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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襄理 周承志 

 
 進入職場一年半，算是完成了一個里程碑。這個月正式從台泥的儲備幹部

結訓，晉升襄理。加入台泥以來，參與了大大小小的事務，絕大多數都與所學

無關，過程充滿挑戰及艱辛，每一次的跨功能單位實習，都是管理及本質學能

的提升，也因為過程訓練紮實以及全面，讓日後面臨工作角色轉變時，能以準

備好的心態來面對。 

 必須承認，台泥不是一般土木系畢業的學生會選擇的公司，他不是營造廠、

不是建設公司、更不是工程顧問公司。但是來到這裡之後，我學習如何做國際

貿易、如何安排船期、毛利分析、敏感度分析…等等。又很幸運能在業務部資

深副總身邊學到高階主管該有的智慧以及做事情的態度。還記得退伍前為了選

一個未來發展最好的工作，久久無法入睡。當時誰能料想得到一年後的我會是

負責公司國外業務的主管，同時被賦予台泥混凝土廠擴點計畫順利進行的重責

大任。我想任何工作都是一樣，只要擁有勇於改變及熱情學習的心態，不管決

定走哪條路，一定都能獲得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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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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 林芷暄 

 
   回顧這兩年多的研究所生涯，過程相當充實與忙碌，自從大學決心獨自北

上求學開始，不知不覺就習慣了緊湊的生活步調，慢慢成為更獨立可靠的自己，

但偶然慢下腳步思考這些年來的生活型態，發覺也失去了許多屬於自己的時

間，因此這半年來試著放慢步調，把握時間去學習喜歡的事物，因為未來的時

間也會逐漸被工作所填滿，希望把握青春的尾巴，好好的規劃並為自己做點什

麼，如同近期很喜歡的一句名言：「你為自己做選擇，你才真正擁有生活」，不

斷提勉自己，在生活之中能保持熱情。 

 

  來到北部生活的七個年頭，因課業和實習的規劃總是將生活所填滿，更在

這半年之間深覺陪伴家人的機會少之又少，從前總是久久回家一次，每一次都

感覺辛勞的母親又更有了歲月的痕跡，無數個在車站分別的畫面，總是母親目

送我離開的身影，特別是去年底母親因為急性胰臟炎住院多天，趕回台中與姊

姊輪流看照的那幾日，使我特別反省這些年來所缺少的陪伴，把握機會多多回

家陪伴家人，能夠一家人在家吃頓晚飯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也感謝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之中仍不忘堅持志工課輔的行列，前前後後持

續約三至四年左右的時間，那是使我心裡富足的一段時光，它時常提醒我童年

所缺少的、無論是課業上的幫助或成長過程中的溫暖，也讓我學會給予，希望

自己微小的力量與陪伴，也曾溫暖了他們的童年。 

 

  很鼓勵在學的種子們可以利用課餘時間為需要幫助的孩童盡一點心力，每

個星期撥出幾個小時的時間陪孩子們聊聊天、試著傾聽他們的煩惱、輔助課業，

都能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幫助，而在學期間也是難得且唯一能夠身體力行以這樣

的方式幫助弱勢孩童的時機，陪伴的同時我們也一直在學習，並更懂的飲水思

源的道理，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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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自然世家身心健康教育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專員 張光雄 

 

     時間真的過得飛快，感覺才剛告別已過去的 2016 年，如今 2017 年又即將

進入尾聲。如同自己先前所感嘆，每當發現又是基金會另一期的半年報撰寫時

間，趕緊察看日曆，又再度嘆息時間光陰飛速地如此之快，又到了累積書架上

各期別的半年報厚度的時刻了。這個時候，自己非常喜歡翻閱著先前的半年報，

翻閱著自己與其他希望種子夥伴們，不同時間階段以來的成長過程及生活點

滴，感觸濃厚又深刻。 

同樣的，看看別人，想想自己。這個時候也是停下腳步，慢慢地、細細地回顧

並檢視自己的時刻。在同樣的工作崗位又即將度過另一個年頭，如同自己在先

前的半年報所檢視自己的，有成長也有收獲。仍舊期盼及希望自己，雖然自己

不是「菜鳥」，但也還不到「老鳥」的階段，所以還是繼續勉勵自己，能夠持續

保持謙虛的心態，對人對事抱持海綿的姿態、維持彈性和開放，這點對自己的

要求是不會改變的。 

另外，如同先前自己所反省，關於職場的人際關係，是從今年初以來個人開始

不斷思考的議題。特別無論是對上級前輩也好，或者是新進同仁，甚至是外部

的合作夥伴，該如何地有效進行溝通、彼此交換意見與想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學問，這個部分的議題處理得好，彼此才能進而共同合作達成目標。總結來說，

自己認為每個人在職場上工作多久、擁有多少豐厚資歷，不變的是，我們不會

停止在職場各種人際關係的互動及經營。因此，其實職場上不用別去區分「菜

鳥」和「老鳥」，只有先進與後進之分，大家都是夥伴關係，我們得持續學習磨

練。 

今年下半年，對於自己的家庭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也是另一個階段的轉捩點。

今年暑假，弟弟已從高職畢業、轉換身分變成大學新鮮人，目前就讀「國立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系」，在大學殿堂學習。至於妹妹，則是成為大

學四年級的「老鳥」學生，一晃眼大學生活只剩最後的半年，準備迎接重要的

未來一年，為自己即將踏入職場進行準備。如同之前自己提到，親眼看著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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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身為哥哥，自己覺得非常高興，也非常期盼他們再來能夠快樂地成長

與發展。最後，光雄要再次感謝基金會的幫助，帶給我們家庭正向的關懷與力

量，未來的不同階段，光雄會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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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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心得－新科技與法律 

 

一、 人工智能與法律 

  AI 時代，流程性業務一定會被取代，現在 IBM 法律機器人已入職進律師事

務所，並準備通過紐約州律師考試，面對如此震撼的事實，專業法律人究竟該

如何與機器競爭，是我一直以來十分關切的議題，以往專業是能力的高度保證，

跨領域人以往會落入「樣樣通、樣樣鬆」之譏，但科技的進程改變產業的運作，

對人力資源需求標準也會跟著改變，當 AI 越發進步成熟，越高度專業的東西越

會被取代，不遑律師，另外如會計師、財務分析師、醫師，都將被機器取代，

因為越專業的東西，機器十分鐘內能讀取的資料、文獻、論文，可能是一人一

輩子也無法追上的速度，而機器除記憶、背誦，現在更能理解、吸收、歸納、

自我對弈－即 Machine learning，但這絕不是專業知識者的黃昏，因為一種專業

有一套演算法邏輯，機器無法同時處理多套邏輯，也就是說，跨專業整合，是

人類能勝過機器的優勢，另外機器沒有溫度，一些人與人連結性質強的工作，

須由人類勝任，像是律師有時像社工師，有時又像心理諮商師，要處理當事人

情緒問題，有時當事人根本不在意勝敗，在意的是一個心情爽快度，那麼具溫

度的人類律師，就比機器更能勝任此項工作，悲觀論者看到威脅，樂觀論者看

到機會，AI 技術雖對律師業產生莫大威脅，但威脅的反面就是機會，能夠掌握

上述兩樣優勢，即跨領域整合與人際間連結，那麼律師其實會和機器和平共存，

共屬分工狀態，高度流程化、高度專業性東西由機器處理，複雜的整合性事物

以及牽涉人際關係的工作由人類律師處理，有了機器的協助，人類律師可將時

間與精力花在更高附加價值的業務，提供客戶更完整的服務。 

 

二、 區塊鏈經濟與法律 

（一）總論 

  區塊鏈其實就是加強版互聯網，傳統互聯網做資訊交換，而區塊鏈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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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交換，區塊鏈特色是去中心、分散帳本、公開透明、不可竄改、解決雙花

問題，當各個節點都有一本一樣且不可竄改的帳本時，首先衝擊審計業，查帳

員在對帳時輕鬆許多，因只要透過區塊鏈網絡查帳即可，且網上資料不會有造

假與竄改問題，於此同時如搭配人工智能技術，將能以電腦自動稽核，此時傳

統查帳工作將消失，會計師事務所面臨新挑戰，同時這也大大改變律師執業方

式，由於區塊鏈不可竄改特色，以後將會減少財報不實的問題，強化企業資訊

揭露義務，甚而，以後將有「分報」甚至「秒報」，目前財報是以月、季、年為

單位，然而一些攸關興亡的財務資訊，如在三個月後才能從財報上呈現出來，

此資訊不對稱問題就會誘發企業主道德風險，對於投資人與社會大眾不甚公

平，如財報改用區塊鏈來做，就能即時把重要資訊丟進當前最新帳本內，而不

需會計師隔幾個月簽一次帳、發一次財報，由於區塊鏈不可竄改特性，將省掉

複雜的查帳流程，因此我稱可能會有「分報」或「秒報」，對於律師衝擊也是同

樣大，如果一些主要證據能透過區塊鏈加以存儲，由於不可竄改特性，舉證責

任分配的理論可能會重新建構，而法院認事用法的精準度也會大大提高。 

 

