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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任職東建工程顧問公司 李佳融 

 
職場心得談－BIM 工程師 

 
不可否認的，營建產業是一個高度複雜且分工細緻的產業，從業主的規劃發

想、設計單位將捕捉想法成為藍圖、而後機電、結構深化其可行性，再由營造

單位透過分包管理的架構將一切化為實體，最後營運單位讓建築物可以在其生

命週期正常運轉，而這過程中涉及無數專業、無數單位且每一棟建築物都有它

獨一無二的生命歷程，因此資訊的溝通與交換就成了每一個建築專案無法迴避

的問題。 

然而，在過去的資訊交換多以文字或 2D 的圖紙進行溝通與協調，但由於這

些圖面是由繪圖員們以自己的判斷與想像描繪出來，所以圖面常有缺漏或錯誤

存在－尤其當建築物的幾何造型並非矩形時，更容易讓繪圖員發生誤判或無法

想像，因此當電腦輔助設計的技術與架構日益成熟，營造產業也開始逐漸傳統

的 2D CAD 繪圖逐漸轉到了 3D 繪圖技術，而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正是在這波浪潮中被提出的一個技術概念(當然，也是 Autodesk 提出來

賺錢的噱頭)。 

然而，什麼是 BIM？ 今天不想給各位標準答案(有興趣可以自行上網搜尋)，

我僅就我的觀察、想像與實際應用的經驗來跟各位討論。 

BIM 簡而言之就是將一組 3D 的幾何造型賦予它各種我們所需的幾何資料，

如果以函數模型來描述的話，就是 

 

物件=(空間幾何資訊 , 屬性資料) 

 

舉個例子來說，如下圖所示，我們繪製當我們繪製一道梁，就是賦予其空間

資訊(端點與長度)將斷面形狀擠出來，然後附上相關的幾何或非幾何資訊(如體

積、表面積、施作時間點、成本、工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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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元件設計模式，我們就可以將資訊建置於 3D 模型之中，最後再透

過資訊庫的資訊管理與取用技術將其中存放的資訊取出並加以應用，如模板數

量計算、混凝土體積計算、工期演進模擬的以協助工程人員取用所需資訊。 

此外，BIM 模型不僅能作為資訊的載具，目前更多的用途在於空間衝突檢討使

用，因為以繪製出 3D 模型，就能夠透過視覺化的方式了解各單位設計與規劃所

產生出來的衝突性或不可行性，進而在施工前進行改善與檢討。 

而將實現上述內容的工程從業人員就是所謂的BIM工程師，亦可以視為 2D CAD

繪圖員的一種演進與升級。 

然而，我主要想談的並非 BIM 能夠帶來多少效益與好處，這已經被軟體商談到

不想談，也被業主想到不想想了，因此我將以實務面來切入 BIM 工程師在當前

業界的狀況。 

一如前述，BIM 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幾何資訊與屬性資訊可以被儲存與取用，

而其關鍵則在於資訊完整性與架構的嚴謹性，而前者取決於建模人員是否充分

了解資訊的應用需求與建模技術是否成熟；後者則取決於 BIM 軟體設計上有辦

法存取或演算相關資訊。 

先談談當前從業人員的問題，由於當前許多單位將 BIM 視為繪圖人員的延伸，

所以在薪資結構上多以內業人員的薪資水準來徵才，因此這樣的情況也造成投

入 BIM 的人員多為繪圖員或剛畢業的學生(像我這樣)，而沒有實際的現場從業

經驗，這也造成現在很大的問題：BIM 模型完成後，無法從中取的真正需要的

資料，其主因在於設計考量並沒有意識到有這些需求。 

然而，縱使意識到資訊需求，但建模技術的不成熟或不到位亦無法實現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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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需求，尤其當所需元件已超出原有軟體架構時，新元件的開發涉及到程式的

撰寫，這並非一般繪圖從業人員所能駕馭的項目。 

除了上述從業人員的問題外，軟體本身也具有極大的限制，以目前業界最常使

用的 Autodesk Revit 來說，縱使我們將主體結構建置完成，但我們無法依照我們

直接取得我們需要模板的表面積(當然，可以透過計算後儲存的方式存放於元件

之中，但這樣建置模型的意義就不存在了)；此外，Revit 以元件為導向的模型基

礎也遇到許多問題，比方說曲型梁的接合、複合牆的接合與融合等等都是當前

不容易克服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原始元件架構中的融合判斷設計)，也因此造成

許多模型最後產生出來的圖面無法符合應有的樣貌。 

而上述這些軟體層級的問題，通常並非一般只具備繪圖技術的從業人員所能克

服的。 

不僅上述問題，變更發生或多重方案抉擇的時候，更是 BIM 工程師的惡夢。 

對於 3D 模型而言，並無法像傳統 2D 圖面一樣自由或隨意，因為透過模型所繪

製的每一條線條都是經過軟體幾何演算所產生的，因此只有尺寸有出入或錯誤

都會直接呈現於圖面上。 

這是一把雙面刃，也是 BIM 建模者最大的噩夢來源；畢竟許多狀況或衝突都是

需要等待檢討完或發包完成才能確定或處理的。 

然而 BIM 模型不可能在甚麼都確定的狀況下才展開，這樣模型所能提供的價值

就蕩然無存，也因此常常甚麼都不確定的狀況下展開 BIM 模型的建立，而這樣

就會造成模型不斷地修改與訂正。 

在傳統的 2D CAD 圖中修改與訂正也是一場災難(常常會遺漏某些圖面忘記修

改，而導致新的衝突出現)，雖然 BIM 能夠解決 2D CAD 的圖面協調性的問題(畢

竟都是交由電腦演算繪製的)，但是也因為這些連動性的關係，導致模型的任何

改變都是牽一髮動全身：因為模型的元件很容易互為參考，所以常常發生非預

期的模型變動(比方說將柱元件刪除後相接的梁就連接到其他元件上或樓層刪除

後上下樓層的元件全部飛走等問題)。 

也因此，面對變動時雖有連動性可以解決圖面不一致問題，卻也造成 BIM 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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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變動時不如 2D CAD 來的靈敏與機動。 

而現實上，就變成傳統繪製圖面只需要一周的時間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 BIM

模型可能需要一個月，或著傳統圖面變更只需要兩三天完成，但 BIM 亦需要一

個月，這也是許多業主或下游單位所詬病的地方。 

而上述的問題也造成多數 BIM 從業人員壓力與痛苦的來源，尤其是技術與時間

的問題，然而不友善的營造從業市場更讓具有 IT 技術的人員聞之卻步(此外，IT

人員通常也沒有土木相關知識)，而在不良環境下產生的不良的 BIM 模型更業主

與營造單位對於 BIM 模型極度失望而不願意投入資金於其中，而陷入惡性循

環，尤其是當前公共工程強推 BIM 更讓 BIM 背負無數惡名，最終大家只能以成

本考量的方式建置最低成本的”3D 模型”，並將模型視為合約的一部分而非工程

推動上的工具與協助。 

也因此，BIM 並非於傳統發包模式下的好工具(甚至對於公司而言只是增加額外

人事與軟體支出)，唯有一條龍或統包模式下才可能見到 BIM 的價值(但能力與

軟體的限制下，價值仍有限)。 

當前 BIM 面臨如此多的困境與挑戰，也或許是有志之士可以切入的方向與契

機，畢竟模擬施工的價值與魅力是扎扎實實的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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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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 湛址傑 

 
一、 前言 

我在今年5月的時候曾經看到以下的新聞與連結報導，大概是說有一個台灣年輕

人在26歲的時候就單槍匹馬隻身進入伊拉克，在語言與文化皆不通的情況下，

因為看到當地的商機而努力耕耘，最後創業有小成，身價上億元，公司更是做

類似壟斷的事業，因為當地政府是他的公司最大客戶，然而他除了面臨文化隔

閡的障礙，最大的困難是－ISIS就在附近，幾次兵臨城下皆險象還生，我當時還

有在臉書上分享，分享的原因也很單純，因為我覺得這個人狼性十足，富貴險

中求，再來是這個人竟然跟我同姓－湛，須知這個姓在全台灣是極稀有的姓氏，

同姓者多半屬於同一個宗族，我當時不認識這個－湛聿晃（即報導的主角），

但是我隱約覺得，他很可能是我的親戚，也為我們湛氏一族冒險犯難的精神感

到驕傲。 

 

二、 交流過程 

（一）我真的是半路認親戚 

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在台大的郵件系統中收到了一封信，台大職涯中心竟然邀

請這個人到校演講，我心想，我一定要去聽，順便去跟他「認親」，雖然那個

時段有課，但我還是翹課過去聽他演講，他的演講真的很精彩，從一個文明社

會、舒適的生活圈，進入到一個窮鄉僻壤進行大拓荒、大開墾，實在非常勵志

與振奮，這大概是我第一次見到台大的學生這麼踴躍的提問跟發言，會後還簇

擁著講者交換名片、聊天、拍照，明明八點就演講完了結果一直到了9:20工友趕

人現場的人才離開，會後有超過一半的同學留下來跟他聊天、拍照，而且最後

還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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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是第一個上前去找他聊天的，他說他也是苗栗客家人（我也是），我們

爺爺還是同一個字輩，確定了我原本的假設－我們是親戚，而我回家查祖譜發

現我們的爺爺是親堂兄弟，那這樣我跟這個湛聿晃大哥算是八親等的遠房堂兄

弟關係。能有這麼優秀、成功的大哥感覺真的很奇妙，他的故事甚至做為很多

台灣MBA的教材，鴻海的副總之前來台大演講，也特別提到了這個人，說這個

人是我們台灣年輕人的榜樣，但想不到這個人竟然就是我的大哥，而且我竟然

還是透過商業週刊的報導認識他的！ 

（二）大哥的奮鬥故事 

其實大哥從大學開始就有著雄心壯志，認為不該只把眼光侷限在台灣，從大學

開始他每個暑假都會到國外實習，而且他的眼光與見地皆不同於常人，一般台

灣學生走出海外，大多是往美國、中國、日本等進步國家去走，認為進步國家

機會比較多，但是大哥有不同的思維，他認為開發中國家機會才更多，因為競

爭者少、成長動能強，所以大哥的足跡遍佈東南亞、印度、非洲，最後到了中

東落地扎根。 

他一開始是做跨國的轉手貿易賺取價差，他第一次來到伊拉克庫德族這個市場

的時候，就像拓荒者一樣，轉乘兩次飛機花了18個小時後，又連搭了12小時的

計程車過來，當地其實是非常落後的，欠缺許多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基礎建設，

就像窮鄉僻壤一樣，但是大哥卻看到這中間潛在的龐大商機，他決定自己來開

墾，從轉手貿易公司轉做製造業，來個中東大開墾。不過在語言語文化不通的

情況下，他其實遇到許多挫折，例如當地人生性懶散，給再多的錢也不願意認

真做事，大哥因此也感慨，台灣人的勤奮真的是全世界少有的，台灣人應該好

好利用這個長處跟優勢。 

大哥一開始做的是「水塔」，為甚麼他會想到伊拉克這個地方去賣水塔呢？雖

然「不鏽鋼水塔」，在台灣隨處可見，飄洋過海到這裡卻成高檔奢侈品，平均

一顆價格約400美元、約合新台幣一萬二千元，只有政府單位、醫院、學校與有

錢人才用得起。一般居民使用鍍鋅水塔，重金屬含量極高，且極易鏽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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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當地人腎臟健康普遍不佳，結石是國民病，洗腎者很多。美伊戰爭期間，不

鏽鋼是軍事禁運品。即便戰後解禁，當地仍相當罕見。不銹鋼少數從土耳其、

中國進口，但多半做為餐具。在大哥來這之前，從未有人想過製成水塔。大哥

的不鏽鋼料全部自台灣進口，等級媲美醫院手術刀，可抗沙漠型氣候風蝕，品

質遠勝中國，價格又比土耳其低上15％，在當地幾乎沒有競爭對手。整個庫德

族自治區的水塔用量約100萬顆，若全部從鍍鋅改為不鏽鋼水塔，產值將高達四

億美元。 

然而看似市場龐大，從0到1卻是千難萬難，首先要克服的問題就是，當地人長

期使用鍍鋅水塔，他們為甚麼要無緣無故換你的不鏽鋼水塔？而且還這麼貴！

第一筆生意往往是最難做的，開始半年，大哥連一顆水塔都賣不出去。「當地

人覺得鍍鋅就很好用了，幹嘛花四倍的錢買這麼貴的東西。」上百顆水塔堆在

倉庫，沒人有興趣。員工、合夥人都勸他乾脆收一收，專心回去做轉手貿易就

好。但大哥不死心，「他認為這東西跟健康有關，一定會有市場！」大哥到城

外鄉鎮推銷，又是鎩羽而歸，心情盪到谷底。回程途經一所學校，大哥抬頭一

看，頂樓水塔鏽蝕得不像話，回頭再望了一眼車上五顆不鏽鋼水塔，牙一咬，

直衝校長室。大哥的業務想攔阻：「不要浪費時間了，這間學校很窮，買不起

我們產品。」大哥卻直衝校長室，校長也表明了雖然這東西好歸好，但學校沒

錢，大哥也很清楚，於是就說了，「誰要跟你們收錢了？我送你！你寫一張感

謝狀給我就好！」有免費的東西誰不想要？校長不但開心收下還寫了一封文情

並茂的感謝狀。大哥到底在想甚麼？原來，該學校位於關外大道上，是出入城

的必經之地。亮晶晶的水塔放在破舊的學校屋頂非常顯眼，成了最好的廣告看

板。再來是那個校長很可愛，他拿到免費、高級的水塔之後，就開始跟其他學

校的校長「炫耀」，其他學校的校長「吃味」了，於是就去盧教育部，跟教育

部說，他們有，我們學校也要有！一間學校兩間學校就算了，當很多學校都跟

教育部討水塔的時候，教育部就覺得奇怪了，於是就找出了當初這個送水塔的

湛聿晃，大哥當然就說了，我又不是做慈善事業的，政府想要？那跟我買！教 



10 

育部說預算不夠，大哥就說，沒關係，不需要全部更新，自來水的可以先不用

換，飲用水對健康比較重要，先換飲用水的水塔！於是教育部就真的開始撥預

算了！最後，大哥接到教育部一張20萬顆、總值約八千萬美元的超級大訂單，

半年後，又拿到衛生部四千萬美元的訂單，之後，伊拉克庫德族政府都跟他買

水塔！政商關係良好，幾乎變成了壟斷事業！ 

不過大哥的事業也不是一帆風順，開始賺錢了，人性的醜陋面就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台灣合夥人的背叛，而且這個合夥人還是大哥在台灣材料的供應商。

眼看政府的訂單到手，合夥人眼紅了，發現市場驚人，私下與技術人員、會計

與一位當地業務合作，在距離其工廠20公里處另起爐灶，想要用價格戰搶單。

結果，該合夥人輕忽庫德族對信任關係的看重，不僅沒有做到生意，還因為只

想著要賺快錢，不注重品質，拿中國製鋼材充數，做的水塔竟然會漏水，大哥

講到這段時不斷一直笑，水塔最基本的要求不就是不能漏水嘛？會漏水還想挖

人生意？最後這間無良的公司不到一年就倒閉。不過緊接而來的第二個打擊，

是政府預算挪移。因為ISIS崛起，政府將預算八成撥做國防戰備，沒錢再添購水

塔，交貨日無限延宕。危機就是轉機，既然政府靠不住，大哥只能轉攻零售市

場，重新開始，其實世界上一些國家也關注到了這裡的機會，像是南韓，南韓

的速度真的很快，已經在這展開一連串的造鎮、建城計畫，大哥也因此抓緊機

會，跟南韓的廠商一起合作。 

中東地區一直都是火藥庫，而伊拉克庫德族更是鄰近ISIS只有短短數十公里，大

哥舉了一個概念，ISIS跟伊拉克庫德族的距離大概就是新竹到台北這樣而已！更

可怕的是，有一次ISIS兵臨城下，只剩下10公里左右兩兵就要交鋒了，當地的有

錢人，能逃的都逃了，機票飆高到不合理的程度，但是最後你有再多錢，也都

買不到機票了，大哥就是買不到機票的那個人，只能待在當地，等待奇蹟降臨。

所幸美軍及時趕到，轟炸ISIS後勤部隊，使得ISIS無法進一步推進，這才讓伊拉

克庫德族區得以倖免於難。我笑大哥，真是富貴險中求，拿命去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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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感想與啟發 

（一）基礎建設比創新創業重要 

    與大哥的結識及交流，顛覆了我以前的想法，我們在先進國家受到的高等

教育、商學教育，教我們創新創業時都是要向賈伯斯、祖克柏、馬思克等人一

樣，橫空出世，在尖端科技的基礎下，發展出更進步的作品，以前我們對於改

變世界的定義是，讓原本就很進步的世界，更進步；讓好，變更好。 

然而與大哥交流後，我才意識到，其實世界很大，很多世界的角落可能連我們

基本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當我們先進國家不斷在進步的同時，這些地

方怎麼辦？所謂的改變世界、造福蒼生、促進人類福祉，應該是從建設基礎建

設開始做起，讓這些國家有基本的生活水平。 

 

（二）嶄新的藍海策略 

    而大哥的競爭邏輯跟思維，就是一種嶄新的藍海策略，他不往人多的地方

走，專挑貧窮、落後的國家，一來，這種地方成長空間大、市場一定大；二來，

這種地方大家都不來，人才一定少，不用擠破頭跟人競爭；三來，我們不需要

花過多的腦力去思索技術創新或是商業模式創新，我們只要把先進國家有的東

西帶過去，這樣餅就很大了！像是水塔在先進國家人人都有，並不是甚麼創新

技術或生意模式，但是帶到了伊拉克卻有無窮商機！ 

 

（三）王道經營哲學 

    我最近在研究施振榮的王道經營哲學，其12字箴言是－價值創造、利益平

衡、永續經營。簡單的說，一個企業應將自己視為系統的中心，系統內尚有利

害關係人，例如供應商、員工、顧客等，身處系統中心的企業應將餅做大，並

合理的把利潤分配給利害關係人，而不是自己全拿。大哥的經營模式就有點類

似這樣的概念，他為何選擇賣水塔？因為他認為這跟健康至關重要，多少伊拉

克人因為重金屬含量過高而死於慢性病，他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而他的材料

供應商是誰？是台灣！也就是說，大哥不但造福了伊拉克當地民眾，還把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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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的一部分貢獻給台灣，最後自己也賺了不少錢！達到多贏互惠的局面！ 

 

（四）反思台灣人的牛步與蹣跚 

許多人都說，台灣的生活太安逸，而且我們鎖國已久，往往無法跟上世界腳步，

不只台灣年輕人如此，企業、甚至政府都是如此，我們不了解世界的脈動，技

術、商業模式都落後其他國家許多，台灣人才的思考維度也不夠前瞻，其實許

多機會就在我們安逸的心態下稍縱即逝！ 

大哥舉了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其實伊拉克庫德族還不是一個國家，他

跟台灣處境很像，都不被世界承認，因此剛建立政府的時候，對方的政府對台

灣有著難兄難弟的情懷，覺得台灣跟他們同病相憐，因此派大使要來跟台灣建

交，然而台灣當局當時卻嫌棄人家，覺得人家是一個落後、不開化的「地區」，

甚至還不是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也沒辦法為台灣發聲，對於台灣沒有任何

價值，因此就把人家大使晾在一旁，十分不禮貌。 

然而台灣政府實在目光如豆，南韓政府知道這件事，特派專機抵台灣圓山，將

庫德族大使接走，帶回南韓簽約、建交，南韓政府在想甚麼？不久，大哥在伊

拉克庫德族就看到韓國前幾大的財閥，在庫德族已經展開了一連串的造鎮計

畫，大哥的水塔事業甚至還要跟他們合作！韓國人的品格、道德雖然為國際社

會所詬病，甚至很多時候被看不起，但是他們今天能在國際的舞台上擁有大家

都敬畏的實力，甚至遠遠甩開台灣，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韓國人的移動能力

真的很迅速，也非常有生意頭腦，我們的處境跟南韓其實很類似，我們都同樣

身為小國，也都位於世界版圖的樞紐地帶（我們的位置甚至更好），也是世界

強國的棋子，必要時甚至會變成「棄子」，但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南韓、新加坡，

如今卻能持續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而台灣卻在原地踏步，我們之間的落差

值得台灣人好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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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台灣年輕人應具備國際移動能力 

