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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在家自學中 林妍 
 

這下半年我的學習是由英文（雅思）、南管琵琶、日文、義大利文所組成的。 

 

英文考試:雅思 L7.5  R8.5  W6.5  S7.0  Overall:7.5 

我之前英文相當爛，托福 ibt 高三時只考了 60。今年密集準備了四個月，分享一

下我學習英文的方法。 

 

聽 力 

BBC radio 4 

因為我個人偏好英式發音，兼之不喜歡聽到流行音樂，所以 radio4 是我的首選。

這個電台會「一直」講話，對訓練聽力很有用。Woman’s Hour, Book of the Week

都很不錯。新聞部份PM(我喜歡這主持人的聲音；可惜沒有podcast可下載), Today, 

World Service 還有 News Summary 會口述頭條等文本新聞，然後隔一陣子就會重

播。 

BBC Learning English.com 新版(2014-at present)和舊版(2008-Sep.2014) 

6 Minute English—頭幾年較似母語者的語速，現在滿慢的；主題幾乎無所不包 

The English We Speak—片語 慣用語 大概兩分鐘 

News Report/Words in the News—差不多的長度和難度；剛開始聽新聞可以聽這種

短短的 

TV programmes— 

Friends(生活語), The Nanny(文法+老用法+雙關語), Yes, Minister(文法+老用法+

雙關語→建議程度好一點再用這個學英文), What’s My Line(問句+單字)… 

(YouTube 有那種 the best of…的很不錯，因為不會太短，只是拍手和笑聲有時後

有點煩。) 

Interviews—有很多種，我通常聽老電影演員或幕後訪問(或者像 20 年後這種再

訪)。節目推薦 Small World, Person to Person。 



4 

Others— 

像是美妝穿搭、美食（Nigella Lawson）或旅遊的都可以。但是這種通常說話的

比例會低一點，適合想休息再看。 

Audio books 

豆瓣有很豐富的資源；或是 audible 也可以試聽。 

聽有聲書不是只練聽力；可以跟著念練口說。 

 

單 字 

扇貝網 

我大概密集背了一個月(每天 100~200 字+兩篇新聞中的新字)就沒再用這個了。

設定建議調成聽打的模式，然後提示和注解改成英文加簡易用法(用中文的話，

不光是用法會拎不清，也會不知不覺又回到中文模式)。單字主要是從雅思 8 抓

的，也有小說試閱的單字。 

 

Vocabulary Advantage 

這作者話超級多；感覺比較挑剔。他關於 redundancy 的見解相當好。我考前一

個月每兩天看完一章。 

 

Word Power Made Easy 

這作者的語氣滿幽默；還有一章是在講十種類型的撒謊者。和 VA 一樣，屬於正

式單字。 

 

A5 筆記 

全英文，只有專有名詞會加註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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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I A5 尺寸的活頁本和紙張，因為大小剛好。也可以加、抽頁。 

★藍筆一粗一細－細記單詞和解釋；粗寫用法 

★天藍色筆－音標、小註解 

★Marker(Green)－近義詞 

★Marker(Blue)－反義詞 

★紅筆－頁數、相關書籍註解、筆記有列過的字條 

（例：intoxicated 和筆記第 1 冊、第 24 頁正數第 4 個的 delirious 有點雷同，因

此紅筆註解寫成羅馬數字① 24-4 ） 

 

使用的字典是： 

Oxford Dictionary, Cambridge Dictionary, The free Dictionary, Urban Dictionary, 

WordReference Forum dictionary 

例句方面，除了字典上的，我有時候會找新聞的頭條來寫；或是小說、評論裡

有 informal 的雙關語，或者極正式的單字，都是例句紀錄和了解用法的好資源。 

我的例句因此有的時候會有對話體或者成人話題。相當有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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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看書等等發現新單字或片語時，我都會找張紙一看到就寫下來。如果完全

猜不出來，我才會找字典看一下。 

這種充滿一堆字的單子我有一堆，偶爾無聊的時候，我會拿筆看哪個字已經懂

了就劃掉，哪個字又出現了作記號。有趣的是，因為我通常懶得寫這是出自哪

裡的生字，有時候透過看單字，就回想起那段文章來了。 

 

單字卡 

只有從 Advanced 剪下來的中英單字卡；看例句不看中文。最常使用是單字本。 

 

 閱 讀  

BBC News—主要是看單字 

The Guardian—書評和人物介紹難字多，好玩的是 BlindDate 那欄會有很多口語

用法。 

National Geographic—人文歷史類和動物報導 

The Economist—句型很多 

New Scientist—難易和句型都很適合雅思考試。（聽說文章也有從這裡出來的） 

Advanced—主題多，但文章難/長度有時有點不夠 

StudioClassroom—口說能用到的句型和說法很多 

如果是新聞，我偶爾會弄成 Evernote 的簡單模式，然後畫下句型之類的，要抄

的會再用筆記本抄下來。 

Novels—紙本或線上看(AO3, fanfiction…etc)歐美小說。學到滿多動詞和情緒表達

的說法。 

Reviews—bloggers, goodreads 或 amazon 的書評區 

 

 寫 作  

這我有找老師幫忙修改。另外準備一本筆記本是抄可用句型的。攏共寫了三十

篇，Task1 還是寫得很爛，但萬幸 Task2 好很多。秘訣就是寫簡單好懂一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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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彎來彎去秀奇妙文采。 

Ielts-simon.com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的好用網站。 

 

 口 說  

一直到考前差不多每週都有參加讀書會(skype 某種程度上比面對面好；可以專注

在聽)。程度比較弱的人，可以先模仿發音(shadowing)，然後就多講。介係詞要

查好確認，這部份我覺得比使用厲害單字重要；不要 I hate to seeing gaudy 

colours. 發音、重音是另外一個重點。然後，時態比較常用的是 past perfect, past 

tense。最後是冗詞；像 In my opinion I think 這種還滿常聽到的。另外，part3 的

時候，我會避免使用 you。因為我聽到有人說 you can just drink more water and eat 

more fruits 時，會莫名奇妙火大起來；總覺得「我在問你大方向的問題，你建議

我幹嘛？」用第三人稱多好，還可以換年齡層、性別、職業。 

 

 文 法  

Grammar In Use—很實用的文法；但最好多看小說之類的可確實記住時態 

Grammar for IELTS—反而音檔比較好 

 

 參 考 書  

Cambridge1~10 

我只有做 3、6、7、8、9、10。做越新的越好，像第三冊的問題就真的和後面幾

本差很多。 

閱讀真經 5 

建議單字背得差不多再做這本；雖然後面有中文單字解釋，但因為是「近義字」，

所以其實不是真的可以照著中文解釋的理解去一直轉換的。 

 

考前一個月，每章計時 10 分鐘以內完成；這樣比較多時間確認答案。真正做題

才會發現，包括恍神，大概五分鐘以內一定會看完文章，真正的問題反而是刪

除不可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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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英國（眾文出版）－ 

這本是除了 Cambridge 的音檔，另一個我反覆聽的。這語速較快又短，滿像劍

十的語速。 

 

以上是我至今英文準備的方法和心得。 

 

日文方面，唸到了 N4 的程度。義大利文正在練習聽力和跟讀(如果有人有興趣，

我再分享義文有聲書的資源)。 

 

南管目前學了琵琶，出乎意料地，我似乎有點彈琵琶的天份（和唱比起來簡直

是天才）。 

奇怪的是，我練習吉他時，怎麼弄都不對勁，琵琶就順手多了；現在最大的困

難是如何消除指甲磨擦聲，(第二是跟不上飄忽的洞簫)那捻指如何能夠彈奏得真

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盤，而不是珠玉磨碾的嗄吱聲。練習到輪指時，（五隻指頭由

小指到母指在同一個位置上彈過）有時候會忘記食指；後來慢慢摸出來一個要

訣：觸碰面積越小，越沒有呱啦啦的磨擦聲。 

眼睛閉上著，用手記位置，可以彈到快睡著。真舒服呀。正確的話，就像是聲

音的溫泉。但大多時候會出現猴子怪叫，就驚醒了。現在還在練習棉搭絮。各

位真的可以聽聽看南管，清奏版本比較容易入門，之後再聽唱的，然後再欣賞

上下四館齊來的演出。 

在大稻埕的有記茶行，每周六下午兩點到五點，幾乎都會有免費的南館演出，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聽聽看現場的，還有茶水可以喝呢！（我就一直很想要有間

傳統的茶館，可以有說書、京韻大鼓、相聲和南音演出；那可真是絕妙！） 

 

除了考過了雅思，另外一個大事是「申請」了三間荷蘭的大學：Leide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現在正在緊張地等待通知中。 

 

最後，關於考試或者資源有想知道的種子，歡迎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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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任職於自然世家身心健康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張光雄 

     

     隨著時序季節交替，每當開始撰寫基金會半年報的時候，才又發覺時間真

的過得很快呢！翻著之前一期又一期的半年報，想起以前的生活紀錄點滴，又

會回到不久前、或是很久以前的記憶。當完成 2015 年下半年度的半年報同時，

也意味著 2015 年的結束。 

    稍微回想一下，自己在同個工作崗位也邁入第 3 個年頭，人生的階段又那

麼稍微往前推進一點點…還是想再感慨一次，時間真的飛逝呢！記得明明才不

久剛上大學和高中的弟妹，現在都已經擺脫「新鮮人」的姿態，分別是大學二

年級、高職二年級的「半老鳥」了，當然，年級升格，學業、功課壓力也隨之

升級，甚至，他們有些專業學科的課本內容自己也開始看不懂了，回想好像「不

久以前」自己還可以為他們解答小學等級的國語或數學功課題目，現在，對我

來說意義真的是很不一樣。 

    不過，對於自己在職場的定位，感覺和半年前還是差不多的，尚未擺脫「尷

尬感」，還不夠「老」的職場老鳥、還不夠「新」的職場新人，面對許多已經累

積好幾十年工作經驗的前輩，以上角色仍是給自己的定位。「自己應該還算是小

毛頭吧！」雖然在工作業務有更上手，可稍微「指點」一下新進同仁，但保持

謙虛一點的態度總是好的，至少自己這麼認為。 

    至於 2015 年下半年的大事，對於身為棒球迷的自己來說，當然是今年第一

次開打、就在台灣轟動熱鬧舉辦的「世界 12 強棒球錦標賽」囉！在比賽還沒開

打前，但比賽行程已經公佈之時，自己早已「快速鎖定」，把有台灣國家隊的比

賽時間寫進個人行事曆中。比賽的那段時間中，只要是平日有台灣的比賽，上

班時心情便開始感到興奮與緊張了，下班回家時更是只能用歸心似箭形容，深

怕會錯過任何投手任何一顆球、打者任何一個揮棒，比賽任何一個 PLAY。 

    只不過，很可惜的是大家都知道這令人心碎的結局。雖然台灣艱辛擊敗許

久不曾取勝的古巴隊，卻也在全壘打牆前目送波多黎各隊用再見全壘打殘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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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最終勝利。身為棒球迷，當然對於這結局感到不捨，但自己認為只要球員全

力以赴、勝負都是其次…。很可惜許多球迷不這麼想，賽後各種充斥各種謾罵，

檢討也不絕於耳。為此，有人為此現象提出一句箴言：「贏球所有問題都有答案，

輸球任何答案都有問題。」凡事不能只看結果，不能贏球就把球員捧成像神一

般，也不能輸球就歸咎球員各種問題。「結果論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是這次自

己從棒球場上學到的一點感觸，若應用在職場、人生上，似乎有那麼一點道理。

得到一點小成就，也得反省檢討不足處；嘗到一些失敗，但其中仍有可繼續保

持的好地方，可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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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許匡毅 

 

【多益要考高分，需要的是決心，以及超級熟透的練習】 

今年利用當替代役的空閒時間準備多益考試，總共準備了三個月，最後分數 855

分(聽力 455、閱讀 400)，上次才 650，進步將近 200 分，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

讀書心得與方法。 

 

 預備期 

建議買閱讀的書就好，練習聽力利用網路資源就足夠了。 

1. 推薦用書(其實很多朋友都有多益的書，用借的也可以)： 

I. new toeic 閱讀完全攻略(寂天出版)培養基本單字與文法，很適合初學者 

II. 新版多益閱讀策略 Part7(常春藤出版) 

III. 哈佛大學畢業的滿分怪物講師 NEW TOEIC 新多益 5 回全真模擬試題+

解析 (附 2 書+1CD+防水書套) (不求人文化出版，名字有夠嗆，哈 XD) 

IV. 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II TOEIC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

【1 Book + 2 CDs】(ETS 臺灣區總代理出版) 

 

2. 線上聽力資源 

I. 多益聽力練習   http://www.english-test.net/toeic/listening/  

(利用這個網站將題目練到熟透) 

II. Voicetube      https://tw.voicetube.com/ 

(累的時候，我會用 voicetube 聽英文歌，讓自己放輕鬆一下) 

III. EASY TEST  http://easytest.lib.ncku.edu.tw/ 

(此網站有聽力跟閱讀的題庫，但是需要跟成大的學生借帳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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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力成長期 

1. 用日記擬好每天要練習的部分，然後找時間完成進度，並且確實紀錄自己

練習進度，以鞭策自己。 

2. 隨時記錄單字或句子的筆記本(我共寫了兩本，記錄了快 2000 個單字或句

子)。 

 

(聽力準備) 

考試類型如下 

part 1 ( 看圖說句子 )  

part 2 ( 回答對方的問題 )  

part 3 (對話題組 a-b)  

part 4 ( 短文描述 )  

聽力要高分，有兩個條件 1.自信心 2.熟練度。我是使用成大的 EASYTEST 練習

Part1~4，幾乎每一題型都練習了 20 回左右，在這樣的練習強度下，題型應該就

會熟透了。聽力初學者通常對於看不到的東西，會莫名的害怕，在不知道聽力

在講什麼的時候，信心會非常的不足。這時我推薦大家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就

是用廣播聽 ICRT，我是每兩天一次起床時會聽 ICRT30 分鐘(跟替代役生活有

關)，持續了三個月左右。通常練習第一周會只聽懂 2~3 成，第二周大概 4~5 成，

第三周以上就可以增加到 7~8 成了。事先你無法知道 ICRT 會講什麼東西，就跟

考試一樣。ICRT 聽久了，就會比較不怕英文聽力，同時也建立英文的語感。 

 

練習的時候最好眼睛閉上，專心聆聽。 

正式考試時也一樣，閉上眼會聽得比較清楚。 

 

(閱讀準備) 

考試類型如下 

part 5 ( 文法, 慣用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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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 克漏字填空 )  

part 7 ( 閱讀測驗 ) 

多益的單字重複率其實很高，從題目中學習新單字或片語就足夠了。除非你英

文底子真的很差，才需要另外買單字本來背。我總共寫了【new toeic 閱讀完全

攻略】、【新版多益閱讀策略 Part7】以及 EASYTEST 的 Part5~6 將近各 20 回，

Part7 因為題目太多，有點懶的練習，後來很後悔。 

 

 模擬測驗期 

大約考試前兩周開始寫模擬試題 

建議先寫【哈佛大學畢業的滿分怪物講師 NEW TOEIC 新多益 5 回全真模擬試

題】(以下簡稱哈佛)再寫【多益測驗官方全真試題指南 II TOEIC Official 

Test-Preparation Guide】(以下簡稱官方)。 因為哈佛比較難(練習時最高才 780

分)，官方比較簡單(練習時已經可以到 840 分)。建議練習的時候要直接以兩小

時當做測驗時間(聽力聽完大約 45 分鐘，閱讀為 75 分鐘)，這樣才能培養考試的

耐心跟體力。 

 

哈佛這本單字難度較高喔 

 

哈佛的 part3~4 每個小題之間間隔很短，而官方就跟正式考試一樣，會稍微長一

點。如果練習時哈佛的速度可以跟上，那麼官方跟正式考試就一定會來的及。 

 

一開始寫多益模擬題(哈佛那本，較難)的時候，寫到 180 題時間就到了。寫了四

五回模擬試題後，才能勉強寫的完。到了寫官方的時候，就可以在時間內寫完。 

 

 考試技巧 

part 1 ( 看圖說句子 )  

從模擬試題中，練熟單字。 

part 2 ( 回答對方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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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清楚第一個字很重要，是 5W1H 的哪個? 

part 3 (對話題組 a-b)  

part 4 ( 短文描述 )  

  考試時，當聲音在講導引的時候，先看完第一題組的 3 個問題跟選項。當聲

音在講每一個小題目的時候，不要理他，把題目用看的看完，然後直接找出選

項然後用手指指著，三題都做完後，畫卡。因為聲音每個小題之間都會有停頓

1~2 秒，所以當我畫完卡的時候，聲音可能還在講第二小題或第三小題，這時

候不要理他，直接看下一個題組的問題跟選項。 

因為用這個方式，你就會大概知道每個題組大概在講什麼，以及先熟悉下一個

題組的單字。 

part 5 ( 文法, 慣用語 ) 

多練習就 OK 

part 6 ( 克漏字填空 )  

多練習就 OK 

part 7 ( 閱讀測驗 ) 

 part7 要寫得快，寫得高分，就要平常就常常看文章，練習英文閱讀的語感，

否則會跟我一樣，考試的時候看超慢，結果來不及寫完= =”。 

 

 心情轉折 

開始練習聽力時，有次反覆聽某個句子，都不知道在講什麼，比對文字後，竟

然發現是在講這個，真的很傻眼，但這就是過程。一開始真的會比較難，也比

較受挫。經過一兩個月練習後，之後不管看 discovery 或者看電影，會發現竟然

可以跟上速度，頗有成就感。 

現在看電影幾乎都聽得懂，可以不用看字幕，可以不用看字幕，可以不用看字

幕，很爽，所以要說三次 XDD，但這就是實力的成長!!!!! 

相信你也可以的，也可以做得到，加油!!!!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跟我交流，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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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école supérieure d’art & de design Marseille-Méditerranée(ESADMM)  

馬賽高等美院 
 en 2 année option art 二年級 鍾佳雯 

   
    回想今年克服種種困難，除了奇蹟，還要感謝很多人的幫忙。終於，我現

在在法國留學了 !!! 

但一切的美好幻想只維持到我來法國之前。一抵達法國，就有很多事要忙，像

是找房子、銀行開戶、ofii 報到、房屋保險等等，法國的行政速度是很緩慢，而

且有些地方不太合乎邏輯。還沒忙完，緊湊的開學又來，有一堆法文書要看。

十月開學對我來說最大的衝擊，莫過於語言。老師講的話，我大都聽不懂。回

家和周末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反覆練習。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沒有很認真的準

備，老實說很逃避，有時躺在床上動都不想動，我覺得現在的學業是自己努力

追都很難趕得上大家。有強烈的無力感。法語對我來說一直有學習障礙，也許

因為之前法語檢定考試考到我都沒什麼信心，所以上起課來特別辛苦。先是上

課錄音，然後反覆聽推敲老師在講什麼，與同學討論。再來，創作上，我必須

突破以往的框架，轉換習慣，我慢慢可以體會想法比技巧重要太多 !也許法國學

生沒有我們亞洲學生基本訓練的扎實，但也因此他們可以天馬行空的想出很多

東西。然而，在法國學習我覺得課程極為鬆散，學習自主權在於自己，比起台

灣每個小時每節課把自己時間卡得死死截然不同。因此我們有更多時間可以好

好規劃自己的行程。我回想整個求學的階段，有很多不健康的地方。特別是教

育制度，雖然說自己是台灣升學制度下的受惠者，但不應該把生活的重心整個

放在這上面。我們花很多時間在分數排名上和名校迷思，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之前在學校的豐功偉業，到國外來一點意義都沒有，但以前在國內是不會有這

樣的想法。 

剛開始上課面對繪畫上的衝擊很大，學傳統繪畫的我忽然要轉變當代，我一直

覺得變化太大，但是這件事遲早都要面對，不管是持續創作或教學。都對我來

說很重要。我覺得我可能對當代藝術接觸太少了。於是在朋友提議下，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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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威尼斯雙年展結束前前往觀看。整體雙年展以影像或裝置的作品居多，多

數作品都是藝術家自己脈絡性的呈現，也有些是代表國家。對我來說真是大開

眼界，在當代這方面的知識我明顯比同學們缺乏很多。 

這段期間我自己也很迷惘，愈來愈可以感覺到藝術創作著實辛苦，來法國的這

群人居多是窮留學生，大家為了生活忙著打工。比起我是個全職學生，不禁有

些慚愧，辛苦家人還要提供我生活費，所以我必須把握時間好好學習。這幾個

月反覆去想很多事，在此引用一封徐冰至紐約年輕藝術家的信: 「我有時想，我

有房子住，有工作室用，有飯吃，是用什麼換來的呢？美術館、收藏家願意用

高價買我的作品，他們買走的是什麼呢？作品本身只是一堆材料，值那麼多錢

嗎？價值源于那些精工細作的技術嗎？比我在製作上講究的藝術家多得很。我

認為藝術最有價值的部分，是通過作品向社會提示了一種有價值的思維方式以

及被連帶出來的新的藝術表達法。這種“新的方式”是人類需要的，所以才構成了

可出售的價值，才能形成交換鏈。藝術新方式的被發現，源於有才能的藝術家

對其所處時代的敏感，以及對當下文化及環境的高出常人的認識，從而對舊有

藝術在方法論上的改造。所以說好的藝術家是思想型的人，又是善於將思想轉

化為藝術語言的人。」 

在這所當代的學校，更精確的是說在這個國家、這個世界。藝術工作者要不斷

的去呈現自己的藝術創作，這時候要把亞洲的謙虛哲學先隱藏起來，反而要落

落大方以辯駁的方式去傳達自己的想法。一直到現在我依然覺得我來到這裡很

衝突，即使每天壓力很大，我還是很歡喜的生活。還好自己還年輕，還有一些

負擔沒有那麼重的時候，可以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希望我可以走出最適合自己

的路。 

除了學習以外，我覺得還有一點值得提的地方，就是獨立生活。雖然我從高中

開始離家求學，但生活大部分還是爸媽在照顧我，我過得跟在家裡生活一樣舒

適。但是到了國外，面對龐大的生活開銷，凡事自己動手來做是最省錢的，而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我覺得我才算真正學會獨立。舉例來說煮飯，在國內我完

全沒有煮飯的慾望，外食便宜、好吃又省時。在法國我天天自己煮，一來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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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吃不慣西方的食物，我憑著以前吃東西的經驗和網路食譜，開始做自己喜

歡又健康的食物來吃。住的方面，就是很小間的單身房間，一開始很不習慣空

蕩蕩、沒有室友的房間。但想想，總有一天我會面臨這樣的生活，而法國學生

高中畢業就開始這樣獨立生活。我不禁思索，不同的文化差異導致台灣的幸福

孩子們長不大，還有靠爸族這種社會問題，西方的年輕人是很開心迎接自己一

個人的生活呢 ! 

