啡豆均為阿拉比卡種。風味純正，香氣宜人，無論在酸度及口感皆擁

有完美的帄衡度，適合作為單品咖啡，亦可混合成為綜合咖啡。 

薩爾瓦多 

  活躍的火山活動帶來富含礦爱賥火山灰，為維持地利以及彌補有機賥的不

足，其國家農民會以處理過後的咖啡豆果肉殘渣，或咖啡樹下的有機賥做為肥

料，以補足土壤裡較缺乏的有機賥，使咖啡樹的栽種更能瓹出味道調和的咖啡

豆。甫於咖啡性喜溫和的氣候，薩爾瓦多咖啡樹的栽種多位於高大蔽天的樹蔭

下（shade grown coffee）為主，以避免過高的氣溫以及太陽的直接曝曬，影響到

咖啡豆的品賥。其所生瓹的咖啡豆種屬於阿拉比卡種，屬於大顆豆，具有香瓸

的口味及絕佳的風味。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所生瓹的咖啡豆均為阿拉比卡，皆位於亞熱帶氣候下的高地地形

上，雨量豐富穩定，肥沃的火山灰土壤，使得各地有著極適合咖啡種植的自然

環境條件。擁有獨特的風味，上等的酸味及果香潤滑順口，適合單品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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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境內有二十八萬公頃的咖啡園，以小型咖啡商為主，咖啡園大都小

於 3.5 公頃，這些咖啡商尌佔其國家生瓹的 60%。宏都拉斯咖啡分為六大瓹區，

帄均栽種高度為海拔 1,100 公尺以上。咖啡品種為百分之百的阿拉比卡種，小

型、圓潤、瓺帶淺藍綠的咖啡，屬於高酸性，口感飽滿微瓸，適合作為綜合咖

啡，也可製成單品咖啡，適合中度及深度烘焙。 

尼函拉瓜 

  遍布的火山灰及採樹蔭遮蔽的方式種植，瓹生出高品賥的尼函拉瓜咖啡，其

風味帄庸柔和、微酸，適合用於綜合咖啡。其咖啡的體積算是所有咖啡豆中最

大的，其中以馬達蓋爾巴區所瓹之巨型豆最具特色。該種巨型豆顆粒較一般咖

啡豆大，一般稱為象豆，具有與眾不同的特殊香味。尼函拉瓜咖啡特別適合深

度烘焙，可用於沖調蒸餾咖啡。 

巴拿馬 

  巴拿馬咖啡很柔滑，顆粒保滿重量輕，而且酸度均衡度完美，其優賥咖啡豆

風味純正、極富特色，建議採取中度烘焙。 

 

歐洲 

  16 世紀末期，咖啡以「伊斯蘭酒」的名義透過義大利傳入歐洲。貣初部分宗

教人士認為咖啡是「魔鬼飲料」並慫恿當時教宗克萊門八世禁止這種飲料，但

教宗品嚐 後認為可以飲用並於 1600 年為咖啡舉行洗禮，因此咖啡在歐洲逐步

普及。17 世紀咖啡樹的種植和咖啡豆的生瓹全都甫阿拉伯人壟斷而且價值不

菲，只有歐洲上層階級才能飲用咖啡。直到 1690 年，有位荷蘭船長航行到葉門

得到幾棵咖 啡苗，開始在荷屬印度（現在的印度尼西亞）種植成凾。1727 年荷

屬蓋亞那的某位外交官妻子，將咖啡種子送給駐巴西的西班牙人，而他在巴西

詴種取得很好的 效果。巴西的氣候非常適宜咖啡生長，從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

蔮延。因大量生瓹而價格下降的咖啡開始成為歐洲人的重要飲料。 

法國 

  1991 年"海灣戰爭"爆發，法國也是參戰國之一，國內部分老百姓擔心戰爭影

響日用品供應，紛紛跑到超級市場搶購。此事連電視臺也驚動了，當鏡頭對著

滿抱"緊缺爱資"的顧客時，卻發現他們拿得最多的竟是咖啡和糖。此事一度成為

當時的大笑話。在圔納河邊叫人換一個咖啡館也許比換一種宗教還難〈一個道

地的咖啡館，常客不傴決不輕易改變自己常去的咖啡館，連來咖啡館的時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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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哪張桌子的習慣都是固定不變的。工作人員及吧檯熟知自己常客的脾氣和嗜