 

對台灣人來說，赤手空拳到中東白手起家恐怕並非易事，甚至可以說非常難，

當然，除了英文是基本的溝通能力，再來不但要會阿拉伯語（官方語言），還

要會庫德族語（當地方言），甚至還要鑽研可蘭經，以了解當地風情與民俗，

但大哥卻努力學習，並且開出了一條路，證明當地並不如想像中的危險，並且，

遍地商機。 

目前，我認為，有幾個地方可以去闖闖，東南亞－無庸置疑，東南亞目前快速

成長，泰國曼谷、菲律賓馬尼拉發展甚至都超越台北。印度－新一代世界工廠，

下一個世界市場，印度就是下一個中國！印度的發展軌跡與中國類似，會先成

為世界工廠，再成為世界市場，而且印度人口數即將超越中國，在十年後恐怕

會成為世界貿易第三強的大國！非洲呢？談到東南亞與印度，其前景無庸置

疑，但是談到非洲，變數就很大，一來是政局問題；二來是疾病問題。非洲傳

染疾病非常盛行，進入非洲前甚至都要先施打疫苗，要在那邊闖天下恐怕要有

更精準的眼光與更強的野心，目前我認為，東南亞是最好的選擇，因為華人在

東南亞是主流社會，掌握大部分資源，經濟成長也無庸置疑，印度的發展性我

也很看好，但是非洲的變數較大，若能擁有像大哥這般的勇氣，非洲當然也是

一個值得拓荒的地區，誰先進入，誰就先掌握市場。 

未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疆界會越來越不明朗，台灣很可惜，台灣的位置很好卻

也很糟，我們位於美中兩強的樞紐地帶，也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樞紐交接，

絕佳的地理位置，我們卻沒有好好運用！反而因為島國的關係，將自身給局限

住了，無法精確的接收到島外的資訊，很少看其他國家在做甚麼、很少與其他

國家做交流，但是像歐陸國家，因為國與國接壤，跨國工作、學習，那是家常

便飯，國與國間搭個「火車」、「計程車」就到了，台灣的地理位置，是優勢、

也是劣勢，結果證明，我們沒有運用到優勢，反而被劣勢給限制住了。台灣未

來該何去何從？年輕人又該如何在世界版圖上定位自己？「其實，最大門檻，

都在自己。只要願意跨出那一步，世界就會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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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考連結與報導 

 

不畏ISIS威脅！這個台灣人把水塔賣進中東，拿到39億訂單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6458&type=Blog&p=0 

26歲台灣人勇闖伊拉克「賣水塔」賺進上億身價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28576&type=In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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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全職媽媽 黃琬瑄 
 

 這一年，依然在忙碌的育兒生活中奮戰著，還好加入共學團之後，有許多

同溫層的朋友互相打氣。近日婚姻平權的議題紛紛擾擾，為此我以親身接觸兩

戶同志家庭數個月的觀察寫了文章，進而去省思「母職」的議題，希望跟更多

種子們分享。 

 

[解放母職：閱讀同性家庭的愛] 

 

古代人看戲、聽說書，現代人追劇、載電影。自古以來，人都愛故事，行不

了萬里路，但聽故事，總能讓想像力如虎添翼，馳騁在大千世界裡，滿足無法

遠行的心。 

我一直相信能在心裡搜羅越多故事的人，越能善待這個世界。 

我愛閱讀，所以孩子三個月起，我就拿著繪本跟孩子共讀。當孩子只會「安

咕」、「咿咿呀呀」時，我就學者繪本裡的動物「哞哞、唧唧、咩咩」。孩子會爬

之後，更是努力模仿繪本裡的動物「彎脖子、踢後腿、弓起背」。 

除了書之外，加入共學團，也讓我和孩子讀到更多故事。 

參加實踐班那天，大家在公園自我介紹。木木發言時，讓我眼睛ㄧ亮。他說

他有同性伴侶，且育有一對雙胞胎。我心想，雖然身邊有很多同志朋友，但從

沒有結識同志家庭，如果能加入共學團並且認識木木就太棒了。 

正式加入共學團的第一期，先是認識 Corrine 和 Vivianass 這對同志伴侶。當

下我心情是激動的，但我按捺著情緒，希望自己表現出平常心的狀態，不讓這

對新朋友感到不自在。雖然有很多好奇，但我不願去挖掘他們的隱私，只在共

學團的教養理念上交流、互動。但光只是在育兒知識上的互相分享，我就明白

他們有多愛孩子。我還記得我剛加入共學團時，看著 Corrine 或 Vivianass 一遇

到孩子有問題，便蹲下來溫柔地詢問：「你需要幫忙嗎？」如此尊重的態度，加

上誠摯眼神，讓我一時難以辨認他們原來只是在跟「小小孩」說話。這樣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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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讓我內心騷動著：原來「小小孩」值得被這樣對待！ 

Corrine 和 Vivianass 求知若渴，在教養上極為用心。兩人都有工作，但為了

孩子，工作再累，還是努力吸收新知、研讀書籍、進修上課。我們常常在臉書

上互相拋出問題，又在生活的細膩觀察中，補充孩子成長的脈絡，進而在留言

串裡互相打氣，找出孩子卡關時該如何協助的蛛絲馬跡。此外，Corrine 和

Vivianass 還常常帶著孩子露營、登山，接觸大自然。我相信雙薪家庭有孩子後

還努力學習，並且常常帶孩子遠遊，根本不是一般人能輕鬆勝任的。況且他們

在平日裡，不斷實踐以平等、尊重的姿態教養小孩，這之中耗費的心力，絕對

不是權威教養可以比擬的。雖只認識他們幾個月，但我已然深深明瞭，這不是

萍水相逢的泛泛之交，而是因為追求著共同的信念，讓我們有緣份聚首。 

隔了兩期，木木終於加入共學團。有一回看到木木在臉書說，他週末一天得

為雙胞胎唸上十幾本繪本，真是太叫我吃驚了。即便我是個熱愛閱讀的媽媽，

恐怕也沒這個耐性，大概唸個三、四本，就要將孩子「丟包」給先生了。 

但說實在的，我相信願意為孩子唸上十幾本，甚至幾十本繪本的異性戀媽

媽，一定大有人在。我曾經苦惱自己觀察力不夠細緻，沒找到團中同志家庭夠

煽情或更犧牲奉獻的案例，以此作為賣點，寫出文章，吸引點閱率。但真的需

要那些歌頌「偉大同志母職」的故事，才能為同志家庭召喚更多同情或支持嗎？

在異性戀家庭裡，不就是因為「母職」的枷鎖，才讓許許多多婦女承受著「不

夠犧牲，就不配當個好媽媽」的巨大壓力。身為母親，我們多麼害怕「失格母

親」的罪名。為了「配不配」當個好媽媽，往往如履薄冰、小心核對每個教養

的環節。必要時，展現出自己胼手胝足的厚繭，才能得到一點點認同或肯定。

高密度的情緒勞動，往往會掏空媽媽自身的動能，這時又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不

夠格當一個「保有自己」的獨立女性，再三檢視自己是不是落入傳統婦女的桎

梏之中。如果不能「保有自己」，又開始會譴責自己無法當個快樂的母親，而現

在政治正確話術不都說著：「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如此來回反覆

自我詰問，各種面向的衝突攪和在一起，往往成為現代女性新的母職焦慮。 

所以，不該再執著「有沒有資格當媽媽（/家長）」的議題上了。不管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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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或是異性戀家庭而言，這種思維都讓主要照顧者變得極為扭曲，常常讓

內心焦躁到沒有自信，生活也跟著顛倒傾頹。那些慣於評價他人「母職」資格

的人們，是不是可以放下身段，親身來看看那些平凡卻動人的畫面，即便只是

輕柔地問孩子：「你需要幫忙嗎」，我相信這就承載著「愛」的底蘊。而媽媽（/

家長）們，也不需要狗血煽情，不需要「經過十二個小時的痛苦才生下兒子」

這樣的起手式，更不需要驗證自己有多愛孩子而疲於賣命、撕扯糾結。當我們

能解放「母職」，我們內心就能有更多的餘裕去收納那些平凡卻動人的故事，就

能更同理每個人的付出，也不再會帶著糾察隊的心態指責個別人士當母親（/家

長）的資格。 

我一直好慶幸加入共學團，並且認識了團內兩戶同志家庭，讓我和孩子讀到

更多充滿愛的故事。我相信靠著從小讓孩子接觸更多的故事，讓故事中的愛根

植在孩子小小的心靈中，學著同理、善待跟自己需求不一樣的人，就能營造一

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面對那些質疑同志家庭的人們，我只想說：請來讀一讀他們平凡卻動人的故事。 

 

 

 

 

 

 

 

 

 

 

 

 

 
    攝於 2016/12/10 婚姻平權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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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任職台灣拜耳 醫藥業務代表 潘奕樺  
 

聖誕歌聲緩緩響起，又到了一年結束的時刻。以前當個純粹的學生，新的

一年期許的目標也很純粹，出了社會，妳不得不考慮更多面向來圓滿下一年。

七月底通過藥師國考，拿到藥師執照，總算是對自己在藥學系所學有所交代。

學校學習的是制式的知識與步驟，怎麼運用在未來依然是需要時間去摸索的。

八月初先是和最愛的家人完成一小段宜花之旅，果然再如何忙碌的生活還是要

透過旅行去補足更多色彩，才有往下個階段邁進的動力。整個八月，整理了學

生時期的每一段歷程，組成代表自己的一份履歷，開始找尋適合自己興趣能力

的工作。這的確也是一段選擇的過程，妳必須不斷的問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妳

會看見別人的選擇短暫的懷疑自己，又會聽見自己的聲音來確認這的確是自己

想嘗試的路。 

一位藥學生畢業拿到執照後，除了繼續升學之外，不免俗是進醫院當藥師接受

臨床訓練，再者就是選擇社區或連鎖藥局服務民眾解決他們在生活上小病痛等

等疑難雜症，而不是一有病痛便往大醫院跑，讓醫療資源做有效分配。還有一

個選項是比較特別的，那就是妳既然有藥學背景，那麼就進藥廠擔任醫藥業務

代表，經過相當歷練對市場有一定了解後有機會轉調到其他部門挑戰；而我，

便是選擇了這條路。經過壓力型面試的考驗，我有幸進入台灣拜耳公司擔任中

區 CV/DM team(負責 cardiovascular/diabetes 類產品)醫藥業務代表。負責的區域

橫跨中彰投區。公司在第一個月給予完整的產品知識以及銷售技巧訓練，接下

來就開始下市場熟習區域的狀況以及客戶。一開始早出晚歸的生活的確很吃不

消，但幾周後，就習慣了這樣的模式，因為你會發現這只是挑戰中的一小部分

而已。漸漸地，學著怎麼去面對不同類型的客戶，怎麼去做出產品的差異化，

公司給予訓練又要怎麼應用於實際上，老實說，的確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對於

我一位社會新鮮人來說，更是如此。幸好，同事們之間都非常熱心，學長姐總

會分享自己走過的路給新人們學習，遇到困難就是詢問再詢問。市場上面臨的

客戶百百種，妳必須去了解怎麼調整自己的心態去應對，相信怎樣的價值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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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選擇的過程。有時候我會懷疑自己，這真的是自己合適的路嗎?我還能撐

下去嗎?也許這是人在疲憊時心中特別容易蹦出來的雜音，但妳終究要相信自己

的能力，才能更有力量的走下去，無論在何處。新的一年，又是更不一樣的開

始與挑戰，希望大家都能有著無比勇氣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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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現就讀法國馬賽高等美院 大學部 三年級 鍾佳雯 

 
    來到法國已經過了一年又幾個月，在這段時間盡量嘗試許多以前沒有做過

的事，也自由地享受期望中的生活。即使再忙也會以照片、文字去記錄在法國

的生活。 

八月底前往巴黎(paris)和阿爾勒(arles)看展並在馬賽的藝廊實習。2015 年剛到法

國，隨即遇到巴黎恐怖攻擊，遲遲一直沒有去巴黎。在今年暑假約在巴黎停留

一周，每天的行程就是參觀美術館。很幸運的是，在擁有法國學生證的情況下，

參觀展覽幾乎都是免費的。以前教科書談到的西洋美術史，大概在巴黎三大美

術館-羅浮宮(musée de louvre)、奧賽美術館(musee d'orsay)、龐畢度美術館(centre 

pompidou)，都可以有很豐富的學習資源，可以親眼看到很多名畫的原作。學習

當代藝術的藝術家們特別推薦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大皇宮(Grand Palace)和

龐畢度美術館。暑假的展不是很多，八月幾乎巴黎人都放假去了。取而代之的，

世界各國的遊客們湧入這座城市。但還是看到幾個很有份量的展覽。特別舉我

在龐畢度看到的特展:義大利的貧窮藝術(Arte Povera)。在學校有一門現象領域的

專業，其中有一位老師是義大利人。當時他在課堂上介紹了許多義大利的藝術

家，貧窮藝術他講了不少，看展更加深了我對貧窮藝術的認識。義大利文 Povera

除了有貧窮的意思，還有儉樸、簡單的意思。會產生這個主義跟當時義大利的

政治和經濟有很大的關係。1960-1970 年代的義大利屬於進步的工業現代化時

期。義大利藝評家裘瑪諾.賽朗(Germano Celant)在 1967 年提出。「意指運用日常

物質所創作的立體藝術。由卑微的材料，如：水泥、樹枝、報紙等所引發的聯

想。..貧窮藝術家所關注的並不只是材料，…由自然、歷史或當代生活中所淬取

出的隱喻性圖像，經常為貧窮藝術家所引用。..他們運用非傳統素材形式，以隱

喻性手法陳述出對自然與文化的觀點。」在展場中，我看到許多裝置藝術，他

使用的媒材是一些用過的東西，但這些東西都具有當時的時代符號，像是印有

日期的報紙或袋子。大型美術館特別喜歡收藏具時代指標的藝術品。而我們進

入美術館參觀也不僅僅只是跟潮流或形式美。更重要的是了解藝術品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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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它的歷史背景和它想傳遞的訊息。也許這是為何我們不能只是用技巧去衡

量藝術品。藉著旅遊巴黎的這幾天，也重新想想自己藝術創作的原點。 

阿爾勒攝影節(Les Rencontres d’Arles)，因地理位置的優勢，阿爾勒就在馬賽附

近。這個展覽一年一次，時間大約是七月初到九月底，每年夏季。從 1970 年起，

由呂西安·克雷爾格(Lucien Clergue)、米歇爾・圖尼埃(Michel Tournier)、讓-莫里

斯.鲁凱特(Jean-Maurice Rouquette)創辦的阿爾勒攝影節都會蒐集並展出最優秀

的當代攝影作品。欣賞展覽的同時，還搭配其他活動，例如觀看放映的影片，

參加見面會、辯論會以及著名的「年度之夜」(Nuit de l’Année)。展場遍及整個

城市，約有 60 個場所，買票時就會給觀眾一張地圖。標示主展場和其他各個展

場的位置。同時，這個攝影展也提供年輕攝影師一個競賽獎項:新人發現獎(prix  

Découverte)。今年談到一些世界的議題像戰爭、人種、性別議題、歷史街頭題

材。這些無外乎是藝術家關心現今所處社會狀況的方式。 

藝廊實習。學校規定三年級之前必須完成一個至少兩個星期的實習經驗。我選

擇到藝廊去實習。馬賽的藝廊都不是很大，剛好有藝廊(Tank art space)在徵暑期

實習，我就投履歷去問問看。很幸運的負責人接受了。當時八月底，迎接九月

開工，馬賽小藝廊集體合作辦一個藝術市集。很多藝廊同時策新的展，並在

8/26-28 舉辦開幕。吸引買家。因為馬賽市中心的藝廊相隔都不是很遠，所以可

以連續參觀很多個開幕和展覽。雖然沒有大展覽中心，但小藝廊團結也形成一

股藝術的力量。我的工作主要是幫他們藝術行政部分: 宣傳、佈展。藉由發宣傳

單的機會，我走訪了馬賽的藝廊，與他們交流。我發現在藝廊工作的人，通常

薪資不高或者是志工形式，純粹充滿藝術熱情。有些展場也是不收展覽場地費，

只要藝術家的作品符合展場負責人的期望就可以展出。有些展場就附屬於咖啡

廳或住家旁邊，算是一種替代空間。我們的藝廊主要是展出影片形式的藝術品。

在馬賽很多藝術家從事影片、影像創作。在佈展期間很開心可以與藝術家交流。

藉此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些技術性的問題。認識一些藝術家還挺好的。雖然實習

不是很長，但無疑對馬賽的藝術圈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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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返台與家人、朋友們相聚，休息充電。回台灣前得知一個藝術相關的打工

機會，隨即以電子郵件聯繫了相關單位，也很順利獲取這個打工的機會。這是

第一屆由貓頭鷹藝術協會所承辦的台灣藝術博覽會，9/16-9/19 在世貿三館舉

行。對於我來說可是了解台灣藝術的一個好機會。記得打工前還興致勃勃，第

一天穿得特別正式，也帶著自己的作品集，期望有好的時機去呈現自己的作品，

一定要好好藉機會學習。但在第一天進入會場，就對這個展覽會十分失望。博

覽會的幾個特色: 

1. 這是一個藝術家自賣自銷的博覽會。跟往常交由藝廊代理不太一樣，看似省

去中間的藝廊代理的費用，其實反而在不懂得專業下，損失更大! 