（二）各論－比特幣 

  比特幣暴漲暴跌以及充滿洗錢味道的形象，多少令傳統法律人卻之不恭，

然而我認為，比特幣暴漲暴跌是與國家政策有關，當某國認同比特幣（如日本），

他就暴漲，當某國打擊比特幣（如中國），他就爆跌，誠然，不少投機者以漲跌

為樂，進場做短線套利，而比特幣的匿名性，雖大大開啟洗錢大門，但一切是

因科技進程還未到位，以及政府不了解區塊鏈特性，比特幣雖可匿名，直覺讓

人用來洗錢，但區塊鏈像兩面刃，它同時也有不可竄改特性，光是這個不可竄

改特性，就能在網上帳本查清資金流向，不像實體現金交易反而會有「斷點」

產生，而無法追蹤。 

  也就是說，其實區塊鏈不可竄改特性是大大有利於監管者，但因匿名性問

題，使得無法察知使用者確實 IP，因此許多國家同意比特幣合法性，但是同時

納入「實名制」監管策略，取其利、去其弊，甚而現在一些科技新創公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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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展新技術破譯比特幣上匿名 IP 位置，因此我認為，當科技發展成熟、監管

到位，比特幣就將不再是洗錢工具，反而是監管妙招，因如上述，實體現金有

斷點存在，其實更有洗錢疑慮，而除比特幣外，金融業如能廣泛採用區塊鏈帳

本進行對帳以及同業間資產清結算，將能大大降低法規遵循成本。 

 

（三）各論－智能合約 

  區塊鏈另一功能是智能合約，智能合約就是預先把法律條約設定成程式語

言，而當條件成就，程式能自動執行合約內容，觸發資產交換。舉例來說，我

跟保險公司買飛機航誤險（旅遊不便險），當飛機延誤時，我不需再拿一堆證明

單據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而保險公司後台也不需進行單據審核，因為雙方如

果一開始就把飛機航誤險的條件以程式語言寫入保險契約，此時保險公司區塊

鏈若與航空公司網絡對接，就能清楚知道飛機延誤狀況，因而自動啟動理賠程

序，將帳款直接撥入消費者帳戶中。 

  智能合約的問世使法律服務運作模式大受衝擊，首先是條約與法律該如何

轉成程式語言，需有共同協定以確定標準，再來是傳統合約事前文字有不確定

性與模糊空間，事後解釋因人而異其解釋，因此最後會進入訴訟、仲裁等解決

紛爭程序，以及強制執行。但智能合約事前便將規則定死，將條款先轉化為程

式語言，而程式語言較無模糊空間，重點是條件成就後自動執行，也無從讓當

事人爭執，因此訴訟、仲裁、強制執行程序將大減，因智能合約會自動執行。 

  退步言，即使智能合約仍發生爭議，須進入爭端解決程序，然而區塊鏈「分

佈式帳本」與「不可竄改」特性有助於證據保全，舉保險產業案例為例，當各

個利害關係人手上都有一本帳本記錄交易紀錄與損害經過，那麼想竄改證據，

攻擊單一系統節點是不夠的，假設只竄改某個節點紀錄，例如保戶竄改自己手

上帳本、證據，然而保險公司、保險公證人、協力廠商手上的帳本未被更改，

各帳本只要一進行核對，馬上就露餡，立刻可發現保戶手上資料遭竄改。 

  所謂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證據保全如此困難，以至於實務上權利人

往往求償無門，又或者有律師協助偽證等風紀問題，透過區塊鏈「分佈式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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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可竄改」特性，將大大顛覆現有服務模式，更可促進公平正義、發現真

實與人權保障。 

 

三、 零工經濟與法律 

  由於科技進展，傳統工時制度逐漸遭顛覆，例如平板、電腦、手機、互聯

網革新，使人們下班還需接受雇主指示工作，工作與生活界線漸漸模糊，工時

變得零碎而不完整，平台經濟興起（如 Uber Airbnb），也使許多人有一份正職工

作同時，開始透過這類新商業模式賺取外快，依波特的價值鏈分析模型，企業

應保留自己核心業務，而將非核心業務外包，在網際網路勃興的現代，外包成

本大減，跨國進行知識協作的效率能提高，甚至達到同步狀態，明日的律師一

書中就指出，未來律師業可能將流程性與例行性的法律工作外包到勞力成本較

低的國家，這種種現象，使傳統工時變得破碎，因此催生零工經濟的研究。 

  零工經濟衍生的法律問題即是勞動市場重新界定，例如工時該如何算？休

息時間該如何算？在零工經濟以前，雇主已常將非經常性業務外包，藉以降低

人事成本，此點尚可理解，但更多現象是，明明是經常性業務，雇主卻以承攬

關係掩蓋雇傭關係的法律事實，逃避最低薪資、社會保險、員工福利等成本。 

  資訊科技興起今日，此種現象越演越烈，平台透過其演算能力成為一方企

業，由於其自身定位不明，例如 Uber 它只是中介（適用居間法律）？又或者是

有一定議價能力的包商（適用承攬法律）？又或者根本就是雇主與員工關係（適

用雇傭法律）？新興科技興起，糊模平台定位，使現象變得更嚴重，諸如 Uber、

Amazon、FedEx，都曾有此爭議，站在企業角度，將零工視為外包商，而非自

家員工，當然能節省許多成本，然而卻同時有法規風險，上述企業多被政府開

罰或被法院判決認為違法。 

  如果互聯網進一步發展，進入區塊鏈時代，智能合約背後代表自治與協作，

並無企業主做中心，一名依照智能合約而工作的自由工作者，可能無法受勞動

法保護，在傳統互聯網時代，我們尚可透過法學解釋，認為平台業者（例如 Uber 

Airbnb）對於其夥伴具選任監督關係，而需給與勞動法上保障，但在區塊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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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平台去中心化，屆時將面臨勞動者將找誰尋求保障的困境。 

 

四、 大數據與法律 

  大數據最大的法律問題就是「隱私權」與「所有權」，由於科技進步，資訊

公司能透過各種方式取得我們大量資料，在這個世代，資料就是黃金，具極大

商業價值，甚至可將其轉賣，然而企業常在不經意過程中取得我們資料，或者

以概括授權方式取得同意，並將其作為不合我們原始目的的使用，觸犯隱私權。

另外企業利用我們資料取得極大收益，而我們卻無法從中「分紅」，在法律思維

上，這筆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歸屬極重要，這牽涉企業間是否能自由轉讓資料，

以及我們消費者能否從中取得回饋，根據我的觀點，應重新建構財產權與隱私

權的保障體系，使一般消費者得以選擇保護自己隱私權（例如知名的 google「被

遺忘權」案），或者與企業一同共享資訊帶來的收益，目前立法技術上尚有現實

無法突破的困難，例如使用者人數眾多導致分配收益成本過高，甚至分配成本

本身就超過收益，但透過區塊鏈與智能合約未來發展，由於條件成就能由電腦

自動給付款項，因此我相信未來會讓這些法律安排成為可能。 

 

五、 物聯網與法律 

  當萬物聯網後，法律服務方式也會產生質變，例如物體嵌入法律技術，將

使法律條款插入物體內自動執行，舉例來說，車子聯網後，能透過人類呼氣、

靜脈流感測等方式監測駕駛人身體狀況，如發現有過度疲勞、酒精濃度過高等

問題，就會使車子引擎無法啟動，此時刑法相關條文已無用武之地，或者說，

法條規範意旨直接嵌入到整個社會而無人可撼動。又例如，當建築物興建時就

將消防法規連進建物網絡，當有公安問題時，建物以警報方式自動提出警訊，

甚至透過連網通知產商進行修繕。 

  當物聯網與區塊鏈結合時，例如車子出險，由於先前已綁訂一個智能合約

在保險公司的區塊鏈上，如在結合物聯網技術，車子能自動把受損狀況回傳給

協力修車廠商進行報價，同時將理賠款項透過智能合約直接打進要保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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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便可解決訛詐或虛報理賠金的道德風險，在此時，要保人並無從中介入空

間。電動車興起，刑法與民法也面臨新挑戰，當電動車肇事時究竟肇事主體是

誰，是坐在駕駛座但無任何行為的駕駛人，又或是產品設計公司、車子代工製

造業者，還是協力的 IT 資訊提供商？新科技興起，代表法律人的新挑戰，也代

表著新機會，法律條文究竟要重新解釋，還是體系重新建構，是法律專業人士

即將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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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金岱室內裝修設計 設計助理 黃佳彬 