留學生活走到今天雖然辛苦，但不後悔。如果再選擇一次，我還是會做同樣的

決定。留學不是人生一定要做的事，但當自己更認真的走留學這條路，更佩服

那些曾經留過學的前輩們。這一年的起起伏伏都是值得細細品嘗的回憶。 

   
前往法國的家庭合照 住的房間 馬賽車站 

   
自己煮東西吃 中秋節 夜晚聚餐 

   
寄明信片 冬至 參加佛教聚會 

   
工作室一景 工作中 前往威尼斯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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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大學 商學研究所 碩士班 二年級 湛址傑 
 

  我於 2015 年底成功考取中華民國律師，回顧這七年來的人生歷程，真可謂

峰迴路轉、曲折離奇，長埋在心底的那個念頭近日不斷閃現，那就是寫書，因

為我人生的故事性實在太濃厚，有時回想起來還覺得這一切就像虛構的，都不

是真的，在此向侯文詠作家（醫師）致意，其撰寫的危險心靈一書，針砭台灣

中等教育制度，就如同我所遭遇的一般，然而我所遇到的困境卻是更痛苦。  

 

  年輕時我是個放蕩不羈的無形浪子，因為家境因素複雜，以及對這填鴨與

威權的中等教育制度十分不滿，我非常離經叛道的用血肉去衝撞整個教育制

度，國中轉學又轉班，是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麻煩人物，甚至被許多師長霸

凌與孤立，高中被留校察看、被退學，帶著四大過離開，但不服輸的我，接著

跟學校打行政救濟、捍衛學籍，最後竟然還申訴成功，母校中學不合時宜的校

規因為我的關係，在教育部的糾正指導下更改，我雖然抗爭成功，卻已無心戀

棧，於是我離開了這與我格格不入的教育體制，也離開了我當時的家庭，休學

離校、離家出走後成為玩日愾歲的小流氓，喝酒抽菸飆車打架樣樣來，最後在

兩次重大的車禍中徹底醒覺，那一個月中我出了兩次車禍，那兩次車禍改變了

我的一生，第一次車禍我腦震盪，記憶受損之餘遭好友出賣，將肇事責任構陷

到我身上，我體悟到酒肉朋友的人情冷暖，第二次車禍我飆車時速一百多公里

摔車，我全身挫傷臥床三個月，兩次車禍都瀕臨死亡，兩次車禍卻又都大難不

死，人在死亡邊緣回來後對生命都有更不同的體悟，歷經生與死的邊界，真正

的接近了死亡，我才發現自己真的活過，原來我 19 歲以前都是行屍走肉般地活

著。 

 

  決心浪子回頭，卻無人支持與相信，身旁的眾人不論是父母或是師長，皆

冷眼相看，尤其我高中念了四年卻還念不完，最後甚至把自己搞得遍體麟傷、

重傷於病榻，然而，我堅毅的人格，卻在這重重的困境中，一點一滴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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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補習好好考大學，父母親覺得浪費錢，不願幫助，於是我做了一個很瘋

狂的舉動，我借錢去補習！對，我為了補習竟然跑去借錢了！然而正因如此瘋

狂，破釜沉舟後我更是非贏不可了，因為我已無任何退路，距學測僅三個月，

我把握每分每秒的學習時間，可惜高中底子太差了，學測考很爛，只考了 50 級

分，我不因此放棄，繼續借錢力拚指考！最後我考上了東吳法律系！我分數可

上很多國立大學，原本在成大、中字輩校系與東吳法律之間游移，但我認為法

律是最快翻身的道路，而且東吳法學院也是全國的法律名校！於是我選系不選

校的進入東吳就讀，然而此舉卻未獲家人諒解，他們希望我填國立，然而反叛

的我竟然選了一間私立學校（而且還要唸五年），於是這次我徹底被斷絕經濟來

源，不要說學雜費了，我連生活費都沒有了！ 

 

  於是我只能再去借錢，然後立刻去找打工，我沒有學歷，只能做一些賣勞

力、賣時間的工作，卻也嘗盡了社會的人情冷暖，私立學校的學費實在貴，而

且之前借的補習費跟生活費也都還沒還，於是我超時工作，一天工作 16 個小時，

很多時候只能吃泡麵充饑，我還記得我都去買包裝麵不買碗裝麵，因為包裝得

比較便宜，一包不到十元（在大賣場買成箱的話），然後在烈日底下做勞力的工

作，全身曬得跟黑炭一樣，甚而有時還被狗追，被烈日與颱風襲擊，暴雨中被

困在苗栗鄉間（我住竹南），颱風天馬路匯聚成河道，強度颱風路上無車無人，

但我仍被逼得從苗栗鄉間冒著生命危險騎回竹南市區，事隔七年，那狂風暴雨

的景象仍然歷歷在目，我當時並沒有現在這麼樂觀，心中除了恐懼之外剩下的

就只有憤怒，我恨透了老天一切的捉弄！我對著狂風暴雨仰天長嘯：「我湛址傑

從來不相信命！我一無所有，但我仍有一身不服輸的傲骨！不管祢怎麼阻撓

我，我都會想辦法翻轉自己的人生！」我就這樣堅毅地度過了兩三個月的暑假。 

 

  進入東吳後，班上同學都知道我非常認真地念書，卻不知道我為何會這麼

努力，因為我已經沒有退路了，我如果不繼續往前衝，就會跌入身後的萬丈深

淵，於是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我仍然每次都拿書卷獎，接著因著一些意外與



21 

幸運，我考取轉學考，成功轉入政治大學法律系，也算是給我母親一個交代，

然而我與家人的關係還是十分不好，當時我與父母水火不容，然而在一次意外

中，凝聚了家人的向心力，我家境雪上加霜，母親憂鬱症爆發後，無法自理生

活，我放下仇恨回家探視，也與父母冰釋前嫌，大家一同為了治療母親而努力，

走到這裡，我才深刻體悟，危機，真的就是轉機！ 

 

  為了讓憂鬱症的母親能更開心些，我唯一能盡的孝道就是不斷的追求卓越

以及努力成功，讓她得以順利戰勝病魔，因為憂鬱症就是要保持心情愉悅，於

是我在政大的幾個學期裡，仍然每次皆拿書卷獎，就這樣我大學總共拿了八次

書卷獎（如果最後一學期也算的話），接著因著幾位老師的教誨，以及自己的觀

察，深覺律師市場競爭激烈、生存不易，即便是政大法學院的金字招牌恐怕也

無法讓我常保優勢，必須建立自己的利基或者開出一條藍海，於是我跨領域考

取商管類研究所，想不到極為順利，一舉考上台大商研與台大國企，最後選擇

商研所就讀。 

 

  其實我覺得叛逆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有時候叛逆代表有想法，更代表著

創新，台灣教育失敗之處就在於箝制思想、打壓創新，你太有想法反而會被視

為禍亂，就像我一樣，我們台灣透過填鴨的教育、標準答案的追求，把學校當

軍隊一樣在管理、當工廠一樣在製造產品，而每個學生都是一個標準化的成品，

忽略我們個體間的差異性，所以我們很少有頂尖的創新創業人才，我們只有大

量便宜又好用的工程師，雖然代工做到了世界第一，或許很多人覺得這很值得

驕傲，但我卻覺得有點淡淡的哀傷，因為我們還是位在產業鏈與價值鏈的最底

端，受限於技術不自主跟市場不自由，我的求學困境，其實也是台灣整體教育

的困境，甚至是現在整體經濟困境的原因之一。以往沒有能力，所以叛逆曾讓

我遍體麟傷，但現在叛逆卻是我最珍貴的資產，因為叛逆，所以我不安於現狀，

因為不安於現狀，所以我能看出更多的問題、尋求改變、謀求創新，不斷的進

步，就像我研究所跨領域一樣，不打安全牌，走出一條跟別人不一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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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進入商研所卻意外發現自己真正的興趣在於企業管理，而非法律，我

喜歡法律這門專業，但我不想作為一生的志業，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企業家，

一個跨國企業的 CEO 或者成功的創業家，雖說律師職涯的確仍然可以幫助我達

成上述目標，但是台灣律師並不好考，我不知道這樣的時間投資是否划算，畢

竟誰都無法確保一次就考上，然而看到母親與祖母的殷殷企盼，我知道，我不

是為了自己而活，我需為了家人而戰，讓他們感到驕傲，這是我能盡的最大孝

道，於是我以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投入律師考試，非常努力、且認真的壓縮一切

時間，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擾，不論是感情、社交活動、朋友聚會等，我希望能

以最短的時間，用十分密集的訓練，讓自己上戰場，打短期戰會比持久戰來得

更有效率（當然也要付出很多代價以及十分專注），所幸自助天助，我並沒有讓

大家失望，於 2015 年底，我在台大商研所，真正的從法學院畢業了！ 

 

  環顧這一切，雖然不可否認的我很努力，然而我非常感恩與惜福！因為我

知道這一切都是上帝的禮物與考驗，祂給予我不錯的天賦與極其叛逆的性格，

同時施加許多的苦難在我身上，不斷的淬鍊我，讓我去挑戰進而成長，這些寶

貴的禮物，雖然是隱藏在苦難的外表底下，並以常人難以忍受的方式呈現。然

而歷史經驗顯示，許多幼小經歷磨難、困苦的人，往往容易獲致非凡的成就，

原因在於苦難中所砥礪的意志、毅力及所激發的潛力，正是成就許多偉大事業

的必要條件，但凡人往往吃不了苦而無緣開創新局，所以我常常於演講時傳遞

我的價值觀，逆境才是最珍貴的，人們能夠成長與進步，絕大多數都是透過克

服逆境成就的，不要逃避逆境，接受它、改變它，若敗於逆境，將一蹶不振，

但若戰勝逆境就能開創新的格局。 

 

  同時我也得遇許多貴人與機緣，例如華固教育基金會您就是我的貴人！我

並沒有懷才不遇，我的努力得以被看見、有回報，所以我覺得我真的非常幸運，

因為這樣的想法，我覺得這些都只是上帝的加恩，我深刻感受到，我現在擁有

的一切成果，都不是我應得的，那是社會大眾的期待與資源，更是上帝賦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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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與責任，上帝給予我這麼多寶貴的禮物，應該是希望我去造福蒼生，所

以我希望將來能以我的成就與影響力服務社會、服侍群眾，且用我的生命故事，

激勵許多仍在困境中的人們。 

 

  感謝華固教育基金會參與我的生命歷程，助我走完這段翻身之路，將來我

必將承襲您們獎學金設立的意旨，把這份提攜後進的精神傳承下去，造福蒼生

是我的理想，未來成功之餘也一定會提撥一定比例的收入用於公益與慈善事

業，接續您們淑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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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創意設計學士班 四年級 黄佳彬 
 

    當日子飛快又悄悄的過去，還能浮現在腦海中的片段回憶，大概是真正快

樂且有意義的事──環島，咖啡，畢業設計。 

關於單車環島，在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個暑假，報名了教育部體育署以探訪體育

場館為主題的單車環島活動，選擇單車，因為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切的速度，也

比較像是用”身體”去力行環島。想藉由這次環島，找尋一些畢業設計的靈感，

或是對生活能有更多體悟。其實這次環島最大的收穫不是風景、人文或是什麼

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認識了一些熱愛運動的朋友，而我也開始接觸運動賽事的

工作，大家都說，環島是台灣人必完成的三件事之一，我想我大概還會以另一

種方式再次環島吧，為了與更多人相遇，或是在旅途中，和真正的自己相遇！ 

 
 環島途中與完騎慶功宴 

 
總是想學習課堂外的新鮮事，因為平日愛喝咖啡，就想認真探究一下咖啡豆、

煮咖啡的方法，於是這學期便利用空閒在社區大學學習烘豆子、品嚐不同種類

的咖啡、和各種煮咖啡的方法，除了認識了很多沒有聽過的豆子，也終於了解

自己平日到底喝了什麼，喝多了單品或是比較優良的豆子，就會對於 7-11 的咖

啡挑嘴，咖啡的領域實在太深太廣，從生豆（未烘過的豆子）到烘焙方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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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溫度，再來煮咖啡的方法也會影響到風味，但老師常說，咖啡只有兩種：

好喝與不好喝，在一杯動輒 200 元的手工咖啡盛行的現代，不要盲從手沖單品

咖啡，找到合自己胃口的咖啡，才對，如果 7-11 一杯$35 的咖啡合自己胃口，

到也沒什麼不好！能深入探究自己喜歡的事物，大概是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件

事，未來我也想多接觸各種課程，多方拓展自己的興趣！ 

 
 烘豆課與拉花、沖泡課 

 
這一年的課業重心都放在畢業設計，每週幾乎都為了它通宵一次，或是因為想

不出來，而精疲力竭，即便發想與思考的過程非常痛苦，但仍然很期待那痛苦

後的小小成就，也期待 6 月份的畢業展，將會是我這幾年來累積出的成果展現。 

 
 畢業設計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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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三年級 王紫瑄 
 

感謝還在就學 

現在，大三了，主修室內空間設計， 

副修蠟雕與鑄造金屬，也學習編排設計、藝術心理學。 

生為學生很幸運，得到更多學習的機會跟犯錯的機會 

 
 
蠟雕作品_雷龍                                                   

因為有個朋友喜歡雷龍，因此設計出這樣的作品   
 
 
                                      
                                        

 
 
 
 
 

蠟雕作品_角戒 

終於，學會了怎麼用蠟雕做戒指，是個容 

易且能分享給更多人知道的技能 

 

 

還進行了一第一次販售為

一對情侶打造兩個紀念情

的手工手環 
 
 
 

 
 
 
 

 

 

 

 

 
編排課學習創造自己的中文字體 

 

設計課上在學貨櫃屋設計、書店設計、咖啡廳設計，透過不斷的學習做出更多

更貼近的人的設計，而不單只是自己想要。 

設計的生活，雖然課表上只有幾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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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謂設計，產生想法，產生創意，搜集資料，溝通討論，實際親身體驗空

間，這一切都需要花很多時間，但也不一定花了很多時間就能做出好設計，一

切又要看自己曾經的過往經過甚麼故事，湊巧能得到什麼創意想法，而不像國

高中只要埋頭讀書也許就有機會得到高分。 

為此，更努力的生活、嘗試不一樣生活經驗、持續的學習，保持健康的身體，

是該做的。 

目標還是一樣，學設計是為了，透過設計帶給別人感動。不管是金屬工藝、蠟

雕鑄造還是室內空間設計。 

生活_特別一提的暑假 

 

創客擂台百萬競賽 

暑假鼓起勇氣在哥哥的建議下參加了

一場歷經兩個月，由行政院主辦的創

客擂台百萬競賽 ” Top Maker－Make 

for All ”不分年紀、男女、身分地位，

位在台灣都可參加的一場比賽。我也

非常的幸運在這場比賽中以三人一組為單位拿到第一名。 

 
不過，這不只是一場有獎金的比賽，是一場認識更

多有目標夢想的人去學習觀摩打開視野的機會。也

明白了所謂 Maker，就是發現問題，也許在生活

上、工作上、生命上、家人朋友間的關係上，然後

試著面對問題、動手解決問題，也許不一定完全解

決但卻是有機會變更好的，這樣就擁有了 Maker

精神! 

也發現，比賽最重要的不是個人能力，而是與團隊

間彼此的溝通、協調、互助的能力。也相信這也是未來的趨勢，每個人都有不

足的地方，都需要不同意見不同能力互助才能完成完整好一件事。其實比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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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結果，是個其次。最棒的是過程，參賽者們一起為了能解決更多事物而思

考爭論如何來做設計，過程中也許爭吵，也時也需要低頭承認自己的不足，接

受別人的建議，帶著好的態度真誠待人的心，繼續學習。 

 

教育廣播電台專訪 

因為比賽的關係也得到上教育廣播電台專

訪的機會，認識到了廣播主持人，從沒想

過自己可以上廣播電台，沒想過打開收音

機竟然能聽到自己的聲音，藉著廣播分享

自己的故事，實在是幸運。 

 

美國 MIT 參訪 

很開心可以參加到這樣的比賽擁有這樣的

經驗，很幸運，也認識了很多人，很多有夢想並付出努力想完成的人。也很感

謝這場比賽，因為第一名的關係，還得到去美國參訪 MIT 的機會。這將是我第

一次出國，而機票，某部分也算是靠自己在這些年所學習到的想法觀念而得到

的，因此很滿足。比起一些人，雖然對出國已習以為常，但出國的花費機票費

都是父母出的錢，但我卻是參加了這樣一場比賽而得到的機會-波士頓來回機票。 

其實，這也是另一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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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一組 小組報告                                                 

湛址傑、黄佳彬、王紫瑄 
 

電影鐘點戰的心得與反思 

 

一、 前言 

（一） 架空時空的背景介紹 

 
這是一部架空歷史時空的電影，電影敘述在未來世界的某個時點，人類的基 

因被科學家所改造，在 25 歲之前可以開心成長，而人最終的樣貌與健康狀況最

後會停留在 25 歲，也就是 25 歲就不會變老了，但是這時候你手上的生命時鐘

會被啟動，每個人在活過 25 歲之後，手上仍有一年的壽命，也就是你甚麼事都

不做，你可以再多活一年，到 26 歲，但是你會死亡，此時你必須去賺「時間」。 

  然而在未來的這個時空，科學家所設定的基因序列，人們的時間是可以互

相交換的，這時候時間變成一種「通用貨幣」，所以有錢人就擁有很多很多的時

間，有錢人可以住豪宅、開名車，享盡一切榮華富貴與尊崇，並且最重要的是，

可以獲得「永生」，然而窮人呢？日夜為了下一餐在哪而煩惱，貧民窟的窮人大

多數手上的時間不超過一天，一覺醒來就要馬上汲汲營營的為了下一天的生命

打拼，不然馬上就會掛點，整個地球被分成好幾個時區，最有錢的那個時區，

高樓林立、名車豪宅遍佈，最窮的那個時區，路有餓莩，每日每夜都有因為太

窮，而生命時間走完的屍體橫屍在馬路或巷道。 

  而一旦掌握經濟秩序的富人們發現生命指數過多，已經有壓迫地球生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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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空間時，便去調高窮人時區的物價，或者降低窮人的薪水，讓窮人因為賺錢

速度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手上時間入不敷出，而不斷不斷地死亡，男主角

深刻體認到其中的階級不正義，於是與女主角展開一場亡命之旅，去衝撞與破

壞整個經濟、時間秩序。 

 

（二） 撰寫心得之動機 

我們小組討論後，因為發覺大家平時都非常忙碌，我們也都體認到時間就是 

金錢這層重要性，於是組長靈機一動，想到了鐘點戰這部電影，劇中人物分秒

必爭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反思跟學習的，因此除了討論電影內容本身所要傳達

階級不正義的問題之外，我們另外思考，是不是可以繼續討論時間對於我們自

己的重要性呢？於是我們決定每個人檢視自己平日時間使用的方式，看看是否

有值得分享學習或者要重頭改進的地方？以下是我們的報告。 

 
二、 黄佳彬的報告 

 

使用手機時間紀錄與反思 

看完這部電影後，實在很好奇自己到底把時間用在什麼地方了（其實一直都

很好奇但不是忘記記錄就是不願面對這個可能會很可怕的真相…）這次我選擇

了另一種記錄的課題──記錄自己滑手機的時間，並且搭配了一個

app──”moment”，就保證自己不會漏記或是誤記。我是一個很晚才將手機更換

成智慧型的人，某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害怕自己花太多時間在上面，滑手機變成

一種極可怕的生活習慣，我們每個人都意識到了這點，但是就是無法改變或是

戒斷，有時候都覺得手機比毒品可怕。在一週的滑手機狀態紀錄後，結果真的

滿令我驚嚇的，雖然我知道自己是個很常滑手機之人，但真的沒想到會滑這個

久，在 app 的輔助下我得到以下幾個數字… 

 

 

 



31 

記錄日期 打開手機

的次數 
使用手機的 

總時間 單次使用超過 20 分鐘的時段 

12/19（六） 38 3 H 20 M 9:00/11:00/22:50/23:40 
12/20（日） 29 3 H 34 M 0:00/18:00/19:30/20:20 
12/21（一） 51 2 H 48 M 1:30/10:25 
12/22（二） 58 3 H 36 M 2:20/9:00/10:00 
12/23（三） 71 5 H 4 M 10:00/12:00/20:00/21:30/23:00 
12/24（四） 72 4 H 40 M 0:00/2:00/23:30 
12/25（五） 57 2 H 34 M 10:30/23:00 

平均 53 3 H 39 M  
 

另外以手機內建的資訊探究我滑手機到底在滑什麼，大概得到下面這個數

據… 

 
從以上兩個統計的資料，得到了我一直不願面對的真實和值得反省的事，例

如我平均每天會花 3個半小時滑手機！將近 1/8天的時間就浪費在這上面啊！把

時間計算出來才感覺到可怕，嚴重的時候一天甚至會花 5 小時在手機上，回想

起來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滑了什麼。平均每天我會滑開手機 53 次，這代表大概每

半個小時我就會去查看手機一次，這樣無法控制習慣動作，總是在點開後發現

自己也沒有特別要幹麻時才發覺。至於手機的使用上，最多時間花在 Facebook

上（31%），再來就是聊天（29%），不可否認自己與人來往或是溝通很大一部分

是用網路訊息，甚至很少打電話了，取得他人資訊的方式也常常局限於網路，

這種快速卻片面的溝通方式，不該取代面對面或是言語上的直接溝通。當然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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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也不全是浪費時間，絕對也因為快速與方便替我免除了更多浪費時間的可

能。 

做了這個簡單的紀錄，我仍然希望自己可以調整運用時間的比例，把每天必要

滑手機的時候保留，例如收發 email、回復重要訊息，然後減低一些娛樂性質的

使用，例如 FB。畢竟手機終究只是虛擬的網路世界，現實中，有著更美好的在

等著我們去接觸、去面對。 

 
三、 王紫瑄的報告 

 在這個架空的未來世界中，時間就是金錢，每個人從出生開始的那一秒左手

臂就會出現一個活到 25 歲便只剩下一年壽命的倒數計時器，啟動倒數的那秒

開始，你會選擇放空等死？還是努力替自己爭取更多的時間貨幣？ 

 故事將世界分成了兩種時區，上流社會和貧民區，有錢人與窮人，差別在於

所謂的「錢」已經不是一般紙張所製的貨幣，而是維持人類生命的「時間」，

維持生命必須用時間、購買物品必須用時間，窮人每天為了那 24 小時的工資

戰戰兢兢，但所得甚至無法維持支出，死亡。許多人甚至擁有不超過 24 小時，

又怎麼能維持生命?貧民區骯髒、忙碌、治安混亂，所有人都是用跑步取代走

路，因為他們的生命一分一秒都在流逝。而有錢人則是非常奢華，開名車穿

名牌身邊有保鑣，任何一項消費都是以月計算，任何一場牌局都是豪賭，十

年、百年，甚至幾千年的賭注。 

 窮人不知道下一秒在哪裡，富人時間多卻到空虛寂寞而去自殺，實在諷刺。 

 這部電影其實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是社會階級，第二是時間觀。 

 於是對第二點進行探討 

 時間上，每一天每個人都擁有二十四小時，不論富人窮人，而有的人濫用時

間需耗時間，但其實時間的價值就像金錢，現在怎麼運用自己這一輩子有限

的生命時間內完成想做事成為想成為的人，未來就將怎麼回饋。這也是這次

選這部電影的原因，也許活在這個科技世代，好像擁有了很多資訊、設備、

3C 科技產品。但在馬路上、公車裡、教室中、公司裡，多少人花了了多少時

間低頭逛 FB、打遊戲，我們無形中已被科技奪走了好好使用時間的權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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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更好的人的機會。 

 是，使用科技，不是，濫用科技，反觀自己的使用狀態 

 半年前，每天五點五十起床，七點到學校，在無人的教室練習彈奏烏克麗麗，

開始上課前練習金工，下午下課後學習室內設計，晚上六點準時放下手邊功

課到校園慢跑運動每天四公里， 

 運動完再吃晚餐和到圖書館看看書，九點在回教室繼續學習，十點半離開學

校搭末班公車回家，而回家就是好好休息、睡覺。而這樣的我活得很好，很

健康，很努力學習，很珍惜使用時間。但維持了半年過了暑假。現在常常九

點才起床，也沒運動了，因為分別修了四科重課，又因為沒早起失去了早上

的時間，變成一直在趕各個作業的忙碌狀態，又因為缺少運動變得沒有精神

效率也比較差，又希望假日還是能維持當個有再更新的設計人而去逛些設計

展覽，因此每天回家不能馬上休息，要繼續做作業甚熬夜，因為比起以前能

使用的時間好像更少了。面對這樣的自己，其實不是感到十分好，沒有好好

善用時間的感覺。 

 發現其實現在有很多 APP，不僅有聽英文

的、有帳務紀錄的、有日記執事的、也還有

古文詩集、民間故事、講述世界地理歷史的，

這些才更是在我們閒暇之餘該代替打電動、

閒逛 FB，該好好使用的”科技”，而不是因為

科技而浪費了自己的時間。 

 人，都該平等，擁有同樣的機會活著，但有沒有珍惜並好好使用這樣的機會，

而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這是我看完電影，繼第一層不平等卻又無法蓋變的

社會階級制度後開始所小到自己開始在思考的事情。執行的第一步，就是先

克服這冬天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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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湛址傑的報告 

（一） 反諷資本主義以及達爾文進化論 

  電影中將唯一流通貨幣變成時間，亦即將時間就是金錢、金錢就是時間這

句話貫徹到極致，然而只有少數的人可以得到永生，永生也代表無窮無盡的財

富，如女主角的父親擁有一個一百萬年的鐘錶生命一樣，然而這是犧牲多數人，

來成就少數人的永生，因為如果大家都得到永生了，那還有哪裡可以住人？這

世界上不會有另一個地球，因為資源是有限的、居住空間是有限的，不可能讓

人類無止盡繁衍下去且獲得永生，因此掌握社會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享有操控

經濟秩序的能力，進而去將貧民區的稅金物價調高，只有生活費一直漲，窮人

才會一直死，空間才不會爆炸，其中男主角的媽媽就是被公車漲價給害死的，

因為窮人的時間金錢都算得很精細，男主角的媽媽帶著足夠的時間出門，去繳

貸款，回程時發現公車竟然漲價，付不不起了！於是男主角的媽媽就這樣掛點

了！但是天年未到之前應該逼死這些人嗎？可以逼死這些人嗎？達爾文的進化

論可以在人類世界適用嗎？我們人類可以為了自己的永生而互相殘殺嗎？ 

  種種哲學上理學上的矛盾，我認為都在針砭一個現象，就是現行資本主義

的極度不正義！雖然還沒達到電影中形容的這麼誇張，但我也認為相去不遠，

一些有錢人可以用錢買掉窮人、受薪階層的時間，且可以不附理由的肆意奪取

其福利，甚至不支付合理報償，窮人迫於討生活，只得委曲求全，接受不合理

的待遇，甚而資本主義下所造成的 M 化現象亦然，貧者恆貧、富者恆富，中產

階級慢慢消失，社會上逐漸只剩下少量的超級有錢人以及大量的窮人，這不就

是電影所描繪的時區秩序嗎？ 

  儘管一直以來都有著淑世的理想，但我也不至於一味去反商或者嚮往社會

主義，我認為資本主義仍有其價值（人有追求進步的動力），如果要改變一些事

情，最好的做法不是直接去衝撞與破壞，而是在這體制下與其和平共存，待爬

上最高的位置後以自己的影響力開始改變，就如同比爾蓋茲或索羅斯等人，皆

是先按照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走，大獲全勝後再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回頭詮釋資

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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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時間即是金錢的概念 

我想電影最主要傳達的是上述反諷資本主義的不公不義，而我自己又衍伸出 

另外一種解讀－時間即是金錢。在我的價值觀裡，時間就是金錢，甚至比金錢

來得更寶貴，因為我們可以用錢買別人的時間，卻買不回自己逝去的青春，為

什麼我會這麼努力？因為我在很年輕的時候歷經幾次劫難，深刻體認到生命短

暫、人生無常，即便是百年高壽，也是倏忽即逝，於宇宙洪荒中亦屬非常短暫，

以人類之力能成就的事項也非常有限，所以我必須更珍惜人生中所有的時間，

發揮出生命最高的價值。 

  就拿準備考試來說好了，我當時謝絕一切社交活動、朋友聚會，甚至連女

朋友我都不敢交，將生活調整到最單純的狀態以應考，先從作息開始說起好了，

人家都講說 11 點到 3 點的黃金睡眠時間一定要入睡，所以考試那陣子我都 10

點多睡 5 點多起床，然後成效意外的好，整個人變得很有精神，念書也有效率，

再搭配每天晨跑六公里左右，其實我的想法蠻簡單的，我覺得不管早睡晚睡，

正常人大概也都是睡 6~8 小時，基本上睡眠時間是一樣的，那為什麼不睡到「對

的」時間呢？睡到對的時間，就可以有效率的運用睡眠以外剩下來的時間，然

後去處理更多的事情，抱持這樣的信念，我每天天還沒亮就起床，接著就出門

跑步，一開始很不習慣，尤其天還沒亮根本就想繼續窩在被窩裡（又有點冷），

但我一直是自制力很強的一個人，所以兩三天後我就習慣了這種調整。我覺得

人生其實是場長遠的戰鬥，看著很多成功的前輩們年輕時跟我一樣，很有衝勁，

用生命去燃燒去拚事業，但是到了中年身體卻出現警訊，甚至因為健康問題而

無法再繼續擴大事業版圖，實在是很可惜，所以我驚覺人生要規劃，健康也要

規劃。雖然自己還是很年輕，但是體力畢竟不如小夥子了，運動員的體力在 25

歲之後就會開始走下坡，算一算我也該開始保養自己了，現在酒少喝了，菸更

是戒了，每天早睡早起，還會順便跑步，雖然能做事情的時間因為這樣少很多，

但是效率卻是提升的，工作成果總量也是增加的。 

  這是我對於使用時間的一點想法，分秒必爭，將有限的時間給效率最大化，

但是該休息仍要休息，人生的卓越與成功是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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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東吳大學 歷史系 三年級 吳書典 