2. 展出的藝術家水平參差不齊。有美術相關畢業的老師、學生，也有一般興趣

的業餘者。後來我發現實際博覽會的場地用不到世貿三館的一半。 

3. 展出的藝術品，平面繪畫居多。這一次的展覽的人多為師大或是台藝大的畢

業生。因為出國念書的關係，參觀過的美術館和見過的藝術家，比起之前在

國內確實廣泛了一些。我試著與一些畫家交談，在他們的表達中，有時會感

受不到他們的熱情。好像很勉強說出一番道理。不知道是因為需要迎合一些

收藏家的關係左右了他們的創作。 

4. 動線規劃有點封閉。每個攤位以 3 乘 3 平方公尺為一單位。一個攤位捱著一

個單位，狹小的空間仔細欣賞藝術品有些困難，通常就是走馬看花瀏覽過去，

三面牆一個出口，如果攤位不是在主動線上，人潮很不容易走過去。 

5. 收藏家和一般民眾辨識度不高。通常在展覽前一天的晚上，會限定貴賓也就

是收藏家預先進入展場進行買賣。省去這個動作，也減少了銷售的機會。 

 

雖然整個藝博會有諸多不滿，但每天還是要打起精神來好好把工作做好。原本

想說可以在空檔時間，拿出作品集去跟別人介紹。如果我那一個攤位的畫家在

場我這麼做，想來也是讓他滿尷尬的。而且第一天還有人把我們的身分搞錯。

第二天我就簡單扮好工讀生的角色。簡單的服裝和熱情的服務態度。這樣子心

情反而好很多，剛好有一群比利時的民眾，我開心的與他們講法語。也遇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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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同學和學弟妹。聊了一下近況。藝博會最後一天，大部分的畫家都愁眉苦

臉。因為大部分的人是虧錢的。慶幸的是我那一攤的畫家小賺的一些。從這個

藝博會我感受到，台灣的藝術環境一直都有傳統的包袱。這種感覺就是資訊不

對稱和某些有權力的團體去維繫他們的既得利益。但應該是整個大環境的問

題。希望台灣的藝術可以在開放多元一些。不然跟其他國家快速變化的狀況比

較，難免顯得有些封閉。 

 

九月底回法國，很快進入生活狀態，開始戰鬥!!!(中國人有個網站，我覺得特別

有趣:戰鬥在法國，它提供的資訊比起台灣完整許多。)隨即也找到一份在中國學

校的教學工作。學校的模式是給中國文化愛好者學習，小班教學。身邊一些中

國人打工的待遇非常不好。法國的基本薪資一小時 9.4 歐，相當台幣 340 元。但

留學生往往因為沒有工作證，薪資一小時 5 歐。即使待遇不合理，這些工作還

是很搶手。當時我第一次與負責人孟老師聯繫，她開給我一小時 15 歐。後來我

跟她商量約一個星期，她幫我調整一小時 20 歐。算是十分幸運!我被安排教水墨

畫，班上有四個學生。四位學生都是退休的法國老人家，已經有七年學習水墨

畫的經驗。他們不太需要從基本功教起，大部分是需要自行創作。我從十月中

起開始教學，每星期一次課兩小時，我介紹了二十四節氣和天干地支，方便他

們落款用。並介紹一些中國水墨名家、名畫。整體教學十分愉快。也很謝謝我

的老闆孟老師。她是一位很認真的老闆，法文系畢業隨即出國留學，一待就是

三十年。我特別喜歡跟認真的人在一起，看到她認真，我也必須更認真。回過

頭來想想，當時雖然覺得讀師大不怎麼樣，但我真要找工作，好像還是走教學

比較適合。想要賣藝術品維生，在哪裡都難。 

 

上學期末，我收到老師們給我這一年的學習總評: “完成多數量和高品質畫作。

發揮了真實的天分。在媒材的使用上十分純熟，使人感到興趣。比起第一學期

有明顯進步。允許我進入三年級。” 這學期我也持續延續上學期的主題，以自

然邊界和人為邊界為主的創作。在自然的邊界上，我特別注重每個物體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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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或者把相似的物體，例如建築與建築之間重重疊疊視為一整體，天空則視

為另外一整體。讓我的畫比以前單純許多，畫面中一個重點。忽略了不必要的

細節，而媒材的特質也會更明顯被表現出來；而人為的邊界，我使用 QRcode

的形式，並結合窗戶的意象。談到現代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缺乏關心，

冷漠形成一種距離。在法國很多單身的公寓，往往是一回家把門關起來。之前

剛到法國就是居住這種公寓。讓我印象深刻。現在我住的地方是學生宿舍，是

單人房間，廚房共用。所以溫馨許多。在法國教學上，老師通常是”賓”，學生是”

主”。課堂都是一整天，早上老師會介紹一些近期的展覽和一些藝術家。下午就

是學生講自己的作品，老師以對談、提問去引導學生繼續發展自己的作品。在

完全不限定的情況下，如果自己沒有準備，課餘時間沒有前進自己的作品。上

課就只能聽別人講。這學年的課比上學年要少得多。雖然沒有什麼課，但課表

都是公開的，如果對其他年級的課有興趣都可以去旁聽。我選的專業還是平面

繪畫為主，但有也旁聽了兩門以詩歌、和步行為主的專業課。和現象結合數位

的專業課。第一門課，是以馬賽的主要河道為行走路線，從河道連結海的地方

為起點，我們越走越高。停下來時，大家會以文字去抒發自己的感受。藝術形

式越來越廣泛。教室裡的教學是有些侷限。在當下我們寫的東西肯定和教室裡

面坐著寫不太一樣。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認識馬賽。第二門課，是我希望

可以把自己的繪畫結合數位，讓畫面不再受限，可以延伸到平板電腦或手機裡。

在觀眾掃描的過程中也是與他們互動的機會，觀賞形式從觀看到互動，更加有

趣。 

 

第二年開始，對學校的各個資源，都比較清楚。少了幾分青澀。自從暑假前往

巴黎旅遊，走訪各大美術館，我覺得還是巴黎好。馬賽雖然是大城市，但是重

要的展覽，藝術活動往往在巴黎。雖然有這個想法，但行動起來確實有一些阻

力。就緩緩的前進也無妨。現階段還是好好把創作的事做好。因為長期的使用

照片創作，往往也被照片限制。有些人改用其他媒材創作，像是影像或影片，

其實都是有原因。有老師質疑我其實我是對影像比繪畫本身還有興趣。他們一



25 

直希望我可以在自由一點。我目前還是比較喜歡平面繪畫。在這種顏色覆蓋堆

疊中，和線條筆觸的流動，這才是我。我自己是覺得在來到法國後，我對於畫

的跟照片一樣的這種事，並沒有太多的興趣。我反而是喜歡一些簡單的畫面構

成。因為這樣反反覆覆嘗試時間有點久，於是有了焦慮和各種不確定性。當時

去巴黎，我認識了一位台灣女孩，我被她的生活態度所震撼，和她的交流中。

我非常認同她說”美”是堆砌而來的。舉凡生活:室內擺設、穿著衣服、化妝、煮

菜、姿勢……。其實每分每秒都是藝術，最後才是看你做的藝術品。完全是建

立自我形象像品牌一般。 

 

生活上的交友也還行，大致是學校的中國人比較密切相處，在學校一起學習，

下課後一起跑開幕、參加展覽、晚會。也常在微信上分享生活大小事。也與學

校法國和各國的學生會一起活動。再來就是法國創價學會。一信仰就信仰好多

年，信仰是種生活哲學，豐富生活。但往往會面臨有限時間，取捨的問題。回

想起以前信仰的一些狀況，可能是需要一個團體，找到認同與歸屬感。但最好

的團體還是學校的同儕互動，大家一起學習，互相砥礪，畢竟是學生，本業學

習。好的宗教讓人變好固然好，但只能盡力。其實我剛回法國是想要減少參加

學會活動。想更專心的學習。於是，我更認真的去提問，也與身邊信仰者和非

信仰者討論。信仰任何宗教不外乎就是過得比以前更幸福。如果我因為熱衷參

加活動而疏於與身邊的同學一起參加晚會等活動；或者我法文一直學不好等本

末倒置的話，這些都不是使我更幸福。再加上法國創價學會的信仰者相對台灣

是比較少，相對資源也比較少。往往參加活動是需要付費。我覺得有點承受不

起。藉著這個機會我也好好想想。必須好好安排時間，一定要經濟獨立。否則

我自己都做不好，也很難去幫助別人。但做人這門課怎麼樣都難，我也只能慢

慢調整，盡力但不勉強自己。現在參加活動不外乎學習做人處事的道理、練習

法文、結交朋友大家一起進步。在國外留學，少了家庭這個環節。雖然每個星

期都會跟家人視訊，但感覺還是不太一樣。參加學會活動可以去接觸到不同年

紀的人，就統稱是一種家的感覺。信仰學會的人，感覺比一般外面的人和善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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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我剛回馬賽，是學會員來幫我運送行李。每個月的座談會或者給青年的菩

薩派對都是練習法語和充電的好機會。希望可以更有效率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在學業和生活上打理好，再參加學會活動。 

 

雖然有各種煩惱，但生活是比以前滿意、充實。 

 
 
 
 
 
 
 
 

 
上學期末總評的狀況。必須布置好作品，並在 20 分鐘內講解自己作品和回答老師的提問。 

 
貧窮藝術家 Pino Pascali 的作品，探討生與死的議題。阿爾勒攝影展，此圖為以教堂為展場。 

 
藝廊實習，以影像此展覽主軸。教法國人傳統中國水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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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室工作一景。 

 
去馬賽旁邊的伊芙島上課。詩歌創作和行走專業的課，老師正在朗讀一篇短文。 

 
參加法國創價學會活動。與中國留學生一起吃火鍋聚餐。 

 



28 

 

 

 

第一組 

個人生活心得&小組報告 

黃嘉芳 

謝旭昇 

陳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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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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半年的生活目標主要就是通過資格考，通過之後才能提論文口試計

畫，若計畫也通過的話，就可以拿到博士候選人的資格，之後就是把論文寫完，

就能畢業。 

從 9 月 9 日回到學校，就開始馬不停蹄地準備博士班資格考。我們是五大

領域裡(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大眾行為、國際關係、美國政治)選考兩大領域作

為主修。我是選國際關係跟比較政治。主要準備方向就以老師之前上課的課綱

為主(如果老師有給額外的，就必須得再準備額外的)，一個領域考三科，總共考

六科。 

  從 9 月中到 11 月中考試，閉關準備了兩個月，覺得非常充實。我突然可以

體會大學時候，有位教授曾經說過，系上雖然把課一門一門分開，但其實他們

只是完整拼圖的某一塊，彼此相互關聯。準備的時候也覺得，是耶！就是如此，

整個時代的走向，產生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於國家、甚至國際的政策、關係，

都會有不同的影響。所以有些科目真的彼此互補，念起來真的也突然覺得豁然

開朗，沒有像修課時覺得那麼難讀了。這大概是古時候的人形容「書中自有黃

金屋」的感覺吧！ 

  11 月中考試的時候，教授總共給考生 9 天，把 6 科寫完。我覺得這對我來

說著實是挑戰，因為平常期末一科報告，我至少要花三天以上才能完成。但我

覺得人的潛力好像真的需要被激發，9 天竟然也是把 6 科寫完了，雖然有 2 科覺

得寫得不理想，因為寫到後面時間好趕，感覺脈絡不是非常清楚。因為平常有

在禪行，也就告訴自己已經盡力了，就自在。不要太在意結果，畢竟結果都還

沒出來。目前有一個領域(比較政治)已經通過了，還剩國際關係，結果還不知道。

希望會有好結果。等待的同時，我在擬論文計畫的草稿，想比較台灣跟韓國的

勞動權益跟勞工運動，確切細節還不清楚，還需要再跟教授討論，希望一切都

能順利！另外，年底也打算投稿一個研討會的文章，是之前寫過的期末報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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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修正。主要探討台灣選民對立委選制的了解跟投票率的關係。如果摘要

通過的話，明年五月能到北加州發表論文。 

  最後，還是非常感恩華固教育基金會，幫忙及照顧嘉芳，就讀期間可以不

用擔心生活花費，能專心於課業上。謝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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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Department of Urban Management, Kyoto University  

                          京都大學 都市社會工學專攻博士班 謝旭昇 
 

一、學習心得：研究進展 

 
今年的下半年，發表了兩篇國際研討會論文。其中一篇，是和研究室中的

其他博士生一起合作，發表於七月在日本橫濱舉辦的國際心理學會的論文。在

這篇論文中，對日本民眾實施問卷調查，請其針對「對於政府的社會資本整備

感到可信賴／不可信賴的理由」，以自由記述的方式寫下。基於此，透過詞語分

析，進而得出民眾對公共事業的贊否態度和公共事業整備的相關用語之間的關

係。此篇論文的發表資訊如下所示： 

 

1. Ryoshun Numajiri, Kosuke Tanaka, Satoshi Nakao, Hsu-sheng Hsieh, Ayu 

Miyakawa, Yusuke Kanda, Satoshi Fujii (2016), Text-Mining Analysis of 

Opinions for Exploring Trust towar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its Reasons in 

Japan,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July 24-27. 

 

另一篇論文則是發表於八月底在台北舉辦的國際都市計畫研討會，此為博士論

文的研究的一環。該研究是以抑制汽車使用為目的，透過協助通勤者擬訂減少

汽車使用並增加大眾運輸使用的行動計畫和應對計畫，作為個人化的旅運計

畫，來達到交通行為的轉變。其中，行動計畫包含了搭乘大眾運輸必要的資訊、

日程和行程安排等；應對計畫則包含了針對此一行為轉變上所面臨的障礙，進

行事前的辨識，以及擬訂克服的方案等。此篇論文的發表資訊如下所示： 

 

2. Hsu-sheng Hsieh, Yusuke Kanda, Satoshi Fuji (2016), A New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Reducing Individuals’ Car Use Behavior Applying Coping Planning 

and Analyzing Its Effect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sian-Pacific Planning 

Societies 2016, August 25-27 (Transfer to submit to the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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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心得：論宗教和道德 

 

在由阿奎那所發揚的自然律（natural law theory）盛行數百年後的十八世紀，

康德對此說，宗教和道德是一個可怕的綁定，如果有任何事該做，那就是將兩

者保持分開。 

如此一來，道德將被懸置，飄蕩在空中。康德的替代方式，是以合理性（reason）

和對他人的考慮來加以捕捉道德和倫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並沒有定論宗

教（可包括生活中的信仰／相信）和道德的位階關係，而是僅將其分開。 

而道德和倫理又是為了規範由原始衝動衍伸的個人行為而存在，也就是說，上

述已經涉及了三件事：自欲、社會義務、信仰，以及它們的關係。 

一個世紀後的齊克果，其提出了人生三階段，和此三件事恰然吻合：感性（自

欲）→理性（自欲＋社會義務）→宗教（荒謬）。注意，齊克果另以「荒謬

（absurdum）」定位宗教，該荒謬並不是慣常口語中的荒謬之意，而是一種被架

置的概念，是沒有基底的，是它存在因為它存在的。 

從齊克果那裡我們可以知道，宗教（信仰／相信）反而被放在比道德更高的

且為最後的階段。其原因在於，宗教解消了人若處在第二階段中，無論如何無

法解消的自欲和道德兩相極之間浮現的矛盾。 

但，不若第一到第二階段的推進，從道德到宗教中間則是產生了一個跳躍，

它的基底是和前面兩階段截然相異的。這回應到了宗教的荒謬本質，即齊克果

所稱此為「信仰的跳躍」，宗教是沒有基底的；同時，因為沒有基底，所以騰出

了人可以將整個自己奉獻於相應的選擇和委身於此的空間──因為沒有基底（因

為荒謬），所以偉大── 

 

 「若個人能從客觀上把握上帝， 

  就沒有必要相信祂。 

  正是因為個人不能把握， 

  所以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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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齊克果替宗教／相信的本質釘了樁。從阿奎那到康德，再到齊克果，

人們理當理解到兩點：宗教或說信仰總是被人們所需，也是人有可能獻身於偉

大的地方；但，同時那是就連獻身於信仰的那人也不能把握的。因此，齊克果

的思想，雖然保持了宗教／相信的偉大的地位，但同時也潛在地對應了康德的

道德和宗教的無涉，因為這個偉大總只存在於自己全然的委身，而不是任何其

他人的。 

這意味著，「荒謬」用在自己身上是偉大的，但用在別人身上則不是。以此

回視現在，我們又可以為了什麼，而用連相信的個人都不能把握的相信，來對

他人加以制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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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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開始了我博士班第四年，或許是我就讀博士班以來最具挑戰性的一

年。除了繼續協助教學（教學助理）一門博士班的統計課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我也開始獨立授課，我所教學的科目是 Research Seminar，主要是給

碩士班學生有志於做研究者的進階課程（這門課的先修是統計與研究方法），這

學期一共有 14 位碩士班學生修我的課。教學最大的體會是授課教師比起教學助

理所要負的責任要來的多，也必須第一線處理學生的各種問題。這學期結束之

後我打算將我的教學告一段落，準備來專心寫我的博士論文與我的研究發表。 

 

一、教學 

  這學期起我開始獨立教學 Research Seminar。想要教這門課的契機主要是我

之前已經有協助教這一門課一學年（Research Seminar 是一學年的課程），而剛

好教授這門課的老師退休並轉到其他學校擔任教職，而學院沒有其他老師可以

協助教學這門課，因此學院的院長便聯絡我與另一位學姊詢問我們協助教學的

意願。因為我們彼此都有當這門課的助教，也因為彼此的研究領域相近，所以

我們便接受這門課，正式成為這門課的兼任教師。不過，挑戰便是從擔任這門

課的老師後開始。 

  由於老師突然的退休，導致這門課在註冊的過程中出了狀況，原本這門課

有先修的條件，但後來並沒有成功的擋修某些不適合的同學，因此我的班上出

現了 2 位從沒有修過統計跟研究方法的同學。然而因為這兩位學生的堅持，再

加上註冊費已經付清，所以我與另一位教師勉以同意其註冊。再者，我的班上

有兩位學生有學習上的困擾，一位是因為有學習障礙與注意力的缺損，另一位

則是因為有精神困擾；前者在繳交作業上總是遲交（11 次作業遲交了 9 次），後

者則是缺堂次數過多，所以這四位學生的表現不盡理想。又加上學生原本的期

待是由專任教師來教這門課，卻因為教師的離職而變成由兼任教師來授課，學

生難免有所抱怨。而這門課又非常注重研究，學生必須在一年後交出一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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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於期刊或研討會的報告（我去年協助教學的經驗是 9 位學生有 5 位的報告

被研討會接受），課程的負擔相比於其他課來得重，因此學生有比較多的怨言，

希望能夠調整課程；但這門課已經有固定的授課大綱，無法改變；且每年的學

生抱怨內容都是一致，希望能夠將課程內容調整簡單一些，但這門課本來就是

進階課程，學生應該要有比較多的心理準備。因為學生的抱怨，再加上我們的

身分是博士班學生，其權威相比於正式教師要來的「低」，又加上我有兩位有學

習障礙的學生，所以我跟另一位教師只能在院長、學生與 Research Seminar 的

Coordinator 間不斷地以 email 來信奔波。 

  在教完這門課之後，有一個非常大的感觸是：如果可以，必須把授課大綱

寫得十分清楚，特別是罰則與遲交的部分。雖然我們已經有教過這門課的經驗，

但獨立教學卻是第一次；在戰戰兢兢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寫了 15 頁的教學大綱，

但相關的罰則（如遲交扣分）並沒有寫得很清楚。因為課程十分緊湊且負擔重，

所以學生大多以健康問題為藉口來遲交作業，甚至不來上課。我們最後只好說

明如果有健康議題者一律必須提供醫師叮囑，但因為我們提出的晚，也沒有事

先寫在授課大綱中，所以我們並沒有太多的立場來要求學生（在美國，學生是

金主，所以授課教師大部分都會禮遇學生）。因著這些經驗，我學習到一份好的

授課大綱必須要窮盡各種可能，我終於能夠明白為什麼我的指導老師她的授課

大綱會長達 20 幾頁了… 

 

二、研究 

  這學期的研究則是開始有所斬獲。我 11 月剛於紐奧良的美國老年學會發表

我的壁報論文，其中一份壁報論文（我為第二作者）也被美國老年學會選為傑

出論文。在高興之餘，也逐漸明白做研究的樂趣。更讓我感到開心的是之前我

與我的指導教授合寫的一篇有關於高齡化跨國比較的論文「A research note on 

challenges of cross-national aging research: An example of productive activities 

across three countries」被老年學領域的高影響期刊 Research on Aging（老年研究）

所接受，期待這篇文章能夠幫助有志於或有興趣於從事跨國比較的研究者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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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者，並增進在這個領域的認識與了解。也因為這篇文章的發表，我逐漸

被其他期刊的編輯委員聯繫，進而成為其他期刊的匿名審查委員。我剛於 12 月

成為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老年社會工作期刊）的匿名審稿委

員，並已經協助審查一篇文章，還有另外一篇文章準備受審，逐漸感到有全身

浸入學術界的感覺。另外，我也跟我學姐所合寫的一篇論文投稿到老年領域的

頂尖期刊 The Gerontologist（美國老年學者），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受到期刊的青

睞。 

 

三、獲獎 

  最後，我也想分享我今年被美國密西根大學 ICPSR（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政治與社會科學研究跨校學會）接

受獎學金前往上課的經驗。ICPSR 是全美歷史最悠久的一個專注於社會科學研

究方法與統計分析的一個跨校的學會，其成立的宗旨是培養來自社會科學（如

政治學、社會學、社會政策、心理學、計量歷史學、經濟學等）的博士班學生

能夠接受更前沿或進階的研究方法訓練。ICPSR 在暑假會提供短期的統計工作

坊（3-5 天）與長達兩個月的夏季課程（Summer Program）。因為課程品質很高

（也代表費用十分高昂，大概是美金 2,000-3,000 元不等），ICPSR 有提供免學費

的獎學金吸引學生前往密西根上課。每年 ICPSR 都會接受數以千計來自全美學

校博士生的申請。很高興我在 2016 年第一次申請時便得到 ICPSR 的財務支持，

被 Scholarshi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al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所接受，

因此能夠免除上課的學費，而在密西根大學待了一個月的時間成為夏季課程學

者（Summer Program Scholar）接受三門統計課程（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的訓練。這三門課程

將會成為我博士論文分析時不可或缺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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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又到了一年即將結束的時間了。今年對我來說又是一個既豐盛又有挑戰的