 
室內設計的迷思──工作心得分享        

 畢業後就在同一家公司服務至今已經一年多，從建築領域聚焦到室內設

計，要學習的，比想像中多，我覺得進入職場後跟大學生活最大的不同，就是

覺得時間變得更珍貴，一天中扣掉工作跟通勤時間（10 小時）、睡眠（8 小時）、

日常瑣事（2 小時），結果一天只剩下 4 小時可以自由利用，學生時期最該珍惜

那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更不用說寒暑假了，若有機會旅行應多把握，工作

後想要請假出國或是休息，都還要精心細算連假的時間、自己有多少特休，以

前常聽別人說當學生是最幸福的，現在真的深刻體會。 

 

  我從事的室內設計都是住家這類型的案場，一年內也累積了不少經驗，未

來大家可能家裡都有裝修的需求，在此特別分享一些在跟業主討論時，他們對

於室內設計的迷思給大家參考。室內設計功力的累積，除了不斷學習新的工法，

更重要的是經驗的累積，畢竟許多材料、工法的應用都是要實驗後，藉由時間

與使用者的雙重考驗才真正知道其效果，我們常常遇到很多業主因為看了網路

上的資訊、自己「做功課」，而特別指定某些材料與施工方法，但其實很多網路

上的資訊可能是「舊的」或是不正確的，因為工法跟材料都是不斷更新的，也

可能因為地區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像是山區多雨潮溼，我們在設計上就會

盡量避免使用某些材質，以免反潮或因水氣太多而減少使用年限。 

     迷思一：建材都要符合「綠建材」最高標準？！ 

  木材大概是裝修中所有材料使用最多的一部分（包含系統櫃板材），許多人

意識到健康問題，會想採用低甲醛的木材，台灣目前依據建材的 TVOC(總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跟甲醛逸散速度將健康綠建材分成 E1、E2、E3 三個等級，E1 等

級的建材，逸散的有害物質最少，因此許多業主指名都要使用 E1 的建材，但以

木材為例，低甲醛固然對人體比較無害，但相對的，對「害蟲」也少了殺傷力，

低甲醛的木材在台灣這種潮溼悶熱的氣候環境，可能容易滋生白蟻、蛀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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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因為台灣氣候的特殊性，而造成材料上應有不同的考量，在這樣的難題下，

我們會偏向折衷調整不同等級建材的比例，來達到屋主健康跟建材壽命的兩全。 

  迷思二：選名設計師就對了？！ 

  偶爾，我們會碰上一些業主因為「退件」上一個設計師而找上我們重新規

劃設計，大部分的人認識一位設計師是靠廣告，越是知名的設計師，業務量也

越大，很多時候，該「設計總監」只會在前面幾次討論時露個面，簽約後則會

交由旗下的「設計師」或是「設計助理」來進行，簡單來說，如果你家不太幸

運被交給了一位菜鳥負責（畢竟這行太需要經驗了！），有些工程只要順序安排

不當，就會衍生一堆問題需要收尾，事小，只是美觀上的問題，事大，則會出

現衣櫃門打不開這種蠢問題。因此選擇設計師時，不應只是挑選知名設計師，

最好能由經驗老到的設計師由設計到監工全程負責，畢竟，網路跟電視上的廣

告，也都是設計師花錢買的呀！ 

  迷思三：設計師你搭配就好？！ 

  住家的設計，簡單在空間跟動線單純，難在所有小細節都因為每個使用者

的生活習慣有所不同而需要調整，這也正是室內設計的價值所在。常常很多業

主因為不了解自己的需求而全權交給我們搭配與規劃，過程中雖然接受，但等

到我們施工完成，他們走進空間中實際體會，才發現設計跟他們腦海中的想像

有差別，建議大家未來若有機會設計自己的家，應充分跟設計師溝通，包括生

活的習慣都可以提供給設計師參考，例如有位業主因為覺得桌面的插座礙腳，

就特別要求我們將插座高度調高到 40 公分（標準是 30 公分），或是習慣左手拿

吹風機吹頭髮，我們就可能會將浴室內檯面的插座設置在左手邊，這種小細節

平常可能不會注意到，但卻會讓使用者的生活更加方便，這些都是需要事先溝

通才能達成的。業主不應該一味接受設計師的所有建議，當然相對的，我們在

規劃設計時，也會因為材料的選擇、預算考量等等因素而在業主所有要求中做

出 CP 值最高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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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UMTec Limited 澳大創科有限公司 博士後研究員 謝旭昇 
 

 這半年中前期的時間，主要投入在博士論文的寫作，以及進行後續的論文

內容投稿、修改等作業。同時，也籌備並完成了博士論文的公聽會（博士論文

口試），完成之博士論文名稱如下： 

 Hsieh, H. S. (2017). Roles of action planning and coping planning for travel 

behavior chan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t. of Urban Management, Kyoto 

University. 

 於九月下旬取得京都大學博士學位後，返台於交通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工

作（Offer by UMTec Limited），從事澳門的步行研究計畫。該研究計畫的主要

目的，在於促進居民和觀光客的中短途旅次，從搭乘巴士轉變為使用步行。因

此，必須先著眼於居民和觀光客的特性，探討哪些社會經濟特徵會影響人們的

步行選擇。同時，也必須調查客觀的步行環境因子，釐清該些因子對步行意願

的影響性。透過這樣的分析，就能知道如何展開步行的促進方案。 

 另外，在生活方面，仍是積極於散文和現代詩的寫作，若干作品發表於香

港的文學雜誌《字花》、台灣的報紙《人間福報副刊》，以及其他台灣的幾份

詩刊中。寫作對我而言，是和現實世界進行的對抗，是在起伏不定的環境變動

中的頡頏。 

 雖然博士班的旅程結束了，但結束是另一道旅途的起點，我還會繼續去認

識這個偌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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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School of Social Work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社會工作博士班 五年級 陳昱志 

 

   博士班五年級學期一開始，忙碌已經成為身體的一部分。除了研究發表外，

便是教學與學習更多新知識。 

研究 

  這個學期我開始了幾個新的研究，主要都是有關老年人的相關研究。謝謝

基金會的幫忙，能夠讓我專心地做研究。我這學期一共產出了四份研究，目前

已經完成並投稿到國際期刊與研討會上，這些研究包含的主題如下： 

老年活動對晚年健康的長期性影響？ 

  這份研究是我和麻州的 Simons College 與南韓的仁川國立大學的社工學院

的教師，以及我的指導教授所發表的一份有關於老年活動對於健康的影響。過

去的文獻指出老年人參與活動似乎對於健康有正向的影響。證據指出老年人若

投入活動能夠有效的增進心理健康（如較少的憂鬱、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較好

的自評健康）與生理健康（如握力增強、跌倒次數減少、認知功能退化的速度

減緩），甚至也能夠降低死亡率。然而，我們的研究團隊認為不是活動帶來這些

健康的效益，而是活動的本質才是關鍵。如果活動本身能夠帶來生理、認知與

社會的價值，那們這些活動才對健康有益。舉例，看電視是一個休閒活動，但

卻對健康沒有什麼幫助，其中的原因是看電視並沒有帶來對生理、認知或社會

功能的增進。然而，讀書或者是參與志願服務很有可能會有助益。然而，如果

要一個個評估這些活動的效益實在是繁瑣，況且人在參與活動時不是只有參與

一個活動，乃是可能參加多個活動（如看書、運動或參與志願服務）。我們的研

究採用美國最具代表性的退休與健康調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透過

統計分析用 33 個活動找出 5 個活動的群體（正、負向活動參與），並在生理、

認知與社會功能上找出 3 個活動本質的群體。我們的研究發現正向的活動參與

對自評健康、憂鬱與認知功能有所影響，而且這樣的關係會被活動本質所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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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活動會先影響活動的本質，而活動本質再去影響健康。我們的研究增進了

目前對於老年活動知識的了解，並呼籲活動應該重質而不重量，這份研究目前

正在審稿中，而我將於明年一月自美國華府的社會工作研究學會（Society for 

Social Work Research, SSWR；全美有 4,000 人參加）口頭報告這份研究。 

什麼因素解釋老年人的自雇與創業的傾向？ 

  隨著個人平均餘命的增加，老年經濟安全成為一個重要考量。除了自己的

儲蓄與退休金外，美國目前的風潮是老年人選擇延後退休（美國沒有強制退休

年齡，但只要滿 65 歲便可以請領社會安全金），或者變成自雇者或選擇創業。

鑒於目前的研究對於老年就業的實證研究很少，特別是調查對於老年就業的「興

趣與傾向」付之闕如，我與我的學弟便採用一個美國提倡老年就業基金會的資

料庫 Encore survey（具有美國人口代表性）進行調查，以了解什麼樣的因素與

老年就業的興趣有關。我們的研究發現：男性、年齡較年輕、非裔、有自雇經

驗者、學歷較高者、有親友的協助、以及個人資本能夠解釋創業的態度，我們

因此針對這些因素提出建議，以供未來市場能夠設計相關方案來協助老人年進

行就業或創業。這份研究目前正在審稿中，而研究將會在 SSWR 呈現。 

失能老人的環境與心理健康的關聯？ 

 隨著年齡的提高，失能人口的比例也逐漸上升。許多研究指出失能老人的心

理健康普遍都很低落，然而，是否有因素能夠正向的影響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

呢？這個研究採用來自臺灣科技部所贊助的一個研究的資料庫，透過蒐集全臺

灣失能機構老人的問卷調查，探討促進失能老人心理健康的因素。我們的研究

發現：機構的物理與社會環境能夠正向的影響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與降低憂

鬱。此外，我們的研究更發現機構的環境會先影響老年人的活動參與，進而再

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我們的研究發現了失能老人參與機構活動的重要性，而

且機構的環境能夠正向影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這份研究採用來自臺灣的資

料，增添了目前的研究知識（大多來自美國與歐洲）。目前這份研究正在審稿中。 

青少年的犯罪行為與什麼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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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與我研究兒童福利的學弟使用臺灣衛生福利部所蒐集的一個大型資