 

    轉瞬之間，大學的生活已快屆臨尾端，升上大學三年級後，不論是課業、工

作上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與階段。 

    大學三年級的課程上，與大一、二來比較，不論是難度、深度真的具有一

個相當大的落差，大三的課程更加著重於史學理論的思考邏輯，並且需要配合

閱讀極大量的史料、專書和學報期刊。在作業上，這學期的許多課程與實作做

結合，例如：「史學方法」課程「看得見的中國史」，此作業主軸在於以故宮所

典藏的文物，對其加以介紹、剖析，使這些陳列於櫃上的文物能夠擁有新生命，

重新映入人們的眼簾，深入觀眾的內心。 

    在工作上，我仍舊從事補習班的社會科教師，而愈屆臨會考的時日，老師

們的工作壓力就愈大，我們對每位學生充滿期許，但總是會有不盡認真的學生，

令人心生憂慮。對我而言，讀書是一種態度，面對讀書的態度與面對職場、社

會，甚至是人生的態度都是相同的。所以有時自己會陷入工作的撞牆期，雖然

認真念書的學生居多，但是少數的學生學習態度，反倒是令我最介意的。幸好

在這樣的困境下，有前輩、主管的提攜，使自己在工作上的心態可以重新整理，

重拾對於教學的熱情。工作上還吸收到了相當特別的經驗，今年補習班的聖誕

晚會由我與另一位同事擔任主持人，帶領所有的學生一起 high 翻整個平安夜，

透過這些活動使我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也使我可以更加融入職場與這個大家庭。 

    今年十月，我們家族一同去了廈門探親，經過這段旅行我才知道原來尚有

這麼一段故事…「二戰後，國民黨派人接收台灣，兩岸之間開始短暫的交通，

我的大姨婆為求生計而獨身前往廈門工作，但後來國共內戰爆發，大姨婆自此

與娘家失聯。事隔許久，二十五年前，漸漸開放往大陸省親，大姨婆在因緣際

會之下遇上了一名從台灣來省親的陳先生，雙方交談甚深後，大姨婆憑著對於

娘家僅存的印象與記憶，大體敘述了家鄉的位置，並且託那位陳先生捎信回來。

陳先生回台灣後，極力協尋，終於找到住在新北市貢寮區我祖母的住處，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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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確認後，透過書信往返，重新接回那條親情線。隨後不久，大姨婆重返台

灣故土，雖說父母已逝，但能與其四位姊妹和六位兄弟團圓。事過境遷，大姨

婆的次子極力邀請我的祖母與其他三位姨婆前往廈門遊玩，雖然大姨婆已逝，

但大姨婆之子相當看重親情的連線，於是希望可以完成自己母親的遺願，而我

們這些子孫也陪同祖母共同前往廈門遊玩。」 

    今年，對我來說是相當特別的一年，有許多的人生里程碑與特別體驗都在

今年完成，希望明年可以一切順利，不論在課業、工作上，或是健康、學習上

都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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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 碩士班 一年級 林芷暄 

 

一、步上軌道的研究所生活 

  回顧這半年的碩班生活，以充實的步調倏忽來到了學期尾聲，因規劃碩二

能有充裕的時間好好撰寫論文，期望在兩年內順利完成學業，因此在研究所入

學以前便預先安排好每學期的修業規劃，這學期同樣以先苦後甘的模式一口氣

修滿了四門課程，每一週的課表都很充實，額外還有例行性的志工課輔行列，

填滿了我剩餘的課後時間。 

  這半年來帶給我的最大成長，來自研究所紮實課程下訓練出的自主學習精

神，如何在各門繁重課程下完成如雪片紛飛的報告與作業，便是每天都需要練

習的課題，只有迫使養成預先規劃的習慣，並勤勉自己擅於做好時間管理，才

能盡可能在有限的時間裡完成各項課業要求與任務。 

  而回顧去年最棒的收穫，是我終於嚴格要求自己養成規律的生活作息，從

高中就讀設計類科至今將近六、七年的時間裏，長年以來都將熬夜視為生活的

常態，總認為仍有漫漫長夜能對自己的作業要求達到盡善盡美，卻也漸漸感受

到長期熬夜所帶來的慢性傷害，體力與精神已經不如高中即使通宵熬夜都仍充

滿活力的時期。也或許是因於受夠長年以來毫無規律的生活作息，猛然自覺體

悟到無法繼續以犧牲健康的方式長久生活下去，去年 12 月初時突然立定決心想

改變自己，逼迫自己提早完成課業、盡可能每天 12 點前就寢，養成早睡早起的

規律作息，並改善過去三餐不正常的生活型態，從嚴格要求自己養成規律作息

的開始，發覺可以更有效率且事半功倍的完成任務，也相信身體是誠實的，只

有嚴以律己好好照顧身體，它自然會投以我們最有活力朝氣的回報。 

 

二、越來越有心得的志工課輔行列 

  與兩位課輔學生接觸認識近一年半的時間，已經建立起深厚的情感，渴望

自己能參與這些孩子的人生，陪伴她們一起成長。如同現在陪同往升學的方向



40 

而努力，想穩穩帶領直至參與她們的畢業典禮，甚至期望在下一學年時繼續為

妹妹課輔，同樣陪伴她走過升學與畢業的階段。 

  因為有了一年的服務經歷，這學期初開始我突然對志工課輔有了不同的詮

釋與領悟，我已不將它看作是一個任務，而是自然地成為我生活裏那份甘之如

飴的日常，就像是我必須為自己負責的責任一樣，我更開始想為她們做的更多，

不僅僅只是課業上的輔導，而希望積極著眼於升學目標的追求，因為我仍然期

盼她們能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不因家庭困境而侷限自己，因為我一路

上也是這麼走過來的，能夠瞭解逆風成長的辛苦，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她們精神

上的支柱，無論何時都給予鼓舞，因為有時候我們不是不知道如何開始，只是

需要有人推我們一把，驅使我們勇敢前進。 

  這一學期每週都提勉自己要保持活力充沛的精神陪伴這些孩子進行課輔，

伴隨這些孩子成長並隨時傾聽，希望以身作則對這些孩子有所正面的影響。我

也開始將成長過程中對我有所啟發的文章，分享給這兩個孩子，其中有一句話

是這麼說的：「聰明是一種天賦，而善良則是一種選擇」，我希望孩子們能和我

一樣以身為後者為榮，因為愈發成長，我瞭解到那樣的選擇於長大後並不容易，

我希望她們能不論何時都堅持和善待人，堅持做一位心地美好的孩子。 

  我享受以這樣有意義的方式對真正需要陪伴的孩子有所回饋與貢獻，這樣

的服務不僅別具意義，也為我的生命帶來許多感動，陪伴這些孩子成長的過程，

我感覺自己似乎又更堅強勇敢了，潛在內心似乎知道自己必須作為孩子更好的

榜樣，聽孩子暢談她們的理想，傾聽她們的內心，扮演鼓勵的角色驅使她們勇

敢往前。更希望能依著自己的陪伴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中感到安心與踏實，因為

我們總是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生活，像朋友一樣相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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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系 碩士班 二年級 詹雅馨 

 

 論文的努力研究與撰寫 

二年級開始了論文研究，每周都要看好幾篇期刊論文，研究其方法及資料，

還有文獻資料的取得，找到與自己研究方向相關的文獻資料，了解文獻資料所

引用的每個理論及文章的貢獻，閱讀更多的資料來豐富自己的論文研究成果，

建立在過去學者的文獻基礎上做出更好的文章貢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

遠。 

  
程式語言 MATLAB  

這學期上了一門風險管理的課程，主

要的時間都花在研習程式語言 Matlab，

之前學習 Gretle 程式，接著想學習更多

的程式語言，具備更高的工作技能，為

未來的就業做準備，MATLAB 是一種互

動性的數學腳本語言(script language)，其

語法與常見的程式語言(如 C，C++，Java)相似，科學家與工程師經常利用

MATLAB 進行演算法開發、資料視覺化、資料分析以及數值計算，屬於高階技

術計算語言，學習二維、三維平面繪圖、矩陣的處理與運算、字元與字串的處

理，如何寫程完整的程式語言，讓程式讀懂並跑出我們需要的結果。 

MATLAB 用除了高效能的矩陣運算與豐富的繪圖能力外，也提供直覺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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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庫，快速建立使用者介面(GUI)與呼叫其它語言編寫的程式(包括 C、C++和

Java)，這個程式主要用於科學運算，但利用眾多的附加工具箱(Toolboxes)，

MATLAB 也可以應用在不同領域，例如控制系統設計與分析、影像處理、訊號

處理與通訊，我主要學習如何建立金融模型和資料分析等，並以此程式更快

速的處理大量的數據資料，並且跑出模型圖。 

不同課程的參與-國際及兩岸情勢的發展與大數據研究 

國際及兩岸情勢的發展，討論中國紅色供應鏈、一代一路的政策，以及亞投

行，還有選舉的制度跟香港的蟻

居，隨著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密，我

們更應該了解國際上極量案的情

勢，順應著國際情勢，才會了解接

下來的國際動向將如何發展，這是

我這學期最喜歡的一門課。 

 大數據是越來越值得大家重視的話題，大數據有幾個特別的地方，例

如：數據量龐大、數據類型多樣、處理速度快、價值密度低(可運用的資訊低)，

將大數據經過，採集、處理、統計/分析、運用，已經可以應用在各個產業，有

結合物聯網、能源產業、通訊產業、零售業等等將原本大量低成本卻沒有效益

的資源做整理與統計，結合更好的應用，隨著新時代來臨，資料增加得太快，

讓這個世界的生活模式開始改變，許多曾經的不可能變得可能，未知的潛力也

能漸漸被挖掘出來，順應著這波潮流的推動，我們不能不了解大數據。 

校外活動-籌備麗澤學舍活動和讀書會 

淡江大學麗澤國際學舍，幫助每學期交換的國際外籍生在校生活，帶交換生

熟悉及了解環境，籌備相關活動，豐富他們在台的生活及中文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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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會，每個月我們會讀一本關於企業經營或管理的書，大家分享讀書的新

的感想，還能啟發生活上面臨的情況，經過一年的參與讀書會的成員越來越多，

大家也都更努力的書分享知識，這些知識讓我心靈更加富裕，也讓我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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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系 二年級 張美玉 

                       

     大二開始，學校進入專業知識課程的教授，終於有自己是屬於財金系的感

覺了，除了專注於課堂所學之外，像是多閱讀雜誌新聞以應用課堂內容之外，

我也開始思考未來是要直接讀研究所還是先進入職場試水溫，如果讀商科進入

研究所是必要的，但進入研究所是否要繼續進階財務金融課程還是要跨領域學

習，如果是跨領域科目自己又對什麼有興趣呢？反觀，進入職場可以先學習並

獲得獨一無二的經歷，並增加自己的視野及發現自己的缺失，此時再來加強專

業（讀研究所）似乎也是個不錯的選擇，雖然離畢業還有將近兩年半的時間，

換而言之還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可以選擇未來去向，但提早思考與準備我相信會

讓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另外在這尋找的過程中，我也發現自己對這個世

界的認識真的太少，除了對周遭的大環境變化敏感度太低，也不太關心台灣的

經濟政治文化，現在還為時不晚吧我想！ 

    另外，才大學短短一年半英文退步的程度飛快，所以又開始補習英文了，

在菁英遇到一位非常喜歡的英文老師，他總是說出許多很 inspiring 的話，其中

一句｢你想學沒人擋得了你，而你不想學沒人逼得了你｣完全印證｢學習是自己的

事｣這件事，在他的課總是能獲得滿滿動力，他說我們只剩｢時間｣是可以與別人

競爭的籌碼，如果不能犧牲時間來為自己增值、不能堅持下去，那就放棄吧！

因為當你在玩耍休息時，別人已經在努力前進、為了心中所望付出一切了！  

    知道自己還必須加油再加油，不只是課業還是生活，期許自己都能全力以

赴地完成每件事，儘管結果不盡人意，也不要因此停滯腳步。 

   前幾天看到關於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的新聞，他每年都會給自己訂立一

個目標，學中文、每天寫程式、寫感激信給身邊的人，每個目標背後的意義都

不同，但不可必然的是他們都必須以誠摯的信念與極大的付出才能達成，2015

年年底，我也要為自己設立一個 2016 年的目標，相信自己能堅持，相信自己是

有能力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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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三年級 王詩瑜 

     

     高三生的日子無非是每日與時間的賽跑，從前覺得有了空閒就該好好放縱

自己，如今把握到零碎時間就拿起單字本狂嚼或是訂正一份考卷。暑假剛開始

收心時唸書時常感到心浮氣躁，想著去年此時此刻我正在大玩特玩------參加營

隊、準備志工團、拍攝社團影片，如今卻只能坐在教室接受永無止盡的測驗卷

練習。後來我將自己的志願貼在書桌前，看著自己的志願在眼前，彷彿手伸向

前就能抓住似的，心中那股不確定感突然緩緩的沉澱下來，平靜與堅定的血液

貫穿全身，接受了高三考生的全新身份。 

   

考大學應該是人生的一大轉捩點，因為就讀哪間大學不僅是檢測是否符合自我

的期許，也是未來求職的第一道門檻，每位高三生都應責無旁貸的為自己的選

擇負責。許多人都說高三是學習路上最巔峰的時刻，目前處於此階段的我，頗

能認同這句話。我必須把自己當成十科全能的通才，對於擅長的科目有所精進；

不擅長的科目抱著一股不服輸的精神去克服它。從前覺得高三生活無趣乏味，

不能理解為何人人都說高三是他們最難忘的日子。現在我懂了，當自己能夠將

所學知識歸納整理，一次次突破自己的障礙，越過那些阻擋在前的墊腳石，心

靈上的富足讓人能夠持之以恆的向前邁進。 

   

高三有許多和自己對話的時間。當我回首想起種種記憶，了解到我不應將自己

囚棝於過往美好的回憶中，應當帶著它們前行，並相信未來還會有更美好的體

驗。而在自省的過程中，也體認到必須對自己有充足的了解，才能堅定自己的

目標、志向。每天固定的生活步調讓我感到充實和自在，眼下的我可以心無旁

鶩的為了一個目標而努力，不再為了他人的期望而活，而是為了完成替自己許

下的夢。而朋友的陪伴與鼓勵往往陪伴著我度過撞牆期，我們會一起去跑跑步，

偶爾大吃特吃，吐著苦水抱怨考試怎麼這麼多，偷偷交換誰誰誰的八卦，一起

看著天空，畫著我們對於未來的藍圖。和同伴走的旅程往往比一個人孤軍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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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走的更遠，因為對於大學生活，我們懷抱著諸多的憧憬與期許。 

  即使未來是一片未知，此時此刻我們所需的僅是做好充足的準備，等待上場

的那一刻，呈現最好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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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二組 小組報告                                                 
吳書典、林芷暄、詹雅馨、張美玉、王詩瑜 

 

高年級實習生觀後探討與省思 

 
目錄 

 

劇情內容 

第一章、探討背景與目的 

第二章、心得與啟發 

第三章、案例蒐集與分析 

第四章、結論與反思 

附 錄、資料文獻探討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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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內容 

    故事發生在剛創立一年半的網路購物公司，男主角班年輕時曾是事業有成的

生意人，在退休後一直積極地尋找讓接下來的日子變得有意義的事情，經過面

試後以高齡實習生的身份加入這裡。女主角茱兒，年輕創業有成，有一個愛家

的老公與可愛的女兒，一切都是那麼地一帆風順。 

    人生歷練豐富又機智的班漸漸以善解人意又好相處的性格，贏得同事間的

好感與信賴，也遇到人生第二春；然而他卻一直沒有收到茱兒給的工作任務。

隨著事業擴大而每天加班，茱兒發現了婚姻的裂痕，面臨失衡的生活與公司董

事會的質疑，此時空降的執行長人選加深了茱兒選擇減少工作量轉回家庭的意

願，茱兒知道自己無法在這樣艱難的抉擇中下定決心，亟需一盞指引方向的明

燈，而此時，班提供了她最大的協助。 

    班看透了茱兒真實的心理，告訴她不應該只為了丈夫不忠就放棄自己一手

建立的事業，這個新創企業對她來說就像是另一名小孩，只有身為母親的她才

能夠細心呵護並使其茁壯。 

    與丈夫溫和地攤牌後，茱兒一夜思考時已下定了決心，在與外聘執行長通

電話前的最後時刻，茱兒的丈夫現身認錯，其實彼此在對方心中依然相當重要，

只是在這段快速改變的生活模式中，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適應與改變。 

  

第一章、 探討背景與目的 

    高年級實習生是一部溫馨喜劇，【高年級實習生】中飾演一手建立時尚網購

公司的職場女強人 Jules(由安·海瑟薇飾演)，同時面對家庭與工作的壓力，蠟燭

兩頭燒的結果讓她身心俱疲，當她碰上為人處世都應付得當的 70 歲資深熟男

Ben(由勞勃·狄尼洛飾演)來到她的公司當實習生，他們將會激盪出什麼樣的火

花？戲中選用很特別的議題， Jules 紐約市時裝公司的創始人和 CEO，Ben 是退

休前在電話簿公司工作數十年的經理，他們兩個的交集，不同的年齡、想法、

思維，所激盪出來的火花在電影中呈現，雖然電影使用了一個現實中還未出現

的情況，年紀大的實習生，但電影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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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es 從來沒有想過會有新來的實習生，甚至是年長的高年級長輩，所以當

主角 Jules 知道實習生是 Ben 時，完全只想拒絕，Ben 和老闆 Jules 之間有幾十

歲的代溝，而且 Ben 不熟悉 email 和筆記型電腦等科技運用方式，但 Ben 進入

公司後，深獲大家的喜歡，能幫忙處理很多事情，積極、主動、有責任心，他

擁有大家所沒有的，使得大家更加喜歡他，他也願意幫助別人。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高年級實習生這部電影當作我們的題目，原因是我們不

管是在校生或者應屆生都即將面臨到找工作的情況，而在畢業前或寒暑假，我

們也會去照公司實習，或者是在第一份工作剛上手，我們會遇到很多實習生會

遇到的情況一樣，很多事物都是第一次嘗試跟學習，而這部影片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實習生是個高年級的伯伯，但是更因為如此他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

方，很多我們在進去公司之前需要先學習技能，因此在最後深獲 Jules 的信任。 

 

 從電影中 Jules 和 Ben 不同角色的表現，我們可以用不同角度學習到以下幾

點： 

一、 從 Ben 的角度看高年級實習生如何獲得主管的信任 

 【了解主管需求】 

   Jules 曾經問過 Ben：「為何你總是能在對的時刻，做對的人、說對的話、做

對的事？」Ben 回答：「You're never wrong to do the right thing!做自己覺得對的

事情就不會做錯！」這一切都從了解主管開始， Ben 一進公司就用心觀察，包

括 Jules 的行程安排和行事風格；同時有禮貌地跟秘書請益，例如跟老闆談話

或接送上班時要注意什麼；以及藉由每次跟 Jules 相處的機會，主動詢問。 

1. 了解主管的目標：Ben 探聽到 Jules 的遴選接班人計劃，才知道自己能夠給

予什麼建議或幫助。 

2. 了解主管的溝通方式及偏好的資訊取得方式：Ben 聽到 Jules 在告別時說出 

sayonara（日文的”再見”），下一次馬上學起來。另外，Jules 喜歡用手機的聊天

軟體詢問工作進度， Ben 就去買智慧型手機和學習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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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主管的生活作息習慣： 

1) 發現 Jules 拜訪客戶靠司機接送，私底下阻止一場潛在危機。 

2) 察覺 Jules 過於緊張沒吃中飯，直接去跟客戶開會，便趁等候時間買了熱湯，

等她開完會上車就可享用。 

4. 了解主管的管理風格：老闆特別重視的東西就要做到符合期待，不要把太多

時間花在老闆覺得可有可無的事情上。 

5. 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就算幫上忙或提供實用建議， Ben 從不居功，會客氣

地說這些全是 Jules 早知道的東西，只是希望聽自己說出來而已。 

 【主動解決問題】 

1. 主動報告工作進度。 

2. 對主管的詢問有問必答且清楚。 

3. 瞭解主管的言語：Ben 必須搞懂網路服飾公司的行話，並且用年輕人的新創

語言和同事及老闆溝通。 

4. 對主管保持尊重：Ben 謹守分際，即使無意間聽到 Jules 的私事，她沒有主

動提起，自己絕不過問。 

5. 虛心接受指正，不犯二次錯。 

6. 不忙時主動幫助他人：Ben 在同事之間的外號是 Mr. Congeniality (最佳人緣

先生)，他好心地讓找不到房子的同事借宿家裡；和秘書一同處理堆積如山的待

辦事項；以及協助同事發送物品。 

7. 對工作主動提出改進措施：Ben 在很短的時間內瀏覽相關報表，就指出了行

銷預算分配的問題。 

 【幫助主管提出解決方案】 

1. 盡全力去完成主管交代的事情，不隨便說做不到：Jules 捅出大簍子時，Ben 立

刻和同事組成救援小組，冒著很大的風險，硬是完成收拾殘局的任務。 

2. 永遠都不要有驚喜：不能報喜不報憂，壞消息更要讓老闆第一時間知道，而

非被別人告知，像 Ben 到 Jules 家裡處理棘手任務，發現苗頭不對時，就算 Jules 

正在開會也要及時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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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細節充分了解。 

4. 別害怕提出意見： 

1) Ben 代理司機職務時， Jules 要求走自己熟知的路線， Ben 委婉地建

議另一條捷徑，後來證明 Ben 才是對的。 

2) Ben 受過秘書的幫助，因此提醒 Jules 記得感謝秘書的付出，除了幫秘

書美言幾句，更替主管的形象加分。 

5. 把握時間長話短說：Jules 待在公司的時候， Ben 事先調查要開幾場會議，

掌握開始和結束時間，才知道方便問話的時間。 

6. 清楚自己真正的工作內容。 

二、 從職場女強人 Jules 的角度看他如何成功 

1. 親上火線 

    Jules 每天有開不完的會議、處理不完的公事，但她仍抽空親自接聽客訴電

話，一方面了解第一線的狀況，二方面把握機會挽救公司形象。舉例來說，有

客戶抱怨禮服顏色出錯， Jules 不光安排以最快速度補送，甚至決定全額退款。 

2. 用你想被對待的方式去對待客戶 

    Jules 訂購公司的衣服送來家裡，發現包裝很不理想，親身到工廠指導正確

的包裝方式，她跟員工說：「要想像成這是一份送給你自己的禮物」，將心比心，

才會讓客戶感動。 

3. 時回饋 

    Jules 公司裡面有一項傳統，當員工作了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主管就會拉

繩子敲鐘，請大家鼓掌。這應該是每位屬下希望主管做到的事情，在表現良好

時，第一時間受到正面的肯定。 

4. 以身作則 

   某位主管在公司裡面要推動高年級實習生計畫，他對 Jules 說：”Leaders set 

the tone”，一旦從 CEO 本身做起， 率先聘請 Ben 為特助，請其他主管效法就

相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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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掌握屬下工作負擔 

    Jules 的秘書桌上已經被待辦公事的文件淹沒，她還是搞不清楚狀況，繼續

指派工作，這個現象雙方都要負責，屬下沒有適時反映，主管沒有細心觀察。 

 

第二章、心得與啟發 

A. 芷暄的電影觀後心得與啟發 

  看完電影的當下內心受到了些許衝擊，伴隨而來更多的是溫暖的感受，如

同電影男主角，總是紳士得體又能隨時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特質深深吸引著

我，與自己未來想成為的那一種人相同。喜歡自己保有女性的堅毅與感性，真

誠坦白流露自己的情緒，用細膩的態度完成每一件大小事；更希望能擁有男性

勇敢自信的特質，渴望自己有一天能顧慮得少一點，勇敢為自己冒險。 

  「總是能在對的時刻，做對的人、說對的話、做對的事。」是整部電影最

觸動我的一部分，似乎從小就渴望自己能成為這樣處事圓融、與大家相處和諧

的自然模樣，更希望能成為使別人感到溫暖的人，哪怕是枝微末節或微不足道

的小小舉動，都希望使身旁的人感到暖心。這樣的想望落實在每一天的生活之

中，彷彿無時無刻都在觀察生活周遭的一切，是不是有哪裡是自己可以幫忙的

地方、有哪個部分是我可以預先設想與協助的。因為長久以來心底一直嚮往做

一個令人感到信賴與放心的人，所以用心對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相信這

些待人處事的態度會累積為別人對自己的信任。 

  而片中女主角也表現出新時代女性堅毅與脆弱的一面，觀看電影的當下彷

彿能體會其中的共鳴，雖然無法預想自己未來的人生會如何發展，但潛意識中

似乎清楚瞭解，職場女性對於生活的不易，無論我們在婚姻與工作中扮演何種

角色，都難以面面兼具，而我們所能做的也許是把握當下，為每一步排定優先

順序，希望能達到兩者間最佳的平衡。   

 

B. 書典的電影觀後心得與啟發 

   「高年級實習生」，一部敘述退而不休、老而能幹，驗證所謂「人生七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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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精采電影。看完這部電影後，我開始省思，今天如果面臨同樣的情況，

我會有何種反應與做法？現今社會上普遍會認為老年人最具價值的部份就是人

生經驗，正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而這點也被當成是電影主旨。 

    電影中結合許多現實社會元素，一一導出未來職場、家庭和社會可能會面

臨的問題。而這部電影給我最大的啟示就在於，看一部電影，如同職場教學般，

「如果你因為任何原因而被主管冷落了，那就主動找事情做，只要默默的學習、

觀察和實作，絕對會獲得主管、同事的認同。」，未來我們都會進入職場，也許

被視為菜鳥的我們會被公司所冷落，但我們能不能如高年級實習生一樣呢？ 

    再者，「我是一個位居副總經理而退休的人，能否不恥下問，對於任何新事

物、領域都能如同初生之犢，不畏虎且充滿好奇？」，從電影所看到的片段，破

除了年輕人的困惑與傲氣，我們自恃著青春，但我們在職場上擁有的武器卻也

只有青春，如何謙卑、敏銳、用心努力，正是我們最需要的職場工具。 

    電影透過反性別刻板主義，用一個女強人和一個老強人，來做出強烈的對

比，前者在職場上打滾，忙於工作而輕於家事；後者則是走過人生巔峰，而重

新返回人生原點的人，兩者正好在不同的階段上互相輝映。 

    在人生的任何階段，我們都會有需要學習、磨難的試鍊，生老病死是必經

之路，但在這路上我們卻可以創造無限機會，來讓我們這如滄海一粟的生命更

加美滿而有意義，高年級實習生不限於自己的年齡，為自己的歲月製造一次又

一次的巔峰。我們能否也如同他，不受年紀、困苦和艱辛阻礙我們，完成自己

所追求的目標，來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呢？我深深期許著自己！ 

 

C. 雅馨的電影觀後心得與啟發 

    Beny 雖然對新的科技不熟悉，但是他有認真積極的學習態度，豐富的人生

經驗，讓他更懂得如何與人相處，遇到問題時，該有的智慧與選擇，這些都是

不可避免的人生課題，在此電影的我想 Ben 的身上有很多，使用現在科技上癮

的Ｅ世代值得學習的，例如與人相處的學問，並非通過手機或電腦之間的聯繫

可以完全表達的，溫度和情感不是透過無線網路能完全傳達的，但我們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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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科技給我們改來的便利性，而是要更善加利用。 

    我們從電影中也可以看到 Jules 的成功，因為她善用了最新的科技工具的便

利，用最低的成本將網路時裝公司經營起來，更在短期內加以擴大，加上細心

的經營，使時裝公司能夠完善的發展，可使在公司發展的過程中總會遇到瓶頸

跟困難，該如何做出選擇和最佳的決定？也許每個人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但總

會有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方式，那便是自己人生價值、人生態度，建立起自己的

人生觀。 

 

D. 美玉的電影觀後心得與啟發 

    這部電影講述了女強人在面對職場與家庭兩難時該如何取捨，以及一名人

生閱歷豐富的老人如何運用他的智慧幫助身邊的人。本身非常推薦這部電影，

因為它涉及了許多當代社會的問題。，隨著平民教育的普及與女權意識的提高，

商場上不是只有男人才能掌權，越來越多成功女士在現今社會佔有一席地位，

此時家庭與職場的該怎麼平衡的確值得關注，劇中女主角差點為了家庭捨棄自

己所熱愛的事物，幸好男主在背後給了建議與支持，女主才真正確定自己所嚮

往的是什麼，看完這一幕，除了更加確定自己的目標，也期待身邊能有一位這

麼睿智且溫和的朋友。 

    此外，日新月異的科技讓現代人漸漸認為傳統的、舊的事物該被淘汰，難

道新舊、長幼就只能是對立的存在嗎？電影中，七十歲的男主角班幾乎隨時隨

地都穿著西裝、帶著手帕、提個手提包，而所有公司員工只穿著便裝就來上班，

起初男主角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又如何能料到他的一切其實影響這麼多人，

包括對正式服裝的穿衣該如何搭配，手帕的最佳功能不是自己使用，而是借給

有需要的人，以及最重要且獨一無二的人生經驗分享。新與舊，可以是融合的

創新；長與幼，可以是互相成長的最佳陪伴。 

    我覺得這部電影不只傳達了人生是無止盡的學習與改變，也告訴觀眾在不

斷前進的過程中，一定要停下腳步省視自己，不要在繁忙追趕的過程中忘記最

初的自己，也不要在失去在乎的人事物時才來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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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實習生》裡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名言佳句，以下做個分享。 

1. 我知道我的生命出現空缺，而我必須填補它。I just know there's a hole in my 

life and I need to fill it soon. 