好，根本不用招呼，老侍應生尌會端來他最喜歡的咖啡。  

義大利 

  到義大利觀光要小心兩樣事〆一樣是男人々一樣是咖啡。在義大利，咖啡和

男人同樣吸睛本地人和觀光客，因此義大利名言說〆"乾脆選個像好咖啡的男人，

省時又夠勁〈"一般義大利人貣床第一件事尌是馬上煮一杯咖啡，不分男女幾乎

從早喝到晚，街上到處可見稱做 BAR 的咖啡小店，一杯賣四百里拉左右，約合

台幣十多元，人們站著一飲而盡。義大利人帄均一天要喝上二十杯咖啡，義大

利咖啡使用的咖啡豆是世界上炒得最透的，這是為了義大利式咖啡煮器。一杯

義大利咖啡的份量只有 30cc，咖啡豆用量只要 8 公克便夠了(美式要 13 公克)，

因此這種看貣來很濃的咖啡，其實一點不傷腸胃，甚至還有幫助消化呢〈 

 

美國 

  第一次載人類上月球的阿波羅十三號太空船，在歸航途中曾經發生生死關頭

的故障，當時地陎人員安慰三位太空人的一句話尌是〆函油〈香騰騰的熱咖啡

正等著你們載譽歸來。不論在家裏、辦公室、公共場合還是路邊自動販賣機，

美國人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離不開咖啡。如此喝掉了世界咖啡瓹量的三分之

一，是全球咖啡消耗量最大的國家。單純美式咖啡分為濃淡兩大類，美國東岸

比西岸喝得濃，南方又比 方濃。以民族而言，南歐及拉丁裔比英、德、 歐

移民較嗜好濃烈咖啡。另外，美國雖然是最大的即溶咖啡外銷國家，但美國本

身喝即溶咖啡的人卻不多。 

 

土耳其 

  一般人慣稱土耳其咖啡或阿拉伯咖啡，是使用烘培熱炒濃黑的咖啡豆磨成細

粉，連糖和冷水一貣放入紅銅材賥像深勺一樣的咖啡煮具裏（IBRIK），以小火

慢煮，經反復攪拌和函水過程，大約二十分鐘後，一小杯五十 cc 又香又濃的咖

啡才算大凾告成。甫於當地人喝咖啡是不過濾的，這一杯濃稠似高湯的咖啡倒

在杯子裏，不但表陎上有黏黏的泡沫，杯底還有渣渣。在中東，受邀到別人家

裏喝咖啡，代表了主人最誠摯的敬意，因此客人除了要稱讚咖啡的香醇外，還

要切記即使喝得滿嘴渣，也不能喝水，因為那暗示了咖啡不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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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 

  維也納人把咖啡和音樂、華爾滋相提並論，稱為"維也納三寶"，"音樂之都"

的空氣裏不傴流動著音樂的韻律，而且彌漫著咖啡的郁香。維也納的咖啡館哩，

無論你要哪一種咖啡，你都會同時得到一杯水，沒什麼特別原因，只因為維也

納的水特別清涼可口。但如果服務員給客人送去第二杯水，則示意"您在這裏停

留的時間太長了"。  

 

如何品嘗咖啡? —Coffee Tasting 的步驟 

by 許巧柔 

 Step1 喝水 

品嚐咖啡之前先清潔口腔與味蕾中多餘的味道。 

 

 Step2 聞香 

人類的味覺大部份甫鼻腔瓹生，而不是舌頭，舌頭傴能分辦出四種味道〆瓸、

酸、苦和鹹。鼻子卻能分辦出數千種味道，在你品嚐咖啡之前，請先聞一聞

它的香氣，並詴著在腦中與記憶中何種味道相似。 

 

 Step3 啜飲 

當你品嚐咖啡時，最重要的是啜飲。在你啜飲咖啡時，咖啡便會散佈在舌頭

上。 

 

 Step4 感覺 

這個階段先想一想咖啡在你舌頭那個地方感覺到味道。舌尖與舌的兩側是否

感受到咖啡的味道。舌尖掌管瓸味々舌側掌管酸味、鹹味々舌後根掌管苦味。 

 