料庫－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來探討青少年的犯罪行為與其相關因素。由

於目前有關青少年犯罪行為的研究大多來自美國，而華人地區的研究（如中國

與香港）的研究群體大多屬於小樣本與便利抽樣，缺少來自國家代表性的資料，

因此我與學弟變使用這個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來進行分

析。我們使用 6 個符合臺灣少年事件處理法的犯罪與虞犯行為（逃家、翹課、

用藥、鬥毆、參與幫派等）使用統計分析來找出犯罪的群體，結果發現在這個

臺灣的樣本中可以找出兩個犯罪群體（高犯罪與低犯罪）。我們的研究進一步發

現與犯罪群體有關的因素有：與父、母親依附關係、自我信念，以及與社區的

互動等，目前正在審稿中，而我也將於明年一月自美國華府的 SSWR 口頭報告

這份研究。 

研究與教學的訓練 

  原本預計於今年答辯的博士論文計畫書，被諸多的因素影響導致論文答辯

必須要往後延遲。今年除了發表四篇研究論文外，也參與了系上教師所發起的

一個比較東亞四國有關高齡社會活動的研究案，其中韓國老師將會負責韓國的

資料庫（Korea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ing, KLoSA）、我將負責兩個華人的資料

庫，分別是中國的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與臺灣的中老

年身心狀況調查，日本學弟則是負責 Japanese Study of Aging and Retirement。我

們希望能夠透過比較在這四個國家的高齡社會活動來找出異同，並希望能夠在

美國老年學會（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辦一場東亞高齡社會活動

參與的論壇，來吸引來自亞洲與美國的研究者。此外，我也開始分析韓國的高

齡資料庫 KLoSA，採用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探討社會活動對於韓國老

年人健康的軌跡變化，希望在明年能夠把分析結果做完並發表。 

 在今年 8 月至 12 月時，我擔任了博士班統計課程存活分析（Survival analysis）

的教學助理，負責上了兩堂課；而同時我的指導教授也希望我能夠在 2018 年春

季時能夠教一門系上開給碩士班研究老人福利服務的課（Aging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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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並希望我能夠重新發展課程大綱與課程內容。也因此我與我的日本學

弟便著手開始變更課程大綱，並將於明年春季班合授這門課。 

統計訓練 

 今年暑假我很幸運的能夠參與兩個統計工作坊，來加強我的統計知識。我首

先前往的工作坊是由 Statistical Horizons 於費城天普大學所辦理的兩天統計工作

坊，學習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除了能夠享受費城的風光與品嘗中國城

的美食（費城中國城在美國遠近馳名），這個統計技術也與我的博士論文與研究

息息相關。在短暫回到聖路易後，我又隨即啟程至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參加

StatsCamp 所辦理的五天統計工作坊，學習 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ing。阿布

奎基的天氣十分炎熱，溫度即便到了下午五點還是有 35 度；好在濕度很低，但

缺點就是需要時時喝水以免脫水。這兩個統計技術將對我的論文與研究有極大

助益！ 

結語 

  這個學期主要的任務，除了開發先研究外，也開始負擔更多的教課任務以

及學習更多的統計方法。很謝謝華固教育基金會的協助，支持我的研究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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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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鍾佳雯 

 
    從六月中取得 DNAP 造型藝術文憑。過文憑前閱讀、不斷前後撰寫論文和

介紹作品。之後就先在馬賽隨著同學在推拿按摩業打工一個月，一邊讓自己的

頭腦休息一下。一邊打工賺錢。在打工時，老闆就以實際推拿按摩，像手勢、

姿勢來進行技術傳承。當然中間省去跟我們解釋醫學原理。不過想來也沒時間

去理解這麼複雜的原理。就是看看中文書，記記哪個穴道推起來舒服就好。在

推拿的空閒時間拿著速寫本畫畫各種人體姿勢。這是一家中國人開的店，覺得

營業起來非常辛苦。客人並不是很多，常常是在店裡等客人。顧客居多為女性

上班族或老人。雖然薪水不高，但學學按摩的技術，之後可以幫爸媽按摩。店

裡沒客人時可以自己為自己敷熱石、減緩自己坐太久腰痛的狀況。 

 

打工剩餘時間，就是不斷投履歷去比利時的美術館和藝廊，希望可以去比利時

短期實習四個月。我們四年級上學期，有四種選擇。第一是交換學生，第二交

換實習，第三個人旅行，第四留在學校學習，但必須在法國有實習經驗。其中

前三項因出國不在法國，有獎學金的補助。雖然不是很多，但是學校的用意在

於讓學生可以有移動學習的經驗。當時是想以法語區的國家為主，不要離法國

太遠，因為已經是外國學生。考慮城市經濟水平，比利時物價比瑞士低。後來

就選定比利時，以布魯塞爾為第一志願城市。但在投履歷的過程並不是很順利。

比利時是個雙語區的國家，以法語和尼德蘭語為官方語言。其中北部的安特衛

普及其周邊城市是講尼德蘭語居多。南部布魯塞爾及其周邊城市是講法語為

主。英文是針對非法語和尼德蘭語的外國人。所以以中文為母語，法文、英文

也只有 B2 水平的我。也許不是他們很理想的招募實習者。後來在八月底陸續有

安特衛普當代藝術博物館、布魯塞爾的 le botanique 美術館和兩家藝廊接受電話

面試，並洽談實習相關事宜。安特衛普當代藝術館實習津貼稍微多一點。但我

後來選擇一周實習三天的布魯塞爾小藝廊。並同時在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旁

聽課程。畢竟目前大方向還是以創作、學習為主。回馬賽有學習成果發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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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星期實習五天。可能沒有什麼時間去準備個人創作的部分。 

 

確定實習後在九月中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開始四個月半交換實習新的生活。實

習的藝廊為 Galerie E2-Sterput，是一家以展覽、編輯、演唱會、唱片為主複合式

藝廊。我投入展覽、編輯的部分。其中展覽是以插畫或平面繪畫為主，每兩個

月策劃一個展覽，邀請當地或法國的藝術家。這個藝廊為新興藝廊，只創辦一

年多，創辦的一群人包含法國和比利時熱愛藝術的人。營收的部分，有來自政

府補助、舉辦活動時酒吧所賣的飲品、賣藝術品賣書教學工作坊等。不含人事

支出，因多半為自願者。目前還是滿辛苦的營業。我在這間藝廊工作，主要是

協助撰寫年度報告書、部分展覽卡、海報設計，製作手工書、拍攝書籍外觀照

放在網站上、藝廊的營業值班等。在這間藝廊比較是把學校學到的知識、技術

有付出行動。也因為在這個藝廊環境，也可以有機會實際接觸地方藝術家、互

相交流。 

 

雖然以實習的身分來到布魯塞爾，但時間分成兩半，一半的時間在布魯塞爾皇

家藝術學院選了五堂課，有關建築的 Art et Architecture ，關於西方美術和歷史

Narrativité image，藝術哲學 philo de l’art，藝術家權利 droit des artistes，聲音工

作坊 module sonore。 

 

Art et Architecture 是一堂建築通史。主要是以比利時的建築為主，也談及世界各

處的建築。特別值得一提，老師也提到了台灣的建築， le Jade Eco Park 台中水

湳經貿園區「清翠園」，這是一件瑞士建築師菲利普·拉姆（Philippe Rahm）的作

品，其作法採取生態建築。符合台灣的氣象和氣候。不過後來看了台灣的新聞，

2014 年底林佳龍市長上任後，對這個計畫有很大的改變。目前也不確定最後執

行的會不會跟原來的計畫一樣。當時選這堂課是因為自己三年級過文憑提到內

外空間的概念。所以想了解建築史，可以幫助我去說明建築背後故事。 

 