2. 關鍵，就是不斷前進。The key is to keep moving. 

3. 堅持做對的事，永遠不會錯。You are never wro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4. 別讓低潮忘記那個曾經成就一切的自己。Remember who did that. 

5. 音樂家不會退休，直到心中沒有音樂才會停止。Musicians don't retire; they 

stop when there's no more music in them. 

 

第三章、案例蒐集與分析 

一、女人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 

    當一位女性擁有成功的事業和幸福的家庭時，記者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

「請問您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倘若今天是男性呢？我想它或許不在問

題清單中。雖然現代社會講求性別平等，追求性別主流化，然而仍有需多刻板

印象深根蒂固於社會之中，給予女性無形的壓力。 

相關文章分享 

 作成功職業女性：愛事業，也愛家庭 

    “我們背著老人、孩子和廚房，和男性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是來自一些

職場女性的感慨。在我國，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及慣常家務勞動的分配，

職業女性不得不面對來自事業和家庭的雙重壓力及挑戰。因此，職場女性要想

獲得成功，就必須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很多女性在事業上的成功卻換來了婚姻和家庭的失敗。女性在外面

為事業打拼，卻被扣上“犧牲家庭”的帽子，她們也感覺委屈和無奈。但很多時候，

這些大女人確實不能很好地權衡事業和家庭的關系。得到了事業，卻失去了家

庭和婚姻，這樣的女人也算不上成功的職業女性。曾經有人這樣總結：一個女

人即便事業做得再大，如果沒有家庭作為有力的支撐，那麽也不能算是一個成

功的職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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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做成功的職業女性，就要既愛事業，也愛家庭。處理好了事業和家

庭的關系，職業女強人才能身心愉悅，在事業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不能很

好地處理兩者的關系，事業和家庭的矛盾將可能成為羈絆職業女強人通向事業

高峰的枷鎖。 

    那麽，如何權衡事業和家庭，就成為“她”時代職場女強人十分關註的問題。

職場大女人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有效的協調。 

    首先，職場女強人要不斷調整和完善自我，對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以

及情緒的變化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和理性的掌控。 

    職場女強人在工作中勇於奉獻，為了事業能夠向上發展，經常加班加點，

很多時候對家庭照顧不周；一旦回到家中，追求事事完美的女性在心中就會產

生一種負罪感，特別是對孩子和老人。這種負罪感不利於營造和諧的家庭氣氛，

反而會使家庭變得緊張、壓抑，因此，聰明的女人應該懂得及時調整自己的心

態。 

    其次，作為管理者，女人所扮演的角色與其真正的心理狀態是最大的衝突，

因此，職場女強人要避免“角色固著”。所謂“角色固著”，是指一個人沈溺於某個

角色，不能及時轉化為其他角色的現象。真正成功的職場女強人能夠根據職場

和家庭的不同要求，靈活轉換角色。 

    在職場中，大女人要樹立威信，表現出來的更多是一種剛性，這時是一個

管理者的角色；而在家庭中則能以柔制剛，在父母面前是女兒的角色，在丈夫

面前是妻子的角色，在孩子面前是母親的角色，做到及時與家人溝通，向家人

表達自己對家庭的熱愛。 

    再次，職場女強人不要做工作的奴隸，在工作之余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娛樂。

職場女性如果只知道拼命地工作而忽視了工作以外的生活，那麽，就不僅對身

體健康不利，還會影響心情，危及家庭和諧。職業女性應該學會勞逸結合，在

工作和生活方面合理安排時間和精力，愛事業，也要愛家庭。 

    最後，職場女強人可以通過有效的職業生涯設計幫助自己處理好事業與家

庭的矛盾。夫妻雙方可以通過合理的規劃設計，協商決定，在對方的事業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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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刺或巔峰階段時，自己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和義務，好讓對方投入更多的精

力去實踐職業生涯規劃。 

    正如一位成功的職場女強人所言：“只有更理性地扮演更多的角色，保持信

仰、事業、家庭、朋友這些方面的平衡，我以後回顧自己這一個階段時才能夠

說：‘人生的這一個季節是完美的’。”這位女性目前任職一家世界 500 強企業大

中華區市場與經銷管理總監。 

    總之，女性進入職場，成為職場強勢女人的同時，不能忽略家庭，不能丟

失女性固有的溫柔可人，應該做到事業和家庭兩不誤。只有理智地扮演更多的

角色，保持好事業與家庭的平衡，女管理者的職場生涯才是趨於完美的。 

二、退休後的抉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5 年公佈的報告顯示，2014 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年齡為

86.83 歲，男性為 80.5 歲，成為世界人民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日前 CNN 就歸

納了 3 個讓日本人長壽的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地中海飲食」，這樣的飲食方法，包括攝取大量新鮮的魚和

蔬菜，相較於紅肉，日本人反而比較喜歡吃魚，也喜歡吃大量的蔬菜、草本茶，

乳製品較少吃。因義大利南部、希臘、西班牙等鄰近地中海沿岸的居民，也習

慣吃大量的蔬果、雜糧、魚類，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率也大大降低，相較其他

歐美人士，他們的平均壽命也比較長。 

   第二個是醫療體系，日本政府提供全民醫療，日本人也有定期健檢並測量血

壓的醫療習慣。 

    第三個則是積極規劃退休生活，日本人即使感覺工作壓力很大，但還是有

許多退休的日本人決定繼續工作，甚至發展事業第二春，不過並不是因為他們

有經濟壓力，而是因為藉由這樣做感覺到生活的意義，找到另類的成就感，身

心自然就愉快。 

三、日本銀髮族二度就業 

日媒頭版新聞：缺工 

    隨著安倍經濟政策初步奏效，日本社會發現，人口減少的日本，很可能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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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經濟稍好就缺工的窘境。 

    今年以來，缺工已成為日本各大媒體的頭版新聞。在東京隨處可見徵人廣

告。記者隨機計算東京大學旁的徵人商店比例，十分鐘的路程，有三分之一商

家張貼徵人廣告。快餐連鎖店吉野家的廣告，還特別貼上中文與越南文。 

    一般預估，二○二○年東京奧運建設啟動後，缺工會更形嚴重。 

    三世紀前，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說，「人口是成長的極

限，」那時他只看到要吃飯的一張嘴。工業革命讓人改變視角，人變成勞動力，

有一雙手可以工作。年輕人口變成成長與吸引投資的紅利。 

   日本最新的人口政策，不僅要增加「口」，保住市場規模，也要增加「手」，

讓銀髮族、女性等工作者安心且願意工作。 

    日本當前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二○二五年，戰後嬰兒潮世代年滿七十五

歲，從初老到終老，日本要怎麼應對。六月，日本健保與長照系統已進行改革。

過去，強調「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的社福系統，也開始加入「商助」的

新思惟。當人力與人才愈來愈珍貴，許多企業開始思考，如何協助員工照顧高

齡父母。 

    老人兼職工作到七十 「退休年齡」可以廢止了 

    日本早在十年前，就將退休年齡延後到六十五歲。這次「選擇未來」委員

會創了個新名詞——「新生產年齡人口」，重新定義二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為

勞動力人口。日本未來極有可能採取逐步退休制，鼓勵兼職工作到七十歲。 

    「退休年齡這個觀念可以廢止了，」六十六歲、東京大學高齡社會總合研

究機構 特任教授秋山弘子說。 

   東大在距離東京四十分鐘車程的千葉縣柏市豐四季台地區，與當地政府合作

推動「高齡者就業」先導計劃，研發適合高齡者的職業與環境。 

   東大、柏市市公所與都市再生機構合組的專屬辦公室 Office Seven，一年來

共舉辦了七場高齡者就業媒合會。吸引八百多位六十歲以上居民應徵，成功媒

合一五六位老人，到柏市近郊農場、課後托兒班、長照養老院與植物工廠上班。

最高齡者為八十歲。 



59 

    秋山弘子發現，多數老人有意願做部份工時的工作。譬如，被大商社派駐

海外二十多年的八木先生，東大特別跟他合作設計課後托兒的英文課課綱，教

小朋友如何在國外生活、用英文做生意。 

    許多高齡者對農業很有興趣。東大與建商合作，將空置的房子改成溫室，

六層架的植栽設計，讓老年人不需彎腰、蹲下，甚至坐輪椅也可方便地澆水、

採收。 

    未來，人可以活到九十歲，六十到六十五歲退休只能算中年，何不擁有第

二人生，」秋山弘子說，柏市是東京近郊六、七○年代發展起來的新市鎮縮影。

柏市高齡居民比例高達四成，其餘「新」市鎮也差不多。 

 

第四章、結論與反思 

  這部電影中呈現人生的多重面向，不僅只作為良好工作態度的表率，更探討

了銀髮族群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與態度，以及現代女性意識抬頭邁向自主與獨

立，進而檢視這部電影帶予我們不同人生面向的啟發。 

 

一、 職涯工作態度典範  

1、主動瞭解主管需求 

  從學校孕育的搖籃脫離學生身份進入職場以後，首要具備的是培養觀察的

敏銳度，無時不以同理心和第一人稱的角度去思考主管的目標，才能給予相應

的建議與幫助，細膩觀察主管的管理風格，對於老闆特別重視的事務便盡力使

成果符合該期待，而不將過多的時間建立在可有可無的事務，藉以讓自己投入

與付出的心力皆能投注於真正的問題與目標上。 

  而若渴望進一步成為主管的得力助手，需要的是瞭解主管的溝通方式與偏

好的資訊取得方式。並不是全然的投其所好，而是緊扣同理心的態度，思慮什

麼樣的溝通方式最能夠令對方快速理解與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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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探索自我定位 

  「態度」是我們窮極一生都在學習的課題。理想的職涯態度應當是內斂而

謙和的，遑論良好教育背景與豐富的工作資歷，若能不論身處何種年紀與身份

的變化都如既往堅持和善待人、適時給予他人建言，而不將個人色彩強烈的意

識強加於人，這樣真誠相待的真心與態度，將能使自己顯得更加自信、沉著，

以及體現擁有智慧的雍容大度，帶著人生歷練的淡然與恬適，自然能得到旁人

的尊重與喜愛。 

  而身處職場當中更有許多應對技巧是需要學習的，包含主動報告工作進

度，也是從學生時期就必須培養的良好習慣，因為其所體現的是積極主動的辦

事能力，學習做一個能夠獨立思考且令人放心的部屬。 

 

3、信任，是人際職場的關鍵 

  信任不僅僅是領導團隊的根本，更是人際關係相處的核心課題之一，而信

任就像銀行一樣，需要長期累積加值，用心的細膩經營，學習做一位值得被信

任的人，是很多社會新鮮人的課題，一來希望上司主管能對自己的辦事能力感

到放心，另一方面則希望建立起良好的團隊默契，使工作氛圍更加和諧。 

  而對於信任的養成與展現，作家肯‧布蘭查（Ken Blanchard）提出了「ABCD

信任模型」的 4 個要項（註一）： 

A、展現能力（able） 

  包含從工作中展現高績效、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新技能、累積經驗、運

用自身技能協助他人與努力做到最好等。 

  比如說，每個人都曾陷入自己的貢獻度遠低於期望的困境中，當這種狀況

成為常態，貢獻少、零貢獻成為他人認定你的標準時，就會對你的能力失去信

任。一旦你的工作草率、未能準時完成、錯誤百出時，就無法再享有被他人信

任的好處。 

  如果你希望別人相信你的能力，就必須將事情處理好，只有當別人看到你

的工作有所成效、表現維持在一定水準時，才會信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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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直的表現（believable） 

  包含信守諾言、坦承錯誤、誠實、不在背後議論他人、客觀與尊重他人等。 

  以坦承錯誤為例，每個人都會犯錯，當人們因為過度驕傲而不願坦承自己

所犯下的過錯時，就會失去他人的信任；相反的，如果你願意謙卑地承認自己

的錯誤，人們反而會對你所說的話有信心，而信任也會由此而生。 

C、關心他人（connected） 

  包含仔細聆聽、讚美他人的努力、對他人表現出興趣、分享你的生活點滴、

擁有同理心、詢問他人意見等。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聆聽他人說話時，許多人常因耐不住性子，一逮到機會

就想發表自己的高見，這些都不是真心關懷他人的行為，布蘭查強調，真正用

心聆聽，不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聽著即可，而是透過適當的口語與肢體語言回應，

與對方建立互相了解與信任的橋梁。 

D、保持可靠（dependable）： 

  包含準時、說到做到、對他人的請求即時回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繼續

下一步行動、言行一致等。 

  準時與說到做到，是你向他人證明值得令人信任的兩項重要作為。不論是

在時間內完成任務或是遵守與他人的約定，旁人都將因此感受到你對此事的重

視，而對你產生信賴。 

 

二、銀髮族群追求價值再造的過程 

  近年來樂活意識興起，人們不斷強調「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習精神，轉

而內化為對於人生的生活態度。然而在一個組織團體當中，年紀常常會成為影

響領導力與權力的重要籌碼之一，面對年輕世代的新興人才崛起，該片提出有

趣的議題，藉以探討年輕主管與年長部屬之間的相處模式。 

1、學習善解人意、圓融的處事態度 

  相較於世代的年輕人，長一輩的年長族群大多擁有寬容大度的雍容精神，

擅於處理人際關係、重視團隊意識的敏銳度高於自我意識、甚至充滿智慧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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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擁有強大的人格感染能力，當成員組織遇到生活問題時，前輩總能給予

我們中肯的最佳建議，因為其擁有完整而豐富的職涯歷程，具備獨立思想與不

隨之偏頗的中立態度。 

2、體現對於人生目標的追求 

  人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工作所組成的，對於社會新鮮人來說，工作甚至佔

據每日生活近三分之二的時間，然長遠從幾十年的人生來看，工作便是我們生

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假想我們長年累月慣於將生活的一部份重心投注於工

作之中，然而到了老年退休生活以後，我們很可能對這樣生活型態的轉變感到

無所適從，但本片男主角體現最佳的學習態度與典範，不因退休而迷失自我的

生活重心，仍維持同樣規律的生活步調與作息，並轉而將重心放在其他目標追

求上，為求的是一種對於生活的踏實與歸屬感，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對象與榜樣。 

3、忘年之交，是我們最棒的人生導師 

  對比新世代年輕人的思維與人際對應關係，本片男主角雖已屆銀髮仍道出

人性可貴部分，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交流與關懷付出的溫暖，保有歲月歷練所

帶予的睿智，總是設身處立為他人著想，在生活的細微處體現體貼入微的貼心

舉動。而從這部電影中也看見人生的真實面向，每個人的心裡都擁有一種被需

要的渴望，也窮極一生追尋自我價值。不同於世代年輕人，長者總是能一語道

破我們糾結已久的盲點與問題，並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最適切的關心與建言。 

三、充滿堅毅與韌性的女力勢力崛起 

  這部電影額外突出的議題，是突顯現代女性步上獨立當道的生活面向，在

職場上女性必須展現絕對的堅毅與韌性，然而脆弱也是我們真實人生的一部

份，面對婚姻與工作之間的拉鋸，總會在心底掀起無限波瀾與感觸。電影中的

女主角也讓我們看見真實而坦蕩的人生態度，承認脆弱並不可恥，而我們也應

該更有自信的踏在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 

  然而真正成功的女性，應該要嘗試讓自己在既有的社會形態下，準確把握生

命的情感與價值，並憑藉自己的能力讓身處在最自然的狀態中。也鼓勵女性更

勇敢展現自己的自信，如同女性擁有不同於男性的特質與優點，例如女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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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能力，對於情緒的辨視與表達皆比男性敏感、語言更為豐富、兼具同理

心。若在職場中能夠男女攜手，將能提升良好的工作氛圍。 

 

附 錄、資料文獻探討蒐集 

劇情內容 

1. http://moviemoney.pixnet.net/blog/post/372455878-%E3%80%8A%E9%AB%9

8%E5%B9%B4%E7%B4%9A%E5%AF%A6%E7%BF%92%E7%94%9F%E3

%80%8B%EF%BC%8C%E7%9B%B8%E8%BC%94%E7%9B%B8%E6%88%

90%EF%BC%8C%E6%88%90%E5%B0%B1%E4%BA%BA%E7%94%9F%E

9%AB%94%E6%82%9F 

2. http://darkelroy.pixnet.net/blog/post/112264603-%E9%AB%98%E5%B9%B4%

E7%B4%9A%E5%AF%A6%E7%BF%92%E7%94%9F%E2%94%82the-intern 

 

第二章、心得與啟發 

D. 美玉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8712 

 

第三章、案例蒐集與分析 

一、清華大學出版社  作者：達令 

二、自由時報報導 

三、天下雜誌：日本 老人，女人救經濟 

 

第四章、結論與反思 

註一、經理人雜誌−你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嗎？ABCD 四方法，讓別人信任你。檢

索日期：2015/12/20。檢索自：http://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4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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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京都大学都市社會工學專攻博士班 

Depart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Kyoto University 
謝旭昇 

  
一、生活心得 

  最近半年多來，透過在社福圈工作的朋友，瞭解了一些家庭問題的案例。

一般人或許會覺得這些事情離自己很遠，或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不過仔細想

想，每個家庭或許都有或大或小、或近或遠的問題，在這樣的脈絡下，每一個

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問題，不論是否埋藏心底、隱而不揭。這是為什麼當我們以

總體經驗來評斷各種社會事件和當事人行為時，往往難以理解；那就更不用說

草草斷論的人，他們只是開門而沒有進門。也就是說，我們不應再以問題稱之，

而是視為世界自自然然便有的事情。且要知道，人們並不知道自己持有的問題，

或者更確切地說，如何將自己和問題做分割，即認知到哪一部分是自己，哪一

部分是問題，而是已溶進生活使為行事待物的基礎──成為那人的一部分。因此，

人要低下來，才得見他人的問題，又或說，才得見他人。 

  

記得前陣子的新聞：一個長期失業者持刀殺了其患有精神疾病的姐姐。我們

之所以不是他們，只是我們比較幸運。撇頭看去他們的道路就在我們旁邊，同

我們擦身而過；搭築以「因為我們比較努力故我們得以脫身」的棚架，並無法

獲得妥適的支撐，因為一個人的比較會去努力和一個人的比較不會去努力，廣

義地說都沒有超出先天決定的範疇。如此，若每個人──不論命運好或壞，都時

時保持著謙虛和感懷，或許能讓世界更柔軟、更充滿同理。 

 

二、學習心得 

  這半年在京都大學留學的日子，學習的場域漸漸從在校修課轉向參加校外

的學術研討會，包含今年七月的 JCOMM、十一月的土木計畫學學會、十二月的

WECC。以下將介紹我參與的研討會以及從中之學習和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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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JCOMM 

JCOMM 全名為 Japanese Conference On Mobility Management，也就是日本的

交通移動管理研討會。許多的運輸、交通管理相關的學術機構和公司，皆前來

與會，分享研究成果。例如，運用科技技術來促進交通移動管理，如透過 APP

的運用，整合大眾運輸的搭乘、轉乘資訊以便捷地為使用者規劃行程，來促進

大眾運輸的使用，以節制社會對小汽車的依賴。另一類技術的運用則是透過回

傳即時的路況，同時進行行車所需時間的運算，供汽車駕駛者參考，以選擇適

合的路徑，來促進整體公路路網的使用效率。此外，尚有對打造友善步行環境

的方針，來促進觀光的發展，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行車的管理，其關

注點在於自行車和步行者之間的關係處理，包含法規制定、硬體設施介面等；

舉例來說，因空間的侷限，在自行車和步行者共用的路線上，對自行車研擬各

種管制的規範以確保行人的步行空間之優先和安全。其餘可參考網站：

http://www.jcomm.or.jp。 

 

（二） 土木計畫學學會 

土木計畫學學會（Committee of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為日

本規模最大之整合土木工程、都市計畫、運輸管理各領域的研討會。我於此研

討會中口頭發表了一篇論文「Elasticity Analysis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A Case of 

Scooter and Bicycle Parking Behavior in Taiwan」。透過這篇論文的發表，將台灣

的機慢車停車行為特性分享給日本和國外學者。其中，對於機慢車使用者在停

車行為上會彼此互相影響此一結果，以及如何執行實驗來加以測定，透過這次

發表進行了經驗與意見的交流。其餘可參考網站：

http://www.jsce.or.jp/committee/ip/index.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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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的論文之研究背景介紹 

 

（三） WECC 

WECC 是世界工學會議（World Engineering Conference and Convention），該

會議包含眾多的企業界的參與，其提出許多最先端的工學技術，例如以氫為動

力的 hybrid car 及加氫站等的設計。同時，學術方面的研究發表，則有如火山爆

發預警和避難系統等，以強化位於火山潛勢地區的防災計畫。其餘可參考網站：

http://www.wecc2015.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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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Brown School of Social Work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社會工作博士班 
陳昱志 

 

   剛結束了博士班第三年的上半年，終於擺脫了繁瑣的修課，能夠專心在自

己的研究與感興趣的領域。雖然沒有修課，但這半年仍然過得十分緊湊，因為

我有兩門教學的課，以及仍在協助指導教授進行研究。 

一、教學生涯 

  這學期我一共擔任系上兩門助教課，一門是博士班的統計課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另外一門則是碩士班的統計課 research seminar。雖然都是統計課，卻

有不同的地方。博士班的課教起來比較簡單，因為學生的素質與動機都差不多，

但老師與系上對助教的要求會比較高，所以即便我只有 8 位學生，每份報告我

仍然要花 1-2 小時時間批改；碩士班的課程內容雖然比較簡單，但學生的統計程

度參差不齊，所以教起來會比較困難。而如果學生進度落後，則可以想像後續

參與課程的意願不高，進而影響我的教學內容與評鑑。 

 

  在美國，學校非常重視老師與助教的教學評鑑。如果評鑑低於一定的分數，

會影響教師或助教後續的教學發展。因為這學期我碩士班的課有三個學生進度

比較緩慢，老師也叮嚀我要特別注意這三個學生。有一個很深的感覺是在美國，

學校助教，特別是在私立學校，不僅是一個助教，同時也像是一個 sales man，

不僅要協助教課，也要提供售後服務。不過，這樣的教學經驗對我來說也是一

個學習，因為這有可能是我未來會遇到的教學生活，我很感謝系上的老師邀請

我讓我能夠擔任他們的助教，除了增進我的知識，也增強我的教學經驗。也因

著學生反應還不錯，我下學期也將協助教兩門碩士班的課，除了原本我就有在

教的 research seminar 外，我也會協助教學 social policy and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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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活 