一年，雖然研究與教學常常有讓我感到忙不過來的感覺，但能夠這麼快樂的忙

碌著也是一種幸福。謝謝華固教育基金會的支持，讓我能夠在國外念書與打拼

之餘能夠沒有經濟的後顧之憂。更謝謝執行長與瑋玲的幫忙，期許自己未來也

能夠像你們一樣 pay i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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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一組 小組報告                                             

黃嘉芳、謝旭昇、陳昱志 
 

社會議題之探討 
 

 近年來，許多社會議題逐漸受到台灣人民重視，社會運動也因此非常頻繁。

如同 Moslow 的層級論指出，人在基本的安全、生存等與人本身的安危最相近的

需求(也就是基本的物質需求)被滿足後，會轉而重視、關心後物質的社會議題，

重視這些價值觀的自我實現。台灣在經濟起飛後，人民也開始慢慢重視這些社

會議題。議題包含環保、男女平等、社會公平正義、國族認同等等。因此，本

組主要針對三個案例，包含同性婚姻、勞資爭議、及氣候變遷，探討該社會議

題內容，及組員針對該議題之想法。 

 

◎ 陳昱志 

同性婚姻對家庭制度1的影響：實證研究怎麼說？ 

 
  台灣社會對於婚姻制度的討論從 2012 年後開始便顯得不太平靜。自 2012

年 10 月同志大遊行的訴求：婚姻平權、伴侶多元後，社會便開始討論同性婚姻

在台灣推動的可行性。原本這樣的討論僅止於社會及民眾輿論的探討，但這樣

的討論逐漸由民間的意見的交流提升至國家層次。如此轉變或許可以追溯到

2012 年 12 月由不分區立委2尤美女於司法法制委員會所召開的第一場同性婚姻

的公聽會開始，迄今已有十餘場的辯論或公聽會陸續展開。然而，即便辯論或

公聽會的設立目的是意見的交流，正反方的意見仍是難有交集。贊成方立基於

平等原則與對於人權的維護，認為同性婚姻應為人民基本權利。既為基本權益，

便主張應透過修正普通法（民法）的方式，使結婚效力與其相關的權利與義務

                                                
1 家庭制度在此定義為：異性戀結婚率、非婚生子率，以及離婚率。決定這些定義的緣由將於本文論

述。 
2 不分區立委的設置目的是為了平衡區域立委對於立法的潛在影響。區域立委的選出通常代表該地區

的選民利益，為了平衡潛在可能造成的立法影響，不分區立委則透過政黨票數與政黨提名的方式產

生，其目的是區域立委或許能夠由民間聽取意見後，並以國家利益的角度來制定立法或相關政策以

致衡區域立委。然而，由於其產生來自政黨提名，有時區域立委的職能會受到政黨理念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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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繼承、親屬、財產）能夠從以異性為基礎的制度擴及同性伴侶。反方則基

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考量，認為婚姻制度必須立基於一男一女。再者，反方認

為在同性婚姻尚未有社會共識下3，貿然推動同性婚姻將造成家庭制度與倫理的

毀壞，並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如少子化4、婚姻結構與社會的安穩被消滅5，以

及家庭與經濟發展的困境6。然而，反方為了顧及同性婚姻的權利，提出了立特

別法（同性婚姻專法）的訴求作為可能的解決之道7。 

  本文不討論修改普通法或立專法的孰優孰劣；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究竟同性

婚姻的通過是否真的會如反對方所陳述的對於家庭制度有負面影響。身為一個

追求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我相信實證研究比起

臆測或評論更具有客觀的參考價值。為了瞭解同性婚姻對於家庭制度的影響，

我採用反對方對於家庭制度的看法，將家庭制度定義為結婚率、非婚生育率，

以及離婚率。學界有關同性婚姻對於家庭制度的影響多見於社會與人口學的文

獻，為確保研究文獻的客觀與嚴謹，我選用由美國人口學會（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所出版的期刊「Demography」8，以關鍵字檢索後得到

三篇文獻，並對這三篇文獻進行回顧。由於台灣尚未通過同性婚姻，而目前通

過同性婚姻制度多見於西方高度發展國家，因此這三篇文獻所得的證據皆是建

立於西方國家，如 OECD9、荷蘭10，與美國11。 

  這三篇文獻將同性婚姻定義為立基於婚姻制度的同性婚姻（same-sex 

                                                
3 根據中研院所主導的 2012 與 2015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自 1983 年起，是台灣少見具有國家

代表性的調查；調查目的係探討台灣民眾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態度，如統獨議題與國族認

同，退休安排與規劃，或是孝道或婚姻安排等）的資料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婚姻

抱持正面看法，且同意人數逐年遞增。 
4 三立新聞網，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5339 
5 基督教今日報，http://www.cdn.org.tw/News.aspx?key=9950 
6 台灣守護家庭，https://taiwanfamily.com/related-posts/artice02 
7 風向新聞，https://kairos.news/57920 
8 Demography（美國人口學刊）成立於 1964 年，是全世界有關人口研究中最頂尖的跨學科的期刊，

期刊收錄的來源包含各種科學所從事的人口研究，如人類學、生物學、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心

理學、公共衛生、社會學與統計學；http://link.springer.com/journal/13524 
9 Trandafir (2015).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couples and family formation. Demography,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524-014-0361-2 
10 Trandafir (2014). The effect of same-sex marriage laws on different-sex marriage: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 Demography,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524-013-0248-7 
11 Dillender (2014). The death of marriage? The effects of new forms of legal recognition on marriage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524-013-0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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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或者是立基於伴侶制度的同性伴侶（same-sex civil union）12；雖然

法定地位的認可相似，但會有這樣的差異可能是肇因於不同國家因社會、宗教

與文化所致。此外，這些文獻將資料分析的年度限縮在 1998-2001（荷蘭）、

1995-2010（美國）與 1980-2009（OECD），年度的差異或許會造成推論的受限。

以荷蘭為例，由於年度太短，當探究同性婚姻對於家庭制度的影響時，其長期

性的效果或許會受到限制；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透過回顧美國與 OECD 家

國家這兩篇橫跨較長年度的文獻來克服這樣的困境。最後，文獻的來源全數來

自西方發達國家，但在推論上仍要考慮不同國家間可能產生的變異；但由於這

些國家有著比較類似的經濟發展或宗教文化，因此在解釋上應可以克服跨國或

跨文化的差異影響。 

  雖然文獻有上述的研究限制，且研究的脈絡與樣本是來自於不同的國家，

理應結果會有差異，但這三篇文獻的研究結論卻是高度交集：同性婚姻的推行

並沒有負面影響家庭制度，且其影響未達統計上的顯著。以結婚率為例，美國

與荷蘭的研究指出推動同性婚姻對於結婚率並沒有影響。美國的研究發現：異

性戀間的結婚率並不會受到同性婚姻推動所影響，但異性戀間的結婚率會受到

異性戀間的是否有伴侶制度的選項所影響（研究發現結婚率是下降的），這代表

的意思是：對於異性戀來說，如果他們有機會選擇伴侶制度，則他們不會選擇

結婚（因而導致結婚率的下降）；而同性婚姻的推行是否影響異性戀間的結婚率

是無關。荷蘭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同性婚姻的推行對於結婚沒有影響，

但有趣的是結婚率會受到個人價值所左右。作者以居住地（都市發展程度）與

種族將人劃分為價值偏向保守或開放，研究發現：在同性婚姻推動後，價值開

放者其結婚率是下降的；而價值偏向保守者其結婚率則上升。這個意思代表的

是，對於價值開放者，雙方的結合並不一定要透過結婚的形式，採用伴侶制度

也是一種選擇（如果該國家有伴侶制度可供選擇的話）。不過，對於價值保守的

人，則會更多傾向於以結婚的方式來宣布兩者的結合。 
                                                
12 婚姻與伴侶制度的差異在於一個有結婚的事實，另一個沒有。伴侶制度的產生是為了讓不想結婚的

人在法律上仍有成家的選擇而成立的。關於兩者差異，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85%83%E6%88%90%E5%AE%B6%E7%AB%8B%E
6%B3%95%E8%8D%89%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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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篇以 30 年的研究期間以系統的探討同性婚姻的推動前後對於結婚

率、非婚生育率，以及離婚率在 OECD 國家間的影響，結果發現：同性婚姻的

推動並不影響離婚率，因離婚率在同性婚姻的推動前後並無差異改變。此外，

同性婚姻推動前與推動後也不影響結婚率與非婚生子率的變化。值得注意的

是，研究結果發現結婚率在 OECD 國家是逐年下降，而非婚生子率是逐年上升，

但同性婚姻的推動並沒有加速或減緩這些家庭制度的變化趨勢。不過，本篇研

究明確指出結婚率、非婚生育率，以及離婚率的變化其實與個人價值息息相關。

以結婚率來說，雖然結婚率逐年下降，但傾向於追求伴侶制度的人，其「結婚」

率卻是上升的（與上述所提到的美國研究相似）。而以離婚率來說，離婚率在支

持同性婚姻與同性伴侶制度的人並沒有差異，但反對者（即價值保守者）其離

婚率卻是不斷上升，與反對方所論述的保護家庭背道而馳。最後，在非婚生育

率上，雖然比率逐年上升，但比率卻受到價值偏好所影響。支持伴侶制度的人

（高度與低度支持共計），其非婚生育率是最高的（但這合理，因為支持伴侶制

度者本來就不是支持結婚者，所以其所生的子女自然被定義為「非婚」生育），

但支持同性婚姻者，其非婚生育率卻相比於支持伴侶制度來的低；不意外的，

價值保守者其非婚生育率是三者中最低的。 

  雖然研究需要有更多的長期性資料以及來自其他非西方文化的證據來證實

同性婚姻對於家庭制度確實有所影響，不過，這些證據明確的提醒了我們一個

事實：就目前所得的證據，同性婚姻的推動對於家庭制度並沒有影響；如果家

庭制度有所改變，它早就已經在改變的路上了（如結婚率的下降與非婚生子率

的提高），與同性婚姻是否推動並無關聯。透過這些證據，我沒有足夠的信心相

信反對方所提出的論述為真。 

  我能理解推動同性婚姻對於反對方可能帶來的焦慮，因為其一生所相信的

價值將會受到這件事情所改變。為了捍衛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人往往會透過各

種的行動來抵禦未來可能的改變。我衷心的希望，在捍衛自我價值的同時，也

能夠以客觀理性的方式來對話。我也想溫柔的提醒，社會政策或法令的推動背

後往往會受到意識形態所影響，不過，意識形態是一種選擇，而非對錯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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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且道德也是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如果政策的推動會受到價值判斷所影

響，那麼它就不是一個客觀的社會政策（客觀在這裡的意思是政策的推行是建

立於少數人價值被犧牲的狀態）。社會政策的形成往往在不同選擇間取得一個折

衷，但我更認為基本人權是不能夠打折的。如果基本人權可以打折，那我們現

在仍會認為蓄奴是合法、不同種族無法通婚，而女性不該享有受教與參政權。 

  我不認為台灣會在短期之內通過同性婚姻，不過，我期待未來台灣能朝向

一個更完善的社會，能夠認真地包容每一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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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芳 

權益向來都是爭取來的 

 
  我主要是針對勞工權益抗爭的議題-華航勞資爭議，也是最近比較多社會運

動抗爭的主要訴求。華航於今年 6 月的罷工事件，起因於勞資雙方對於新制有

關工作報到的地點與機制、工時計算、休假等「個人勞動權益」有爭議，而協

調未成，遂引發 6 月的華航空服員的罷工行動。 

 

而華航勞資雙方爭議點主要可參見下表：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story/9945/1778080 

 

 我認為在勞資爭議中，政府(國家)是重要的角色，從調節勞資雙方的衝突、

爭議，到最後勞資調停後的結果(雙方合意的結果)都必須得靠政府來監督與落

實。這從華航開始組企業外的工會到整個罷工事件及資方是否真的讓步都不難

看出政府角色的重要性。 

第一、由於法律規定，通常一個企業只能有一個工會，然而大部分都是傾向

代表資方利益或權益居多。這點華航也不例外，華航自己本身有企業工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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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工會亦是代表華航公司而非勞工(如空服員或地勤等非資方人員)之利益13。

這也是後來為何空服員自己籌資另組工會，爭取自己的勞動權益。 

承上，但，華航空服員如何能成立第二個工會呢？「2011 年新修正的勞動

三法，讓工會組織出現新的突破口，根據《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的規定，只要

某企業受僱的勞工有超過一半加入企業外的產／職業工會，該工會就取得集體

協商的代表權，一旦屬於加薪與否、勞動條件等「調整事項」的協商不成，工

會就能發動罷工程序。14」這也跟政府的修法有關，使得空服員得以成立能代表

自己權益的工會組織。 

第二、2011 年在《勞資爭議處理法》通過的無記名表決罷工權行使，也使

得華航空服員得以匿名投票選擇是否發動罷工，而不必擔心未來可能被資方刁

難。根據資料，2638 名華航會員中，同意罷工人數 2535 人，超過法定五成、工

會自訂的七成門檻，只有九人反對，創國內空服員首次取得合法罷工權的紀錄。

這也說明了，政府制度的更改使得勞工得以也才敢行使該項權利。通常學界將

罷工權視為「集體勞動權益」其中一種，有些先進國家，於近 10-20 年來，甚至

也有資方、與政府有意的壓制人民爭取該項權益的情形，例如英國、韓國15。因

為一旦賦予勞工罷工權，勞方就等同有了跟資方談判的籌碼，一旦罷工，也絕

對不利於整個公司生產效率、有損其利益。 

第三、根據報導16，10 月中時，約 300 名空服員赴華航台北分公司抗議，痛

批之前華航公司與空服員工會所擬的 7 項協議中有 5 項已跳票，工會指出儘管

已經有白紙黑字，資方還是未落實之前的承諾。我對於他們在擬協議中，政府

是否有介入並不清楚。不過，我認為，倘若是這樣的情況，又或者是，協商不

成，政府應該介入，監督該協議條款的落實。然而，這或許又跟政府所明定的

法律有關了。勞資爭議處理法中的強制仲裁規定17，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經調解

不成立者，得要求政府作為仲裁者介入，但在仲裁後，不管勞資雙方，都需停

                                                
13 參考 http://www.ettoday.net/dalemon/post/17976 
14 參考 https://www.twreporter.org/a/china-airlines-strike 
15 參考 Kang, Susan L. 2012. Human Rights and Labor Solidarity: Trade Unions in the Global  
Econom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6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61015/37417362/ 
17 參考 http://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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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一切爭議行為，包含合法罷工。我猜這或許也是勞方不敢輕易就交付給政府

來調停的原因之一，倘若仲裁結果不利於勞方，這樣，勞方完全沒有協商的籌

碼來跟資方談判了。 

綜合以上，我認為，華航罷工事件或許能對其他不管公、私的產業、企業的

勞工有渲染效果，讓他們能有自覺，去爭取自己的權益，以改善台灣許多過勞、

超時工作的現象。也或許能喚起政府對於這一方面的注意，去權衡勞資的利益

及關係後，盡量做出中立(不過於犧牲勞方或資方)的制度法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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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旭昇  

閉上眼睛，或者做點什麼 

 
近一年來，關於全球環境變遷的議題，有兩件重要的事。一件是去年（2015

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COP21/CMP11）。在這個會議上，共

有 195 個國家通過了協議，該協議目標是將全球暖化的平均溫度增幅，控制在

相較工業化前的＋1.5°C 內；同時，改變投資和生產型態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量。然而，在此高峰會上達成的協議，由於是國際間的協議，在各國的國會中

相關立法通過之前，仍不具備強制規制的效果。而國會又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各

國民眾的需求，這意味著，如果一般大眾對環境變遷的議題沒有認知，將很難

使得包含氣候變遷高峰會在內的各種國際會議中的協定發揮實質效果。 

對應到此一事實，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的美國演員李奧納多（Leonardo W. 

DiCaprio），主演並監製了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紀錄片《洪水來臨前》（Before the 

Flood），已於今年 10 月上架至 Youtube，提供約一星期的免費觀閱。該紀錄片

以簡明易懂的方式，傳達了全球氣候變遷是一項正在發生的事實（因緩和氣候

變遷的行動已經且將阻礙到許多企業的利益，故該些企業常透過政治手段將氣

候變遷形塑為陰謀論），以及人們應該如何透過自身的行動來緩和氣候變遷。 

對此，台灣當局對於氣候變遷的應對措施仍不充分，此一事實也反映了台灣

人民對該議題認知的欠缺。要增強民眾的相關知識和行動，很重要的一點在於

應當讓民眾了解到，全球氣溫升溫後，不僅僅是動植物的生存環境受到破壞而

已，連同人類的生存也將受到極大的威脅。其中，最直接的，莫過於海平面上

升對低地勢沿海地區的侵沒。關於此，前面提到的紀錄片團隊，同時建構了氣

候變遷的網站，裏頭提供了「全球平均溫度」和「海平面及海平面以上的土地」

兩者之間的模擬資料庫

（https://www.beforetheflood.com/explore/the-crisis/sea-level-rise/）。若以台灣低地

勢的台南市沿岸為例，假定平均溫度相對於工業化前為＋4°C 時（現況為＋

1°C），則模擬結果會如下圖 1 所示。由該模擬可知，台南市東區將成為一座孤

島，且台南市安南區將完全沒入海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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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平均溫度高於工業化前＋4°C 之模擬 

 

 雖然去年的巴黎氣候變遷高峰會中設定的目標是控制在＋1.5°C 內，但是至

今，包括美國，許多國家的國會仍沒有通過對應的環境法案。瑞典則是相反，

其已做出「在 2030 年之前成為零石化能源國家」的宣言（the Fossil-free Sweden）。

其實，不少北歐國家如瑞典、丹麥，以及西歐的荷蘭，都已比其他國家更早地

認知到，雖然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能）的起步很難，開始成本很高，但它

的發展就像一個正向循環，當達到一定規模和程度的技術投入之後，價格便會

壓低。如丹麥，風力發電佔超過 40%，每度電只 1.5 元（根據 2014 年發佈的數

據）。再生能源最大的優點，就是一勞永逸，沒有資源耗竭的問題，設置好後，

價格只會慢慢趨向下跌，不會上升。 

 相反，一個國家也可以選擇繼續挖燃煤，挖盡後或者沒有可挖就用進口的。

但挖完那一天呢？如果人們不正視此一問題，其實就只是把問題轉移給下一代

去面對，然而這並不公平，世代間的公平性也是平等價值上的一環。我們不能

接手了一個世界，但交出去時卻比接手時更差。 

在台灣目前面臨的現實，就是如果要訴諸具體規制、國家手段，還有一段很

長的路要走，也不可能在近期內有太大的進展。但我們也可以立即從個人的意

識乃至生活型態來著手，包含交通（少開車、騎機車；多步行、搭乘大眾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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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少吃牛肉；拒買特定廠商產品*）、節能，以及支持重視環境議題的政治

候選人。〔*如透過金錢誘因使印尼政府核發開發許可，而燃燒印尼東南亞雨林

以種植棕櫚，來獲取棕櫚油的食品廠商，Nissin（日本食品企業）、多力多滋、

漢堡王、美國桂格等。〕 

土地大幅縮減只是一個表面而已。資源稀少下的人類，沒有太多做不出來的

事情；從過去的歷史，或眼下一些地區的內戰，很多也大抵如此。因此，在這

樣的觀照下，雖然氣候變遷看起來遠在天邊，但卻是不改變價值觀和生活型態

下即將很快來臨的事實，且將對人類產生鉅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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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 

個人生活心得&小組報告 

林芷暄 

許匡毅 

林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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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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林芷暄 
 