在 Narrativité image 這堂課中，我們閱讀兩本書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和 peu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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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larmes, peuples en armes，一些文章 Joséphine la cantatrice ou le peuple des souris, 

les suivantes 和 le portrait du roi。這是一堂探討如何去撰寫歷史還有從畫面中分

析歷史。其中還特別談到兩張鏡子在畫面中的委拉斯蓋茲(Diego Velazquez) 侍

女(Las Meninas)和安東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阿諾菲尼的婚禮(Les 

Époux Arnolfini)。這兩張畫時常被美學家或歷史學家拿來探討。但可能是研究領

域或是西方的歷史收集資料的方法比起之前在師大所聽到的更加完整、深入。

我特別喜歡這堂課以十個學生上下的人數，以研討會的形式去進行每一次的課

程。每堂上課都必須要發表自己的想法或意見，進行交流。而不是只是老師講

或大部份老師講。所以說每堂上課之前必須有所預習。記得一開始還沒進入狀

況，第一次講的時候一蹋糊塗。之後每一堂課都戰戰兢兢。課程時間為每個星

期一，於是每個星期日就有所謂 « 藍色星期日 »，偶爾也會很沮喪，學這些這麼

學術的東西，又沒辦法直接賺很多錢。但一直到今天我總算還是撐過來。也覺

得在讀懂的當下是十分喜悅的事，趁這個聖誕節假期，也準備寫出一個小型報

告，總結這一學期非常學術的課程。我想以其中他課堂談到關於 « 死亡 »的概

念。米薛樂得沙多(Michel de certeau)在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一書提到西方和東

方在詮釋死亡是有所不同，西方會把死亡作為一個點，前後分兩個時期。而東

方，他舉了印度這個國家為例子，印度是一個佛教起源的重要國家，而佛教是

比較偏哲學的宗教。印度所謂死亡，是不斷巡迴，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比較

多是過去和現在不斷地融合進行式，亦稱有機體。因為自己是佛教徒，所以覺

得他提到有 « 輪迴 »的概念。目前因為還沒有寫完所以先提到這裡。 

 

再來是藝術哲學 philo de l’art 的課。這堂課的授課老師是一位日本人，所以他講

的法文特別緩慢。因此特別多非法語為母語的學生選修。這堂課比較談論藝術

家與藝術家和作品的關係。也談了許多世界上的重要展覽。像是今年的卡賽爾

文件展。老師也親自帶我們去看比利時魯汶拉內魯(Louvain-la-Neuve)第九屆當

代藝術雙年展(Biennale 9)，世界上越來越多雙年展。這是一個比較屬於地區性

的雙年展。他的主題是哦美好的日子! (OH LES BEAUX JOURS ! )，副標在這座



24 

城市尋求可用的美學工具(pour une esthétique des moyens disponibles)。展場特別

選在魯汶拉內魯，這是一座新興建立給學生的城市。當年 1967 年左右，魯汶

(Louvain)爆發尼德蘭語和法語的政治和社區危機，後來講法語的民眾遷往魯汶

拉內魯，重建一所天主教魯汶大學。因為是座學生城市，所以很多道路都是行

人徒步、禁止汽機車。作品多為雕塑、裝置等。多在戶外，所以還須面對氣候

的考驗。 

 

藝術家權利 droit des artistes 這堂課，學校請了一位律師來兼課。他主要是講述

與藝廊合作的合約，實際新聞案件，比利時藝術家納稅制度等。馬賽美院安排

下學期有類似課程。我覺得這堂課很實際。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聲音工作坊 module sonore。來到布魯塞爾並沒有帶很多繪畫用具過來。所以我

選擇以水彩、簽字筆、照片、錄音、錄影紀錄這布魯塞爾的創作。因此在學校

選了一個聲音工作坊。這個媒材對我來說很陌生。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創作媒材。

我們以小組的形式呈現。我們這一組是希望以生活中的聲音去組織變化不同聲

音，試圖表達一種困惑或迷失方向的狀態。這個聲音裝置結合空間。邀請觀者

在密閉的黑暗空間坐著去仔細聆聽，四個角落聲音的變化。 

 

而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又是比較偏學術，所以課程的時間比較緊湊。當時和繪

畫工作室的老師討論，她問我法國的當代藝術期待什麼。我覺得是比較偏哲學、

觀念藝術。雖然技術可能沒有台灣或比利時來的紮實。但他們所強調的觀念、

裝置藝術。光是口述或文字表達就已經是一件藝術作品或藝術計畫。如果有很

好的技術，自己執行是可以節省很多成本。不然技術也可以外包給專門做技術

的技師。所以我覺得還是必須不斷充實自己哲學的部分。也因為語言的關係可

以讀到很多法文第一手哲學，而不是翻譯後的哲學。而在台灣學得技術從未放

棄。 

 

結語，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度過短暫的交換實習生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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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整體節奏比較可以看到許多當代的展和接受新資訊。但花費還是比在馬賽偏

高，基於現實的考量，我還是在馬賽唸完最高文憑，之後自己工作比較實在。 

 

 

  
為羅盤針撰寫明斯特雕塑展藝文稿。小型三人聯展在法國 Eyguières。 
 

 
成果報告書。星期六藝廊工作坊。藝廊設計酷卡。 
 

 
十一月新展佈展。台中水湳經貿園區「清翠園」想像圖。 
 

 
Biennale 9-OH LES BEAUX JOURS 雙年展 。與同學一起讀哲學。聲音工作坊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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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比利時當天，朋友送行。歲末聖誕大餐。雙十國慶台灣留比學生聚會。 
 

 
學校聖誕節活動。25 歲生日在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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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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班 一年級 陳柔彤 

 

  這個學期是進入研究所後的第一個學期，雖然是留在本來的學校，但是是

和以新同學為主體的同儕們相處，即使之前有先修過碩班的課程，感覺還是蠻

不一樣。大學階段，因為高中所學和大學的課程仍然有一段落差，所以即便來

自不同高中，實際上也沒什麼影響，相反地，現在跟來自不同大學的同學一起

上課、做報告，有些專班的同學甚至已經有工作經驗，就算大家修過名稱相同

的必修課，著重的面向和內容可能也大相逕庭，遑論本來就念不同科系，同一

件事情或目標，因為彼此的背景知識和認知不同，在溝通上就需要多花一點時

間，才能了解彼此想要表達的，但也因此可以有從不同角度思考事情的機會，

以及可以發現自己在一個學科的不足，像是以推甄的方式入學，雖然可以省下

準備學科筆試的時間，卻也會發現比起考試入學的同學，具備的背景知識有一

段落差，因為很多時候，學校課程時間有限，只能講授至為關鍵的部分，這時

候就會反映出以考試入學的同學，待在補習班所付出的那些心力了，也會看出

過去自己沒有積極從各種管道多汲取專業知識的惡果，看著其他同學各方面的

專長，更是時常覺得十分佩服，同時也恐慌自己會追不上別人的腳步，是督促

自己很好的動力。 

 另外，由於大家各自對未來有不同的藍圖，在課程規畫及時間分配上也有很

大的差異，要像過去那樣，湊出一整個禮拜，共同努力完成一個作業或報告，

幾乎不太可能，所以效率及任務的分配就變得更重要，過去也許有更多的時間，

去摸索怎麼完成一份作業，可以從不斷嘗試、不斷失敗的過程中推進進度，但

現在若以同樣的方式，只會拖延到每個人其他事項的安排，討論之前，事先的

準備工作跟對作業的了解程度，就會顯現在大家湊出時間討論時的效率，而且

以前如果不太知道怎麼著手，可以在討論的時候提出，現在則是傾向自己要事

先想辦法釐清，每個人要有獨立作業的能力，一開始覺得有一點挑戰性，後來

發現其實自己能做到的比想像中的還多很多，所以不應該太依賴組員，而限制

了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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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時間的分配上，除了以正確的方法做事情，以增進效率外，也要懂得適當

拒絕不恰當的請求，很多時候，會被所謂的人情束縛，因而只能選擇接受一些

不合理的事情，但其實除了被動承擔不必要的責任外，學習拒絕也是一個很重

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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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四年級 柯潔璘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在台南大億麗緻酒店－共同市場歐亞自助