  這學期我一共發表了三篇論文在美國老年學學會（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GSA），其中兩篇是壁報論文，一篇則是口頭論文。而我這學期也開始

跟不同的老師作研究，除了原本跟指導教授所做的研究要投稿到美國一個頗負

盛名的老年學期刊外，我也繼續跟她做研究，以美國長期資料庫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探討老年人的活動類別是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而我也跟系上

另一外韓國教授作研究，目前是探討老年活力老化（productive aging）在韓國與

中國的狀況，除了與這位韓籍教授作研究，還跟另一位來自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的韓籍老師與 Columbia University 的中國籍老師一起做研究。另外，

我也開始跟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 Louis 的一位台灣老師合作，探討資產對於

志願服務在老年族群的效果。我也在開始準備未來研討會的論文摘要，希望能

夠將上述的研究成果發表在 2016 年於紐奧良舉辦的美國老年學會，以及發表在

2017 年於舊金山舉辦的國際老年學會。 

三、結論 

  這一年是我開始專注於教學與研究的一年。在國外的生活開銷十分龐大，

特別是在私立學校就讀。但我現在能夠專心的做我最喜歡的教學的研究，這一

切都要謝謝基金會與執行長的幫忙，讓我在求學與作研究時能夠心無旁鶩，謝

謝你們，你們是讓我夢想能夠實現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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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雪梨科技大學 博士班 

鄭皓中 
 

本篇報告是記錄我 2015 年下半年於雪梨的學習與研究經驗。主要皆於從事

學術研究以及撰寫論文。 

 

六月時以第一作者身分於 arXiv 線上學術論文 pre-print 系統發表長篇論文：

“New Characterizations of Matrix Φ-Entropies, Poincare and Sobolev Inequalities 

and an Upper Bound to Holevo Quantity,”arXiv:1506.06801 [quant-ph] （與老師謝

明修合作）。，此篇長達 37 頁的論文主要探討以傳統物理學中相當重要的 Sobolev 

Inequalities 方法以應用於量子資訊傳輸問題，此論文同時也受邀至六月 10~14

日的 Beyond I.I.D in Information Theory 2015 研討會中演講。 

 

投稿論文方面，此篇論文以及年初撰寫的“The Learnability of Quantum 

Measurements,” arXiv:1501.00559 [quant-ph]（與謝明修、葉丙成合作）論文一併

錄取了今年八月底於韓國的會議 The 15th Asian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 

Conference 2015（分別錄取海報 Poster Session 及演講 Talk Session）。八月時投

稿了兩篇學術期刊，一篇為“Bonding the Purity of a Quantum Ensemble by Matrix 

Sobolev Inequalities” ，投稿於物理學界最知名的期刊之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但此期刊相當頂尖且競爭，可能錄取的機會不是很大。另外一篇論文為

“Characterisations of Matrix and Operator-Valued Φ-Entropies, and Operator 

Efron-Stein Inequality”，投稿於 Royal Society Proceedings A: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此兩篇論文皆是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寫，且投稿的期刊在澳大利亞科

學院揭排行為最高等級 A star。九月中與 University of Sydney 相當優秀的學者

Marco Tomamichel 合作撰寫的一篇論文“Uncertainty and Dynamical Evolution of 

Markov Semigroups on Quantum Ensembles”，錄取於 19th Conference on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十一月初時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寫論文“Exponential Dec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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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trix Φ-Entropies on Markov Semigroups with Applications to Dynamical 

Evolutions of Quantum Ensembles”於 arXiv:1511.02627 [quant-ph]（與謝明修、

Marco Tomamichel 合作）。十一月十九號受邀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學所鍾凱閔副研

究員邀請至中研院給予演講。十二月八號於 Sydney Quantum Information Theory 

Workshop 受邀演講。 

此半年來收穫最多的心得為與國外學者的討論交流，讓我見識到真正專業的

學者是如何以嚴謹的態度研究學問以及撰寫論文，這些合作經驗都將成為我研

究道路上最珍貴的資產。 

 

未來目標： 

目前正著手研究兩個結合量子資訊及 Machine Learning 的學術題目，以及與

一位劍橋大學的教授 Nilanjana Data 合作的題目，皆是相當重要且相當困難的研

究課題，若順利完成的話預計將能發表於相當頂尖的學術期刊。總結這學期的

目標為以下， 

（一）在澳大利亞雪梨的教授協助我接洽了劍橋大學從事 Quantum Information

的教授，目前開啟了一項合作專案，且共同決定了一道學術題目，希望

半年內會有成果。 

（二）改進及擴充之前發表於 arXiv 的論文，預計將之投稿於 Communications on 

Mathematical Physics (CMP)，此為物理科學之中列為 A*等級之學術期刊。 

（三）研究目前著手的題目之一，若能順利完成則先發表於 arXiv 線上學術論文

pre-print 系統。接著與其他有興趣的國際學者討論、擴充。目標發表於

Annuals of Probability 期刊，此為應用數學─機率領域最高等級的學術期

刊。 

（四）應用（三）所推導之定理於 Quantum Machine Learning。目標投稿於國際

會議 IEEE Symposium of Computing Theory (STOC)，此為電腦科學中最重

要的兩個 conference 之一。 

（五）研究目前著手的題目之三，先發表於 arXiv 線上學術論文 pre-print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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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與指導教授討論要發表於哪一個學術期刊。 

目前申請上雪梨理工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之博士班雙聯學位

（主修 Information Technology），預計將於雪梨修習一年半的時間，同時與臺大

的博士班一同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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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政治所 博士班 

黃嘉芳 
 

 這半年來，課業生活還是佔據了生活的最大部分。就如同我的分組心得報

告所說，最大的挑戰還是語文，不管聽、說、讀、寫，還是都必須努力。尤其

是寫的部分，其實之前挫折很大，因為自己以前碩班是寫量化的論文，主要著

重統計、研究設計，變數討論等，透過統計跑出來的結果來做解釋。 

 

然而，質化的報告對我來講真的是一大挑戰，必須對老師所指定的閱讀提出

評論。剛開始，我會覺得自己對於某個課程，沒有讓任何背景知識，如果只就

老師所指定的六篇期刊或書籍，來做評論，會覺得自己好像也沒有懂多少，或

是在這個領域知道多少知識，很難對文章做出評論。後來，其實透過課程(其實

幾乎所有課程都是這樣)慢慢訓練後，也慢慢的破除這個障礙。其實這些文章之

間可能有一些對話，就就這個方面去評論就可以了，因為知識無垠，根本不可

能全部讀完，才去做什麼評論。最主要，老師要看的還是你的文章組織能力、

思辨、分析能力。雖然常常趕報告感到焦頭爛額，但是漸漸的，老師給予正向

回饋時，就會覺得安慰許多，也更有成就感。我想這個方面，還是需要時間慢

慢磨練。 

 

另外，在說的方面，我有慢慢的參與一些課外活動，例如教會、國際生的聚

會等，練習聽說的能力。慢慢的累積下來，的確有一些幫助，上課或下課跟同

學聊天時，會比較敢說，不再那麼害羞或膽怯自己說錯什麼。 

 

總而言之，因為已經挺適應這種博士生(讀書、寫報告、上課討論的一貫模

式)的生活了，這半年壓力真的小很多，漸入佳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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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三組 小組報告                                          

謝旭昇、陳昱志、鄭皓中、黃嘉芳 

 

主題：留學生活─想像與實際 

 

一、京都大学都市社會工學專攻博士班─謝旭昇 

 

（一）異地生活適應 

回想初來乍到，便體會到日本人的親切有禮。但相反地，如此之親切有禮，

同時代表了和對方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距離。日本的待人文化，就像在山腳下設

了門廊，但大廳或許在山頭，甚至在另一山側的山腳。 

 

因此，在來日本留學的前半年中，其實是非常難以適應的。特別是，有時回

想到以前在台灣的成大唸碩士班時，和同學間有說有笑之外，也有豐富的肢體

語言和用以加強溝通效果的有趣的肢體接觸，便會使現在自己的學習生活相形

失色許多。 

 

其實，後來漸漸調適的方式之一，並不是試圖去改變外在環境或他人，而是

調整自己的內心。當然，自己的行為上也需要做些轉變，但這反而是次要的事

情，因為全然地配合將喪失自我，以及模糊了好不容易才出國留學的真正目的；

例如，對於日本盛行的應酬文化，以不擅酒的我，適當地選擇接受和拒絕是一

件和重要的事，以節省支出和顧及身體健康，而非一味地迎合環境。 

 

有關內心的調整，也就是說，慢慢學習如何以自己設定的留學目標（如學術

訓練、外語強化等）為待人接物的基礎，如此便可放下目標以外的得失心，而

專注於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在和同儕間建立好良性的基本關係後，使得雙

方能夠願意對學術知識上進行討論、生活文化上互相交流，則就不需強求是否

深交，或是執意於結交知己。如此調整好心態後，便能慢慢適應在日本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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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二）學習和研究心得 

只要做為一個研究生，除了精進專門領域的知識和學術進展外，如何透過研

究工具來輔助研究的進行，以達事半功倍之效，亦是留學時非常重要的一環（因

為語言上的因素就已經會使研究進展得較慢，故更需盡量效率地利用時間）。 

 

有撰寫過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或學位論文的研究生應該都知道，處理文

章中的參考文獻引用以及文章末的參考文獻列表，實在是一件既繁瑣又浩大的

工程（同時為了時時檢核眾多的資訊有沒有輸入錯誤，會使眼睛相當疲勞）。因

此，愈早使用文獻管理工具，愈能使論文的參考文獻的處理更加輕鬆。 

 

在此推薦 Endnote 和 Refworks 兩個較知名的文獻管理軟體，兩者的功能大

同小異，可以依自己就讀學校所購入而有免費授權的來選擇。由於京都大學有

購入 Refworks，因此我自己是使用 Refworks 來進行文獻的管理。當然，在實際

上能發揮其功能之前，需要一段摸索和學習的時間。在此推薦可以參考這系列

的學習影片，可以在短時間內上手，且同時訓練英文，一舉兩得：

https://www.youtube.com/user/ProQuestRefWorks。 

 

（三）壓力處理 

藉由觀察他人的留學狀況，以及自己這半年多來的留學經驗，留學所具有的

壓力並不小，有時甚至影響了生活的正常運作；但反過來想，也可以作為對自

己「適應」壓力的訓練。這裡選擇了適應一詞，是因為壓力並不適合強力地「抵

抗」，而要更為柔軟地和壓力和平並存，進而才能正視壓力的來源，慢慢將該時

視為的壓力化為生活中的「正常」，便能妥適地處理壓力。 

 

留學面對的壓力，可分為短期和長期的來源。短期而言，有時是指導教授給

予的壓力，如進度及其內容是否能讓教授滿意，有時則來自期刊或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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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稿等，有些壓力則是來自於對自我的期許，又或者是經濟上的壓力。長期

而言，包含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尤其是博士生），以及對在台灣的家人的牽掛等。 

 

而當面對這些壓力，首要的事情，就是讓自己放鬆下來。要知道的是，對於

長期的壓力，緊張起來並不能對事情有甚麼幫助。而對於短期的壓力，或許有

些人會認為就應該卯起勁來衝刺把事情解決。然而，這些引起短期壓力的事情

會接二連三地浮現，急躁地處理反而容易造成失誤，失誤又將引起更多的壓力。

因此，放鬆心情，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決，而不要一次擔憂所有的事或還未發

生的事。曾經看過一篇寫給博士生的文章，「如果我不針對眼前的事情著力，我

將不知道從何開始這件事（指完成博士學位）」。 

 

而放鬆心情的方法，我會在周六或者周日排定半天的時間，外出走走。不論

是要觀光還是運動，或是選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就只待著放空幾個小時，又或

是找一間咖啡店喝個咖啡觀察路人等，都是不錯的選擇，總之就是要遠離電腦

和工作環境。如此一來，放鬆的心情下，將能以較穩定的狀態來解決面臨的難

題。另外，盡量多和家人或朋友聯繫、談話，因為分享也是一個很好處理壓力

的方法。不過，如果壓力過大，無法適當地調適的話，還是建議尋求專業協助，

通常學校都會有設置諮商人員，絕對不要全部都攬在自己一個人身上。 

 

（四）留學的想像與實際 

留學生活一轉眼就過了九個月，想起當初對留學日本的想像，或許更好一

些，包含事前對自己的能力的信任，認為自己可以很快地適應異地的生活，並

順利地展開研究。然而，實際的情況並沒有想像中順遂，在這段時間中，發現

了自己許多的不足之處，以及留學必然面對的文化差異，再加上外語對學習力

道的削弱等，造成了和先前想像的成果，多少產生了落差。 

然而，這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要將這些落差責怪於自己身上。如果保持

著自己認可的努力的情況下，要知道，並不是因為自己能力的不足而造成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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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為我們在事先並不能完全地預見所有可能。但也是因為無法預見所有可

能，才能夠讓當初的我不懼怕地踏出留學的這一步。保持盡力，並將自己交付

給未來。我想這或許就是留學需要準備好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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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班─陳昱志 

 

（一）異地生活適應 

  在國外求學，特別是念博士班，學到的功課往往大多是如何跟自己獨處，

特別是如何跟自己的焦慮、無聊、與壓力相處。 

 

  面對桌上成堆的功課、論文跟學生的報告，不必看哈利波特，你當下就立

刻整整石化了。很多次是這樣的：上一次抬頭天外還是藍天白雲、微風輕拂、

有花香鳥語，下一次抬頭，卻發現綿密的灰暗像布幕般，朦朧了窗外的視線；

視線的遠方有稀疏的燈光閃爍，看一下時鐘，半天的光陰已經過了，桌上的東

西卻沒有減少多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的喟嘆，望著桌上的書發呆半晌；隨

後又立刻恢復理智，告訴自己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蹉跎。趕緊洗手作羹湯準備晚

餐，或洗洗自己因為在電腦面前過久所導致的油膩的臉，做完這些儀式，趕緊

恢復到過去的備戰模式。 

 

  不得不說留學生活還是有些樂趣，比方說你發現哪家超市有玉米罐頭（玉

米罐頭是我的好朋友）在特價，或者用折價卷讓冷凍魚片或咖啡買一送一；哪

間衣服現在在打折，往往留學生們一聲吆喝就立刻出發前往採買。在高壓之餘

的快樂，就好像是在游泳時抬頭的呼吸或換氣般短暫；實際是，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在無聊或獨處中度過。博士生的生活圖像，就是一個單調的水墨畫：早上

起床刷牙洗臉泡咖啡、趕公車、去圖書館、中午吃便當（嚴格來說，是昨晚上

剩飯）、繼續窩在圖書館、晚上回家做飯、讀書後趕緊洗澡上床。生活就像鐘

擺，或者是飛機航線般的兩點一線。這樣的日子過久了，只要有一點非預期的

事情發生，只有兩種後果：一種是讓你覺得快樂有人生小確幸，比方說指導教

授稱讚你的研究作的好，或者是哪個會議又接受了我的論文；另一種是導致生

活系統暫時的崩潰，比方說教學評鑑學生給的分數極差、或者是房租又要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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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是壓力。已經不是只有一次聽系上的學姐說，博士班像是經過黑洞

一樣，是一條伸手不見五指的道路（不過，根據電影星際效應的說法，黑洞好

像會發光；讀了博士班，實事求是跟適度的平衡報導已經變成職業病）。不過，

像黑洞般的高壓卻是真的。學校想將過去百年的知識，用短短五年的時間壓縮

給你。以自己現在是三年級的學生，至少能夠安慰自己已經把五十年的知識學

完了；但這也只是一種心理安慰，因為你心裡其實明白，學海無涯，根本沒有

學完的一天。但你真心相信，今天的你又比昨天的你多懂了一些，然後，你又

有動力繼續走下去。 

 

（二）學習和研究心得 

    雖然生活有時候很枯燥乏味，但做研究的當下，對我來說是開心的。在今

年 11 月的冬天，我有幸能夠離開寒風刺骨的聖路易，前往風光明媚位於佛羅里

達的奧蘭多開美國老年學會。報告了兩篇壁報論文與一篇口頭論文，交換了一

些名片，聽取了一些意見，認識了一些新朋友，順便跟作高齡化研究的老朋友

敘敘舊，五天研討會很快就過去了。 

 

  從奧蘭多回來，與指導教授開會後，老闆（指導教授的暱稱）告訴我之前

花了兩年一起作的研究，讓我掛名第一作者，要投稿到美國頗負盛名的一個老

年研究期刊，聽完的當下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的感受。不過，開心也是一陣子的，

等文章被接受再來開心也不遲。 

 

  另一件值得開心的事是總算把暑假該交出去的 Area statement（AS）交出

去。AS 是我們系上一份大約 100 頁的報告，目的是對所學的專業領域作一個系

統性的理論與文獻回顧，我的 AS 內容是老年資產的研究，目的是探討早年的資

產與理財規劃對於老年生活的影響，包含老年資產的類別、資產的效果、如何

運用理論來解釋個人的資產行為，以及對於過去文獻的批評。最後的成果是 137

頁，以一個母語為中文的學生，能夠寫出這麼多頁的論文，很多時候我都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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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蹟，但我總算寫出來了。目前就在等待老闆與其他兩位委員的意見，並依

據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修改後就可以開始找日期考博士班資格考了。Time 

really flies。 

 

（三）壓力處理 

  很多出國念書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吃了秤砣鐵了心的：要離開台灣的舒適

圈，到國外來念書，真的是需要一點勇氣。常常很多時候很羨慕的碩士班的學

弟妹，比方說，壓力比較小、能有比較多的時間跟同學見面或聊天、時間比較

彈性等等。博士班則是碩士班生活的對立面。最常面對的可能是電腦，而當碩

班學生在放假時，往往是博士班學生的夢魘，因為要開始改報告、交成績，或

者是面對學生的連環 email，包括作業想要延期、能不能不扣分、給分不好，偏

偏作業就是沒寫好、作業規則不清楚，但明明所有的規則都已經列在授課大綱。

通常我只會喟嘆一聲，然後情緒勞動地好聲好氣的寫 email 與學生溝通。 

 

  功課與作業所產生的壓力對於博士班來說是其次，主要的壓力是人與人之

間的相處，特別是來自學生。私立學校對於教師與助教（博士生）有比較多的

期待，因為私立學校的財源是來自於學生；學生只要有一丁點不滿意，教師與

助教往往都要皮繃緊，深怕這位金主一個不小心就把教學評鑑評的很低，之後

教師可能以後會沒有學生，課要收掉；然後助教以後找工作也會不好找，因為

被低的教學評鑑所拖累。 

 

  來了美國將近兩年半，近 900 天的漂鳥人生，但真正崩潰過的次數可能一

隻手掌就數完了。不是因為我特別堅強，而是每天生活都這麼高壓，每天都必

須要花許多精力才能夠維穩自己的思緒。如果就讓心情打壞了自己的平衡，那

麼情緒就會像一股尖刀，傾斜的往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刺去。很多留學生最後明

白：情緒的崩潰非常傷身（也傷心），眼淚是異常珍貴。每天生活不是拿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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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功力來奮鬥，而是拿出 180 分的功力來拚搏。如此高壓的生活，誰來有時間

能軟軟的聽你哭一場呢？ 

 

  只感謝自己在念博士班的時候，能夠一群愛吃的朋友成為自助團體。平常

在學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即便在學院見面，也只是點頭問好，之後便匆匆

的往課堂或教室前進。每個學期兩、三次不固定的聚餐，成為留學生活能夠繼

續走下去的動力。有時候是去別人家包水餃（我們最喜歡去有小孩子的博士生

的家，因為通常都很大，然後也可以當暫時保母，跟小孩瘋玩）或 potluck（我

都是第一個喊聲要參加說要帶水果，雖然別人會對我白眼，但也無可奈何），

有時候是去餐廳，無論是中菜、韓國烤肉，或是美式餐廳。我最後明白，吃是

其次，重要的是大家一起見面，吐吐苦水，互相安慰或打氣，眼淚擦擦，明天

又是新的一天。 

 

（四）留學的想像與實際 

  很多人覺得留學生活是很美好的，對於留學有很多憧憬與想像，像是：與

台灣不同的風景民情、新鮮的空氣、購物天堂、party all night、可以 road trip 到

其他州…。這些想像大部分都是真的，但事實上是，留學生活很高壓，其實沒

有甚麼時間可以去旅遊、購物、或者是參加 party。身為讀社工的學生，很容易

變成其他留學生吐苦水的對象。不只我，可能其他留學生都會有這樣的掙扎，

而這也是我與朋友們聊天時常常會談到的話題：要不要上傳一些在美國生活的

照片呢？但上傳時卻又必須擔心來自台灣親朋好友的問候。好不容易找到時間

可以出去旅行或者是購物，將照片上傳 Facebook 的時候，卻又深怕台灣的親友

捎來一句：看你在美國過的挺開心的，念書應該蠻輕鬆的，因為你的 Facebook

塗鴉牆都是你出去 happy 的照片。當下心中是無語問蒼天。 

 

  另一個最常遇到的就是歧視，無論是顯性的，或是隱性的（包含不耐煩）；

美國人雖然友善，但電視上所展示的美國人都是友好的印象並不都是真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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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隱性的歧視吧。身為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外國學生，英文講得沒有美國人好

是理所當然。有些人聽到你的口音，就會有不耐煩的表情，這點是常常去速食

店的我特別能夠體會的。學期的過程往往沒有甚麼時間可以去煮飯，最迅速的

方法就是去炸雞店或者像速食店（如麥當勞或 Subway）的店面覓食，店員往往

已經把各種食材或組合餐背得滾瓜爛熟，如數家珍，但對於外國學生來說，要

立刻回應店員是有困難的（至少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是這樣）。說出 I don’t quite 

follow you，或者 Could you speak slowly 之後，店員往往會不耐煩的快速說一次

（這點要稱讚一下台灣，台灣的服務生都非常有禮貌，雖然這樣的禮貌是建立

在血汗上，我個人認為應該要給服務生比較好的待遇，因為他們非常辛苦），

然後我只能就我聽懂的詞彙點餐，所以我的潛艇堡裡面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夾萵

苣、洋蔥、番茄跟美乃滋，還有雞肉片。即便現在英文對答已經好了很多，經

過速食店時，過去那段鱉腳說英語的日子還是印象深刻。 

 

  顯性的歧視，其實就是族群的歧視。美國非常強調族群的平等，但這樣的

呼籲往往只是淪為口號。事實上，越強調不要有種族歧視的地方，那個地方的

歧視就越嚴重。住在中部的密蘇里州，黑白間的衝突常常聽見，但通常白人社

群不會特別處理種族議題。看了一些新聞，只能喟嘆說警方通常是想要大事化

小，小事化了。黑人族群身為被壓迫的一方，長期無法與白人族群相互抗衡，

這股怒火往往就延燒到其他少數族裔，如華裔族群。如在去年 Ferguson 事件的

黑白衝突，受傷害，或者是店面被砸／偷的大部分是華裔族群。而白人警方也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誰希望這股火燒到白人自己呢？所以，被壓迫者，反而成

為壓迫別人的人，這點是學社工的我沒有辦法忍受的地方。但我本身卻也可能

曾經是這樣族群歧視下結構的受害者。在一年級前往紐約旅行的過程，在紐約

公共圖書館拍照的我，就曾經被一個遊民威脅；身邊的白人旅客交錯，但他偏

偏選中了我。他靠近我，低聲對我說話；他把手伸進他自己的衣服，所以我並

不知道他是否有帶刀或槍，最後我只好把我口袋的零錢全部給了他，只有不到

一美金。雖然我一切平安，但我終於明白：不是每個地方都跟童話一般的美好；



83 

種族這個問題，除非美國政府能夠大刀闊斧，否則結構性的歧視還是存在在每

個地方1。 

 

  最後我想談的是孤獨。在留學前，我曾經想像，如果一個人在研究室跑統

計或做研究，應該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一點也不，這點是在來美國後的第一個

醒悟。猶記得柯裕棻的行路難裡面提到了一個黑色笑話：每個城鎮都有這樣的

傳說，新聞總會報導哪個獨居的博士生又死於自己的家，沒有被發現死亡是因

為冬天很冷，屍體腐敗速度很慢，而等到房東去敲門收房租時才發現。 

 

  常常一個人工作或寫報告時，就會想到，如果行路難的黑色笑話臨到我的

身上，可能真的要一個月後才會被房東發現了；這樣的念頭特別是在我得到流

感，躺在床上一個禮拜不能動彈時更是明顯。而我在寫 AS 時，也曾經整整三個

月沒有出過房門（出去就是去買麵包），每天就是早上起床看 paper，然後開始

瘋狂寫作，日復一夜地寫。經歷了這段寫作的生活，我決定增加我的社會網絡，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有三天跟我的經濟系博士班朋友去體育館運動。因為有充足

的體力跟精神，才有精力能夠繼續在博士班緊密的生活中拚搏。 

 

                                                
1 Ferguson 不應簡單劃為僅僅只是種族議題，也包含了警方執法不當的議題。警察在美國一直被詬病的是是否

執法過當與是否濫權等討論。而種族紛爭也常常聽到，在美國，某些則群，像是穆斯林或是黑人，只要他們犯

罪，比起白人罪犯，媒體更會大張旗鼓的宣揚，因而導致了黑人或穆斯林大多數都是作奸犯科的印象，這都是

社會建構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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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雪梨科技大學博士班─鄭皓中 

 

（一）異地生活適應 

留學生的生活型態與於國內念書時最大的差異在於自己必須打裡所有生活

瑣事。從剛下飛機第一件事是申請手機門號以及銀行開戶，與學校會計聯絡好

生活費的撥款事宜，同時確定國內存款定期匯往當地的帳戶，確保生活開銷無

虞。第二件事則為到處看房確定住所，這也是我覺得最費心之處。由於離學校

近的租屋貴，遠的租屋又得花費時間看房，室友的生活習慣掌握不易，住下之

後時常會發覺環境吵雜難以專心唸書，以至於很可能得經常更換租屋，運氣不

好時還會與室友相處不愉快，物品未經同意使用等，都會影響生活品質以及心

情狀態。因此我覺得較快能適應異地生活的關鍵在於經驗及消息的掌握。無論

在出國前後都盡可能詢問、打探當地生活的經驗及秘訣，諸如哪一地區的居住

環境較為優良、有無須要特別注意的事項等，知悉越多則越能越快上軌道。 

 