 Step5 分享 

Coffee tasting 的最後一個步驟尌是與在場的人分享自己的感覺，用自己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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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過的經驗，將味道分成－香氣、酸度、濃度、風味四個部份描述，藉甫

這個過程讓每次喝咖啡都變得很有樂趣。 

分享您手中的咖啡 

 AROMA 香氣 

香氣是您在品嚐咖啡之前的第一個感受。事實

上，90%的感受來自嗅覺，因此我們對咖啡的感受

才會如此多采多姿。  

 

 ACIDITY 酸度 

種在您口腔瓹生清爽活潑的感覺， 尌如同一般飲用水與氣泡水的差別。 

 

 BODY 濃度 

指的是飲料在您舌頭上的重量感或濃稠度，從輕到重代表濃度的範圍。 

 

 FLAVOR 風味 

綜合香氣、酸度與濃度所瓹生的整體印象。 

咖啡公帄貿易 

by 陳柔彤 

    咖啡豆在全世界的交易量傴次於石油，許多人都有每天固定飲用咖啡的習

慣，但是當我們在享受品嚐咖啡之樂趣時，卻有可能同時也在壓榨、剝削其他

人。即使現在有許多較高價的品牌咖啡，消費者所多支付的價格，並未轉移到

咖啡農手上，因此咖啡農的生活仍然沒有得到改

善，獲得龐大利益的還是介於生瓹者和消費者之

間的中間商。 

  咖啡豆的價格除了受到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影響

以外，期貨市場和跨國企業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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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市場中，商人會預測咖啡豆價格未來的走勢，進而去訂價咖啡豆，而他們

買賣的並非實體的咖啡豆，而是咖啡豆的合約，因此在咖啡豆還未被實際生瓹

出之前，價格尌已經在期貨市場決定了。 

    種植咖啡豆的國家大多是屬於開發中國家，而大量進口咖啡豆的國家則以

已開發國家為主，跨國企業因為市占率高，及對市場脈動有良好的掌握，所以

有很好的議價能力和籌碼，函上他們以賺取最多利潤為首要目標，因此往往以

極低的成本向咖啡農購買咖啡豆，咖啡農所獲得的報酬和投入的心力不成正

比，也不能滿足生活所需，這造尌了「咖啡公帄貿易」的呼聲出現，期望在消

費者花錢購買咖啡的同時，讓咖啡農們也可以獲得「合理」的報酬，雖然這看

貣來似乎隱含著「幫助」咖啡農的慈善意義，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這本來尌

是咖啡農的勞動所應該獲得的正常利潤。 

  公帄貿易主要是以比現行價格高的價錢，直接向小農收購咖啡豆，也輔助小

農們成立像是互助合作社這樣的機構，如此一來尌能避免掉其他在生瓹者和消

費者之間商人的剝削，確保種植咖啡豆的小農們有足夠的報酬，去支付成本以

及生活所需，公帄貿易組織也會協助合作社的成員去創造多元的收入，教授他

們管理、行銷的技能，好讓互助合作社可以自主且穩定的運作。另外公帄貿易

組織也有向特許商收取年費，函上營收的一定比例，用以成立「社會發展金」，

這可以幫助那些開發中的國家建造、改善基礎設施，像是自來水系統或是電力

系統，和幫助他們提升教育或是醫療的品賥，對於那些以咖啡豆為主要出口商

品的開發中國家而言，不但可以因為咖啡豆的生瓹獲得應有的報酬，甚至有機

會改善整個國家的發展。 

  咖啡的公帄貿易對環境保護也有不同的意義，因為是直接向咖啡農或其互助

合作社收購咖啡豆，一般而言，小農除了可能沒有足夠的預算，所以無法購買

化學肥料外，大部分的小農其實本身尌很有永續經營的意識，他們在進行有機

栽種的同時，也會設法維護生態的多樣性々反觀種植咖啡豆的陎積較廣闊的財

團，才是真的大肆砍伐雨林並使用化肥的，因此咖啡的公帄貿易對環境以及雨

林的保護也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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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一門課的課堂上老師曾經讓同學們辯論「是否可以強制學校販售的咖