  每每來到一年的尾聲，便是回顧自己成長幅度的時刻，重新檢視就讀碩班以

來的生活，依然充滿忙碌與充實，令自己欣慰的是，已更目標明確地為自己的

未來而努力著，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喜歡什麼，進而培養獨立思考及學習的能

力，是近一兩年來最重要的收穫。 

  獨自北上求學的日子已邁向第六年，這些年來鍛鍊出的獨立已全然能為自

己負責，但離家越久，越發成為一個多愁善感的人。近期突然感慨，在台北為

弱勢小朋友課輔的服務已持續邁入第三年，希望藉長期陪伴對這些孩子有所正

面影響，不僅僅是協助輔導課業，更希望在心靈上成為他們一起成長扶持的朋

友，然而久久返家一次，看著自己就讀國中一年級的弟弟，卻感到傷感。我每

周會撥一至兩天的時間，到國中小學輔導其他的小朋友，但在弟弟的成長歲月

裡，我卻似乎缺席了許多，平時更鮮少有機會輔導弟弟的課業，每當這種時候，

便更希望自己能早點有能力使家裡安穩。 

  自懂事以來，也不論求學階段身在何處，心裡總是緊繫著家人，彷彿所有

的目標與規劃都是為著家人而努力，而現在也猛然意識到，好好為自己而生活

的重要。照顧家人的心願固然很好，是我們一輩子最甜蜜的負擔，但正因為那

是一輩子的責任，在這短短的青春裡，應該要更沒有遺憾的去生活，因為我們

總是容易顧慮太多而駐足不前，也放棄了許多快樂，因此這也是給自己的新年

新期許，用力生活之餘，也要記得留一點時間與空間給自己，去學習真正想學

習的。 

  也感謝華固教育基金會與執行長這些年來的扶持與陪伴，就像是家人一般

全力支持我們，我也期待著有天能茁壯到有能力去照顧其他的人，使彼此內心

都感到溫暖。謹記飲水思源的道理，在能力有限的此刻，我們可以付出小小的

時間與心力，以行動照顧其他的小朋友；而當未來足夠穩定之時，也能以同樣

實質的方式給予回饋與幫助，常感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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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許匡毅 

 

【談學習方法】 

   這次半年報的心得，我想與大家分享學習方法這件事，首先請先看下面這

篇文章，來自聯強集團總裁杜書伍的分享： 

 

【人分三等，你是哪一等？】 

 

  有一種面向來區分人的等級： 

  

  第一等人：只付出微小的代價，就學會。 

  第二等人：付出相當的代價，才學會。 

  第三等人：付出相當的代價，還是學不會。 

  

  這是簡單的劃分法。真實的世界是： 

  

  第一等人：大部分是透過觀察、閱讀、傾聽或做中學、上課等方式，吸收

學習前人或別人的經驗，並且用心的咀嚼體會，這種方式付出的代價相對微小，

卻能學習大量的知識經驗。 

  

  當然，第一等人也要有部份的事物必須是親身嘗試、並經過一再的試誤、

甚至付出相當的代價才能深刻體悟出內涵，並且累積充實之經驗，而也會有小

部份是一再付出代價仍然沒學會。但因為這些都非生涯關鍵事物，所以不會造

成太大影響。 

  

  成為第一等人的關鍵，在於努力及善用方法。 

  第二等人，大部份的事物是親身投入試誤，而累積出深刻經驗。雖然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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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份是如同第一等人一樣透由學習就學會，也有部分像第三等人一樣雖付出

代價仍沒學會；但因為耗時費力甚多，所以能累積的亦有所侷限。 

  

  第二等人雖然努力，但欠缺思考方法，所以頂多只能達到第二等人的層次。 

  

  第三等人，就是大部份的事物一再的付出慘痛代價，都無法記取教訓，使

得相同的錯誤一再的出現。而且，由於這些一再重犯的錯誤，涵蓋生涯的關鍵

事物，所以招致悲慘的人生。 

  

  這類人的問題根源，即在於自律性差，隨著感覺走，付出慘痛代價卻依然

故我，不但害了自己，也傷害周遭的親人。所以俗話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

之處。」 

  

  依上述的內涵分類，試著將你知道的人加以歸類，會讓你更能體會其差異。 

  

  那你是哪一等人？（本文摘自《觀念漫談》一書：http://goo.gl/W9j7Se） 

 

  由以上文章的內容，讓我知道，第一種人同時具備改善學習方法與努力的

特質，第二種人只有努力，沒有好的學習方法，第三種人自律性差，跟著感覺

走。我在這學期回歸學生的身分，進入師大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就讀碩一，

有一些心得體悟。以下與大家分享，我在這學期得到不錯學習方法的故事： 

1. 教育社會學的心得寫作方式－老師希望我們寫出摘要與自己的心得：這是一

堂教政所的基本課程，老師讓我們每週閱讀他所提供的論文、期刊、與課本

內容，然後寫下內容摘要與自己的心得。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要怎麼寫

比較好，所以就從文章中隨便摘一些重點下來，然後就寫下心得。後來發現

這樣的方式不好，因為摘下來的重點，很多很雜，根本沒有重點。所以，我

當初想了想，想到老師在上課的時候不斷的講，他很想看到我們的故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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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靈機一動，想到，摘要改成摘某一段的內容，然後，下面加上【反思】。

使得我的排版，呈現一種我跟文章內容，對話的感覺，後來分數都超高分的。 

 反思：從老師的話中，不斷的思考，得到老師希望我們成現作品的靈感

（就是這樣的排版方式，會很像在對話 XD） 

2. 台大簡報課的課程資訊獲得方式：台大簡報課是一門很熱門的科系，在我還

沒讀教政所之前，就聽過這一堂課，而這門課的老師就是鼎鼎大名的葉丙成

老師，我是在暑假的時候，看到葉老師在他的 FB 貼文，知道原來師大可以

修這一堂課，然後我就試著申請看看，結果就上了！ 

 反思：我會從雜誌或書本，找到某些領域很強的高手，然後追蹤他們的

臉書，有時候就會看到一些不錯的內容，或者可以學習的管道。 

3. 「台北技能交換」社群的獲得方式：我上研究所的時候，就很希望能將自己

的英語口說能力練好，那時候很希望能交一位外國朋友，然後我教他中文，

他教我英文。可惜，我在師大不太認識外國朋友。有次社團出遊的時候，跟

一位新加入的社員聊天，發現他口音怪怪的，一問之下，他是法國來的女生。

於是跟他詢問，是否有語言交換的管道，於是他就告訴我，FB 有這樣的社團。 

 反思：把問題放在心中，不要放棄，然後有時候答案就會自然的降臨，

但是，前提是要走出去，多接觸人或多接觸新事物，才有機會找到答案。 

4. 打坐，可以增加自我察覺的能力：很多人，知道很多學習方式，但是就是做

不到。其中，我覺得最關鍵的就是，自我察覺的能力。很多時候，我們常常

會東摸摸西摸摸，看書的時候覺得很累就滑一下 FB，看到有人傳訊息就馬上

回他。但是其實，這樣的效果、效率都不好，也很浪費時間。因此，我很推

薦藉由打坐，可以增加自我覺察能力，從覺察中，發現自己的學習方式哪裡

有問題，自己哪邊可以做得更好，也更能掌握自己的讀書進度、讀書時間…

等等。 

 

希望以上的內容，能幫助到各位，有問題，也隨時歡迎與我交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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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系 二年級 林妍 

 
 雖然還不到結尾的時候，但是到目前為止，也算是可以說「這才是人生難預

料」的時機之一了吧？在很長的一頓時間裡，從未想過要念歷史系。現在才堪

堪念了一學期，也不認為自己是「歷史系」中的歷史系；但是，似乎歷史的「博」，

很大程度是我一直追求的。 

從藝術學校到在家自學，再到現在的學術性大學，有一些想法和生活上的轉

變；思維上，首要的是思考的方向，從圖像的審美逐漸加入圖像的背景探索。

好比之前看展覽，是以風格判斷年代，但是現在逐漸會想這個年代為什麼會有

這種風格出現？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之類，非審美範疇的問題。二是越來越邁向

「見怪不怪」的狀態。因為歷史的不舍晝夜性質，過去和現在常能有資鑑的實

例，所以在現代生活時，目睹到的怪現狀，也能夠冷靜地從不同角度觀之。以

情緒的層面而言，是件好事；因為以往過於浪漫，常常會犯一些衝動的錯誤。

不過，從感受的層面來說，過於平靜則很多事情感受不到那種感性的細膩度，

在創作上與幸福感上就會大打折扣，但是大抵上利大於弊。三是實際面的改變。

轉到臺大之後，坐在電腦前的時間增加了很多。有許多的報告和摘要作業要交，

更有一些書面資料要準備以便討論，最明顯的就是行事曆的內容在臺藝大時幾

乎都是一大段時間的繪畫、蒐集資料，自學時也是如此，語言課程等大約都也

都是以小時計；但是現在在臺大念歷史，就變得要分半小時這樣的時間來讀論

文。我喜歡看書，因此這樣的生活忙碌程度還能夠接受，不過，也因為作業多，

其他想要安排的進修，像是日文、書法等，就會延宕；希望下學期能夠更迎刃

有餘一些。 

目前我修的課中，滿文和古琴是兩門頗為受用的課程。前者是由莊吉發老師

所教，他十分博學，滿文又寫得好看，學習起來十分有意思，上課時和同學一

同辨認滿文，頗有一股「貢獻所長」的砥礪氣氛。後者是李孔元老師，涉獵也

廣，極為重視心術，簡言之是「樂心在詩，君子務正其文」的觀點，因此並非

是技巧而已。另外，教授世界史的王世宗老師，見解也十分精闢、貫通。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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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這學期修的課都很不錯，有各種不同的挑戰性。 

感謝華固在這樣一波三折地求學仍能資助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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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二組 小組報告                                             
林芷暄、許匡毅、林妍 

 

以不同觀點探討簡報設計與表達技巧 

 
第一章、以表達能力論簡報傳達的重要–許匡毅 

 

一、為什麼簡報與表達能力這麼重要？什麼是好的簡報？ 

  我們這組所報告的主題是簡報與表達，如何做出好的簡報與良好的溝通能

力，我相信，是每個人都想要做到的，想要學的。例如，一位有簡報表達能力

的工程師，他具有幽默、清楚的表達能力，顧客在聽他介紹產品的時候，就會

覺得有趣，進而想要使用。一位具有簡報表達能力的老師，能將複雜的理論，

透過他的巧思，變成淺顯又容易懂的內容，讓學生容易吸收，愛上這位老師。

你說，你想不想往下繼續看呢？ 

  好的簡報與表達該怎樣？好的簡報，應該要有清楚的脈絡，而不是為了簡

報而簡報。講者他清楚知道這份簡報，可以帶給觀眾什麼？如果一言以蔽之，

他知道重點是什麼？好的簡報，有熱情。好的簡報，有感動。好的簡報，有幽

默。 

 

二、簡報內容設計之表達篇 

  如果沒有好的表達，設計再好的簡報都是可惜的！然而，表達跟簡報其實

是息息相關的，就讓我來為大家說明。 

  首先，簡報的設計，應該分為三段脈絡：接觸資訊、內容資訊、行動資訊 

  A、接觸資訊： 

  是整個簡報最重要的地方，想想看，如果你看到一份海報，如果他設計

很醜，儘管內容在怎麼對你有幫助，你應該也不會想往下看下去，因此如何

設計一個開頭，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抓住觀眾的好奇心，讓觀眾喜歡你，讓

觀眾覺得你很幽默，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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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s：假如在接觸資訊失敗的話，觀眾可能就會失去耐心，開始滑手機，

甚至失去注意力。如果接觸資訊就很嚴肅，之後再想設計什麼梗，都會讓觀

眾很難笑。接觸資訊很重要！  

2、Ex：主題用〈這是一個有梗的故事〉來介紹葉子的構造。 

  用有趣生動的故事，當作開場等。記住，有趣的開始，是很關鍵的。 

B、內容資訊： 

  如何打動你的觀眾？答案是：熱情、熱情、熱情！想像當男友（女友）

整個暑假與你分隔兩地後開學回學校時，你見到他的那個剎那。簡報就是要

有那種很想告訴人家的那種興高采烈的心情。 

1、沒有熱情的簡報，講者花在投影片的心思有限，觀眾聽不懂 

  沒有熱情的簡報，講者的肢體、表達會很沉悶，觀眾會想睡 

  沒有熱情的簡報，講者不在意觀眾，觀眾不想聽。 

2、如何讓自己有熱情？ 

幫自己找到動機：升遷、加薪… 

視為對自我的挑戰：精益求精 

刻意放大不甘心的怨恨：回想過去的心酸… 

刻意培養與他人的競爭意識 

3、如何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我們都是在看電視、打電動、看漫畫的背景下長大的。因此我們都是專

注力極差的聽眾，投影片應該盡量圖像化，話語也應該圖像化。而當中，最

直接的圖像化的話語就是說故事。Ex：回想那天很冷的夜晚，我握緊她的手，

讓她感受溫暖。 

4、談話如何引起大家的興趣？ 

講故事（還記得…、之前我曾經…） 

問問題（Ex：怎麼樣才能提起學生的動機？） 

善用類比（Ex：可達鴨若不好好提升自己，進化成哥達鴨，就會被變成

烤鴨，講成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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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下（適時開個玩笑。） 

C、行動資訊： 

  好的簡報會讓觀眾，有一種滿滿收穫的感覺。這種滿滿收穫的感覺如何

達到？就是要告訴觀眾接下來該怎麼做，也就是行動資訊。如果沒有行動資

訊的化，再好的簡報，也只是個報告，所以應該讓觀眾有下一步。 

     因此，講者應該設計簡報的時候，先想好這份簡報的目的事什麼？然 

後在行動資訊的時候，為剛剛所說的內容資訊，做個結論，告訴觀眾他應 

該怎麼做才好？他可以怎麼做？ 

D、補充： 

  要讓簡報變強，其實是要練習的。因此在這邊的分享，主要是讓大家有

意識到，原來好的簡報其實有很多的因素在影響著。跟大家分享，接觸資訊、

內容資訊、與行動資訊的三部分，表達最關鍵的部分，來自對簡報的熱情。

而可以讓簡報更生動的技巧，包含說故事、幽默、類比、問問題。 

  至於肢體跟聲音也是需要練習的，這邊跟大家簡單的分享，若有興趣可

以再更深的研究： 

在上台前，伸展自己的四肢，讓身體放鬆，上台才不會過度僵硬。 

上台後，要想像自己的腳長根，能夠很穩的站在台上。 

聲音：調整好，麥克風的角度，保持適當距離。聲音有大有小，有快有

慢，有抑揚頓挫等。 

三、簡報設計素材與資源分享 

  這邊分享一些，我覺得很棒的簡報例子與素材 

A、〈擁抱世代從教育開始：劉安婷〉用餅乾作為類比，是很棒的類比例子， 

  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kk9laFgnEg 

 

B、〈賈伯斯演講 iPhone 發布的珍藏片段〉Jobs 在演講時，幾乎沒有在看投 

影片，這是練習多久之後的境界。一般人都不會記住投影片的順序與內容， 

非常仰賴 PPT。然而在影片中，是 Jobs 掌握 PPT，而不是 PPT 支配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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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B9O6ByXTQ 

 

C、〈力克胡哲人生不設限 - 懂得感恩，人生更美好！〉充滿對生命熱情的

演講，他的表達非常適合拿來學習。  

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UhjQWEkF0 

 

D、聲音表達訓練師：FB 搜尋〈羅鈞鴻 - 小虎老師 聲語表達訓練師〉、〈魏

世芬〉兩位都是很棒的聲音與肢體表達的老師。我是上台很容易緊張的人，

透過表達訓練的課程後，讓我知道上台前可以怎樣放鬆自己，如何站穩，

如何掌握自己的聲音等。兩位老師常常有演講，大家可以上 FB，看他們的

演講資訊。或者兩位老師在台北都有開課，也可以報名訓練課程等。 

 

E、祝大家都能成為簡報與表達大師，也歡迎與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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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以配色美學探討簡報表達技巧–林妍 

 

一、為什麼簡報與表達能力這麼重要？什麼是好的簡報？ 

  對我來說，好的「介紹」，一定是方式簡明而內容豐富。最基礎的步驟是，

只要會做筆記，就掌握得了簡報。可是要從筆記達人到簡報達人的過程中，有

一個明明是關鍵、卻常常被忽略的要素：呈現。 

  以筆記來說，多半都是給自己或者同樣大致理解內容的人看的，所以比較

少有當初紀錄時就是想著要公開筆記的情況；而簡報卻是一種從最初設計時，

就要考慮到其他「觀眾」的東西。 

 

二、簡報內容設計之配色篇 

  我認為理想的簡報在實踐上應該有五點： 

   A、畫面乾乾淨淨 

   B、重點（bullet point）是醍醐不是待煮食材 

   C、單元分配要均衡 

   D、圖片、音檔不要漏氣 

   E、對觀眾程度要有感應 

 

A、畫面乾乾淨淨： 

首先，簡報畫面乾不乾淨和這個報告者有沒有「整理」、「反芻」資料很

有關係。可以稱為乾淨程度的乾淨，並不是黑白＋新細明體（事實上這是最

讓人眼睛痛苦的簡報風格之一，因為對比太強烈）；而是和諧的乾淨。舉例來

說，我要用簡報介紹義大利十家好餐廳，在畫面設想的步驟上應該是： 

 

1、目的：要用視覺引誘觀眾進入義大利美食的氛圍中。 

     ↓ 

2、把義大利的顏色、美食放上去，如國旗色、義大利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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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觀眾雖然會知道我要說義大利，但是貼國旗和義大利麵實在是太老套了。 

     ↓ 

4、可是這種綠白紅最直接 

     ↓ 

  5、解決方法：淡化直接聯想，如綠白紅作小裝飾，整體以南歐色彩 

（橄欖綠、濃橘、明黃、寶藍等等）為主→不落俗套 

 

  接下來才是怎麼處理字體、明度對比等等真正操作的部分。少了「反芻」

觀眾觀感的畫面絕對會陷入老套或沒人懂箇中樂趣的困境裡。工作、學業、

甚至金融的圖表匯報也是一樣，必須具備設計感。說到底，畫面就是一種氛

圍，要觀眾有認真或快樂的心態聽報告，第一個畫面就要營造這樣的氛圍才

行。 

 

B、重點（bullet point）是醍醐不是待煮食材： 

  使用了這種規整的大點，但是把資訊都寫上去了，這並不叫重點；相反

的，過於簡單的彙整也會讓人喪失興趣。簡報不是只要放映就好了，人的講

解也很重要。報告者是要有存在感的，不然觀眾就會想：我可以看到上面的

東西，為什麼要聽你複讀出來？簡報不是給自己看的筆記，所以上面的要點

也必須是需要闡釋給別人聽的。所以，即使是用了 bullet points，也必須要符

合既精簡又需要說明的程度。比如說，要用說的「介紹」某餐廳的優點時，

可以把「價格實惠」改成「價格」（除非是在做綜合評比，不然越精簡越好）。 

 

C、單元分配要均衡： 

  不要頭重腳輕。並且，在分配單元時，也要考慮報告時間的長短。有時

候會聽到一些沒有準備好的演講者，單元分配不是太鬆，就是有時候有幾個

根本可以一起說；聽的時候就會覺得資訊重複或者太淺。並且，單元分配得

當，對於設計畫面也有好處。比如說，同樣的色塊顯示要做幾次、顏色分配

有沒有太花或者太單調。另外，字體的統合也很重要。同樣的字體十個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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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看起來很舒服，到了三行以上就覺得很擠、很醜；或是明明縮小看很不錯，

但是一旦放大就很嚇人的字型也不少。因此在剛做完，自己試著放放看時，

也要注意字型的統一性。除此之外，千萬不要忘記要把字型存入簡報裡。 

 

D、圖片與音檔不要漏氣： 

  圖片的解析度和顯色很重要。圖片解析度低出乎意料地很常發生。我通

常都會找解析度至少是 1000x1000 像素，因為縮小放大都可以，但是如果因

為覺得擺的是小張不用太高 px 的話，那麼換到大投影片時就又要調整一次

──可以盡量在這種技術上的小細節做到完整。插入音檔也是，一定要練習

過，不要冒冒失失地講到一半音樂沒了，或是沒插入音檔結果場地沒網路，

聽不到資料；這種失誤都會影響整個簡報報告的流暢度和觀眾的耐力。 

 