（二）學習和研究心得 

國內主要研究機構的學術資源已日漸能匹配國外知名研究中心，因此對於留

學生而言，最有效的學習資源為國外的學者以及能夠更多元的討論環境。然而

實際接觸後發現如何有效運用資源還是相當困難，原因在於真正有實力的國外

學者大部分皆非常忙碌，素昧平生很難約時間討論研究上的障礙。我建議可以

請指導教授幫忙介紹其他的國外學者認識，甚至提出題目一起討論、研究，如

此最能在短暫時間得到研究上的協助以及觀摩學習其他學者的研究態度及方

法。心理上則建議不要退縮，真正厲害的國外學者無論在學術上，在對人處事

方面都是非常誠懇，因此放下緊張的情緒，把握機會盡情跟國外學者交流意見、

互相詰問，才是最有效率的討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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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友與娛樂 

交友方面其實差異很大。若是有修課的話很有機會可以認識新朋友，或是參

加社團等聯誼會。若主要的時間皆從事於研究方面，則較少有認識其他朋友的

機會。若研究進度、經費許可的情況下，可至少每個月約室友或是研究室同學

一起至郊外爬山或從事戶外運動。大部分國外的留學生皆非常享受周末的假日

生活，時常看到很多學生周末就買個機票到外地小旅行一番，好好充電放鬆過

後才能好好面對新ㄧ週的挑戰。以我個人的經驗，剛到雪梨後認識一位從事博

士後研究的華人學長，我們常常週末到郊外的國家公園踏青，同時也向學長學

習起基本的攝影技術，捕捉國外生活的一點一滴精采。對我而言，還有一項特

別的生活娛樂就是自己嘗試下廚煮飯。由於國外的物價大多偏高，也少有自助

餐廳，初來乍到雖對國外食物很嚮往，但吃久了其實是吃不慣西方食物。因此

自己下廚則為省錢及調換口味的一個好方法。剛開始下廚一定是狼狽不堪，但

慢慢隨著經驗的累積以及多觀摩網路上的食譜，慢慢也會變成打發時間的方

式。不但能自己安排食譜、中西料理交互調配、甚至能做出味道不錯的甜品，

這時料理就變成生活娛樂不可或缺的一環。 

 

（四）文化衝擊 

留學生涯的文化衝擊是與國內生活差異最大之處。不只是與室友、同學、學

校的行政人員有文化習慣的差異，對於自己的指導教授更有可能會溝通不良而

影響研究進展。對於文化衝擊的影響，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為觀察與反省。來

自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習慣及方式。靜心學習

每個人的處事作為，不先入為主地預判好壞，尊重每個人的價值觀，並同時反

省自己是否有些生活習慣會打擾到他人，如此反覆的學習及檢驗，才能逐漸接

納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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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壓力處理 

留學生壓力的來源主要為生活及研究方面。生活部分大部分來自經濟及生活

的自理，前面已有敘述，在此主要談論研究方面的壓力處理。作學術研究非比

唸書、考試，往往花費了很多的時間精力，很可能還是沒有顯著的進展，不只

擔憂畢業問題，甚至對自己的信心都會存疑，這時的心理壓力不可謂不大。對

我個人而言，研究方面的壓力是難以避免的，畢竟這就是學術研究真正要面對

的課題，若無法對研究方面的苦悶甘之如飴，是很難成為真正的學者。但反面

來論，這其實是一個很好認識自己的機會，了解自己到底喜歡從事哪些事務、

不適合著手哪類事情。此外，這也是個很好的鍛鍊，學習如何在壓力之中調整

步調，對於往後的職場工作皆是多有助益。 

我個人排解壓力的方法則是週末抽空到郊外接觸大自然，感受風景的壯麗，慢

慢的心境也會較為平靜、開闊。也許壓力並沒有真正排解，但此方法能讓自己

疲憊的身心舒緩些，更勇於面對難關。 

 

（六）留學的想像與實際 

留學生涯是相當辛苦的，不論一人在異鄉的孤寂，生活、研究、與他人相處

的壓力都是相當沉重的。這與留學前美好的想像，以及對他人國外留學的羨慕

皆是有極大的反差。其實我們常常憧憬留學後的飛黃騰達，都是需要不斷地刻

苦努力才能換來的。沒有與不同文化的朋友們交流過、感到衝擊過，如何能以

更廣闊的胸襟欣賞不同文化的美好?沒有獨自一人解決生活上的各個事務，如何

能真正獨立?沒有在壓力的刺激下激發自己的潛力，如何能更上一層樓?對我而

言，留學就是一條刻苦修練的道路，留學生活的美好想像僅代表著面對種種壓

力的起點，實際熬過各式各樣的困境後，才能吸取留學的養分，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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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所博士班─黃嘉芳 

 

（一）異地生活適應 

我就讀的學校位於南加州，因為幅員遼闊，其實生活型態跟台灣真的差非常

多。我認為明顯差最多的還是交通跟飲食。 

 

首先，交通的部分，在南加州去到哪幾乎都要開車。舉凡買菜、買生活用品、

甚至旅遊，通常都還是要開車較為方便，而且幾乎都會經過高速公路(就知道地

真的很大，而且到哪都有高速公路，下錯交流道，沒關係，過一兩分鐘就有另

一個匝道可以上高速公路了)。因為公車班次不多，有時候還會誤點，而且因為

要停靠的點太多，車上提醒乘客的跑馬燈，通常只會顯示大的停靠站，所以很

容易會下錯點或者要一直問司機應該在哪邊下車。不若台灣，通常在都市地區，

公車每站都會告訴你下一站是什麼。另外，因為公車要繞比較遠，所以通常會

浪費很多時間。舉個例子，有時候開高速公路 15 分鐘的車程，若搭公車則要花

1.5 個小時，而且可能還要換公車。 

 

再來，飲食的部分。沒錯，到處充斥著油炸高熱量的食物，但是其實還是有

低熱量的，像是沙拉、麵包、濃湯、Brunch 這種居多生冷的東西，所以對我來

講還是吃不習慣，也不是很營養。所以大多還是會自己到華人超市買菜，自己

下廚。一方面健康，一方面省錢。因為我住在學校宿舍，學校附近也有賣東南

亞、台灣料理的店，但是一餐平均 8-10 元美金，實在無法每餐都吃外面。 

但是，來到這邊，還是不得不入境隨俗。交通方面，我最後還是買了二手車，

逼自己學會開車，從一開始開高速公路都會非常焦慮，到現在很喜歡開高速公

路。飲食方面的話，還是會試著嘗試美國的食物，像是墨西哥料理，其實還不

錯(就是有生冷沙拉加上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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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和研究心得 

 對於我來說，其實到異地生活，其實都還挺快能適應；但是，語文應該是我

最大的挑戰。因為英語其實跟中文的邏輯很不一樣，中文習慣起承轉合，要鋪

陳一些東西，才說結論或主張；英文則是習慣先說主張，在開始鋪陳或者據證

說明。所以在寫作的時候，的確需要花很多功夫。另外，寫作也會碰到一個困

難是，很容易寫出中文式英語，也就是句子文法都對，但是不夠道地，有時可

能會讓母語人士看不懂。 

 

 以上的問題，我主要是去學校的 Writing center，請他們糾正文法、文章邏輯

等。另外，就是詢問學長姊的經驗，他們大多還是建議參考母語人士的文章，

模仿句子、架構等。不過我覺得這個無法求快，還是需要時間來增加寫作能力。 

 

（三）壓力處理 

我主要的壓力還是來自於課業，美國課業相較於台灣還是重的許多，畢竟文

章都是英文，不管是讀跟寫，還是會花得比美國人同學多的多。聽跟說的能力

主要是上課中會用到，因為我念的是社會科學，很重視批判跟獨立思考能力，

需要在課堂上說出自己的想法。記得剛到美國時，上課常常只聽得懂三、四成

而已，慢慢累積下來，大致聽得懂六、七成。但是剛開始聽不太懂的時候，壓

力真的很大，因為聽不懂，就很難加入課堂討論，但是課堂討論分數又占很大

的比例，就逼得自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自己找方法加強聽跟說的能力。 

 

 因為我自己有在禪行，主要是透過打坐排憂解勞，透過佛理能讓我不給自己

太大的壓力，因為壓力大時，很容易會陷在某種情境，反而找不到問題所在，

拚了命念書，也沒辦法解決問題。且打坐也幫助我唸書時，更加心安心定、有

效率、不焦慮。另外，就是跟家人、朋友聊聊天，聊些輕鬆的話題，讓自己不

要處於這麼緊張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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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學的想像與實際 

 在留學前，我只覺得留學是一種挑戰，但是不會是太難的挑戰，就是換個環

境讀書而已。但是到了當地，才發現比我想像中困難的多。就如同上述，我最

大的挑戰還是英文，社會科學很重視寫作，只有寫作才能看出這個人的思辨能

力。我想如果英文能力再好一些，應該壓力就能減小。因此，目前主要還是在

克服語文上的困難。 

 

另外，是心理層面的感受，我覺得留學要犧牲的挺多的，例如，青春，跟家

人、朋友相聚的時間。常常逢年過節，或者趕報告壓力大時，常常會覺得，為

何會走上這條路，安穩地待在舒適圈不也很好？念完都三十歲了。常常也有過

想放棄的念頭，這時候就必須問自己，想放棄的原因是什麼。是真的沒興趣了？

還是英文不夠好？初衷是什麼？所以我覺得心理的調適真的很重要，當預期跟

實際有落差時，常常必須要懂得說服自己，讓自己正視問題所在，解決問題。 

 

我覺得遇到問題時，真的要懂得尋求資源或者詢問前輩，不管是台灣人也

好、美國教授或者朋友也好，有經驗的人真的能及時給我們幫助，才不會讓自

己一個人困在自己的問題裡，同時這也能減輕自己壓力，因為你會知道其實前

輩也都是這樣過來的，會比較安慰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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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活心得&小組報告 

潘奕樺 

林曼華 

黃羽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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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 四年級 潘奕樺 

 

     又到了歲末年終之時，今年高雄的冬天少了寒意，但一樣的風，一樣的勾

起了許多思緒。 

 

四上就這麼即將結束，在ㄧ片報告海之中。點綴這

片浪花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深刻記憶。12 月，首先

來的衝擊是拍畢業照的當下，因為下學期大家要個自分散到醫院實習，於是提

早拍畢業照，穿上學士服，雖然還沒畢業，但能感受到

分離的情緒。加袍典禮帶來了一層嚴謹的意義。不會忘

記老師為我穿上藥師袍對我說的加油，不會忘記高舉右

手唸出誓詞的那一刻，更不會忘記當初二年級轉來藥學

系的初衷，也把自己應該有的那

份承擔放在心上，披上白袍，你

就是一個責任。聖誕節，是藥學

系一個感謝的日子，我們在這一天舉行了謝師宴，每一家

各自表演了苦練兩個多月的家表演娛樂老師、同學。我和

另一名同學代表我們這一家上台致詞感謝老師。回想剛來

藥學系，因為是轉學生的關係，很難一開始就跟班上融

合，很多事情都還在適應，但還好有一位關心我的導師，

每一次面談中她總是關心我的生活，以自己的人生歷練給

我許多建議，鼓勵我勇敢嘗試。即將離開校園到醫院實習，希望自己帶著從老

師那兒獲得的羅盤勇敢向前。 

   

2015 的最後一天下午，和系上籃球隊打球，好像好久好久沒有笑得那麼開心，

那麼燦爛。流汗的感覺，好像順便沖洗掉這學期忙碌的窒息感。晚上，當大家

驅車衝到義大遊樂世界看璀璨煙火時，我倒在學校操場草地上仰望星空，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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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的時刻，12 點一到，煙火聲四起。2016 就這麼展開了，希望每一個人都有足

夠的勇氣面對一項項挑戰，相信自己。新

的一年又會是什麼模樣呢?無論如何輕聲

告訴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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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三年級 林曼華 

 

    看著臉孔最熟悉、僅大我們一屆的學長姐們穿著學士服東奔西跑的拍畢業

照，赫然意識到我已大三，同學間討論總考、實習志願還有以後的規劃也越來

越頻繁了，少數的同學已經確定要回家鄉接管家業，大部分的我們其實都還茫

茫然，好像有方向但又沒有踏實感。 

  上大學後的我，接觸的東西越多，越渴望可以擁有自己更多的時間，因此原

本很依賴家的我，越來越不能接受每個禮拜都一定要回家這件事，在上學期和

父母的關係甚為緊張，直到這學期，我覺得我已漸漸尋得平衡點，比原本的我

更懂得真心體諒父母的辛勞，但也知道我是一個個體，也需要獨自去闖闖這世

界，不會永遠都有父母保護，但家依然是我永遠的避風港。 

   

                                   圖為我和系上同學一起到大雪山看 

                     雙子座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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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發生一件對我們系來說非常重大的事─驗光人員法案終於三讀通過

了，沒有枉費全台視光系所的師生以及業界人員還有支持我們的政治人物大家

的努力，但相對的想走上視光師這條路，我們多了一道考驗，雖然會擔心，但

我深深知道這對台灣視光進步是一個非常棒的起頭，對民眾的眼睛照護也會更

有保障，我會好好努力的，當上稱職的視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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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嘉義大學 生物資源學系 三年級 黃羽萱 

 

     這半年，從暑假開始我的生活有了一點點的轉變，曾經習慣的朋友們不再

如同以往相處在一起，各自分飛，往自己的目標人生邁進。也是因為這樣的關

係，我花了好幾個月調適，不管是心靈或是生理方面，無法像往常一同上下課、

吃飯、遊憩、討論等，有許多的事情，過了就再也找不回來，只能回憶中留戀。

正是如此，開學後的每天，我幾乎過的渾渾噩噩，試圖找出能夠解決這些身心

靈問題的辦法，也因為如此，讓目前身旁的好友受傷，為此真的很抱歉。經過

這快 3 個月，我最後認清現實，不再緊握著過往不放，試著讓自己、讓對方、

也讓朋友們感到鬆一口氣，這時的我，終於重新拾回了自己。但也因為如此，

這學期短短的幾個月來，我得了 3 次急性腸胃炎，從來沒有因為如此跑醫院的

我飽受其苦，即便現在也還沒好，代表著我的生活習慣仍舊未調適成功，可是

我還在努力著！ 

 

失去了一扇窗，便會給予你另一扇門。現在我找到我的門了，就是我自己的心。

人生路途茫茫，我們一定還會有更多受到挫折的時候，但是學習著放手，慢慢

重新再度站起來，不要絕望，試著是找尋生命中更重要的事物。還記得我前陣

子的夢境，內容是我夢見我即將死亡，但是我死命抓著別人以及手機，試圖把

我最後的遺言傳達回去，我希望我的家人可以過得更好，希望他們不要因為我

的離去而傷悲，直到夢的盡頭，我仍然不希望自己死亡。驚醒後，我感受到對

生活深深的留戀，我還有許許多多無法放手，不願意離去，尚未完成的事情與

夢想。這感受我直到現在也不時回想起，他對我來說是一震撼，尚未經歷過的

事情無法感受，但是這真實的夢境使我明白，原來我對自己還有渴望與期待，

我必須、也想要努力！ 

 

不要把一些事情看得太嚴重，這樣只會讓小事變大事。因為很在意這些事情，

導致我的生活變成一團糟，這時有同學這麼當頭棒喝我。希望我明白這世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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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好，不要在自己鑽牛角尖了，不要再躲起來，只渴望別人的關心，是該

走出去了。我覺得自己已經很幸福了，至少我還站在這裡，朝未來奮鬥著，整

理完自己的心情後，天空豁然開朗起來，也希望若有其他像我一樣遇到人生痛

苦事情的朋友們，可以因為我的分享或打氣，振作起來，再次勇敢地把頭抬起

來望向天空，我們的未來還有著無限的可能，這時的挫折與打擊是一時的，只

要認真面對、學習，有一天，將會成功跨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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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大甲高中 一年級 劉士愷  

 

  今年是上高中的第一年，我帶著很衰又期待的心情去參加高中暑輔，很衰

是因為沒有我認識的人跟我同班，其他班都有我認識的，就只有五班沒有認識

的，超傷心 der~~很期待是因為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暑輔當天我就發生了很好

笑的事，當初一進去班上我不知道我的位子，跑去問當輔導員的學姊，她說是

按照座號排的，我就數一數，發現我位子上有坐別人，我就跑去跟他講說：「抱

歉，你坐到我位子了。」他說：「是嗎？真是對不起！」然後就跑去看他的座位

到底在哪裡，回來跟我講說，這是我的位子阿……囧。我呆掉了，原來我數錯

邊了 orz，難怪我沒位子坐，真是有夠丟臉的，第一天就出錯，以後怎麼在新同

學面前活阿!!!!。暑輔都是上半天課，不管上課還是下課都超安靜的，因為大家

都還不熟。我跟大家也不熟，所以都不敢離開座位，我超俗辣的，每次我都等

到放學時我才去上廁所。更悲劇的是，大家都在上課時自我介紹過了之後，我

發現了一個很殘酷的事實…全班就只有我一個是胖子！全班 35 個人只有我是胖

子，這種感覺真的是很悲劇。有一次我跟同學去倒垃圾，我就趁機問了一個對

我來說很重大的問題：「你覺得我胖嗎？」他說還好……嗯…一切都只是個假

象，一個月大家都稍微有點熟之後，每個人都開始叫我胖子，真的是太可惡了！

想想暑輔時，會叫我劉士愷，現在咧？真的是很…算了，別人說我胖我也不會

生氣，因為我很胖這是事實啦~~。然後我們學校以前在日治時代是女校，不知

是怎麼搞的，每班的女生總是比男生多，真的是太棒了!開學之後上第一次的體

育課，我發現我們班的瘦子雖多，但不愛運動啊!!!全班男生 14 個，要打籃球時

加我只有 4 個上去打籃球，我無言了……高中不就是要去揮灑青春和熱血的嗎？

我們班男生一副柔弱書生樣，哀~我雖然是胖子，但我是很喜歡運動的，不覺得

除了比快跑外，其他運動都輸胖子我很可恥嗎？我把我們班體育爛成這樣的事

跟別班的講，她說：「一定是因為你們國中時體育太好了，所以現在才這麼爛！」

恩……這是事實我不反駁，在國中時，我們 304 班在比體育競賽時，都有拿下

耀人的成績，幾乎都拿第 2 名，有時還會第一名，是普通班中的體育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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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比到最後都會遇到體育班，所以有時都會敗給他們，但沒關係，大家有努

力過就好了！然後我覺得我比班際比賽時，我覺得我一定會上場，除了跑步之

外……以前在 304 時，我籃球是在我們班排第 10 名，是候補的，現在在 105 時，

我排第 3 名，國中同學聽到時，都在狂笑，說我們班真是太爛了吧！他們還說

如果我上場了，他們要請我吃飯。然後我覺得高中的課業好難，原本國中教過

的東西，現在出現在高中課本裡，內容變多了，也難很多了，第一次真的是考

得很爛，第二次雖然還是很爛，但是起碼還有進步，小幸福阿~但還是要多努力

才行，不過我到底來說，還是不知道自己的方向。還有高中的報告也很多，我

已經做 8 個報告了，快累死了。功課也很多，每天都寫到超過 12 點，然後在讀

一下明天要考得科目就凌晨 1 點了，根本沒時間讀書，我時間分配得太爛了，

以後會很悲劇。經過這幾個月的相處下來，我覺得還是國中的同學跟老師比較

好，可是高中同學老師還是有些是很不錯的啦！人很好很善良。可是高中有些

同學真的是很懶惰又很自私，像我們班的班長，遇到要做粗重的事，例如搬書，

第一個就叫我，我是覺得沒差~為別人幫忙嘛!需要幫忙時別人也會來幫忙阿!但

是我們每個人都搬書，他自己卻沒搬，看到別人把書放下來休息，手很酸也不

會上前幫忙拿。還有班長要去集合，有時為了玩手機，叫別人幫忙去集合一下，

別人不想幫忙時，還翻白眼比中指罵你髒話，真的是很可惡！最近發生的事是

要去活動中心集合，他要大家去走廊集合，所以請我幫他洗餐盒，我說不要，

他就對我說：「你很好！」我知道我很好啊。之後我再發考卷，邊發邊跟別人說

考卷的事，然後他就砲轟我說：「劉士愷!你快一點，不要聊天!」全班每個人都

在聊天，他第一個就罵我，根本是為剛剛的事趁機報復我啊!然後我就很無辜地

跟他說我在發考卷喔！他就無話可說了，哈哈哈~爽啦!看他生氣的表情，真的是

很經典阿!剛開學時，我們班的班導曾說過：「你們以後出去工作，經常連絡的肯

定是高中同學！」可是看這樣子，我覺得不太可能耶!我覺得還是國中同學比較

有可能，大家每個人都很好，現在上高中了，大家沒事幾個月就出來見面，聊

天逛街玩樂，還是和國中同學感情比較好啊!!!超想他們的，因為大家讀的學校

都不一樣，有些能經常見到，有些人卻很少見到，不知道大家在高中過的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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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啊？然後我希望未來的一年，能顧好學業，快快長大，不讓父母擔心，也希

望父母能有健健康康的身體，平平安安的，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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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四組 小組報告                                          

潘奕樺、林曼華、黃羽萱、劉士愷 

 

舌尖上的滋味與感動 
 

  台灣是美食天堂，每個縣市、大街小巷充斥

著代表自己的特色美食，但是近年來，食安問

題一直是美食天堂的陰霾，其實，每一份美食

備做出來的過程，一定都帶有某層意義，從最

原始的食材運送開始，到製作成一道料理，這

一段進程仔細去了解才發現有許多奧妙，當我

們把美食送入口中時，是否曾經細細去思索呢?自己動手做吧!不僅吃得更健康，

也能更感受到食物的美麗滋味! 

 

潘奕樺 自己動手做料理─總匯三明治 x 2015 年最後一頓早餐 

 

材料：番茄、小黃瓜、玉米粒、鮪魚罐頭、吐司、蛋、番茄醬、起司片 

步驟： 

1. 將玉米粒和蛋打在一起倒入平底鍋中小火慢煎，鋪上烤好的吐司，在放上一

片起司片(會看到起司溶化的美麗模樣~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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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序放上番茄、小黃瓜、鮪魚 

3.對角線切對半，美麗的總匯三明治就完成啦~ 
 

 

 

 

 

 

 

 

 

 

 

心得：2015 的最後一天，雖然有早八的課，還是起了一個大早，為自己準備了

繽紛的總匯三明治，一邊大口咬下，一邊向 2015 道別。人生就像這一道料理，

兩層吐司夾雜著各種食材，每一項滋味都不同，但湊在一起，就如此精彩! 

 

知名廚師介紹─Jamie Trevor Oliver 

簡介：傑米·崔佛·奧利佛，MBE（英語：Jamie Trevor 

Oliver，1975 年 5 月 27 日－）是一位英國廚師與烹

飪推廣家，以原味主廚（The Naked Chef）之名廣為

人知，他因擅長使用有機食材，以及幫助改變英國

學校的飲食習慣而為人熟悉。 

  傑米·奧利佛在英國艾塞克斯郡（Essex）一個名叫克萊維林（Clavering）的

小村莊長大。他的父母經營一家叫做「板球員」（The Cricketers）的酒吧。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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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與 Leigh Haggerwood 組了一個叫做 「Scarlet Division」的樂團。由於傑

米·奧利佛有閱讀困難症，他在學校的歷程並不算十分順利，最終無法順利畢業。

他於 16 歲進入西敏寺飲食學院就讀。他在倫敦的主廚 Gennaro Contaldo 身邊工

作了七年，並敬稱對方爲自己在廚藝界的良師，1996 年，當他在倫敦「the River 

Café」任職時，被電視製作人 Patricia Llewellyn 發掘，促成他在電視上的首次露

面。 這位製作人是在觀看一部名爲《Christmas at the River Café》的紀錄

片時，就立即發現了傑米·奧利佛的明星潛質。兩集非常受歡迎的《原味主廚奧

利佛》（The Naked Chef）分別於 1998 年和 1999 年拍攝完成。2003 年 6 月，傑

米·奧利佛在英女皇生日時頒布的榮譽名單裏被宣布授予英帝國員佐勳章

（MBE）。他也開設了一家名爲「Fifteen」（十五）的慈善餐廳，並在那裏訓練

15 名下層的貧窮青年，讓他們有機會進入餐飲行業。類似的主題餐廳已計劃將

在全球範圍開展。阿姆斯特丹的「Fifteen」餐廳已於 2004 年 12 月開業。位於康

瓦耳和墨爾本的「Fifteen」餐廳也計劃於 2006 年夏天開始營業。他也在泰晤士

報撰寫專欄。根據推測他應該已經是一名千萬富翁。傑米·奧利佛也是一個有機

食物的支持者。 

 

心得：Jamie Oliver 雖然身為名

廚，但沒有任何驕縱的傲氣，最

關心的還是自己的下一代。金錢

名利沒有使他沉淪，他開始思

考，可以利用錢和聲望做些什麼

有意義的事，他告訴自己，別人給他機會，他也應該為別人創造機會。於是他

開了一家餐廳，鼓舞那些貧困、離家或無家可歸、失業、克服藥癮或酒精毒害

的年輕人，提供這些變成學徒的青年專業的學習環境，有計畫的扶植他們從獨

當一面的廚師，成為成功的餐廳經營者。開始關注學童營養午餐的問題，發現

他們每天吃的午餐不僅營養失衡，小孩子們居然連食材的模樣都不認得。因此

使命感油然而生，於是他召集了志同道合的夥伴發起飲食革命運動，在英國、

美國製作了一系列改革飲食的節目。”不管遇到多少挫折或批評，只要想到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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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努力，能讓我們的下一代吃得更好；想到這些孩子因為飲食課程學會基本

的廚藝與食物知識，未來有能力不花大錢照樣為家人烹煮營養又健康的美食，

我又再度充滿戰鬥力！”讀完 Jamie Oliver 的故事，發現當我們能力越大，責任

就越大；對我來說，烹飪不僅是為了健康，也是在繁雜生活中心靈上的調適。

為了自己的健康，多多自己準備每一餐，即使忙碌使得窒礙難行，但外食也要

懂得選擇，才能為自己得健康把關! 