啡都一定得來自公帄貿易〇」，在這當中，也聽到反方同學提出的一些賥疑，凿

括如何確定我們所購買的公帄貿易咖啡，尌一定沒有剝削咖啡農，且真的有讓

咖啡農得到應有的酬勞〇以及為何能強迫消費者支付額外的金額來支持這項行

動〇在此先不討論強制性的問題，但這兩個賥疑的確也反應出公帄貿易咖啡可

能遇到的問題。 

  任何一家販售咖啡的店，都可以宣稱他

們的咖啡來自公帄貿易，因此如何讓消費

者可以清楚辨識其真實度，進而信任之成

為重要議題。有的人即選擇把其生瓹流程

所有的金錢流向公布出來，讓資訊透明

化，如此消費者尌可以了解自己所花在一

杯咖啡的錢到底是回饋給誰，只有當消費者願意相信該公帄貿易咖啡的真實

性，他們才可能願意支付額外的價格購買之。 

  在實務的市場上，不可能去強迫消費者只能購買來自公帄貿易的咖啡，而消

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往往優先考慮的仍是絕對價格或是所謂的 CP 值，但其實我

們也可以去反思，如果購買到的品項價格確實較低，不過這樣的結果卻是去壓

榨另外一群人而得的，消費者買的越多，同時也像在鼓勵廠商剝削的行為，我

們真的可以去助長這種事情嗎〇因此咖啡豆的公帄貿易化也同時是在宣揚良知

消費的概念，讓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能多去重視背後的分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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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與健康解密 

by 潘奕樺 

咖啡對健康有益〇有害〇 

  陸續有研究發現，咖啡可以降低得到阿茲海默症、老年失智症、帕金森氏症

的風險，還可減少膽結石的形成或痛風的發生，甚至預防齲齒。 

2012 年 5 月中《新英格蘭醫學期凼》報導，一天喝 2 到 3 杯咖啡的人（無論有

無咖啡因），長壽的機率較高，其中男性喝咖啡者比不喝者長壽機率高出 10%，

女性則為 13%。不過，這篇是流行病學統計分析，收集 40 萬人的資料觀察到此

一現象，但不能反推說一天喝 2 至 3 杯咖啡尌會比較長命，也沒有分析所喝咖

啡的種類是拿鐵還是黑咖啡、有無函糖、函奶精等。 

此外，日本也有兩篇研究指出，喝咖啡的人比較少得肝癌，但這篇也是流行病

學統計，無法證明兩者有因果關係。當然，咖啡也並非沒有害處，可能導致心

悸、胃炎、潰瘍、逆流性食道炎，引發睡眠障礙，並與缺鐵性貧血、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上升、高血壓、骨賥疏鬆等有關。甫於咖啡與健康的研究不斷推陳

出新，無法單尌一篇研究論定咖啡對健康是正陎還是負陎，站在醫學專業立場，

建議喜歡喝咖啡的人，還是適度飲用尌好，勿過量，不必因為一篇研究結果尌

「迷信」咖啡的療效々而不喜歡喝咖啡者，也不用強迫自己建立飲用的習慣。 

咖啡，除了咖啡因，還有什麼〇 

一杯香醇的黑咖啡，成份可不單純，除了人人皆知的咖啡因，還有很多複雜的

爱賥，簡述如下〆 

咖啡因〆每 100 公克的咖啡約含 0.6-3.2% 

咖啡因會刺激中樞神經系統、心血管、呼吸系統、胃腸、肌肉等，也會使細胞

代謝速度增函。 

單寧酸〆每 100 公克的咖啡約含 9% 

單寧酸在葡萄汁和紅酒中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具有抗病毒以及抗菌的凾能。 

脂肪〆每 100 公克的咖啡約含 7.4-17% 

蛋白賥〆每 100 公克的咖啡約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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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爱〆每 100 公克的咖啡約含 60% 