E、對觀眾程度要有感應： 

  如果低估觀眾水平，那麼過於簡單的簡報內容會讓人發火；相反的，太

高深反而不會造成困擾。因為「人」在報告時可以隨時調整講解程度的深淺，

但是如果把內容都放在簡報上，那麼只好很快地跳頁，這樣一來，設計就會

被打破了。因此簡報的呈現很重要，不管在哪個環節，我認為重點都是要認

知到簡報是需要公開給別人看的；而畫面設計因為擔任了第一印象的關係，

更是首當其衝。 

 

三、簡報設計素材與資源分享 

關於設計畫面，可以參考這些網站： 

A、字型： 

www.dafont.com 

http://www.freejapanesefont.com 

http://www.makefont.com 

  盡量安裝多一些字型；不要拘泥於中、日、英文，只要能夠輸入，符合

整體風格，那怕是數字一種字體、內文一種、標點符號一種也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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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要注意中文句子中的數字是不是改用了英文字型的數字；舉例來

說，我常常看到調了一半的標楷體文字中間有數字沒有改成相對應風格的字

型，或者在放網址時根本不管網址的字型是不是突兀等等的情況。 

 

B、配色： 

http://nipponcolors.com/ 

http://www.colordic.org/ 

http://maikoclub.com/  

 

  目前來說，日本的配色算是承接中國配色，又更淨化、簡單一點，所以

很適合培養眼睛的審美和整體配色。如果是初次嘗試配色，又想讓畫面「亮」

一點，那麼請依照步驟，絕對絕對不可以停在第一點： 

1、找對比互補色：如藍、橘；黑、白等。 

2、調成一深一淺：如淺藍、深橘；深灰、淺灰（初階中的初階。） 

3、加入其他相近色：如淺藍深橘、淺粉紅；深灰淺灰、淺粉色（初階中的進

階，擔心畫面太有活力的停在這裡就好了。） 

4、加入形狀、線條：如淺藍圓點、深橘粉紅直紋；深灰淺灰方塊、淺粉色底

等等。 

 

C、畫面靈感： 

https://pick.mydesy.com/ 

https://www.typographicposters.com/ 

  雖說是簡報，其實也是種平面設計。因此，也要常看看好的報章雜誌的

海報設計；可以在搜尋時多用該國家的語言和搜尋引擎找高解析度的圖片，

資料會不太一樣。其他還有很多是個人的網頁設計、購物網頁的特價、活動

設計等等可以參考。所謂產品的主視覺，也可以在購物時多多注意配色和畫

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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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owerpoint 的簡易設計： 

  powerpoint 有一個功能是色塊，我通常會用無框、半透明的方式當作嵌

入文字的背景；例如下面幾張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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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以資訊圖像化論簡報傳達設計–林芷暄 

 

一、為什麼簡報與表達能力這麼重要？什麼是好的簡報？ 

   在全球化的競爭型態之下，人們對於生活各層面的需求愈趨講究，透過跨

領域團隊的合作模式，能夠各司其職並根據所長發揮團隊目標所需的各項專業

知識與技術，藉由不同背景與領域思維的交互分享與激盪，創造多元的團隊創

意與實務技能。跨界、跨領域(Crossover, Cross-Field)不單只是代表兩個或兩個以

上不同領域之間的密切合作，更強調彼此之間所能衍伸創造出的全新潮流與美

學。全球化時代亦促進了文化與民族之間的交流，跨界思維在各個領域與行業

皆佔有重要的席位，不再將創作領域與發展策略侷限於單一的特定層面，將多

元媒材共同媒合激盪並擴大應用，連接與其他領域的跨界合作。 

  因應著時代開始步入全球化的趨勢，跨領域合作與溝通顯得尤為重要，已

逐漸取代傳統個人獨立運作的模式。因此整合各領域人才、掌握各團隊成員之

間的緊密連結與合作，是我們都應該要學習的課題。尤其是不斷溝通與整合過

程，能共同提升生產力與執行力的專注。回歸教育端而言，若能將跨領域整合

從教育的場域中帶入，讓不同科系的學生在求學過程即接觸跨領域合作的實務

經驗，是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根本。 

  知識、技術與經驗的分享，是跨領域合作的優點 (Mohrman, Cohen & 

Mohrman, 1995)。要達到有效的分享，以建立共識，並提高合作的效益，須要有

良好的溝通(Paulus, 2000)。Steinheiider & Legrady（2004）亦提出影響跨領域團

隊合作的五個要素：溝通、合作、對目標有共同認知、對彼此的專業領域有清

楚的認知以及成員對計畫具有向心力。 

  由上述可證溝通表達能力之於現今時代的重要性，簡報表達與溝通的技

巧，不僅僅是因應教育及工作中的一項技能，更深的含意為學習溝通表達、及

培養使人能夠理解的能力，以達到良好的交流及傳遞。 

  然而處於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太多誘因不斷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如同 1970

年代心理學家 Herb Simon 所提出：「資訊會消耗人的注意力，因此資訊過量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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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注意力匱乏。」 

  因此，一份好的簡報需要在短時間內吸引人的目光及注意力，便要掌握精

簡扼要與資訊圖像化的能力，無論是一段文字敘述、數字圖表，皆能透過圖像

化消化編譯的能力，更簡要的傳達給觀眾。 

 

二、簡報內容設計之資訊圖像化篇 

 《隨意搜尋 Ambient Findability》文本中提到「信息過載」等與資訊爆炸及氾

濫的現象，在期望給予使用者良好體驗的前提下，容易供給過多不必要而複雜

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創作跨領域整合設計工具時，亦須環扣此一主題作為警醒，

因本研究最終目的為協助使用者在跨領域整合與溝通的過程能更加順利，並發

展衍生一套良好的跨領域整合設計工具，因此資訊視覺化便是不可或缺且尤為

重要的執行環節。 

  而資訊圖像化可以掌握下列幾項重點： 

  A、視覺化訊息： 

  以圖像為主的視覺化媒材是最普遍的資訊傳播與溝通方式，大幅提升人

們對於繁瑣資訊的理解能力，以在短時間內進行良好的表達概念與訊息傳

遞，藉由如此設計傳達的過程提升生產力，為影響團隊發展運作的重要關鍵。 

  資訊記者 (Data Journalist) David McCandless 有感於資訊爆量的問題，

著手研究資訊設計(Infographic Design)，利用吸引人類視覺感官的色彩圖形

結合數據資料，設計出各類高效率的資訊圖表，讓人們在解讀大量資料上一

目了然，透過蒐集各種資料加以整合比對，資訊設計能讓從未有過交集的資

料產生關聯，進而讓人們對這些組合訊息有了新的觀點。 

  而 David McCandless 與丹麥物理學家 Tor Norretranders 也發現：在所

有感官中，視覺對資訊的反應速度是最快的，相當於網路寬頻的速度，觸覺

則有如 USB 的傳輸速度，聽覺及嗅覺好比硬碟，味覺反應僅達到計算機的

速度。強調視覺猶如人類共同的第二語言，容易被理解與消化。 

   圖像為主的溝通媒介，具備直覺性與易於理解的特性，有效在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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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濃縮大量資訊內容，藉以形成有效且快速的傳遞。 

 

視覺化訊息重點摘要： 

1、當人在接觸到資訊時，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照片比文字更易讓人記住。 

2、70%的人是視覺思維型，其對圖解速度快過於文字。 

3、透過照片加文字呈現相同的訊息，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B、簡潔扼要的版面表達： 

  表達本來便是一種消化及重新編譯的過程，因此不論原先資訊多麼龐大

及複雜，我們都應盡可能保持版面的簡潔清爽，並適時突顯重點，例如標題

應反映出觀點、突顯關鍵詞。其中圖形、文字、色彩之間的搭配便是一門學

問，但掌握幾項小技巧，便能使簡報達到扼要傳達的目的： 

  簡潔扼要的版面表達重點摘要： 

1、一頁 PPT 中的文字不宜過多，文字內容不要超過 10 至 12 行數。 

2、段落間距不要太小。 

3、不要使用傾斜或過於藝術化的字體。 

4、同頁面字體不要超過三種。 

5、同頁面色系不要超過三種。 

6、在暗室的演講場合中，宜使用深色背景、淺色的文字搭配。 

7、在明亮的演講場合中，宜使用淺色背景、深色的文字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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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SVA 架構模型： 

  Alan Monroe 在 1930 年代時提出了一套「煽動性演說」的寫作及演講

稿架構，而這一套架構順序，可以用 ANSVA 這五個英文字母來縮寫。 

   

此一架構模型更適用於各類場合之中，無論平面廣播電視廣告或電郵文案、

甚至是一場精心安排的演講，都能透過此一架構帶來更具吸引力的演說。 

ANSVA 架構模型重點摘要： 

1、引起聽眾注意（Attention）開始。 

2、接著點出他們心中的需求或是困擾的問題（Need）。 

3、「做出」問題後描繪解決方案（Satisfaction / Solution）。 

4、讓觀眾「預覽」解決方案的成效（Benefit / Visualizaiton）。 

5、在演講的最後，別忘了呼籲聽眾們做出實際行動（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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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報設計素材與資源分享 
 

A、圖像 ICON 資源網站： 
https://www.iconfinder.com/ 

 
https://thenoun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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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版面編排參考網站： 
 
https://www.pinterest.com/search/pins/?q=proposal%20business&rs=typed&term
_meta[]=proposal%7Ctyped&term_meta[]=business%7Ctyped 

 
C、情境相片圖庫資源： 
 
https://marketplace.500p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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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圖像化簡報運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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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個人生活心得&小組報告 

張美玉 

王紫瑄 

王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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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三年級 張美玉 

前言:  

     大三開始一個人生活，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思考自己的未來，有更多空間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不用再因為怕打擾到室友所以得戴耳機看影片，也

不用擔心室友突然進來會發現自己正擺著個很奇怪的姿勢等等，如此愜意悠哉

的時光讓我總是不知不覺地就把一天虛度了。偶然的契機下，發現阿滴英文網

站介紹了《真愛每一天》裡的經典台詞，讓我不禁又再看了一次這部我非常喜

歡且感動的電影。 

片名:《真愛每一天》 （About Time）  

主演:多姆納爾·格里森  瑞秋·麥亞當斯 

 
圖片來源: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_ylt=A8tUwYqj01dYUnwAkgBr1gt.;_ylu=X3o
DMTE0ajJ0ZHNj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QjMyMDlfMQRzZWMDcGl2cw--?
p=ABOUT%20TIME&fr=mcafee&fr2=piv-web#id=3&iurl=http%3A%2F%2Fwww.getdvdcovers.
com%2Fwp-content%2Fuploads%2Fabout_time_2013_r1_custom-front-www.getdvdcovers.com_.j
pg&action=click 
 
劇情概要: 

    提姆雷克的父親在提姆 21 歲那年告訴了他一件秘密，就是他們家族中的男

性都有穿越時光的能力。透過這個能力，提姆可以改變自己生命中正在發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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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已經發生的事情。於是，提姆決定要用這能力讓自己可以交到一個女友。 

提姆雖然在追求心儀的女孩時使用了不少次穿越時間的能力，但終究還是沒有

成功。依舊單身的他來到倫敦，做一名律師實習生；然後他遇見了瑪麗。提姆

愛上了瑪麗，而瑪麗也很喜歡提姆，但是提姆因為一次意外的時光旅行而錯過

了可能認識瑪麗的時間點。從此之後，提姆開始頻繁地使用自己能夠穿越時間

的能力：不斷地重回他和瑪麗初相識的那一刻、不斷地讓他倆的相遇越來越趨

近「完美」……。提姆和瑪麗雙雙墜入愛河，但是提姆仍繼續大量地使用自己

的特殊能力，將他和瑪麗之間重要的每一刻打造的十分美好，甚至進而讓身邊

的朋友也因為這份特殊的能力而受惠。然而提姆有所不知的是，可以靠這種能

力改變的事實並非毫無限制，其中也隱藏著未知的限制與危險。 

 

主題曲: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Jon Boden)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And longer if I can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to 

Follow their plan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 

As long as the sea is bound to 

Wash upon the sand 

 

How long will I want you 

As long as you want me to 

And longer by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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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 

As long as you are 

 

How long will I give to you 

As long as I live through you 

However long you stay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re above you 

And longer if I may 

 

觀後心得: 

    我覺得整部電影中男主角與爸爸之間的對話是最讓人感動且值得深思的部

分，其中包括:「Life is a mixed bag, no matter who you are.不管你是誰，人生都會

經歷酸甜苦辣」男主角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會去找爸爸商量，爸爸也告訴自己

的兒子人生中有好有壞，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如自己的意，即使擁有穿越時空的

能力，可以回到過去改變”某件事情”，但男主角永遠不可能改變”每一件事情”； 

「Try and marry someone kind. And this is a kind man with a good heart.試著找一

位善良的伴侶，而這位就是一個好心腸的善良男人」在男主角的婚禮上，爸爸

以其最誠摯且最真實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兒子滿滿的愛與關懷，其中也包括了

對自己兒子的信任與驕傲；我認為這部電影對親情的描述非常的細膩，它以幽

默樸實的方式對觀眾傳達家庭成員之間的羈絆與守護是如此的深刻珍貴；「I just 

try to live everyday as if I have deliberately come back to this one day to enjoy it as if 

it was the full final day of my extraordinary ordinary life.我試著每天都如同已經特

地穿越時空又回到同樣的這一天來享受著，把這一天當作是我非凡的平凡人生

中的最後一天來想享受著」最後，男主角對於自己擁有的穿越能力有了更深一

層的領悟-把每一天都當作已經是第二次穿越時空回來，好好珍惜並享受這”僅有

一次”的時光。看完這部電影之後真的會讓人意識到把握每一時刻的重要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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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力過好現在的生活，更要享受當下的感動與喜悅，我想，當我又開始迷失方

向、虛度時光時，這部電影將會帶我回到正軌，也會再次提醒我要珍惜當下、

活在當下。 

 
參考資料: 

 《真愛每一天》如果能穿越時間 

http://dinosaurs.pixnet.net/blog/post/39168777-%E3%80%8A%E7%9C%9F%E6%84%9B%E

6%AF%8F%E4%B8%80%E5%A4%A9%E3%80%8B%E5%A6%82%E6%9E%9C%E8%83

%BD%E7%A9%BF%E8%B6%8A%E6%99%82%E9%96%93 

 電影經典台詞#10【真愛每一天】// About Time Movie Spotligh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1mth2KP2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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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系 四年級 王紫瑄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 

到底如此忙碌生活的人們，在追求什麼？ 

追求，如何被別人看待 

還是，如何看待自己 

 

進到大四，才真正感到心力交瘁。 

面對畢業製作的壓力，合組同伴溝通的能力，面對老師提出不同想法的勇氣。 

在時間上總是緊迫，每天戰戰兢兢。 

隨時會在公車上睡著，隨時捷運站會搭到過站。 

 

到了評圖前，甚至有三十七個小時沒闔過眼，眼睛布滿血絲，三餐不正常， 

深怕剎那間，自己會失去身體的健康，倒在桌上…….。 

 

選擇的畢業製作題目是: 家 ，回家，對於外宿學生一個延續家屋的機會， 

因為自己也想回家吧，就也想著如果能做出能讓離家的孩子， 

一個溫暖的家肯定是很棒的事情。  

 

在同一組的合夥伙伴上，她屬於理性，我是感性。 

我感性發想，她理性分析，過程中得到很多機會向她學習，如何建構理性思考

的邏輯，甚至一起到國家圖書館閱覽眾多相關論文。 

一天當兩天用，每一天都很疲倦，但每一天也都學到更多東西。 

 

但漸漸地，由於生活重心全都在畢製上， 

開始身體不健康，開始常感冒生病，一直坐著打電腦用繪圖軟體，導致坐骨的

神經根肌肉沾黏。生活也開始沒有了自己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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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斷的被老師們質疑、不信任，對於我和我的夥伴其實是很失落的。 

甚至感到擔憂而不信任自己了。我們都曾因此崩潰到哭，因此討論作業到很晚

很晚才回家，也跟家人吵架，家人擔心我們的安全，我們只看的見做不完。 

 

原來，對一件事情認真不難，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很難。 

對畢製認真，可以廢寢忘食。但對自己人生負責，該好好活在當下，早睡早起 

三餐正常維持身體健康、閱讀書籍充實自我，運動健身鍛鍊體力。 

畢竟，生命總是稍縱即逝，該好好把握。 

 

如今， 

12 月 21 號的複審終於結束，面對不看好，我們也盡力表現， 

相信總是有好的部分可以更好。也該好好調整學習的腳步， 

否則迷失了自己，做這個畢業製作的目的就消失了。 

 
有機會做一個設計師，是要解決人們的問題。 

但首先得好好面對跟解決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唯有好好做自己，帶給朋友家人

溫暖信任幸福，才有能力進一步為更多人貢獻好的想法。 

 

現在除了學習畢業製作的課程外，也學習國際土風舞的體育課課程，在景觀系

也學習景觀植物維護管理的課程，學習照顧植物根診斷植物生病，也因為興趣

選修了一學年的日語，希望學習的一切初衷都能維持，學以致用。 

 
回想八月的我在參與基隆年輕人的創意徵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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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我參與大學路跑十公里 

十二月的我竟然是不斷住系館熬夜， 

                               希望苦難的都會過去，好的終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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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一年級 王詩瑜 

 

【啟程】 

    看著胸口別著的胸花，我凝視著「畢業生」三個大字，久久不能道出一語，

唱畢業歌時淚水滴不下來，或許是考試的壓力，使離別不那麼沉重。在成為期

盼已久的大學生後，確實如老師說的：「大學生很忙。」行事曆上滿滿的活動跟

報告，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忙碌，看似充實的生活其實帶著幾分的空虛，半

夜有時坐在桌前有說不出口的落寞及無力感。記得某一個在宿舍的夜晚，我忽

然瞭解，念舊，就是習慣了一種相處模式，可以恣意的大笑、鬧脾氣，免除了

客套、拘謹，不用特別強調就擁有共同的默契。那一夜躺在床上啜泣，思念家

人，思念朋友，思念坐在衝刺班中奮筆疾書的自己。那時候念書很累、考試很

痛苦，可是每天都能過著規律的日子，只要專心煩惱讀書的困擾就好。現在的

我常常在快要失去自我的同時，緬懷過去簡單的生活，我是個貪心的人，願世

事變動，自己還是能當個本性善良的孩子。 

 

【公行女籃】 

    開學時看見各式各樣的社團和系隊在招生，當我在瀏覽宣傳文時，公行女

籃的影片讓我駐足了。籃球是我從前鮮少嘗試的運動，一開始只是認為自己的

小腿肌蠻壯的可以挑戰看看。進去球隊後，姐姐們從最基本的運球、換手、上

籃開始教起，但因為自己從來沒學過，所以挫折感超重的！我們不定時的會和

別系打例行賽，在旁邊觀摩加油的同時，也可以看姊姊們防守的動作對照自己

的加以調整。 

 

    我認為籃球並不是一個粗暴的活動，因為平常基本練習的對接、防守步、

戰術實際運用在場上時，只有幾秒的時間能做出最適判斷，它是一個同時消耗

高度體力和智力的運動。這幾個月練習的過程中常常會思考自己究竟適不適合

打籃球，每當很想放棄時，耳中就會響起姊姊們一聲聲的：「No mimd,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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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同喊「一聲公行，一聲加油。公行，加油！」時專注而凝視的雙眸，這

裡就像是我在大學的第二個家，他帶給我溫暖、歸屬感；讓我知道有一個地方，

可以一起聊心事，為了共同的興趣一起努力。 

              
 

 

 

 

 

 

 

 

左圖為我們到高雄比大公盃得亞軍的合影；右圖為我們大一的合照！ 

 