餐廳的工作，剛滿兩個月。在上回半年報中，我提及自己要在暑假考到中餐丙

級證照以及在開學後開始找餐飲/飯店業打工的機會，這兩件事目前為止都有做

到了；前兩周，我也剛考到了汽車駕照，在今年結束以前，算是對自己有個交

代。 

從開始在104上投履歷到接到大億的面試通知，接著進去工作的這兩個月，我覺

得都是很愉快的過程。我剛進去的時候，有些廚師不知道我的背景所以問我，

我是不是主廚或副主廚學校的學生?(主廚和副主廚他們現在有在台南有餐飲系

的學校兼課，一個是南台科技大學的樣子，另一個我不是很清楚)，我說不是，

我是自己應徵來的。有些人卻好像知道我現在是成大的學生，所以很好奇問我

為什麼會想來這邊打工？我永遠記得我上班的第一天，人生地不熟，第一餐飲/

飯店業這對我過去完全是陌生的領域，第二，我也完全沒有認識的人在這邊工

作，現在想想，自己也是蠻大膽的，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就這樣闖進

去。言歸正傳，上班第一天，要進廚房都必須換全套的廚師服，全套總共六個

配件，上衣、褲子、半身圍裙、領巾、帽子和個人隨身餐巾(抹布)，這些我完全

沒穿過，其中就是那個領巾要打領結我不會打，幸好在進去廚房前在辦公室遇

到當初面試我的主廚，是他教我怎麼打領結的，還有，個人隨身餐巾(抹布)要夾

在腰際右側，夾在半身圍裙和上衣之間。第一天上班是星期六，早上十點到， 

我被分配到日本料理台的小菜區，負責帶我的廚師姐姐教我包了手卷，然後，

中午開餐時，就讓我直接面對客人，客人點什麼手卷，我就包給他們。當然還

有教我要補小菜等的工作，日式小菜，有鹽滷香魚、醃的梅子、醋飲、玉子燒、

蛋豆腐、黑豆、小章魚、山藥等等；然後當天大概中午快一點，午晚班的領班

突然到日料區叫我，要我去幫忙顧一下水果果汁吧，然後他就教我怎麼打果汁

和顧水果餐檯。對我而言很新鮮，第一天上班、在一個餐期裡(午班)，就讓我 

到兩個地方學習，在我看來也覺得他們很大膽，居然願意把這些責任交給才第 



30 

一天上班的妹妹，我，哈哈XD。第一天上班真的蠻精采的，下班後，覺得身心

都很充實，一天之內學到好多東西、也開了眼界。 

因為我這學期只剩下周一和周二學校有課，基本上周三到周日都是可以工作

的，但周日我通常也會讓自己休息一天，不過周日早上通常都是飯店最忙的時

候(因為假日住房都會集中在周六晚上，所以周日早上吃早餐的人就很多)，所以

好像可以說蠻偶爾，周日早上還是會去上班。其實不論平、假日的早餐時間通

常都是飯店自助餐廳最缺人的時候，因為只要前一晚有住房，隔天早上基本上

都會下來吃早餐，所以我大多都排早班，就是遇到假日，有時候才會再多排午

班或晚班。目前上班兩個月，早、午、晚三個時段的所有餐區我幾乎都輪過了，

順便說一下，所有餐區包括廚房裡面：冷廚、熱廚、外面餐檯：鐵板、日料、

水果果汁、湯區總共六大區域。每個地方在不同時段會有不一樣的設置，不過

大部分區域午晚餐的內容會比較類似，總之都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地方，我目前

也還在努力學習、吸收中，很有趣。 

此外， 我覺得那邊的廚師都對我蠻好的，雖然我完全沒餐飲業/科系的背景，他

們也都很願意教我，我能做的，就是要求自己師傅教的，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吸

收、學會，才能真正幫到他們。在這裡工作，也讓我見識到了餐飲業的辛苦，

我們是PT，工作量其實已經比正職少很多，正職的工作時間更長、工作內容更

繁雜，每天在開餐忙碌期結束後，還要趕快備下一餐期或是明天的料，最後還

要打掃後才下班，他們的辛苦，我都看在眼裡，所以每當自己覺得工作累的時

候，想到他們，就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喊累、說自己做不到。 

現在算是一腳跨進餐飲業這個行業了，開始上班後，也覺得生活比較有了重心，

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心情真的會比較愉快。但是，但是……經過了這兩個月，

心裡有股聲音，總覺得應該不只這樣，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多，也想學得再快一

些，一些前輩PT同事也跟我提起要不要也去台南別家飯店PT看看的想法……我

會好好考慮看看。 

這次就先分享到這裡吧，有些現在還說不上來的感覺讓我再沉澱一下。期待自

己之後也能有更多新的、好玩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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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一組 小組報告                                             

謝旭昇、陳昱志、鍾佳雯、陳柔彤、柯潔璘 

 

主題：自我與社會關係探索 
 

前言 

「自我」本身就是值得探討的一件事；例如，所謂的「自我」是真的存在，

還是一種幻覺。試想一人在出生後即待在一房間，且不給予其「他者」的相關

概念，那麼，「自我」的概念是否仍可以形成？或者退一步說：是否可以接近我

們現有的對「自我」的認識？這是很難的。因此，「自我」一定程度上，是從「他

者」的深淵孕育而生的。所以沙特說過：「他者即地獄」；我們無時無刻意識到

那無數觀看自我的眼睛。因此，在「自我與社會關係探索」的主題下，本組將

書寫自我的形塑過程或者受社會影響下的自我的一個側面，從而從其中揭示自

己和社會的關係。 

 

一、我的國籍是世界（鍾佳雯） 

這陣子國際上一直很熱門的新聞-加泰隆尼亞獨立西班牙，後來推動獨立運

動的普吉德蒙等加泰隆尼亞政治領袖前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這學期剛好我

在比利時實習，恰巧在 2017 年 12 月 7 日，加泰隆尼亞人民在布魯塞爾示威遊

行。雖然沒有真正到現場參加遊行，但生活中處處有加泰隆尼亞人民的身影。

走在街上就有一些人拿著國旗、披著國旗或講著加泰隆尼亞語。再加上室友是

來自馬德里的西班牙人。我對西班牙的文化、政治開始有些興趣，也與他談論

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問題。 

 

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有各自的語言、文化。隨著政治與資源分配不平等等各

種分歧。加泰隆尼亞經過多年努力，訴求獨立。終於在公民投票過多數決，自

行單方面在 2017 年 10 月 27 日宣布獨立，結果遭到大部分的國家不承認、不表

態、中立的窘境。西班牙反對加泰隆尼亞的獨立，並指出他們是違憲違法的獨



32 

立行為。歐盟等其他國家都不會承認或干涉這件事，因為這是屬於西班牙內政

的問題。所以加泰隆尼亞想獨立，最主要還是與西班牙政府溝通、修憲，使整

個獨立程序合法化。目前兩方也同意進行對話，而非以武力解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反思台灣與中國的問題。正如思想家 Roland 

Barthes 在如何一起生活(Comment vivre ensemble)的演講中所提到我們在尋求一

個適當的生活距離(on va trouver la distance critique pour produire une crise)，當我

們以身為台灣人的身分去探討中國和台灣的問題，本身就不夠客觀。現在我們

身為第三方旁觀者去審視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的情形。因為適當的距離，把主

觀的情感分離，我們可以更客觀地去看待這件事。這兩件事非相同或類比，但

可以從中引以為借鏡。 

 

長期以來的台灣與中國一直存在主權獨立的紛爭。這是一個歷史與政治所遺

留下來的問題。西元 1949 年中華民國國民黨撤退來台的人亦稱外省人，還有部

分外省人的後裔，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他們心中的中國是一個已

經滅亡且不存在的國家，也就是中華民國。他們將這份對已亡故國家的認同和

情感強制推行在台灣人身上，導致到今天台灣仍有相當嚴重的身分認同衝突。

如果說這一個時間點當時可以很明確的界定，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也就

是放棄中華民國這個名字和反攻大陸的想法。現在台灣的主權是比較不會模

糊。也許改稱台灣國。但我們現在沿用中華民國 ROC 的國名。也因此中華民國

是台灣的合法性。只是提到中華民國就會提到孫中山國父建國，而孫中山同樣

也是中國的國父。所以中國會有認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一直試圖以歷史提到

根源相同。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傾向介紹我自己是台灣人，或者那個不包含中國

的中華民國。另外在未來，台灣和中國是難以統一。經由族群不斷融合在台灣

出生的新生代，我們或我們之後。是台灣人。隨著經濟起飛到人力成本高昂，

有許多外籍勞工和外籍新娘的移入，他們的後代我們稱 ‘新住民’。而這些人更

不會對中國有什麼國家認同。所以於情於理，台灣確實都沒辦法是中國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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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台灣對內已經是一個國家，有自己的憲法、政權、軍隊、語言文化等。並

且從未被中國也就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過。唯獨缺乏對外的主權認同。而

主權認同也就是台灣真正獲得獨立自主。而 « 獨立 »這兩的字的代價太大。是

大部分的人不願意見到的，例如戰爭、失去性命、家園受摧毀等。所以台灣和

中國的問題持續至今，有待智慧與溝通去共同面對。 

 