 

林曼華 自己動手做料理─香煎吳郭魚 

目的：從小住在漁村的我習慣了飯桌上一定有魚的生活，自從外出唸書後發覺

吃到魚的機會並不多，更別說是吃到跟媽媽煮的一樣的味道了，最近因考試報

告，所以一個月都沒回家，特別特別想吃魚，又恰巧是有從家裡帶了一條新鮮

的吳郭魚要來給我練練廚藝，於是就懷著戰戰競競的心情，憑著媽媽曾經教過

我的那些記憶試試看了。 

準備：室友的爸爸人超級好，幫我把魚多處理好了，我只需要把血水洗乾淨以

及殘餘的魚鱗拔除。 

過程：1.將魚的兩面各切幾道斜刀。 

       2.將鹽巴均勻塗抹在整條魚。 

       3.醃製十五分鐘(時間要依放的鹽巴量而定，

我也只是大概感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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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油鍋開始煎魚!!!(我因為油下得不夠多，深怕外面焦了，中間還沒有熟，就

把鍋蓋蓋上...算半煎半悶吧) 

5.煎一段時間後翻面蓋鍋蓋繼續煎!!!!(稍微黏鍋了而且時間沒抓得很好差點

焦掉了!!!) 

 

 

 

 

 

 

 

 

 

 

 

 

 

 

6.另一面也煎至金黃色後，為了確保裡面也有熟就用鐵筷到處戳戳看。 

7.測試結果非常好，完全沒有阻礙!!於是懷著不太確定的心情，讓魚起鍋盛盤上

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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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其實坐在飯桌時，我有點不敢相信我真的靠自己把一條這麼大的魚煮熟

了，而且我深怕其實中間還是生的或是味道不佳，遲遲不敢動那條魚，一直到

我的試吃員室友們都吃了一口說：「有熟啦!還滿香的欸!!」才終於卸下心中一

塊大石頭，和我的室友們一起享用我的煎魚初體驗。 

 

知名廚師介紹─陳嵐舒 

證照 
法國專業廚師證書 CAP de Cuisine 
 
學歷 
巴黎斐杭迪高等廚藝學校

ESCF-Ferrandi，該學年第一名畢業 
法國藍帶廚藝學院 Le Cordon Bleu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經歷 
美國加州那帕谷 
The French Laundry 全球排名前三

之米其林三星餐廳 
法國巴黎 
Les Ambassdeurs, Hotel du Crillon 米其林二星餐廳 
Relais d‘Auteuil 米其林二星餐 
Pierre Herme 高級點心房 
Hotel du Crillon 克里雍飯店點心坊 
Friends 高級點心坊 
 

簡介 

陳嵐舒雖然在料理界擁有不錯的成就，但她小時候並不是立志要當廚師，她

小學六年級時就決定一定要去讀台大外文系，後來便把這個理想完成，這是她

的個性，想做的事一定要去把它完成。 

她大學畢業後便前往法國藍帶學院學習法式甜點製作，後來轉至法國高等廚

藝學院學習正宗法式料理，更在歐美等地任職於米其林星級餐廳。2008 年，她

回台中設立自己的法式料理品牌「樂沐」，憑著不斷創新精進的精神，餐廳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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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到（創業迄今七年），便已榮獲許多國際美食評選的肯定(在 2014 年她更

獲選凱歌香檳亞洲最佳女廚師)。 

她的料理特色是以正統法式烹調的技藝，把自己所熟識的台灣本土食材及特色

注入法式佳餚，創作出具在地文化內涵的法式料理。 

 

心得 

 我是一個很愛吃的人，但沒意識過料理不僅只是食物，而是擁有深厚的文化

內涵。不禁開始回想我吃過台灣的古早味─肉燥、控肉、豬油拌飯、滷筍干、醃

蘿蔔……愛吃的我生在台灣實在是太幸福了!! 

 

黃羽萱 自己動手做料理─格子餅乾 

 
製作品項：格子餅乾。 

製作者：黃羽萱。 

所需材料：糖粉 100g、奶油 200g、全蛋 1 顆、白色原味(低筋麵粉 150g)、黑色

可可(低筋麵粉 130g、可可粉 20g)。 

做法： 

組合 A 

1. 將糖粉倒入攪拌盆內，再放入奶油攪拌均勻。 

2. 再加入全蛋攪拌。 

3. 將麵粉和可可粉過篩。 

----------------------------------------------------------------------------------------------- 

4. 將組合 A 取出秤重，平分成兩份。 

5. 一份拌入麵粉 150g；另一份拌入麵粉與可可粉。 

6. 麵糰攪拌均勻後分別放在保鮮膜上，整平表面呈長條型，包起來放入冷

藏 15 分鐘冷卻。 

7. 麵團變硬後，可將長條形麵糰切割、組合成適合的大小，以蛋液黏起，

就會形成黑白間隔的長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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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再冷藏 10 分鐘定型。 

9. 用刀子切成片狀，放入烤箱烤，以 160  烤 8~12 分鐘，即可完成。 

 
完成圖示： 

 
 

製作心得：這次是做給同學、老師吃，一方面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照顧，另外

一方面也練習自己的西點廚藝，雖然配備不算齊全，但是人的潛力的

無窮的，總是可以運用最少得成本做出最符合自己期待的東西。 

知名廚師介紹─蔡季芳 

 

簡介：廚師蔡季芳，是大家時常在電視節目中看見的「阿芳老師」，這位廚師他

在電視節目上有 10 多年的教學歷程，他總是能用簡單、有創意的方式讓

傳統小吃，或是一些店家的招牌菜變成我們一般民眾可簡單上手的菜

餚。而且他對於開發新菜色，或是一些生活小細節都能注意到，讓我們

活在美味中，也在美味中活著。在他的個人 facebook 的網頁中，也可以

常常看見她對於食物的新看法、新料理法，重新認識食物本色。 

 

蔡季芳 FB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wafan 

 

個人分享：能夠多認識一些廚師，也知道世界廚師日為 10 月 20 日，其實人類

擁有味覺是十分幸福的事情，我們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味道，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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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處處都充滿美好，而能夠讓食物的原味呈現，甚至多一些變化的

廚師們，也是十分令人尊敬與學習。但是，在記憶中，最回味無窮的

味道總是家裡的味道，從小的記憶，在心底最深處得觸動，就是父母

所煮的佳餚，想到此便充滿感謝與幸福。 

 

劉士愷 自己動手做料理─蛋包飯 

 

  平常都是老媽煮給我們吃，因此想說趁這次機會來讓老媽休息一下不用煮

飯，換我來煮，讓他品嘗看看兒子的手藝。平常老媽都有教我做一些料理，所

以她經常做的我大部分都會做，所以我做了蛋包飯犒賞犒賞老媽十年來每天為

我煮飯的辛苦。 

準備材料：三顆蛋、火腿+玉米+醬油+飯=炒飯、番茄醬、花椰菜、鹽酥雞 

製作過程：先把炒好的炒飯放一旁，然後用平底鍋去煎蛋，它就會變圓圓的了。

花椰菜用滾的熱水下去燙一下，馬上就起來了。鹽酥雞買回來時，可以先加點

醋加點醬油跟加 2~3 顆拍碎的蒜頭來醃製，吃的時候味道會比較好，這可是我

媽炸鹽酥雞為什麼那麼好吃的原因，醃製個一天就差不多了。炸的時候，如果

看到它浮起來就代表裡面的水分被蒸發掉，熟了就可以起鍋，然後瀝油，接下

來就擺盤再淋上番茄醬， 

就大功告成了。 

 
 

心得：做完這道菜時的心情是很有成就感，看到老媽吃得很開心那我就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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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沒想到做菜真的很難又很累，以前在看老媽做菜時覺得很簡單，實際做起

來真的好難，而且我做事都笨手笨腳的，重點是廚房被我用的很髒又很亂，當

初在打蛋時我不知怎麼敲蛋的，把一顆蛋敲破，結果不知道是打太大力還是怎

樣，它溜到洗水槽裡，我無言了…，就這樣浪費了一顆蛋，好傷心！然後在切

花椰菜時，我差點將它的根連同我的手指一並切下來，呼~嚇死我了，我的手指

差點就跟手掌分家了，好可怕！然後我在炸鹽酥雞時，手剛洗完還沒擦乾，一

不小心水就滴進去了，結果就噴油了！被燙到的地方又紅又痛，痛死我了。這

讓我體會到老媽的辛苦，看她粗糙的雙手，滿佈刀痕的手掌和手掌以上被油噴

到的傷疤，這些年來真是辛苦了，讓妳受了這麼多傷。其實我覺得我那天也超

衰的，什麼事都發生在我身上，算了~老媽開心就好！ 

 

知名廚師介紹─阿基師 

阿基師，本名鄭衍基（1954 年 8 月 25 日），

出生於臺灣彰化縣。父親籍貫福建省福州

市，母親為台灣人；是台灣的知名廚師，為

其本業。為烹飪節目製作人及主持人，以「阿

基師」著稱。2011 年以《型男大主廚》獲得

第 46 屆電視金鐘獎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

獎。2014 年再度以《型男大主廚》提名入圍電視金鐘獎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獎。

名廚阿基師被拍到和陳姓女粉絲上摩鐵事件後，形象重創連帶事業也跟著一落

千丈，不僅代言陸續丟包，就連以往不為人知的醜事都不斷被人揭發。其實螢

光幕前高 EQ 的為人處事都是假象，有一次他出菜後接到外場服務員回報，有客

人反應菜不合胃口，竟在廚房內當著眾人的面大發飆，臉色一沉就直接把菜盤

往 1 公尺遠的水槽丟去，接著發出「碰」的巨響，把現場所有人都嚇呆了。真

的想不到平常形象圓融的人會做出這樣的事。阿基師其實私下和粉絲相處界線

分明，遇到比較熱情的粉絲曾多次請同事幫忙阻擋，但若是遇到來辦喜宴的粉

絲又能確實做到「賓主盡歡」。不過，阿基師雖重視與粉絲良性互動，私下遇到

熱情粉絲總是刻意保持一定程度距離的習慣傳開後，2014 年 12 月 10 日，壹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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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報導阿基師竟然戴安全帽私會熟女上摩鐵，公然外遇，雖他聲稱和陳姓女粉

絲「只是巧遇，不是外遇」，以及單純到摩鐵談心的說法，更令外界好奇，也勾

起眾人許多想像空間。與自身保持的高道德形象完全相反。此事被經紀公司和

本人在臉書否認，也有《型男大主廚》幕後工作人員留言，為阿基師代為澄清，

也擔保他的人格。2014 年 12 月 12 日，阿基師在經歷摩鐵風暴後，於專訪時表

示接下來可能會退出媒體，回歸廚師本業。但三立副總張正芬表示，確定沒有

這件事。阿基師也曾對外表示，「責任感比愛情重要」，也親口說過妻子吳晶招

的付出，對他而言早已不是愛情，而是一種「恩情」，並承諾永遠會把老婆放在

第一順位。如今，他雖不認外遇但和粉絲上摩鐵是事實，如今不僅丟了名聲，

連代言都受到影響，已經有不少廠商將他的照片從產品包裝上移除，現在處境

非常尷尬。 

  阿基師是我媽很崇拜的對象，我媽很喜歡做吃的給我們吃，才能把我養的

又白又胖，其中那些做菜方法就是看阿基師的節目或是去圖書館借阿基師寫的

食譜學的。每次五點放學回到家，就可以看到老媽在看阿基師主持的料理節目，

他都會教怎麼煮一些料理，我媽就很認真地拿出紙筆趴在桌子上很認真地做筆

記，把準備材料和製作方法都抄起來，準備試做給我們吃。阿基師的料理真的

是五花八門，真的很厲害，讓我媽跟我都很喜歡他，可是我只是喜歡他做的料

理而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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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系 七年級 吳政哲 

 

    實習的日子已過了半年，比想像中還快很多，一轉眼就經歷過了婦產

科、小兒科、內科、急診、加護病房、以及麻醉科。度過醫院一日復一日，

甚至是兩日復一日的生活，如今也漸漸適應了。至於為什麼會兩日復一日

呢？這是有原因的。我們通常認知一天的結束就是上床睡覺，而一天的開

始則是起床出門，但在醫院值班時是工作兩天一夜，忙起來幾乎都沒辦法

睡覺，當下班離開醫院時對於日期以及星期就會有點錯亂，會把兩天當一

天。好處是會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一周值 2~3 次班，那麼就會覺得一周

就少了 2~3 天，難怪學長姐對於實習的感想都是這一年過得好快，如今我

也有深刻的體會了。 

    過去大五大六時，我們常被戲稱為路障，因為對於臨床什麼都不會，

又常常擋到醫護人員的路因而得名。那時儘管身上披著白袍，卻掩飾不住

其下的不安與無知，因為病房的一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如此地陌生。終於，

開始實習了之後，待在醫院的時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還多，醫院漸漸變得

像家一樣熟悉，而白袍也逐漸地與我們融為一體，不再那麼不協調了。我

想，這也是一種進步吧。 

    成長，通常伴隨的是犧牲與痛楚，實習生活也不例外。犧牲掉的是與

家人朋友相聚的時間、正常的睡眠作息、以及幾乎所有的休閒娛樂。關於

值班，我也有個有趣的小故事要分享。由於我是屬於體質比較旺的，所以

值班常常不太平靜，幾乎都是徹夜未眠的。有一天晨會時與另一個體質很

旺的同學聊天：「欸我昨天超爽的欸，值班睡了三個小時！」「也太好了吧!

分一點好運給我啦…」「唉！我們也太悲哀了，睡三個小時竟然可以這麼開

心……別人要是聽到我們的對話一定覺得我們瘋了！」 

    其實值班只要處理好該做的事，像是傷口換藥或補開一些醫囑，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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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可以睡覺的，但經常都會遇到病患半夜突然不舒服，甚至生命徵象

突然惡化的狀況，更嚴重的就要直接在病房急救。調查下來，大家值班的

平均睡眠時間都在 5 個小時左右，中間可能每 1~2 個小時被 call 起來處理

不舒服的病患，然後再繼續睡。不過像我們兩個這種只能睡不到 3 個小時

的，就是屬於特旺體質，每次值完班同學總愛問我們昨晚睡了多久，我總

是說：「不要問，說出來你會怕！」大家一聽就知道昨晚又是一場奮戰了。 

    雖然實習很累，卻是精神與體力的鍛煉，能夠負荷持續高壓的內心，

以及支撐連續值班的體力，都是當醫生不可以缺少的。這一年絕對是我們

在行醫生涯中的大躍進，從醫學生成長為醫生必經的路，還有半年，我會

好好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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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洪婉榕 

 

     從大學畢業一年，重新踏入學生生活，研究所生活需要更多自己的自

動自發，由於與自己原先學習的領域不同，因此需要時間適應與學習，而

大學與研究所的不同套句老師的話：大學時期是老師會利用上課慢慢餵進

你的腦袋，而研究所是老師告訴你哪裡有營養，你下課就要趕快去吃(學)，

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想想研究所這半學期真的是這樣呢!課程中老師會給

予一個方向，下課時就要奮力尋找答案或和同學一起研究為什麼的原因，

我想研究所就是培養獨立思考跟研究的能力，跟大學生時期不同不是一面

接受老師講的，而是要想想其中邏輯有沒有問題與自己有一些問答。 

    台南的生活對我這個新鮮人來說是一個新地方，聽說台南最有名的是

小吃，當然要去嘗一嘗，吃了半學期心理升起一個問號：為什麼小吃的口

味都偏甜?但這個問號似乎是從外地來的多數人都有的，後來想想或許是風

土民情不同吧? 

    這學期有件趣事，和同學約去擺二手攤，想要賺點額外生活費努力從

家中挖出用不到的東西跟衣服，一個攤位只有 1.5m*1.5m 放滿所有我們要

賣的東西，為了不要再把東西帶回家努力叫賣，一件衣服半價再半價都賣

了，有點像是跳樓大拍賣的感覺，賣了一整天還好成績算不錯，是一個有

趣特別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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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慈濟大學 醫學系 六年級 紀春秀 

                                                   

    從山稜到海緣連成一線的煙火，白紅綠紅橘綻放黑夜中，一串接著一串，

盡望眼簾，前方國道上的車輛，往南往北點綴成亮亮的星光大道，五！四！三！

二！一！ 

Happy New Year!! 新年新希望，第一，希望家人和朋友身體健康，第二，有一

顆平凡的心，第三，有更勇氣面對新一年！ 

 

好高興來到華固第六年了，雖然時常無法參加聚會，然而每次看到大家在半年

報上的紀錄，國外遊學的經驗，參與公益團體的活動，甚至是將自己所學發揮

在社會上，都覺得好棒！一顆小星星的光亮很微弱，一顆兩顆三顆編織這一場

無邊無際的黑夜。對於未來，我們好像知道又不太確定，窗前的大樹落完葉子

又再發出嫩芽，泛黃的月曆一張翻過一張，相同的路穿梭來穿梭去，白日黑夜

相續待起。不知道有多少次，每當鬧鐘響後，看到 7 點半驚起，卻又想起今天

是星期六。「忙茫盲」？仔細想一想，這一些歲月的淘洗下，除了用各種抗老產

品力撐垮下的臉肌，還有每天縮起小腹好拉起即將爆炸的牛仔褲，阿答嗎(日文:

腦袋)裡有沒有更佳充實呢？要不要再外加硬碟擴充？又好像覺得裡頭有些資料

有時自動消失，讓人不禁感嘆鄭愁予先生的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這是一個講求什麼什麼都要快的世界，縱使是一個平凡的人，也希望你要有如

電腦一樣十八般武藝，所以，眼前的目標到底是別人的，還是自己所追求有時

也不太清楚。哈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樣的感覺呢？這一年要反省的事，從

事實轉換態度： 

第一：三分鐘熱度關心別人 真誠的心，同理的心 

第二：不夠勇敢面對自己的任務  看看自己的心後，轉為自信去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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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會對別人微笑  笑笑的自己比較可愛 

 

這兩年因為見實習的原因，不像以前常常跑出去玩，每天做白日夢的時光，每

天電腦看看現在世界發生的事情，好像以管窺天的宅宅青蛙，不過，期許自己

帶著小願望，真誠且同理的心迎向每一天，五！四！三！二！一！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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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三年級 陳柔彤 

  

   這學期比較特別的是有一堂必修課－投資學，進行了為期一學期的模擬投

資競賽，內容是假設給每組一千萬，可以虛擬下單股票、期貨、選擇權，一～

兩人一組，每周結算周報酬率和累積報酬率。剛開學得知後，我覺得很恐慌，

因為自己和另一個組員都從來沒接觸過這方面，家中也沒有人有投資的習慣，

加上本來以為就是會從這堂課學習到投資的知識和方法，沒想到是直接以實戰

的方式學習，所以有些措手不及。 

  競賽開始的最初，因為規定每周至少要進行一次交易，因此就會被督促著

去關注財經新聞或是股市動向，但其實即使看了很多還是不甚了解，也不知道

要從哪裡著手，前幾周幾乎都是看到新聞有利多的消息就買進該股，只著重消

息面，而且也都拖到一周快結束才趕快思考要進行什麼交易，反應速度太慢，

所以小組表現一直沒有很好。加上當時還沒很了解期貨和選擇權的實務交易情

況，所以沒敢貿然下單，只利用股票當投資工具，報酬率幾乎都在正負之間震

盪。 

  後來一方面是看到其他組很積極地進行交易，一方面也因為學期末快到

了，因此和組員就開始更加專注在這個競賽，先向其他同學請教，大概了解了

之後，再把期貨和選擇權加入到我們的投資組合中。雖然最後幾乎都在掙扎著

不要倒數前三名，但整體還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 

  其實從這次的競賽學習到最多的不是如何投資，而是面對挑戰的態度。一

開始因為未知，加上老師一再強調報酬率的好壞對學期成績的嚴重性，因此我

們緊張、害怕，但還是屬於比較逃避的心態，即使看到其他組表現得很好，也

只是羨慕，沒有付出加倍的努力。後來聽同學說老師只是嚇嚇我們，就有點得

過且過的心態。開始用心投入後，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股市的 app，

心情也隨之起伏，雖然報酬率沒什麼起色，但專注在一件事情的感覺還是很不

錯，以前看財經新聞多少懷著一點不情不願的感覺，現在則是自動自發的會想

知道發生了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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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面對同一件事情，用心和不用心能獲得的回饋真的差很多，既然已

經都要花費時間去做，不如就多用一點時間把它做到盡善盡美。而當未知的挑

戰迎面而來的時候，其實不用急著悲觀，應該要先自己做功課去了解，或者請

教一些更有經驗的人，只有開始著手去從事這件事情，才能真的學習到東西，

說不定到最後，會發現沒有一開始自己想的那麼困難，要對自己有一點信心才

不會畫地自限。而在不得不去做某件事情的時候，我通常會只在意結果，不過

在經過這次的經驗後，我發現即使最後報酬率頗難看的，但還是覺得自己有蠻

多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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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二年級 許巧柔 

 

經過一個暑假，來到了二年級，相信每個大學生最忙碌的時段都為大二的

時光，而我當然也不例外。除了課業上的課程有所不同，也經營了系學會，我

也深信承接系學會的職責，能夠學習到不同的事物，並且讓自己有所長進。 

 

創新一個活動，對於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能夠將一件事情做

的完善，但可能沒辦法有所新穎的 Idea，而當在舉辦這個「前所未有」的活動，

既要延續活動，同時也要兼顧系上的主題。當我跟副召從暑假不斷地準備，也

不斷地將活動持續更新，但總覺得有哪處不妥當，又或者不特別，不斷地將活

動更改，也代表著我們對這個活動沒有信心。仔細回想起來，指導老師不斷地

將我們的活動退回，並打掉這個活動。當時我們真的很煎熬，許多地考試與報

告，還要半夜不斷地在思考，我也曾想過，我要不要選擇放棄。 

 

我印象非常地清晰，透過與老師的對談中，我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

要將『我以為』當成是『我以為』。」很多事情都是我們預設的，都只是我以為，

但不曾去證實過，也不曾去詢問過他人，所以在無形中為自己設下許多的框線，

同時限制了自己的想法。而經由這個活動，我也才發現，「溝通」確實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一個人、兩個人，僅能夠討論出防範以及預設的想法，無法藉

由討論獲得新的 Idea，但假若為三個或甚至更多人，能夠激發更多的腦力激盪，

創造出更多新的想法，我們後期不斷地藉由開會討論出新的想法，同時也讓活

動展開新的面貌、全新的概念。 

 

我相信每個人在生活上都會遇到困難，但該如何去解決，如何去面對，都

是一門重要的課程，而當我們逐漸長大，都將需要必修這門課程，期許自己未

來能夠持續這個想法，並抱持著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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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五組 小組報告                                             
吳政哲、洪婉榕、紀春秀、陳柔彤、許巧柔 

 

紅酒簡介 

一、 引言： 

    葡萄酒是用葡萄果實或葡萄汁，經過發酵釀製而成的酒精飲料。在水果

中，由於葡萄的葡萄糖含量較高，貯存一段時間就會發出酒味，因此常常以

葡萄釀酒。葡萄酒是目前世界上產量最大、普及最廣的單糖釀造酒。由於葡

萄酒十分普遍，但我們對於葡萄酒瞭解卻不多，因此我們選擇葡萄酒種類中

的紅酒作為主題，以下分為對於葡萄酒及紅酒的概述以及針對不同紅酒產地

的特色： 

二、 葡萄酒及紅酒概述： 

(一) 葡萄酒分類方式： 

    葡萄酒有許多分類方式，以成品顏色來說，可分為紅葡萄酒、白葡萄酒

及粉紅葡萄酒三類。其中紅葡萄酒又可細分為乾紅葡萄酒、半乾紅葡萄酒、

半甜紅葡萄酒和甜紅葡萄酒。以釀造方式來說，可以分為葡萄酒、氣泡葡萄

酒、加烈葡萄酒和加味葡萄酒四類。其中一般葡萄酒的酒精含量約為百分之

八到十五。 

(二) 主要葡萄酒產地： 

    葡萄酒的酒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壤、氣候以及釀酒技巧等因素的影

響，但是酒的風味卻取決於釀酒葡萄的品種。目前葡萄已經被廣泛引種到世

界各地，主要是作為釀酒原料。但世界最有名的葡萄酒大多產自法國，由於

法國氣候溫和，除了北部諾曼第一些區域以外，全國都能生產高質量的葡

萄。其他歐洲國家，義大利與西班牙也是傳統的葡萄酒大國，以往多生產一

般餐酒。歐洲國家生產的葡萄酒，通稱為舊世界葡萄酒，其他區域生產的葡

萄酒，則稱為新世界葡萄酒，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智利、阿根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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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非，是新世界葡萄酒的主要產區。 

(三) 釀製紅酒的葡萄品種： 

    釀製紅葡萄酒的葡萄品種主要有：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又稱卡

本內蘇維翁）、美洛葡萄（Merlot）、席拉葡萄（Shiraz）、黑皮諾（Pinot Noir）、

馬爾貝克（Malbec）、山吉歐維榭（Sangiovese）、田帕尼優（Tempranillo）、

格那希（Grenache）、內比奧羅（Nebbiolo）、金芬黛（Zinfandel）、加美（Gamay）。 

 
(四) 葡萄酒製造程序： 

製造葡萄酒有以下 8 個程序： 

1.除梗：所謂除梗，指為避免葡萄酒中有多餘的苦澀味道，而將梗從果實上

除去。 

2.破碎：將果皮搓破輕輕壓碎，稱之為破碎。 

3.發酵：在破碎的葡萄(連同果皮及種子)中加入酵母菌。因紅酒的顏色來自

果皮，而澀味則是種子所釋放出來的味道。 

4.榨汁：以榨汁機榨出發酵後的葡萄酒。 

5.發酵：將榨出的葡萄酒與果皮、種子分開，接著僅使葡萄酒在發酵。本階

段是決定葡萄酒味道的關鍵，完全發酵熟成者即為不甜口口味的葡萄酒。 

6.除渣：發酵完之後，溶解殘存的物質會自動沉澱，可順利地被除去。 

7.熟成：接著裝入酒桶使之能夠充分熟成，熟成期間約為兩年。 

8.裝瓶：熟成後即可裝瓶。 

(五) 葡萄酒使用與品味： 

1.品酒步驟： 

(1)觀：首先對著燈光處或舉杯於白紙前觀察酒的色澤與澄澈度，品紅酒時還

可觀察酒緣的微妙色暈，越清淡或越老的酒，酒緣越寬；稍稍晃動後還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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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酒液順流下來的痕跡（俗稱酒痕），越是濃厚的酒流動速度越慢。 