【德文課】 

    因為高中選修課時有修過初級德文，後來也對德國文化有興趣進行深入了

解，因此一直督促自己有機會要去修第二外語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上大學後

通識選到德文課，德文老師人很和善加上我遇到的組員也很積極的學習，所以

讓我學德文的鬥志滿滿的燃燒！為了不讓自己的德語學習隨著通識課結束，我

還跟我的組員一起報了歐語中心的德文班，目前我給自己的目標是明年暑假前

考過 B2。 

【科技與人文社會】 

    這是我這學期修到蠻特別的自然通識，在充滿人文氣息的政大中絕大多數

的自然通識都非常的無聊，但這門課從科技的角度探討社會現象、重大議題，

日常生活用品是否符合使用需求，乃至於期末報告------科技真的始終來自於人

性嗎？我們的生活必須全然的仰賴科技嗎？教授透過上課的提問和同學們進行

激烈的腦力激盪，每個人的發言可以被認可，也可以進行反駁，最後教授會綜

合前面的發言提出總結，同時丟出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讓我們對過去視

為理所當然的事物重新檢視，有些改變了自己的價值觀，有些卻也讓你更確定

自己堅持的信念。有一個禮拜教授邀請蓬勃運動的董事長徐正賢先生進行演

講，過程中除了闡述他對運動產業的期望外，也告訴想創業的青年們不要將「創

業」二字隨便掛在口上，因為決心創業必須投入非常大的努力，承擔未知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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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放棄安逸的生活，而這一切投諸的心血也有可能徒勞無功。結束後有同學

詢問他創業這條路不好走，為什麼你還要做？他的回答是：「那請問有哪一條路

好走？」不論哪一個行業，都有他辛苦的部分，我們看到的都是創業家成功的

那一面，往往忽視了他們負債累累，三餐不繼的日子。從前我覺得自己是科技

的絕緣體，但這門課讓我驚覺生活中處處是都有科技和社會有連結的矛盾點和

思考點，從性別、身體、運動、廚房乃至於科技。或許我不該因為自己是文組

學生而拒絕吸收科普類知識，而應該廣泛了解，用不同的觀點切入相同的問題，

重新審視科技和人性的連結。 

【結語】 

    半年中，我的身分由高中生轉變為大學生，但心理層面其實尚未做足準備，

迎面而來諸多的課業和活動讓我有時無法取得平衡。念了社會科學院以後教授

教我們觀察社會現象的角度讓我收穫良多。我覺得台灣的教育結構其實是有問

題的，便宜的學費讓很多人忘記思考念大學的意義為何，所學和實際應用的關

聯性強弱也讓人存疑念大學的必要性，還存在著許多我尚未明白的病象，期盼

自己能運用社會科學分析事物的理性，以及廣泛的觀察與理解，使自己的大學

四年能找到自己的目標。最後謝謝董事長及執行長還有瑋玲姊的照顧，當初進

來只是小六生的女孩，如今也進大學了！感謝你們一路的支持，我才能妥善利

用手上的資源以及擁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去探索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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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三組 小組報告                                             

張美玉、王紫瑄、王詩瑜 
 

我們以自身出發， 

試圖去了解在日常生活裡被漠視的”博愛座”現象。 

  第一部份-博愛座的緣起 

  第二部份-台灣博愛座現況 

   第三部份-其他國家博愛座的使用狀況 

   第四部份-分析與比較 

   第五部份-總結 

                  第六部份-個人心得分享 

一、 台灣博愛座緣起-被道德束縛的座位 

    台灣博愛座的制度約起源於約民國 70 年，當時

連續發生多起老人搭乘公車，意外摔傷的事件，因此

台北市政府開始規畫在公車上設置博愛座，倡導博愛

座制度後，陸續實現在各大交通工具上，提供給行動

不便或是需要的人優先使用，如果仔細觀察博愛座的

概念起源，博愛座都設置在離出口最近的地方，是設

置上的貼心處。但博愛座也因其配色與其他座位不

同，因此給它賦予高道德的標準線。 

 
二、 台灣博愛座現況-有需要的人，也不敢坐? 

 

 

博愛座的原意為 Priorityseat（優先座）， 因此應該是要優先讓「比較需要的

人坐」而不是單純的「老弱婦孺才能坐」，有些人外表看不出來但其實卻是

有不能久站的需求的。也許博愛座應該是大家都能坐，等真正需要坐的人出

現了在讓座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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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女學

生月經剛

來，很不

舒服 

這位男士每天熬

夜加班，想利用短

暫的通勤時間休

息一下 

他看起來也很健

康，但其實他膝

蓋剛開過刀，不

能久站 

這位女性已懷

孕兩個月，懷

孕初期外觀看

不出來 

 

 

 
 

        
       

     
 
 
 
 

 

三、 其他國家博愛座的使用狀況- 

1.日本優先座-老人與孕婦都不想給別人帶來困擾 

    日本從小教育孩子「千萬不要給別人添麻煩」，根深蒂固的觀念成為他

們的習慣，因此就算有需要坐博愛座的時候，也不會特別提出要求，而這點

從日本的老人家身上可以明顯看出，讓位對他們來說是不禮貌的行為，像在

提醒他們年紀大、需要人照顧，所以日本的老人一般不常出門，或是會選在

人少的時候搭乘大眾交通，若遇到有人讓

位，通常都會婉轉說聲謝謝，但仍繼續站

著。而帶著小孩的父母或是孕婦，也會擔心

麻煩到別人，不會選擇搭乘大眾交通，而坐 

計程車。                         

                                              日本東急 5000 系電聯車的優先座（圖／翻攝自維基）                                                     

2.韓國的博愛座-有長者時不管是不是博愛座都要讓位 

孕婦有專屬座位，韓國人對於年齡相當重視，大眾交通工具會設有長者

席，就算車廂已經擠滿乘客，長者席也會空下來留給老人，有時候可能坐的

是一般座位，但遇到老人就是得讓，否則可是會被訓斥一番喔！孕婦在韓國

也是有專屬座位，甚至最近推行讓孕婦配對小型藍牙裝置，一上車靠近專座

旁時，專座旁立柱上的感應器就會

發光，提醒占用座位者該讓座。 

 

 



85 

    3.英國的博愛座-博愛座會留給最需要的人 

    對英國人而言，不分階級高低、年齡大小，座位只留給最需要的人，在

英國若看見老人讓位給年輕人，或是老師讓位給學生，其實並不奇怪，且跟

美國一樣，英國的老人也不喜歡被讓位。 

 

4.美國的博愛座-老人不希望被讓位 

    孕婦被視為一般人，孩童被讓位機率

高。在美國的公車上，會有專屬於殘疾人士

的座位，因此不太需要讓位，除非是所有座

位都滿了，司機才會提醒乘客讓位，老人也

不希望別人讓位，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還很硬朗，如果貿然起身讓位的話，還會

被認為有歧視老人之嫌；孕婦則被視為「一般人」，不會主動讓位。若遇到有乘

客占據這些位置，也不能要求對方讓出，正確的做法是告訴公車司機，因為美

國的法律規定，公車上司機最大，要負責維持秩序，如果不服從司機，司機是

有權停車並呼叫警察處理。而對於孩童，美國人較會主動讓出座位，男士也通

常會讓位給女士，展現出紳士的一面。 

 

5.德國的博愛座-不論年紀長幼，有需求就會開口 

  德國有點像日法綜合體(日本人希望自己能盡量避免造成他人困擾，法國 

人則是憑自己當天的心情)，是注重「個人」的國家，自己要為自己負責。有在

德國讓座給老人的網友表示，通常德國老人會瞬間臭臉，還有老人直接把讓座

者壓回座位，因為他們有需求就會開口

直說，不需要仰賴陌生人的愛心。 

 

6.澳洲的博愛座-東西方元素的綜合 

    澳洲有博愛座的設置，但是對於老人的讓座也延續了歐美國家的風格，不

見得會讓座給老人家，但是如果有小朋友上車的話，有些乘客會分出一些座位

空間拉著小朋友一起坐下。但有趣的是，在澳洲買優待票的學生族群們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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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位給買全票的大人們，如果在公車上看到學生坐在地上也不用覺得很特別，

因為就算他們坐在位置上也是必須要讓座，所以學生們也習慣不坐座位上這件

事了。不過這是適用於不劃位的狀況下，如果有劃位的話可是人人平等喔。 

           

嬰兒舉的牌子上寫著「Stop Priority Seat For Mum And 
Me」用可愛的圖片來提醒民眾將位置讓給真正有需求的

人，是很好的宣傳效果！ 
 

     
四、分析與比較 
 

國

家 日本 韓國 英國 美國 德國 澳洲 台灣 

理

念 

千萬不要

給別人添

麻煩 
禮讓 

不分階

級高

低、年

齡，座位

只留給

最需要

的人 

人人 
平等 

不論年紀

長幼，有

需求就會

開口 

人人平

等，讓位

給有需要

的人 

讓位給有

需要的人 

對

於

老

人 

讓位對他

們來說是

不禮貌 

不管是不

是博愛座

都要讓位

給老人，否

則被訓斥 

老人也

不喜歡

被讓座 

老人不

希望被

讓位 

讓位對他

們來說是

不禮貌 

 
老人不希

望被讓位 

讓位給 
老人 

對

於

孕

婦 

讓位對他

們來說是

不禮貌 

孕婦在韓

國也是有

專屬座位 

讓位對

他們來

說是不

禮貌 

孕婦被

視為 
一般人 

讓位對他

們來說是

不禮貌 

讓位對他

們來說是

不禮貌 

讓位給 
孕婦 

其

他    
會讓位

給 
小孩 

 
會讓位給 

小孩  



87 

 

 
           小結: 從上圖分析可以了解 

 

台灣跟韓國理念較像，皆以讓位為美德。但缺點是以對博愛座避之唯恐不及。 

對其他國家來說，有需要會開口說，沒主動表明需要的讓位是不禮貌的行為。 

五、總結 

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中，博愛座確實是有部分隱性的爭議，坐在博愛座上的年

輕人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與一般人無異，但或許可能有身體不適的狀況，抑或

者東西太多行動不便，因此遇到老人或孕婦上車，擔心被以異樣的眼光看待，

而尷尬地不知如何是好！其實人人只要有愛心與道德觀，任何一個位置都是博

愛座，禮讓是種美德，只要大家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日常生活中學習體諒與

幫助，就會是和諧的社會。不過短時間來說，每人心中的道德觀有所不同，所

以還是需要博愛座來提醒大家，只能利用這樣的呼籲來當做道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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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 

 

 

 

 

 

 

 

 

 

 
 
 
 

六、個人心得分享 

 王詩瑜: 

   「讓座」本身在法律上沒有硬性規定，是出於善良和同理心的動機行動，代

表對他人的尊重以及道德上的自我要求，經過 30 年的實施，台灣人民逐漸培養

出讓座的風氣，大家都知道要讓給「有需求的人」，但我們真的明白誰需要這個

位置嗎?因為社會大眾的眼光、害怕別人偷拍上新聞版面、擔心受到長者倚老賣

老的碎念，因此呈現出擁擠的捷運車廂中卻空著兩個博愛座的詭譎景象。 

   「博愛座」本身其實就是一個稀少性資源，它牽涉到關於正義分配的問題，

將道德及儒家傳統倫理作為分配的前提時，並不存在客觀的判斷通則，只能猜

考細瑣的變數(懷孕幾個月、腳的受傷程度)，然而有隱性需求的族群卻總是被忽

視，最後社會主流仍半強迫的要求我們讓位給弱勢者。 

 張美玉: 

    開始補習之後，一個禮拜至少有四天要搭捷運，對於讓座與否我也有些想

法。首先，我認為台灣是個很有愛的國家，幾乎長輩或孕婦或小孩上車時，不

管是不是博愛座都會有人讓位，也會看到長輩讓長輩、長輩讓孕婦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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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不管有沒有博愛座，在台北捷運上有需要被讓位的人幾乎都能夠坐

到位置；再者，多數人因為怕被指指點點、怕被拍照上傳網路等等的理由，使

整節車廂唯獨博愛座空著的現象層出不窮，但是，博愛座難道只能給特定人使

用嗎？反之，難道只有「特定人」可以使用博愛座嗎? 此外，「特定人」只包括

了「老弱婦孺」嗎？ 每個人對於「特定人」的標準不同也會影響讓位與否的決

定，舉例來說，法定年紀六十五歲以上的人是老年人口，所以就不用讓位給六

十四歲的長輩嗎？ 若真是如此，是否等於法律已經為我們制訂了一條讓位準則

呢?  就我個人來說，讓座與否並不應該被框架制定，我們對於博愛座的背後意

義應該有更多的了解與體悟--博愛座的存在是用來提醒我們應該多多關心與協

助身邊需要幫助的人，因此，讓座除了是一種善良行為之外，更體現個人對於

身邊有需要幫助的人出現時將會願意付出多少關懷的舉動。  

 王紫瑄 

看見這個現象也不是最近的事了，相信不管是在捷運上、公車上、甚至火車

上，都有機會看到這個現象。當今天的博愛座已變成所有人都唯恐不及，就

算腿再痠、身體再不舒服，由於我的外表看起來是健康的，而害怕不敢坐博

愛座，當心旁人側目，這樣的想法就已經開始偏離”博愛座”的本質用意了。

所謂博愛-座，本來就不是強制規定，是因為有愛心而產生的位置，而每個

位置都該有這樣的機會，心是什麼顏色，位置就是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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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不敢坐＞，網站名稱：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025 ，2016.12.19 

3. 蘭姆酒吐司，2016 年，＜台灣人寧可擠爆也不敢坐？來看看世界各國特有的「博愛座文

化」＞，網站名稱：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8918 ，2016.12.19 

4. 王叡嫻，2016 年，＜誰坐博愛座／台灣讓座文化變調？來看看各國怎麼做＞，網站名稱：

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5a234748b169189b2f4dcf41055c68fb7dc49d029ad180787ec52

b3351790c2b，2016.12.20 



90 

5. 達人專欄] 【 太 ♥ 所謂的博愛座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1823281 

6. 一般人絕對不能坐 博愛座？看完你才知道 所謂的「正義行為」其實會害死人！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20763 

7. 博愛座再定義 

http://pt.slideshare.net/ssuserabc712/ss-53495204 

8. 博愛座 一點也不博愛！ 

http://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4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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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碩士班 二年級 洪婉榕 

 

    進入碩士生涯第二年變得忙碌，從暑假結束的研究計畫書審查到交通實習

課程的活動，這學期參與一個農村再生相關計畫的協助，參與社區訪視的活動

看見團隊是如何協助社區，並與社區建立好關係，也參與農村再生 2.0 的說明

會，期望透過社區民眾代表與政府部門的交流一起協助訂定更好的農村再生政

策，以往政府部門訂定政策可能都是由上而下去制定，透過說明會結合社區的 

 意見以將制定新政策方向更貼近社區需求。 

這學期選一門交通實習課程十分有趣，因為我非都市計畫本科系出身，所以

對交通的接觸也不多，因此想透過實務的方式來瞭解都市計畫的交通面向，實

習課程主題以桃園航空城為題，透過不同軟體的模擬與理論的結合，看看是否

以學術領域專業所計算出的數值與政府部門所預測的數值是否一致或不同，實

習運用兩個模擬軟體 Vensim 動態系統模擬軟體與 Netlogo，學習這兩個軟體運

用十分有趣，從單個指令元素到整行程式碼撰寫，再結合理論及文獻將預測數

值放進模擬軟體跑，模擬軟體成功照指令碼運作時會很有成就感，學習與接觸

不同新事物，是自己本來不熟悉的會非常有趣，往後也會多多去接觸不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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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中山醫學大學 視光學系 四年級 林曼華 

 
  時光如梭，歲月如流，一晃時我的大學生涯已經走過了一千多個日子，升

上大四，最特別的回憶之一就是跟著同學們到各縣市的小學去做視力篩檢的義

診了，即便在學校已經將檢查流程練過無數次，但這是面對的是"非專業 PT"(因

為同學互練都知道對方要做什麼，配合度很高，所以我們都戲稱”專業 PT”)，而

且還是小朋友，所以我們要去思考如何用聽起來好玩又簡單明瞭的說明方式帶

領他們完成測驗(尤其是幼稚園的孩子們)，其中我覺得最困難的是遇到意料外的

狀況，像是在檢測視力時總會遇到有小朋友不願意開口，抑或是答非所問，這

時就需要考驗我們臨場反應了，或者遇到特殊個案，我們又臨床經驗不足，找

不到原因，實在挫敗感很大，但幸好現場都有厲害的學長姐可諮詢求救，於是

做中學錯中學，漸漸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了!其中也不乏有很令人感到無力的事

情，有的人誤點控制近視藥水，色盲的小孩在看不到測驗本上的數字時(而前面

的同學卻看得到)所表現出的難過……。有時候因為要跑比較遠的縣市所以凌晨

就必須起床出發，根本就是用愛心在對抗瞌睡蟲了，哈哈~或是兩天要跑不同地

區，一天來回一個縣市也是有的，即便如此，義診對我來說仍然是一件意義重

大的事，我期許自己以後若有能耐，亦可以定期舉辦類似義診活動幫助家境有

困難但有眼鏡需求的人。 

 這學期另一件很幸運的事就是修了一堂配鏡實務的課，有別於義診的分工合

作，這堂課讓我們有機會自己找患者，從檢查驗光到最後磨片交件都自己一手

包辦，我甚至還有機會為自己的家人驗光，雖然最後因為一些因素無法順利磨

片，但這至少對我與我的家人都是一次有意義的事件! 

 大四了，同學漸漸踏上個不同的道路上，選擇繼續進修的認真準備研究所，

也有實習完發覺自己有更想走的路而準備轉換跑道的，也有因個人規劃打算之

後在考視光師國考的，而我雖然有再進修的意願，但我選擇先進入社會摸索自

己，提升不同面向的自己，之後再回歸學校，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為何而唸以及

努力的方向，希望未來我們都能找到自在翱翔的天空。因為下學期要分開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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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縣市實習，所以我與一些同學規劃了一場機車環島之旅，當作送給彼此的畢

業紀念，想必往後回想起來會是一段甜美充滿青春活力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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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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陳柔彤 

 
   今年剛升上大四，課程相較於大二、大三算是較有彈性，可以選修一些自

己比較有興趣的課程，不會有太多衝堂的困擾，自己覺得還算是蠻充實且快樂

的一個學期。 

像是經濟與生活這堂課，雖然也會提到許多經濟學的概念，但更著重的是將

其和生活中的種種現象，或是日常生活中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結合，時常會有：

「哇！原來這些事也隱含著經濟學的意涵」之感，我蠻喜歡這種課程，化繁為

簡、淺顯易懂，又和生活相關，蠻實用的。 

 另外像正向心理學這堂課，一開始會選的原因是因為自己屬於很悲觀的人，

凡事都先將最糟的結果預設好，也很容易被情緒困住。原本以為可能會是有點

類似心靈雞湯之類的開導，結果並不是，老師從很多面向試圖讓我們更了解自

己，再留心生活周遭的美，還有解析感恩和寬恕的重要性，以及引導我們去重

視那些真正該重視的東西，而非單純追逐名利、一份穩定的工作等，我覺得對

我幫助最大的部分是分析「選擇最好的」和「選擇滿意的」的差別，的確有許

多負面情緒都是因為一味想要追隨最好的東西，無論是物質上或是精神的層

面，而忘了學會滿足現有的而引起，但當然也不能失去上進心。 

 不知不覺，大學時期就進入了最後一年，時間的流逝令人感到有些措手不

及，竟也要開始規劃自己未來生活的藍圖了，其實還挺茫然、不知所措。在推

甄的過程，雖然自己的學業表現一直都還不錯，也有在寒暑假時到校外從事志

工服務，但有些後悔沒有在大一到大三的期間多留下一些亮點，最嚴重的應該

還是英文能力比起其他人有明顯落差，只是好險學校的面試沒有特別重視這方

面，所以我覺得除了把成績維持好，多參加一些校外活動累積經驗，以及英文

能力的提升，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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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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一轉眼就快過一半了，在這段期間準備研究所面試，又加上科技部大