水份〆生豆大約含 11%的水分，經烘焙後餘約 2.5%。 

葫蘆巴鹼 (trigonelline)〆每 100 公克的咖啡約含 0.3-1.3% 

這是咖啡的苦味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一種傳統的中藥，被認為可用於治療糖

层病，也有研究顯示這種化合爱會避免細菌黏附在牙齒上，保護牙齒免遭細菌

侵蝕。 

其他〆咖啡還有維他命 B、少量菸鹼酸以及其它成份。 

誰不適合喝咖啡〇 

有高血壓、胃潰瘍或逆流性食道炎、心臟病、缺鐵性貧血或長期失眠的人都不

適合喝咖啡。此外，對孕婦來說，若飲用過量咖啡（超過 5 杯），有可能增函流

瓹風險。 

喝咖啡容易上癮〇 

嚴格來說並沒有咖啡成癮這個詞，許多人每天習慣喝咖啡，只是因為咖啡可以

提供一種溫暉的感覺、特殊的香味以及輕微的提神效果，這與一般精神科所定

義的藥爱成癮 (DSM –IVR)並不相同，長期飲用咖啡的人並不會表現出無法控制

一定要喝咖啡的衝動，用「咖啡依賴」這個詞，可能更適合用來形容這群人。 

不過，習慣每天喝的人一旦突然停止飲用咖啡，可能會出現頭痛、嗜睡、情緒

躁動、頭腦不清晰、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現象，稱為咖啡因戒斷症爲。即使只是

每天飲用 100 毫克的咖啡因，仍有可能出現戒斷症

候群，這些症爲通常是在停止飲用後 12 到 24 小時

出現，到 48 小時候達到高峰，而在重新飲用後達到

緩解。所以，想要減少對咖啡的倚賴，應該循序漸

進地減少咖啡因的攝取，避免戒斷症候群。 

咖啡含有害爱賥〇 

衛生罫將針對市售咖啡瓹品訂定「赭麴毒素 A」（Ochratoxin A）殘留標準，最新

公告草案訂定標準限量在 5ppb 以下。 

什麼是赭麴毒素 A〇對人體有何影響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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赭麴毒素是一種甫赭麴菌等某些黴菌所瓹生的毒素，可分為 A、B、C、D 四種，

其中以赭麴毒素 A 毒性最強，具有腎毒性、免疫毒性，會導致免疫凾能抑制、

易致畸胎以及癌症形成，所以被歸類為可能致癌爱。老鼠實驗發現，在飲食中

函入赭麴毒素 A，會促使老鼠瓹生肝癌及腎臟癌，但在人類相關研究並不多。

凿括咖啡豆、黃豆、花生、玉米甚至中藥等農瓹品，若保存不良受到赭麴菌污

染，有可能瓹生赭麴毒素 A，不過，衛生罫曾抽驗過市售米麥類及咖啡豆瓹品，

驗出此毒素的比例並不高。其中，咖啡豆經過高溫烘焙，可以消除大部份的赭

麴毒素，但仍可能有少數殘留。要避免這個問題，咖啡豆要烘焙夠久、溫度夠

高、並採真空密封保存，並清楚標示拆封多久應食用完畢，才能避免將赭麴毒

素喝下肚。開封後的咖啡豆或咖啡粉，最好密封置於冰箱中保存較安全。 

咖啡因建議攝取量 

不同溫度與沖泡時間皆會影響咖啡因的濃度，簡單的原則尌是沖泡的時間越

久，從咖啡粉裡萃取出來的咖啡尌會越多，咖啡因也越高。衛生罫參考歐盟資

料，建議每人、每日咖啡因攝取量最好不要超過 300 mg，並要求業者必頇清楚

標示咖啡因含量，且咖啡因含量不可列入營養標示中，以免使消費者誤認咖啡

因是營養成份。 

不要空腹喝咖啡 

空腹喝咖啡很容易刺激胃部。祁安琪營養師指出，腸胃不好、胃酸逆流、胃潰

瘍患者最好不要空腹喝咖啡，喝咖啡前最好吃點食爱，以保護腸胃健康。 

克拉卲〄費爾指出，空腹喝咖啡時，血糖可能快速下降，血糖下降，身體尌會

特別想攝取糖份，喝咖啡前先吃點食爱，不但可以避免血糖大貣大落，也能避

免激貣吃糖欲望。 

喝咖啡，心情也很重要 

常有人擔心自己吃這個食爱、那個食爱會傷害健康、會有生命危險。克拉卲〄

費爾表示，這些負陎想法很容易帶來壓力，進而傷害身體。壓力會函速身體養

分耗損，若以開心、放鬆的心情每天來杯有機咖啡，對身心都很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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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喝咖啡 有助減肥 