既然台灣的狀況是這樣，再來就是討論中國目前掌權的菁英和年輕人是怎麼

看待台灣。因為政治和教育的推行下，自然而然他們會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

分，與他們的交流下，常常會把中國五千年歷史，之前我們曾經是一個國家，

或相似的語言、文化去期望產生一種共同體的國家形式。如果是這樣的想法，

未來也許可以朝歐盟或東協的概念來走。在國家之上建立一個互助互聯的體

系。但首先台灣還是必須面對獨立的問題。我還滿喜歡歐盟的制度。這一件的

交換實習計畫就是因為歐盟的便利性，我持著法國學生簽證前往比利時。比起

當時從台灣來法國要方便許多。省去很多繁瑣的程序。 

 

十年前或更早之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是落後於台灣，但經過所謂 « 中國

自我糾錯能力 »目前中國的影響力以及世界的地位劇烈改變，變成強國。如果

把兩年前釣魚台的問題拿出來討論。我們是可以發現，台灣和中國的目標是一

致的-釣魚台不是日本人的。但試問如果是台灣一個國家去跟日本人爭論釣魚

台，國力之間以卵擊石。這時不免好生羨慕中國的強大。確實台灣必須在進步，

提升自己的實力。這些年在國外觀望，我很幸運有機會出國。但不論是資源或

是各方面。我覺得中國人真的比我們要強大許多。這幾年越來越多台灣年輕人

選擇到中國發展。而人才不斷的流失和各種內政的問題相繼而來。試問獨立的

問題好像並非過於迫切去解決。而是提升台灣的實力，比較實際。 

 

結語，在探討到後來，不管是哪裡的人，我們都同意國家與國家的疆界問題

其實沒有很重要，或許應該廢除國與國之間的形式疆界，追求和平。我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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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看到各國的發展和民眾的幸福。 而在人民幸福的基礎上，往上創造精神或

物質的價值。 

 

因此，我的國籍是世界。 

 

參考 : 

1. 《石评大财经》为什么全球都要重新认识共产党和中国？中国具有自我纠

错能力 而这种能力能制度化的产生吗？中国面临哪些新矛盾？20171207 

2. 蘋果【圖解新聞】為何加泰隆尼亞想脫離西班牙？ 

 

二、關於咖啡和咖啡器具的三兩事（謝旭昇） 

 我大量地喝咖啡，所以也樸素地沖煮咖啡，沒有太講求滿足。滿足是這樣

的：當你填完一個坑洞，你很快需要找下一個更大的坑洞，然後再找下一個，

反覆如此。因為更大的坑洞填完後，和填完任一個坑洞同樣，人又歸於無，並

再次感到無聊；所以人什麼也不是，除了那股受意志驅使的欲望。人，或這團

意志，確有把最好的部位的牛排吃成白米飯的能力。 

 

因此，作法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是去那主要供店家採買、但也供一般散戶採

買的業務超市，購入廉價的咖啡豆，一袋約一磅，台幣一百元。儘管它的外袋

煞有其事，官網上也分門別類分析風味，仍掩蓋不了它的苦澀和油膩；但至少

它什麼屁股坐什麼椅子，光這點就值得佇足欣賞。 

 

接著，把它當成主要的咖啡豆，天天沖煮；但每到第六、七天時，改去沖煮

那比較好的、或普通的咖啡豆，會有唇齒一新的效果。這樣的規則普遍體現在

各種人類活動中，例如，我們求無束縛但真要每天無束縛，我們會因為自由即

焦慮而顫抖。幸福和痛苦，我們甚至不確定哪種對自己更有益。 

 

壞的卻更有益的狀況並不是沒有，有時我喝著業務超市咖啡的第六天而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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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煮比較好的咖啡，竟也懷疑起那業務超市咖啡或許更合口也不一定；懷疑起

這比較好的咖啡是依據什麼而被稱好、這依據是否建立如蜃樓。人，或這團意

志，確有把白米飯吃成最好的部位的牛排的能力。 

 

這麼說來，人的徒勞又成為不可避談的主題。但要談徒勞，不如說一下我沖

煮咖啡時四樣簡易的器材：細嘴壺、濾杯、手搖磨豆器、玻璃分享壺（由於內

心想像中的朋友使沖煮量較大，一般情況此項可免）。其中，磨豆器是在日本買

的，買了一陣子才翻開它木製的底部，上頭貼著 Made in Taiwan 的字條；分享

壺是在日第二年才從台灣帶來的，玻璃的壺身黏了一張蟻般字樣的 Made in 

Japan 的透明貼紙。它們就這樣從各自散落的地方有一天匯聚起來成為被發現的

材料，而後以現在的姿態反復穿渡無聲而漆黑的天空，終點必將是各自散落。 

 

三、自我與社會關係探索-以長期照護為例（陳柔彤） 

 

 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困擾著台灣許久，因應長照 1.0 的效果不彰，推出了長

照 2.0，雖改善了原先的一些缺失，但同樣存在著許多問題尚待解決，距離完善

的老人長期照護福利計劃還有一段距離。 

 

 長照 1.0 主要的問題在於可以申請的服務對象太少，只有 65 歲以上失能老

人、55 歲以上失能山地原住民、50 歲以上失能身障者、IADL 失能獨居老人可

以申請，且到府評估各種所需服務項目的時數核定不能跨項目別，服務給付缺

乏彈性，加上照顧服務員人力有限，留任比例低，預算少，資源可近性也低，

所以實際上受惠的民眾數量有限。 

 

 而長照 2.0 則著重在擴大服務對象跟服務項目、服務單位掛牌、核銷規定放

鬆等，其中服務項目從八項擴增到十七項，從預防階段延伸到安寧服務，核銷

規定方面則是去簡化流程，並整併補助項目、另外把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分成 A、

B、C 三等級，企圖整合過去各自營運的服務單位，由 A 級提供 B、C 級技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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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和督導。 

  

 服務項目 

 

 

 

 

 

 

 

 

 

 ABC 模式 

 
長照 2.0 雖有針對長照 1.0 的不足進行修正，但依然有其問題存在。 

    

1．稅收制使得財源不穩定： 

  像是增加菸稅，雖然使得單位的稅收金額提高，可是其本意是要以價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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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能使總稅收呈現持續性的增加，財源不足的話，即使立意良好，實行上

也會窒礙難行，另外採用稅收制也會有財政排擠效應，要和其他的政事競爭預

算的編列，進一步增加不穩定性，若無法使財源充足且穩定，就沒辦法解決最

根本的問題。 

 

2．照服員人力不足： 

  工作條件不佳、社會上普遍缺乏對照服員的尊重和對專業的肯定，加上長

照服務項目及時段缺乏彈性，都使得投入長照的照服員數量明顯供不應求，而

且其訓練課程經常不足以應付實際的服務，這些都是長照人力方面棘手的問

題，有些民眾即使願意自費，也沒辦法被安排到合適的照服員。台灣目前仰賴

外籍看護的比例高，這也導致人力來源須受到外國政策的影響，如果外國政府

限縮人力資源的輸出，就會使台灣長照的人力不足雪上加霜。擴大服務對象，

若是沒有足夠的人力為前提，也只是淪為空談。 

 

3．城鄉資源配置不合理： 

  以人口密度來建置社區長照服務體系，使得人口密度高的地區，能分配到

的資源比較多，雖然人口密度高的確也意味著相對較高的長照需求，但那些人

口密度低的地區往往地幅廣闊，分配到較少的中心，會讓長照服務可得性降低。 

 

4．機構照顧被摒除在外： 

  長照 2.0 的服務著重在讓社區的輕、中、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或身障者受惠，

但對於入住安養機構的重度、極重度者，則是被排除在外，補助的額度很小，

幾近沒有，但這些機構照顧者，往往財務上的負擔對家人來說已相當沉重，因

經濟無法支撐，而不得不搬出安養機構的案例也屢見不鮮，這些人無法受惠於

長照 2.0，其實並不符合公平正義。 

 

5．原住民長照服務的困境： 

  目前原住民因無法在山地保留地取得房屋使用許可，因而無法建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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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只能被動地等待有限的資源去進行分配，而按行政區進行建構的機

構，也忽略掉原住民部落文化層面的不同，加上交通上的不便，照服員舟車勞

頓的時間可能就佔據掉不小的部分。另外在地人也沒辦法進入決策過程，只能

被專業管理。 

 

 而以我寒暑假到慈善機構做志工的經驗來說，彷彿是一個系統性的縮影，義

工們雖然都很有愛心、很有熱忱，願意付出自己的時間和心力去關懷長者，但

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所能貢獻的時間還是有限的，只能大家拼湊出僅

有的時間，去一一探視長者，而且這些義工們大多是以有經驗者去帶領其他義

工，不算是經過所謂的專業訓練，因此頂多可以幫忙的也只有一些生活上的瑣

事，那些獨居的長者，生活上依然十分困頓，不過雖然如此，義工們的到來，

還是可以讓長者感受被關心的心靈撫慰。 

 