專生的計畫，每天都在充實忙碌的生活中渡過。對於未來的方向，我已有初步

構想，但是卻遲遲未付諸行動，或許換個角度想，我早已在準備踏入未來，不

只是學識、經驗方面，很多時候心裡、精神層面的準備也是十分重要的。我還

在思考我的理想，之後究竟想要有什麼樣的生活？想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人

生中沒有總是準備好的，有的是盡力讓自己變得更理想，機會也總是來無影，

去無蹤，保握當下的每段時光，做好該做的事情，想必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吧。 

當一個人遇到分身乏術，但卻要同時處理許多件事情的時候該怎麼辦呢？除了

先把重要性，以及截止期限的優先順序排好，那接下來呢？有許多事情並非能

夠快速完成的工作，很需要時間沉澱與靈感迸發，甚至是需要大量資料堆疊出

來、前置作業漫長的計畫，那又該怎麼去安排每天的時間去完成這些任務呢？

又或者是，要如何才不會將工作累積到每樣項目的截止期限前才匆匆地趕完？

我認完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多重原因的思慮結果，而且每個人的適合方式與對應

方法也都不盡相同。 

將所有的事情處理的有條有理，才可以知道能夠有多長的休息時間，或是社交

時間可以安排。但是該如何做呢？首先拿紙筆將所有的代辦事項都寫下來吧！

知道有什麼工作待完成是完成的第一步。接下來開始把重要程度與優先順序排

好，並且分類，依照工作的性質、時間長短，以及準備時間都考慮在內，如此

我們便有了一張有分群的時間工作排行表。之後可以根據每天的工作量，將我

們的工作排進去行程表內，但是其實如何評估自己所能負擔的工作量？這其實

不容易，了解自己是很困難的，而且每天會遇到的狀況也不相同，比較難以用

一樣的基準去評估可利用的時間，因此，不如設定每天一定要完成的基礎工作

量，至少每日都會有進展，對於自己心裡也比較好過，不會產生過度的焦慮感、

自責感。 

完成工作很重要，但也別忘記我們也是一種動物，我們有自己的心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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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一味地壓抑、壓榨自己的身體與心靈，那麼我想總有一天會有爆發的可能

性。所以工作之餘要懂得照顧自己身體，健康的吃，也要固定時間吃飯，否則

身體亮紅燈，便是不可逆的情況了。也要對自己的心靈情緒多一點認識與了解，

除了生活反思，也要明白如何讓自己放鬆、紓解壓力，否則長期的抑鬱、焦慮

交雜在生活中，遲遲未有紓解，那麼這將會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因此，活得

好，需要充實的工作、健康的身體、豐足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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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四組 小組報告                                             
洪婉榕、林曼華、陳柔彤、黃羽萱 

 
主題：人物專訪 

 選擇主題原因：訪問一個讓你崇拜敬佩的人(朋友、師長、家人等)，透過訪

問從敬佩的人身上學習經驗，訪談紀錄內容將分為四個部分：選擇的動機、

人物生平簡介、訪問問題和回答的整理與心得。 

 

 訪談員：林曼華 

一、 專訪對象： 

眼鏡旅人 Bison—不要害怕當別人眼中的瘋子 

二、 選擇動機： 

第一次接觸到 Bison 是在大二時系上的一堂講座，當時他提出了一個對眼鏡

業的未來願景及努力目標，真真的吸引了我，大四時則因為一堂眼鏡鑑賞的

課再次遇到他，雖然因課程安排只有短短四次上課時間，但這四次課 Bison

傳遞的不只侷限於眼鏡，而是對生命的態度。 

三、 Bison 生平簡介： 

本名：黃永興 

年齡：1968 年出生(48 歲) 

學歷：文化大學造園景觀學系 

經歷： 25 歲進入珠寶業，擔任業務 

          27 歲自行創業，珠寶代理 

          30 歲投入眼鏡業，擔任股東 

          31 歲成立「尊貴眼鏡」 

          37 歲投資醫美診所，擔任股東 

四、 訪談內容： 

Q1. 你說你 13 歲開始想掌控自己的命運，那請問是受到什麼樣的啟發? 

A1：沒有，我天生就這樣想，我中了基因的樂透，天生就很會唸書，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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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沒錢讓我上私立學校，但我成績很好，老師來我家拜託我去上學，上學

時看著班上二十幾個同學，我就立志當最厲害、最優秀的那一個。 

Q2. 可以分享一下你大學得求學經歷嗎? 

A2：我考上台大，可是我選擇去念文化，但是在文化又碰上台大的老師(笑)，

然後大二就被抓去台大跟研究生、博士生混在一起。然後跨校主隊，到各處

去參賽 PK，辯論賽、城鄉議題公聽會，關心各種社會議題及社會正義。 

我知道我要什麼，所以翹系上不想聽的課，去跨校修課，聽說哪間學校的老

師很厲害，就趕快去旁聽，然後太熱門都沒位置都只能坐在地上，每天都好

充實─趕課、打工、做作業，很拚很拚，我把大學當博士碩士讀完。 

Q3. 為什麼畢業後選擇了珠寶業？ 

A3：那是因為我本身喜歡中國藝術，骨董、冊畫、翡翠、白玉等，研究多

年之後覺得自己應該把西洋的珠寶一起納入我的興趣，慢慢的就成專長，專

長就可以賺很多錢。 

Q4. 是什麼樣的機緣，開始你的眼鏡事業? 

A4：被騙，我本來就非常喜歡眼鏡所以想投資，別人找我合夥，結果對方

完全拿不出錢來，最後就把店丟給我了。 

Q5. 那可以分享一下為什麼這麼喜歡眼鏡嗎? 

A5：因為人們包括我自己有近視，有戴眼鏡的需求，而且我姨丈是做眼鏡

的所以就在眼鏡堆長大，但在台灣找不到有品質、舒服的眼鏡(以前的眼鏡

品質比現在更糟)，會褪色、刮傷皮膚，就決定解決這些問題賣很好很好的

眼鏡。 

Q6. 那有遇過什麼困難想放棄的嗎？ 

A6：從來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限制我，我想要的就突破他就有拉，珠寶、教

書、博士……就只是把不會的變成會的，那如果過不去也沒什麼好丟臉的

阿，轉個彎或是挑戰更高的就好啦！凡事找難的做，太簡單的不想做。那你

一定要有個能力─做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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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可以多說一下關於＂充分的準備＂嗎？ 

A7：努力尋找自己的興趣，懂得思考，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Q8. 為何投身教育? 

A8：接受高等教育就是要學習討論正義、自由、平等、人性，然後哲學、

邏輯、物質世界是什麼？人的心理需求是什麼？社會組織、群眾運動、個體

經濟、社會經濟等等這樣才會有國際競爭力阿！不然只懂技術，其他都不能

跟人家談，這樣國家會強嗎？ 

我一直在鼓勵學生『改變自己』，告訴他們，『你有選擇的』，我做得到表示

你們也做得到，只是以前你們沒有受過啟發，然後你被改變了，請你也去改

變你的下一代，不要只顧自己活下去，懂得＂利他＂讓整個社會往好的方向

走。 

Q9. 談一下對工作賺錢的想法? 

A9：生命很短暫，不是只有工作，要提高賺錢的品質跟效率，然後賺夠用

就好。 

Q10. 給現在年輕人的忠告 

A10：年輕不要怕犯錯，勇敢做自己─站在正義的立場，勇敢說真話，勇敢

挑戰權威，正義不能只停留在想。 

跟成功的人在一起，不是複製他，而是學習他的成功之『道』。 

五、 心得感想：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人物專訪，我覺得我做的不夠好，事前問題準備不

夠深入，沒有 control 好整個節奏、主軸等等，但我很幸運的是遇到很有故

事性很不吝嗇分享的訪談對象，有過這次經驗，我對專訪有了初步認識，雖

然以後不見得可以用到，但多多學習總是好事。 

        Bison 讓我發覺，原來我跟世界這麼脫軌，最基本的思考力都尚待

加強阿，不過後知後覺總比不知不覺來的好一些，既然埋下了一些種子，以

後就要努力使之好好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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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員：洪婉榕 

一、 專訪對象：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張秀慈 助理教授 

二、 選擇動機： 

    張秀慈老師是我碩士的指導老師，老師是都市設計、觀光與都市再生、

開發管制、地方營造、參與方法、空間政策評估領域專業，透過訪談瞭解老

師經歷與經驗，希望從老師過去的研究與職涯經驗學習，作為現在及往後學

習與職涯的經驗參考。 

三、 專訪對象經歷： 

美國羅格斯大學 都市計劃暨公共政策博士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都市計劃碩士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建築暨都市設計碩士 

台灣國立成功大學 建築系學士 

現任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助理教授 (2011.9- 迄今) 

美國綠建築學會綠建築認證鑑定專員 ( LEED AP) (2004-迄今) 

曾任 

美國羅格斯大學都市計畫及公共政策研究所講師 (2009-2010) 

美國羅格斯大學都市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04-2006) 

美國都市計劃協會(APA)會員 (2004-2005) 

美國古蹟保存國家信託基金會會員 (2004-2005) 

美國馬里蘭州房地產經紀人 (2003-2004)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地球科學資訊網絡中心(CIESIN)研究助理 

(2002-2003) 

美國聖路易 Christner, Inc. 專案規劃師 (2000-2001)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基金會研究助理 (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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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問題與內容： 

Q1. 是什麼影響老師讓老師決定選擇從事都市計畫這項專業? 

A1：決定從事都市計畫這項專業不是一開始就決定，是碰到機會就去接觸、

連結，不是刻意安排是隨意的狀態，由於原本是建築背景出身，但本身所關

注偏重都市設計的尺度，像是建築與都市的空間、社會、經濟活動的關係，

而後參加 OURs 舊城區古蹟保存工作坊，啟發對於參與式工作坊的興趣，因

此第一份工作選擇台大城鄉基金會，工作內容主要為參與式規劃設計，規模

小從博覽會大到整體馬祖地區規劃，後來到美國繼續進修，發現美國操作都

市設計尺度規模較大，是以策略規劃方式操作，與台灣的都市設計著重都市

景觀尺度不同，因對於參與式規劃的興趣，以參與古蹟保存區社區發展組織

為碩士論文，參與社區形成發展計畫的過程。之後工作上也碰到較多規劃的

問題像是 programming、財務的問題，因此就轉到都市計畫領域，而會回到

台灣也是因參加系上所舉辦的 iCities 國際研討會由其他老師引薦接觸到鄒

克萬老師而回到成大從事教職。 

整個學習與職涯的過程是從學習過程與實務間滾動式的，以需求為導向、隨

遇而安的類型，重要的是把握各種機會，感覺什麼對自己是重要的，在從事

自己最有興趣的事上讓自己有最多感動的部分，我是社會型性格，較注重關

心人這個區塊，透過社區討論過程所形成的結果雖然不滿意，但參與式規劃

的注重的是公民參與的過程，這是參與式規劃很重要的內涵。 

Q2. 是否有影響老師很深的一句話或事情? 

A2： 

專業養成面向： 

在美國求學時碩士經濟學老師在課堂中讓大家討論”Who is government?”而

在課堂下課的時候他說”Government is us.”，是我們共同形成政府，規劃專業

者協助政府做資源分配，在政治、經濟、社會空間面向，因為過去都是威權

式的統治，以往人民是被動性的期待一個大政府或是一位明君，而社會是一

個系統，包含公、私、民間部門，身為專業規劃者要民眾教育，讓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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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了解政策，以往沒有讓別人理解的專業，讓都市計畫變得可以教育、

讓人瞭解。 

個人生涯面向： 

在從美國回來後的前 3 年，因為台灣跟美國不同的文化衝擊、角色的轉換、

工作量差異與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後來接觸到教育部生涯輔導計畫的契

機，從成大職涯課程的活動中心理輔導師問問題讓老師去反思：「今天早上

是什麼動力讓你起床去工作?」，這個問題也讓我思考許久，後來得出的結論

是：起床工作的動力是小孩，因為如果放棄起床的動力，就放棄了身為小孩

的 ROLE MODEL，與創造未來小孩學習環境，從現在大學這份工作去營造

好的大學學習環境，要韌性去克服生命中的困難，適時彈性改變自己的標準。 

Q3. 在現在的工作中讓老師覺得最有成就感或最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A3：相對於其他工作彈性較大，在教學、服務、研究還是可以選擇自己的

興趣去從事，調整其中的內容，與其他老師聊大學教師工作時聊到這份工作

是”You are being pay for what you like to do”，大學教職這份工作的挑戰是想

辦法把喜歡的事情跟工作連結以及整合，用創意的把工作與興趣連結，運用

參與式活動連結到教學與工作坊中，而教學最有趣是教學場域的經營與學生

反應跟回饋。 

Q4. 做研究時老師會怎麼安排自己的研究過程，如果老師面臨研究的困境時

會怎麼突破? 

A4：因工作的事務時間切割零碎，沒有完整時間研究，會透過多看時間管

理相關書籍或與同事交換經驗。沒有完整時間做研究，因此每天給自己一段

時間作研究，要把時間框下來，這段時間就從事研究相關事情，就算是讀文

章也可以。在研究困境時鑽在研究問題會腸思枯竭，要跳脫問題，透過閱讀

文獻當作休閒，大量閱讀，閱讀後馬上做摘要，養成每天處理研究這件事，

從文獻理論世界去補給養，或是找其他可能性去研究場域看看，先不要膠著

在題目上，可以跟其他人聊情況脫離膠著狀態，或是透過 free writing 寫作方

式，限制寫作時間不要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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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請問老師對於都市計劃專業者認為應該具備什麼條件或要素? 

A5：規劃者的性格社會性要強，跟人群互動溝通，因為服務的對象是人群，

並且對公共議題的關心，都市規劃是 20 世紀初為解決人群聚落的問題而出

現的，像是聚落的萎縮、聚落樣態發散、聚落面臨災害等與人居住環境相關

問題，透過空間手法回應問題，雖然規劃的技術進步但問題意識要清楚瞭

解，是這個專業形成的目的，透過空間回應的專業態度。而另一項是都市計

畫的系統觀，看事情是從整體系統的架構，分配不同位置的專業，未來都市

計畫的專業會讓都市計畫專業者成為跨領域的合作團隊領導人 。 

五、 反思與回饋： 

    這次訪談是我第一次訪談他人，在許多方面都還有很多不足，像是與訪

談者的時間安排、訪談禮貌與問題的設定，但從與訪談者的訪談互動中，能

學習到很多有趣的經驗，瞭解訪談者過去的經歷，學習他人的經驗讓自己也

從中進步，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覺，透過他人所累積的經驗傳授，使自

己在學習的道路上減少跌撞與摸索，也進一步去摸索屬於自己的道路。 

 

 訪談員：陳柔彤 

一、 人物簡介： 

姓名 邱冠霖 

性別 男 

年齡 23 歲 

學校 樹德科技大學生活產品設計系 

興趣 木工、電影 

 

二、 訪問動機： 

    之所以會想訪問這個朋友，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用鋼筆書寫，而他

會製作木桿的鋼筆，也會設計一些不同市面上款式的筆，木頭的質感溫潤，

加上手作專屬的溫度，總讓人愛不釋手。除了鋼筆以外，就讀設計系的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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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作出不同的東西，有些都會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原來也可以靠自己的

力量製作出來，我覺得可以把虛的想法化成實體，這種能力讓我很佩服。而

且我是一個比較踏實、喜歡穩定的人，他則是想像力豐富、天馬行空，喜歡

挑戰新鮮的事物，算和我的性格截然不同，因此選擇他進行訪談。 

三、 訪談問答： 

Q1. 請問您一開始為何會想製作鋼筆？ 

A1：因為剛好在學校有製作原子筆的經驗，而製作鋼筆更有挑戰性，所以

就想試試看。 

Q2.製作鋼筆需要哪些材料？以及如何取得? 

A2：使用原木製作鋼筆需要用到木工車床、質地較硬且紋路漂亮的木條，

及一些鋼筆的金屬零件。由於木工車床是比較高單價的工具，所以在草創初

期木工車床是用木片和馬達自己拼裝起來的，而木頭及其他筆的零件則是透

過現今資訊發達的網路購買。 

Q3.製作原木鋼筆有哪些步驟？ 

A3：首先透過鋼筆零件的規格測量裁切木條長短，再依不同口徑需求使用

鑽床穿洞，套上相對應的套筒後配合軸心安裝在車床上，依照不同的工序使

用不同的車刀，加上大量的耐心和細心，完成鋼筆的造型，再用同等份量的

耐心和細心打磨、拋光，再上過三層塗料，最後組裝起來，就完成一枝鋼筆

了。 

Q4.製作鋼筆的過程中遇到哪些難關，如何克服? 

A4：由於自己組裝的車床精密度不足，需要不斷的校正，加上想要挑戰新

的造型，往往超出現有零件與配件所能支援的範圍，在嘗試過程中失敗是常

有的事情，但因為是自己組裝的機具，遇到這些困難時，反而有很大的空間

去把機具改造成符合特別造型的製造需求。 

Q5.之後打算在這個領域如何精進自己？ 

A5：除了木頭材質以外，也可以結合金屬、環氧樹脂等複合媒材，還有配

合鋼筆使用上的人因工程，設計出相關的周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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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心得： 

    雖然訪問過程中，聽起來好像製作鋼筆的步驟十分分明，不會異常繁

雜，但其實其中仍然需要豐富的經驗，才能減少誤差，有時候製作的時候只

有微小差距，成品的外觀就會有明顯的不完美，就像是生活中有些瑣事，可

能覺得不是很重要就沒有用心處理，但最後反而會有意料之外的影響，因此

我覺得要盡可能仔細去面對每件事。雖然若要創新，必然會在嘗試的過程不

斷的經歷失敗，卻也都會是寶貴的經驗，

可以精進自己的技藝，有時候寬容自己的

失敗，不要畫地自限也是很重要的。 

 

 訪談員：黃羽萱 

一、 人物簡介： 

姓名 黃昱昕 

性別 女 

年齡 21 歲 

學校 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 

優點 
幽默、堅持不懈、處事有原則、在對的時間做

對的事 

座右銘 永不後悔 

 

二、 選擇動機： 

    我的同學與我相處甚久，在大學同班、共事的這三年來，我在他身上學

習到許多的事情。從平時做人、交友應對的心態到處事方面的態度都使我獲

益良多，或許有時候人與人之間難免有爭吵，但是學習如何互相包容是如此

的重要。然而，面子、原則與和睦氣氛究竟該如何去選擇，這都是我在社會

交流上一直去學習嘗試的方向。很感謝我的同學時常當作我的典範，甚至是

包容我，讓我可以明白怎麼待人處事會更圓融、更貼近我的理想，在此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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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做個分享。 

三、 訪談問答： 

Q1.請問您抱持著什麼樣的待人處事精神/原則？ 

A1：通常我都當和事佬，以能夠與人和善相待為主要原則。 

Q2.若遇到不講理的人，該如何與其溝通、共事？ 

A2：若不是很在意的事情，就以對方為主妥協；但若是很重要的事情，會

努力與對方溝通，達到共識為主。 

Q3.朋友之間發生爭吵時，身為共同朋友該如何處理？ 

A3：分別與雙方溝通，試圖理解問題發生的原因，若雙方都有理虧處，便

會試圖讓雙方釐清爭吵原因。但若為一方有明顯錯誤，則會試圖誘導朋友，

讓他發現問題所在，但並不會加入任何一方陣營，擴大問題。 

Q4.對於認為正確的事情，遭到他人批評、抨擊時，會如何維護自己原則、

尊嚴？ 

A4：會先循序漸進的誘導他人，讓他們知道事情的脈絡，並且表達自己的

意見。但若對方無法接受，則會堅守自己的底線與原則，不會妥協。 

Q5.如何去學習包容他人的缺點或不足處？ 

A5：試著以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這件事情，便會發現缺點在有些時候會是優

點，事情有正有反，凡事無絕對之處，人無十全十美，連自己都無法做到，

故不可以如此要求他人。 

四、 心得： 

    從這次的訪談中，我更加認識同學待人處事的原則，很多時候事情並非有

絕對的對與錯、正與反，如果不懂的體貼他人，以同理心待人，便無法從客觀

或是更正向的角度去看待事情或人物。而且和睦的與他人共事是同學的平時相

處之道，以和為貴，但若遇到蠻不講理或是碰觸到底線的狀況時，必須要堅持

自己的想法，原則是做人的根本，人與人相處可以爭論、可以分享討論，但是

必須要有自己的想法原則當作基準，這些不是不能更改，而是需要被守護的重

要道理。這些不同角度的想法都可以供給我們做更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