(2)聞：輕輕搖晃酒杯，或將酒杯與桌面平行畫圈旋轉，讓酒液在晃動間釋放

隱藏的香氣，再將鼻子湊進酒杯嗅聞，捕捉其中豐富的花朵、水果、烤吐司

或礦石等氣息。 

(3)品：大口含飲，並在嘴中略為輕漱，使酒液均勻散佈在舌面、味蕾充分體

驗酒的酸甜與口感的濃郁度，再緩緩吞下。 

2.食物與紅酒的搭配： 

    葡萄酒在歐洲廣受歡迎，不論是作為飲料或是地中海式烹飪的佐料，在

簡單的或是複雜的用途都被廣泛的使用著。 

(1)搭配方向： 

鹹味食物宜配果味較重的紅酒，酸味食物則配有苦味的紅酒，辣味食物宜配

辛香型紅酒，口味濃郁食物則宜搭配單寧強勁的紅酒，但紅酒與食物的搭配

有一些大家所熟知的禁忌，EX：忌與海鮮搭配-高含量的丹寧會破壞海鮮的

口味，忌與醋相伴-沙拉中拌醋會鈍化口腔的感受，使紅酒口味變的平淡。 

(六) 葡萄酒酒標認識 

 

三、 紅酒產地及特色： 

以下幾個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阿根廷)紅酒產地及紅酒特色做介紹： 

(一) 法國： 

1.法國紅酒產區： 

(1)『勃根地第地區』：本區約有一千八百處酒園，本區由南至北依序可再劃

分六個產區。 



123 

-莎布里(Chablis)、夜坡(Cote de Nuits)、邦內坡(Cote de Beaune)、莎隆內坡

(Cote de Chalonnaise)、馬孔內(Maconnais)、薄酒萊(Beaujolais)--勃根地六區

中最精華的一區乃夜坡與邦邦內坡所構成的『黃金坡』(Cote d’Or)，前者以

紅酒著稱，後者則以白酒為尊。 

－該地區的沃恩‧羅曼尼(Vosne-Romanee)酒村中的『羅曼尼‧康帝』酒園

(Domaine de La Romanee Conti，DRC)所釀產的『羅曼尼‧康帝』(La Romanee 

Conti)位居紅酒首席。 

(2)『波爾多地區』：僅僅以法國波爾多地區一地而言，酒園(堡)已超過九千

多座的。該地區的五大產酒區有：梅鐸(Medoc)、柏美洛(Pomerol)、聖特美

隆(St.Emilion)、格拉芙(Graves)、蘇岱(Sauternes)。 

－梅鐸(Medoc)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區，僅生產紅酒。梅鐸(Medoc)又可細分

為四個小酒區，由北至南依序為聖特夫塔夫(St-Estephe)、波儀亞克

(Pauillac)、聖朱利安(St. Julien)與瑪哥(Margaux)。其中波儀亞克區(Pauillac)

內的三大名酒 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木桐‧羅吉德堡)、Chateau Lafite - 

Rothschild(拉費堡)、Chateau Latour (拉圖堡)，猶如三顆鑽石使得波儀亞克

(Pauillac)簡直變成波爾多地區的代表了。 

－柏美洛(Pomerol)該區產地約只佔波爾多的百分之三左右，真是『物以稀為

貴』。如果說『紅酒巨鑽』是羅曼尼‧康帝，至於搶佔第二寶座榮耀的應當

屬於法國波爾多的柏美洛(Pomerol)地區的代表作『彼德綠堡』(Chateau 

Petrus)。 

－聖特美隆(St.Emilion)這也是一個名園輩出的產區，在上個世紀中葉以前，

本地區的酒品質普遍不佳，甚至有『車夫之酒』的譏諷！名列 A 等的只有

兩家：歐頌堡(Chateau Ausone)與白馬堡(Chateau Cheval-Blanc)。 

－格拉芙(Graves)：該地區的 Chateau Haut Brion (歐‧布利昂堡)與 Chateau 

Latour (拉圖堡)、Chateau Lafite-Rothschild(拉費堡)、Chateau Margaux(瑪哥

堡)、，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木桐‧羅吉德堡)、Chateau Haut Brion (歐‧

布利昂堡)共享波爾多官方評鑑的一等頂級酒，也是波爾多地區的五大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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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隆河坡地區(Cotes du Rhone)或稱隆河地區』：與勃根地第、波爾多號稱

法國三大產酒區。整個隆河地區最珍貴的紅酒，當推羅帝坡區的杜克酒(La 

Turque)。 

(4)法國葡萄酒依據葡萄酒法及其品質而分成以下幾種： 

    A.O.C. Wine 是指定優良產區酒為名之葡萄酒的通稱，這種酒對於原產

地(地區、村、葡萄園等)有很詳細的限定，日本進口的葡萄酒大多為此種酒。

其標示方式如 APPELLATION ROMANEE CONTI CONTROLEE，於

APPELLATION 與 CONTROLEE 之間的 ROMANEE CONTI 則是酒園名稱。 

Vin De Pays(地區餐酒)是僅限定葡萄產地的葡萄酒，其限制較 A.O.C.所規定

的少，價格也比較合理，找找看，也許能夠找到品質相當不錯的酒喔！ 

Vin De Table(日常餐酒)則是不受規定約束的酒，任何產區的葡萄都可以哪來

混合釀造。藉由混合釀造來就低成本是這種酒的特徵，美味與否全憑生產者

的巧手，無等級之分。 

 

(二) 德國 

    德國的寒冷氣候不適合紅葡萄的生長，除了少

數產區出產的紅酒，大部分的德國紅酒都沒有很有

名。但是，近十年來，因為氣候漸漸變暖和，讓德

國白酒不需要到晚摘季節便可以有晚摘酒的含糖

量，也讓紅葡萄可以更加成熟，此使得以往只注重

白酒的地區，也慢慢開始產紅酒，而黑皮諾變是在氣候變遷下，逐漸受重視

的的葡萄種之一。阿爾（Ahr）便是以紅酒為主的產區。以下以阿爾作為德

國紅酒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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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介_阿爾： 

    阿爾不若其他產區上千公頃的產出，即使種滿了黑皮諾，仍然不及其他

地區的量，然而高品質的產出，在現今重視黑皮

諾栽植的德國產區中，阿爾獨樹一格的口感及風

味，讓他佔有如同勃根地的地位。 

2.氣候及土壤： 

    一般來說紅葡萄需要更加溫暖的氣候，阿爾的氣候並不如其他地區來的

溫暖，年均溫 9.8 度，雖然初春時有降霜的危險，但在夏季仍然有充足的陽

光。在土壤方面，上區和下區有著不一樣的地質，上區以風化頁岩及硬砂岩

為主，而下區則以風化岩及黃沙黏土為主。 

3.葡萄品種： 

    在阿爾酒莊種植的葡萄，多半以紅葡萄種為主佔總產量 84.4%，白葡萄

種則只佔 15.6%，在這些葡萄種裡，又以黑皮諾為大宗，佔總產量 62.7%，

其次才是麗絲玲，卻也只佔總產量 8.1%，而除了一般熟悉的黑皮諾

（Spätburgunder）之外，阿爾也產出早熟黑皮諾（Frühburgunder），雖然只

佔總產量 6.5%，卻是阿爾的特色種。 

 

 德國屬於大陸性氣候，北部

已經到達了葡萄所能成熟的

底限，大多數葡萄原則集中

在氣溫相對溫暖的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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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皮諾： 

    黑皮諾，最為嬌生慣養的葡萄品種，在德文裡叫做 Spätburgunder/ 

Blauburgunder 或是 Schwarzburgunder，從字面上來看，就是來自勃根地的一

種紅葡萄種，Spät 則是因為他屬於晚熟的品種。  

    德國黑皮諾在九世紀時便於 Bodensee（Baden 產區）開始種植，十三世

紀時更傳播到萊茵高（Rheingau），然而往後德國一貫重視白葡萄種的方向，

讓紅葡萄種的栽植一直到近十年才慢慢被重視，而黑皮諾更是被大家重視的

品種，Gault&Millau 還為了黑皮諾特別設了一個評比，如同對麗絲玲般地看

待，每年評比出數隻高品質的黑皮諾。 

4.推薦酒莊： 

(1) Weingut Friedrich Becker： 

    一個位於 Pfalz 的年輕酒莊，八零年代才

起家，主持者就叫做 Friedrich Becker，短短的

三四十年的時間，便成為 Gault & Millau 黑皮

諾榜上的常勝軍，旗下擁有三個特級園

Schweigener Sonnenberg, Kammerberg, 以及

Sankt. Paul。皮諾種佔其產量 60%之多，而產

出黑皮諾的主要是 Kammerberg 以及 St. Paul

兩個區域，在今天的德國黑皮諾裡，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2) Bernhard Hube： 

    另一個有著響亮名號的是位於 Baden 區的 Bernhard Huber，這個位於

Baden 區的年輕酒莊，至今不到三十年，產出 65%的黑皮諾，在 2008 年的

時候被 Gault & Millau 選為當年度最佳酒莊，同時也得到五串葡萄的評價。

旗下擁有四個特級園-Malterdinger Bienenberg, Bombacher Sommerhalde, 

Hecklinger Schlossberg 以及 Wildenstein，其中又以 Wildenstein 最為著名。 

    在七百年前從勃根地來到 Wildenstein 的修道士早在這裡種植黑皮諾，今

天從 Wildenstein 釀出的 Spätburgunder R 也幫他奪下 2010 年的冠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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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klinger Schlossberg GG.也輕鬆地與其他兩隻並列第三。 

(3) Rudolf Fürst： 

    來自 Franken 的 Rudolf Fürst 也不可忽視，Rodulf Fürst 從十七世紀起家

開始，釀造黑皮諾上百年的時間，而現在他們更打破傳統做法，以勃根地酒

桶放置黑皮諾十八個月，製造出更深層及口味更多元的黑皮諾。  

(4) Weingut Jean Stodden： 

    最後，以老藤出名的 Weingut Jean Stodden，來自北邊的 Ahr 產區，從

1578 年開始釀酒，1990 年轉型產出黑皮諾至今，除了產出 85%的黑皮諾，

7%早熟黑皮諾，也有釀造 Riesling 和 Blanc de Noir 等白酒。師法勃根地夜

丘（Côte de Nuit）的做法，讓他在普遍以早熟種（Frühburgunder）為主的

Ahr 酒區裡有著指標性的象徵。 

(三) 義大利： 

    義大利的葡萄酒在台灣知名度沒有法國高，但是在葡萄酒的世界中，產

量和水準都是世界名列前茅，光是官方認證的葡萄品種就有將近 350 多種之

多，還有許多的原生品種。 

1.產區： 

(1)Basilicata (bah-zee-lee-cah’-tah) 

生產簡單的紅酒，大部份於當地消費。 

(2)Emilia-Romagna (eh-meel’-yah 

ro-mah’-n yah)產區座落在 Tuscany 北

方，此區最著名的酒是 Lambrusco，酒性

偏輕，或是汽泡酒。 

(3)Friuli-Venezia Giulia (free-oo’-lee 

veh-net’-zee-ah joo’-lee-ah) 

此區酒算高品質，並常於酒標上標示葡萄品種，易於辨識。生產紅酒 Merlot。 

(4)Piedmont / Piemonte (peed-mont / p’yay-mon’-the) 

義大利最重要的產區之一，紅酒以 Barolo 和 Barberesco 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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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ardinia/Sardegna (sar-din’-ia) 

位於義大利海岸的一個大島，幾個世代下來，生產紅酒和 sherry-like 的白

酒。現代的釀造技術將其導向為較清新的口感。 

(6)Sicily/Sicilia (sis-ill-ee) 

西西里島是義大利酒產量最大的地區，最有名的酒是 Marsala。 

(7)Trentino-Alto Adige (tren-tee’-no ahl’-to ah’-dee-jay) 

生產大量的紅、白和汽泡酒，此區擁有大量的酒和為數眾多的葡萄品種。 

(8)Tuscany (tuss-can-ee) 

    生產許多知名的好酒，如 Chianti 和 Brunello di Montepulciano，並生

產混合 Cabernet Sauvignon 的超級托斯卡尼(Super Tuscans)。紅酒 

Sangiovese，白酒 Malvasia + Trebbiano。 

 
2.義大利紅酒分級： 

(1)Vino da Tavola (VdT ) 

等級最低，泛指供當地消費最普通餐

酒等級的 table wine。 

(2)Indicazione Geografica Tipica 

( IGT ) 

    對應於法國 Vin de Pays 的等

級。指某地區生產具地方特色的餐

酒，該級別訂立於 1992 年，適用於品質高於普通餐酒，卻不符合當地嚴格

的釀造法例的葡萄酒。這個級別的葡萄酒因為對釀酒品種沒有特別的限定，

所以很多新派釀酒師利用國際品種釀造出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葡萄酒。 

(3)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Controllata ( DOC ) 

    指在特定的地區內，用指定的葡萄品種、而釀造方法和陳年期限也依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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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進行的酒。無論酒的色、香、味、酒精度和酸度都要符合規定。每一法定

產區的詳細規定都由該區的商會負責，由國家的委員會指導，並由總統以法

令形式頒布。1963 年制定的產區法，等同於法國 AOC 法定產區的等級。

DOC 級目前有 315 個，品質相當卓越。這個級別對葡萄品種、最低酒精含

量、釀造工藝、儲藏方法以及味覺上的特徵等等都給出了嚴格的法定標準。 

(4)Denominazione di Origine Controllata e Garantita ( DOCG ) 

    公認為義大利最高等級的酒，至少要在 DOC 的級別停留 5 年以上，且

要接受比 DOC 更嚴格的葡萄酒生產與標示法規管制，無論在葡萄品種、收

成、儲藏方面都有嚴格管制，包括限定每公頃的葡萄產量及自然酒精含量

等。除了產區的規定外，還需通過 blind tasting（盲飲）。 

  也許受語言差異的限制，或是相對不嚴謹的產區制度無法讓人信任，台

灣的消費者對於義大利酒的熟悉度遠不如法國酒。義大利人隨興浪漫的民族

特性也讓他們對於立法管理葡萄酒始終不積極，因此雖然義大利的葡萄酒產

量和消費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在市場上的名聲和法國就有一段差距了。

原先義大利推出 DOC 制度想和法國的 AOC 制度分庭抗禮，卻在實行上出

現良莠不齊的情況，促使他們又加上 DOCG 一級，用以維護分級制度的公

信力。 

  但這樣的制度也可能淪為僅供參考，世代相傳的釀酒師對於自家葡萄酒

的特色和製作方式有所堅持，對他們而言，分級制度會模糊各個地區的特色

及扼殺創意，所以有時並不遵從，寧願堅持自己的特色，因此也許多珍品並

未列在 DOCG 裡，是義大利酒的一大特點。 

  1963 年，義大利著手展開法定產區的規劃，為了方便區分，只有兩個

等級，分別是地區餐酒等級的 VDT 及較嚴格的 DOC，但這樣的分類太籠統，

許多酒只因為產區接近 DOC 區就被選為 DOC 酒，品質把關鬆散，不過當

時紅酒的全球貿易尚未興盛，義大利政府並未進一步改革此制度。後來葡萄

酒的國際貿易和文化意義越來越重，義大利在海外市場競爭力不高，才讓義

大利政府想改善 DOC 制度，而衍生出後來被保證過的 DOC 制度，也就是



130 

DOCG 制度。 

  義大利南北狹長，山地縱橫，地形和氣候都多變，造就複雜的原生種葡

萄，也使得分類有先天上的困難，常出現因為不合部分法規不能放到 DOC

或 DOCG 產區中，又因品質優良而不能分到地區餐酒等級的酒，這些高不

成低不就的酒類就被分到 IGT，義大利政府為了解決這樣的情況，在三種法

定制度外又多設立了 IGT 等級，所有無法分類的葡萄酒皆屬之，使這個等級

內的酒有品質非常優良的也有濫竽充數的。由於法定產區等級涉及龐大利

益，不免有許多利益交換空間，改革不易，這樣的困境也使得義大利酒的推

廣更加困難。 

資料來源： 

1．開醺話酒：義大利的法定產區特色 

http://finewinegws.pixnet.net/blog/post/79073023-%E9%96%8B%E9%86%BA%E8%A9%B1

%E9%85%92%EF%BC%9A%E7%BE%A9%E5%A4%A7%E5%88%A9%E7%9A%84%E6

%B3%95%E5%AE%9A%E7%94%A2%E5%8D%80%E7%89%B9%E8%89%B2 

2．【產區介紹】新手簡單產區介紹 - 義大利(Italy) 

https://www.winentaste.com/magazine/blogger_odin_italy/ 

 
(四) 阿根廷 

    阿根廷葡萄酒與歐洲的淵源極深，16 世紀前，阿根廷土地上住著印第

安人，1535 年淪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籍的 Juan Cedrón 神父為了彌撒用

酒，而在阿根廷北部的聖地亞哥艾斯德羅省( Santiago del Estero )種下第一株

葡萄苗。 

    1850 ~ 1900 年間，正值歐洲葡萄園根瘤蚜蟲害肆虐之時，以意大利、

西班牙、德國和法國為主的歐洲移民潮，為阿根廷葡萄產業帶來更多的葡萄

品種、種植方法和釀造技術。此時，出現了一株傳奇的葡萄品種。 

說到阿根廷，就不得不講講它最知名的馬爾貝克（Malbec）這葡萄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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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貝克（Malbec）小檔案 

 

 

果香：黑櫻桃、李子、覆盆子、黑莓和藍莓 

其他：可可、牛奶巧克力、咖啡、摩卡咖啡、皮革、黑胡椒、青草、碎石和

煙草味 

陳年後：香草、小茴香和椰子味 

酸度：中等 

單寧：中等～中高      適飲溫度：18 度 

「講到馬爾貝克，大家會先想到阿根廷，但它實際的故鄉是法國西南區。不

過，目前法國僅有少數地區仍在種植。 

    馬爾貝克也是波爾多混釀的 5 大葡萄品種之一，但由於其抵抗力弱以及

所需生長條件要求，因此很少受到法國人的重視。不過，幸運的是，馬爾貝

克在阿根廷的門多薩（Mendoza，Argentina）發揮出了其巨大的潛力。 

    1820 年阿根廷宣布獨立，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許多歐洲人紛紛移民到

阿根廷。1850 年間，當時的省長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下令法國農

業專家 Michel Pouget 從法國引進當地的葡萄藤剪枝，然後種植在 Mend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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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園，這之中 Malbec 的適應力最好，採收到的葡萄品質不錯，所以成為

當時主要種植葡萄品種之一。 

    馬爾貝克本來在法國祇是不起眼的配角，常被當作廉價酒或是中級酒調

和時的基酒，來到阿根廷門多薩省(Mendoza)之後，似乎是找到了舞台，釀

出來的酒竟然表現得渾厚飽滿複雜豐鬱，成為獨當一面的品種！ Malbec 酒

色黯紅高貴，新酒有紫羅蘭的芳香，陳年的則有松露的迷人香氣，普遍受到

阿根廷當地人的肯定與喜愛，也多次在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和加勒比

海等國際酒展中獲獎，從此成為阿根廷紅酒的驕傲。 

    ”This is Argentina’s grape！ “ 1990 年，美國葡萄酒界傳奇人物 Robert M. 

Parker，拜訪阿根廷酒莊 Bodegas Norton 時，喝到酒莊 1974 年馬爾貝克

Malbec 後，告訴總管 Luis Steindl ：「這是阿根廷葡萄酒的未來 (This is 

Argentina’s grape)」。 

20 年後，阿根廷 Malbec 不但從配角變成一哥，連 Malbec 原產地法國 Cahors 

區，也因喜歡 Malbec 的人變多而知名度大幅提高，可說是衣錦榮歸。  

    新世界葡萄酒在加州 Zinfandel、澳洲 Shiraz、紐西蘭 Sauvignon Blanc

之後，多了阿根廷 Malbec 這一顆明日之星。」 

    阿根廷的葡萄酒的歷史要從 16 世紀中葉說起，當時傳教士及探險家進

入後開始種植葡萄，並發現在安第斯山脈旁的土地，最適合種植葡萄，於是

在與智利 Santiago 只有一山之隔的地方，建立門多薩 Mendoza 城。有來自

安第斯山充沛的雪水，當地居民運用湖泊及建造溝渠灌溉葡萄園，葡萄產量

因此增加，也滿足了日漸增加的需求，奠定了阿根廷的葡萄酒產業。此後阿

根廷葡萄園的開墾就持續的往西南方發展，而整個產業成長的契機，卻一直

等了三百年。 

    1820 年阿根廷宣布獨立，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許多歐洲人紛紛移民到

阿根廷。1850 年間，當時的省長 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下令法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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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專家 Michel Pouget 從法國引進當地的葡萄藤剪枝，然後種植在 Mendoza

葡萄園，這之中 Malbec 的適應力最好，採收到的葡萄品質不錯，所以成為

當時主要種植葡萄品種之一。  

    1885 年 Mendoza 到布宜諾斯 Buenos Aires 鐵路建造完成，葡萄酒可以

透過鐵路運送到首都，加上 1900 年第二次移民潮，許多新移民將新葡萄品

種及釀酒技術傳遞給當地的酒莊，葡萄酒界因此蓬勃發展起來。 

    不過因 1920 年的經濟大衰退及後來數十年的政治及經濟不穩定，葡萄

酒業改以生產便宜餐酒為主，不少 Malbec 葡萄藤因此被挖起，改種產量大

的葡萄品種。直到 1990 年起，由於葡萄酒飲客漸漸開始重質不重量，使得

Malbec 又重新受到酒莊的重視，成為目前阿根廷種植面積最大的葡萄品種。 

     目前阿根廷葡萄酒產量世界排行第五，全國釀酒葡萄的種植面積達到

21 萬公頃（2005 年），整個產區主要分佈在南緯 22 ~ 42 度的安地斯山脈東

麓，其中以聖璜省( San Juan )和門多薩省( Mendoza )兩大產區最為知名，兩

省產量即佔全國總產量的 92%。 

整個阿根廷國家法定產區內容，簡要歸納為以下四個重點： 

1.必須全部使用劃定的法定產區內生產的葡萄。 

2.每公頃不得種植超過 550 株葡萄藤。 

3.每公頃葡萄產量不得超過一萬公斤。 

4.葡萄酒必須在橡木桶中培養至少一年，並且必須在瓶中熟成至少一年。  

    這樣的法定產區標準，限制了葡萄的種植不至於濫產，也同時保障了葡

萄酒的基本質量。 然而實際上，許多有份量的酒莊仍然沒有實行 DOC 標

準，依舊沿襲傳統方式栽種、照顧和釀造，繼續堅持自我風格。 

    Malbec 葡萄皮薄色黑，需要較多的日照時間及溫度才能完全熟成，甚

至比 Cabernet Sauvignon 還要高。此外 Malbec 容易得到霜害、蟲害及霉菌，

不容易照顧。剛好 Mendoza 區的日照時間長，生長期間有山風吹拂，使葡

萄隨時保持乾燥。只要每公頃產量不要太大，葡萄農都能採收到品質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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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以 Malbec 釀造的葡萄酒，有著墨水般的紅紫色，充滿甜美蜜李、紅

莓果及紫羅蘭的香氣，單寧扎實但不咬舌，酒體厚實酒精度高，酸度適中。

適合在橡木桶內陳年。 

    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造成本區葡萄成長緩慢，不僅較能保持香氣，也使

得葡萄皮里的多酚和單寧完整生成；而在荒原坡地開墾出來的莊園，迫使葡

萄藤必須往地底更深處札根才能活命，而從地底深層吸取上來的水分和礦物

質也符合了愛酒人的期望；加上當地很多酒莊仍舊堅持歐陸傳統，以杯型剪

枝法為主，嚴格的裁剪枝條，讓每一棵粗壯的”葡萄樹”根系所汲取的水分和

微量元素，以及葉子里葉綠素光合作用的養份，充分地供應給篩選後僅存的

幾串葡萄裡，使得採收下來的葡萄，本身的結構就很紮實飽滿。 

    受惠於阿根廷產區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得阿根廷產區葡萄裡的類黃

酮含量極為豐富，這些有益健康的類黃酮均被直接保留在阿根廷的優質紅酒

裡。 但也因為日照強、水分低，日夜溫差大的關係，長時間的光合作用造

成葡萄裡所含的果糖比例升高，於是在釀造轉化機制裡會得到較高的酒精，

通常會有 13~14 度，少數飆到 15~16 度，有別於法國紅酒的 12.5 度。 

    在短短 20 年內，阿根廷的 Malbec 從醜小鴨搖身一變成了天鵝。獨特

的天然環境及充沛的水源，讓阿根廷酒莊沒有澳洲酒莊的缺水困境，沒有智

利酒莊因為海洋型氣候而產生年份品質差異，更不會像南非在葡萄酒界定位

不明。目前澳洲，法國，美國和智利仍然遠遠地把阿根廷拋在後面，但最近

十年阿根廷政府投資 15 億美元對酒廠進行了檢修，這大大提高了阿根廷葡

萄酒的品質，加上緊鑼密鼓的市場推廣活動，阿根廷葡萄酒逐步在國際上名

聲鵲起。 據阿根廷葡萄酒局的報告，2005 年阿根廷共向 70 多個國家出口

了四億美元的葡萄酒和濃縮葡萄汁，繼 2004 年 3.05 億美元後再次刷新了歷

史記錄。 現在門多薩地區有近 900 家葡萄酒廠，別的產區還有 300 家酒廠，

這些酒廠都在努力生產新的混合酒來滿足消費者那變幻無常的口味。 

    2014 年台灣的葡萄酒進口量，拉丁語系的兩個國家西班牙及智利，加

起來已經超過法國的進口量，接近總進口量的三分之一。而阿根廷的酒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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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是否能跟同語系的西班牙及智利一樣，成為大家喝葡萄酒時的首選，就

看未來 Malbec 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