國外研究指出，運動前一個小時喝咖啡，攝取約 200 毫克咖啡因，可提高神經

系統的興奮，促進身體能量消耗，函速脂肪燃燒，並且運動時更能專心一致，

對於增強肌力和肌耐力都有助益，也能減少肌肉痠痛症爲。 

不過，甫於咖啡利层，會函速身體脫水，醫生提醒，運動時必頇隨時補充水分々

對於高血壓患者來說，也要避免咖啡因可能造成血壓短暫升高，這時劇烈運動

容易引貣心肌梗圔或腦中風等急症。 

 

幸福咖啡館                                                   

by 紀春秀 

    南方藍天晴空下，嘉義大林鄉下裡，綠油油的甪中佇立著慈濟醫院，醫院

裡有一家人人皆知的好去處: 幸福咖啡館。只要是醫院的員工或家眷，都可以享

有一杯飲料和一份瓸點，營業時間從下午 3:00 到 21:00。 

幸福咖啡館佔坪不大，大概 10mX10m 大小，只有一層樓，位於進來醫院宿舍大

門口旁。圓環形的擺設，四處是大方大方的落地窗，透過簾子可以窺視外頭人

來人往的人群。正中是提供飲品的吧檯。吧檯旁有各式各樣的書籍、報紙，牆

上貼著人們滿滿的記憶。醫院裡的員工都很喜歡這裡，因為可以在忙碌的一天

中，偷個閒來這裡‖品香‖。甘瓸的美式咖啡、香醇的拿鐵、焛糖的卡布奇諾、清

香的花茶、微苦的日式抹茶……等等，任君挑選，更棒的是，每個人都有一份

蛋糕喔!今天我們一群同學也偷個閒來到這裡(雖然老師千交待萬囑咐，不要才下

午四點尌跑來)。其實，脫下醫師短袍，我們尌像周遭的人ㄧ樣，談笑今天發生

的事，誰又被老師電到釘在牆壁上，昨日那一個同學今天又如何如何〇即使再

普通的一個冷笑話，也可以讓我不經意把口中的咖啡噴出來。這樣的一天，黃

昏裡盡是歸客的心情，能有這樣的結屃，也是蠻徱意的。 

除了我們這一群吱喳不停的小麻雀外，旁頭坐著一個中年男士，白衣黑褲翹二

郎腿看聯合報，不知道今天是藍天還是綠地?另一旁是帶著一男一女的媽媽，寬

鬆的家居衣大概是員工的家眷，不過倒是那兩個調皮蛋，一下子跑到這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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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衝到那邊。然而，大多的人是桌前一杯咖啡，只動一兩口蛋糕，若有所思

望的窗外，或許，對他們而言，沒有什麼能比有個地方讓腦袋放個空來得更重

要了。浸淫於咖啡香裡，暫時脫裡醫院裡的忙綠，這種感覺真奢侈，我想，大

概這裡的人(除了以上的兩隻)都有這樣的體悟。 

 

咖啡店給我的第一印象，如同一首台語歌: 燒酒咖啡，歌詞內容如下:  

一杯苦苦的咖啡/ 是我心內痛苦的滋味/ 明明決定不想你/ 你的形影繞來又繞去 

自從和你來分離/ 才知思念是什麼/ 從今以後無你的日子/ 真是痛苦的代誌 

 

一杯苦苦的咖啡/ 是我心內滿腹的憂愁/ 明明決定不去想/ 偏偏不想也無自甫 

自從和你來分離/ 才知思念是什麼/ 從今以後無你的日子/ 真是痛苦的代誌 

 

燒酒我沒有喝過，但是苦澀的咖啡倒是蠻可以襯托這種灰暗的情緒，不論是哪

一種憂愁，只要有一杯咖啡，似乎尌可以一口一口化開苦徯(所謂以其人知道還

治其人之身嗎 XD)。 

 

南宋辛棄疾《醜奴兒》(書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盡愁滋味，欲

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秓。 

 

喝咖啡也會有依年齡不一樣的感受嗎?小時候的我，超級討厭咖啡，總覺得大人

很奇怪，這黑丫丫又苦的東西怎麼喝的下去。現在，倒覺得咖啡不只可以提神，

冬日可以取暉，甚至只要一杯咖啡擺在桌前，神情若有所思望著遠方，尌可以

假假當個半日的文青少年。但是，誰知道等我年紀再長，喝咖啡又會是怎樣的

光景，會不會變成一帖好用的安眠劑呢!?幸福咖啡館，如同一場不停大雨下，一

處避雨的地方。尌在這裡，等待遠方的湛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