 除了跟隨義工去探訪長者外，其實他們機構的人力算是每個方面都不足，僅

僅是看似幫忙整理文件、對發票、整理捐贈物等雜務，對他們而言，都可以降

低其他義工的負擔，讓其有更多可以訪視長者的時間，我們所能做到的小事，

也可以對他們起到一定的幫助，除了貢獻時間以外，發票或零錢的勸募，同樣

都能起到作用，經費的有限，經常使得基金會有很多理想及想為老人所做的事

情，無法實際去進行，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如果可以走上街頭，讓更多人看

見長者的需求，願意共襄盛舉，貢獻一己之力，除了實質上財源的挹注外，更

重要的是讓大家可以更多的去關注這個議題，也才能運用公眾的力量，去監督

政策的訂定和執行。 

 

四、聖路易的種族衝突：過去、現在與未來（陳昱志） 

聖路易的過去 

  我所讀的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位於密蘇里州，位於美國的正中央，其

第二大城聖路易（第一大城是與堪薩斯州接壤的堪薩斯市，是一個連接兩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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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子城）是 19 世紀美國重要的交通樞紐（至今仍然是美國重要的交通據點，

特別是航空據點，因著波音公司在聖路易有分部，其受雇人數僅次於位於美國

華盛頓州的西雅圖總部）。因著當時聖路易是美國往西部世界的第一站，當時加

州的掏金熱，吸引眾多美國人西進前往掏金築夢，而聖路易也因人潮的快速湧

進而發展起來。聖路易的著名地標，與密西西比河比鄰而居的大拱門（如下圖）

便是象徵美國往西的門戶。然而隨著金礦的枯竭，掏金的熱潮逐漸消失，聖路

易的地位也開始下降；加上芝加哥設港與設火車站，地位逐漸被芝加哥所取代。 

 
圖片來源：Wikipedia 

  密蘇里州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州，出了大城之後便是廣袤種植棉花與玉米的

農田。密蘇里州被戲稱為是 Show me state（證明給我看州），原因是在當時密蘇

里人大多為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民，對於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度不高，態度也趨保

守；對於沒見過的聽聞往往要人證明給他們看。當時美國北方人甚至稱這樣的

農民為 redneck（紅脖子或大老粗），即這些人每天都在彎腰，太陽曬的後頸都變

紅了；而卻不知往前看。密蘇里也是一個典型的 White state（白人之州），每七

位人口中僅有一位是黑人（13%），其餘便是白人（83%）與其他種族（4%）；

然而在聖路易，市內卻有高達一半的人口為黑人，白人人口反而成為少數。 

  那聖路易的種族衝突跟上述這些因素有甚麼關係呢？如上所述，密蘇里是

一個典型的農業州，在過去南北戰爭（又稱黑奴解放戰爭）中，雖然並沒有脫

離當時的聯邦政府（即北方政府），但由於農業為其命脈，便擁護蓄奴制（往往

是黑奴）。由於這個歷史因素，因此中西部各州與南方各州有為數不少的黑人人

口。爾後雖然林肯為首的北方政府贏得了內戰，全美各州宣布禁止蓄奴；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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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的地位並沒有提高，反而陷入困境，因為他們再也沒有辦法找到工作，也

無力購地成為地主自力更生。而當時的社會制度，無論教育或是社會服務體系，

因著歧視與偏見，往往認為這些人不值得幫助，進而排斥他們使用這些資源來

加強他們的人力資本，使得他們更陷入貧窮的陷阱中。黑人的權利一直要到 1960

年代的民權法案（馬丁路得．金恩博士被槍殺後）通過後才有名目上的提升。

然而，即便法令禁止歧視黑人（如黑人可以與白人享有相同權利，不用去上專

門給黑人的學校、不必在公車坐後座、不用上專屬的廁所），根深蒂固的歧見然

仍存在，名目上大家都平等了，實質上黑白隔閡仍然是存在。因著眾多的歷史

脈絡，這樣的分歧種下了往後聖路易種族衝突的病根。 

聖路易的現在 

 美國治安最為惡劣的往往是大都市，聖路易當然也不例外。根據美國 Forbes

雜誌的調查，雖然聖路易是美國第 58 大的都會，卻是全美排名第 2 危險與高犯

罪率的都市，僅次於密西根州的汽車大城底特律。社會上的迷思總認為都市的

犯罪率大多是因為黑人的緣故，因為他們好吃懶做，普遍又教育程度低落，他

們因而比較容易鋌而走險，導致都市犯罪率的提高。這樣的偏見不僅在美國普

羅大眾中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在高等教育也會出現。 

  我曾在華大社工學院上過一門自我察覺的工作坊，其中的參加成員大都是

美國籍社工學院的學生。這門工作坊的目的在於了解自己對於社會結構的看

法，包含階級、性別、種族與其他因素。當看到這些社會結構時，學生必須要

在紙條上寫下自己的第一印象；所有的紙條都是匿名的，而這些看法都會由講

師將紙條內容抄寫在白板上。當大家寫到對白人的印象時，所描述的語句大多

是：教育程度較高、保守、微笑與打招呼；而當寫到黑人時，其描述的形容詞

是：危險、開凱迪拉克的車且放著吵人的音樂、穿長 t-shirt、遊民與乞丐、帶槍

與搶劫。當這些語句同時呈現在白板時，我才明白，即便是在社工學院，社工

學生被認為是對於弱勢較為同理與包容，這樣的偏見仍然存在，就像一道深逤

的鴻溝，似乎難以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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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聖路易的種族衝突更因為警民之間

的緊張而升高，從原本只是城市內的動

亂，提升到了全美的示威遊行。這一切的

原因要追溯於 2014 年 8 月 9 日發生於聖

路易北方的佛格森市（Ferguson，全市有

超過 6 成是黑人）的麥克．布朗（Michael 

Brown，後稱布朗）事件談起。當時 18 歲的非裔青年布朗在未攜帶任何槍械且

沒有任何前科下，被白人警察 Darren Wilson 射殺。佛格森警方認為布朗涉及搶

劫，因為當時警方正前往位於佛格森的一個便利商店處理一起武裝搶劫案，有

犯人進入商店內搶了雪茄後逃走，正在警車內的 Wilson 認為布朗當時手拿雪茄

走在鄰近便利商店的大街上，且長相神似搶匪，因而要求他與其同夥停下，卻

遭到兩個人否決且發生爭執，且根據 Wilson 的說法當時布朗準備要搆他的槍（但

沒有人證），於是便在警車內向他們兩人開槍，於是布朗與他的同夥便連忙奔

逃，但 Wilson 並沒有停止射擊，反而離開警車追趕二人並多次開槍，最後子彈

命中布朗頭部導致死亡。整個過程從接觸布朗到布朗死亡不到三分鐘。整個事

件宛如羅生門。警方認為布朗攜帶槍械搶劫，最後發現布朗並沒有攜帶任何危

險武器。而佛格森市的居民認為這是警方過度防衛，且即便布朗已經舉雙手投

降說沒有武器，Wilson 仍然繼續開槍。因

此當地居民在 8 月 10 日舉行燭光紀念

會，卻有一小群人開始騷動，當地警局立

刻派出 150 名防暴警察；而當地也發生企

業被洗劫、車輛損毀等事件。 

 

 在 8/11 開始，佛格森各地開始有零星小規模的遊行，而這樣的示威也渲染

到了聖路易，在市區內各地開始有集會與示威（但主要還是在佛格森市）。由於

聚眾者越來越多，警方加強其警力；而某些聚眾者也開始鬧事，警方出動塑膠

子彈、催淚瓦斯與煙霧彈驅散人群。到 8/13 日時遊行示威加劇，而也發現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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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記者拍攝，甚至有聽聞有警方拘役記者或衝撞記者車，使得當地居民更加

憤慨。美國總統歐巴馬也鄭重表示警方若有此舉並不恰當，且違反美國憲法第

一修正案（言論、新聞、宗教與集會自由）。或許是總統已背書之故，佛格森當

地有更多大規模的遊行（大多是和平集會）；且總統也下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

查，並要求美國司法部仔細調查該案。但在晚間仍然爆發零星衝突，導致密蘇

里州長於 8/16 下令佛格森市進行宵禁，而隔天聯邦政府派出國民警衛隊後，聚

眾人群才逐漸減少。整個示威在 8/20 司法部長前往佛格森與布朗的父母見面後

才暫告一段落。然而，11/24 密蘇里州的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 Wilson，此事件一

公布立刻有數百人聚集在佛格森警局外表達不滿；當天在全美各地也有串聯的

遊行，在華府、紐約、波士頓、費城、芝加哥、洛杉磯與西雅圖都有爆發示威

遊行，抗議美國司法的不公正、警員濫用武力與種族歧視等。 

 美國的種族衝突，或者是黑白衝突，有其歷史脈絡可追溯。種族歧視下的社

會結構，使得黑人族群往往被社會邊緣化。然而，美國的地緣政治更深化了原

本黑白之間的差距。以教育體系為例，教育被認為是協助人增進其人力資本並

離開貧窮的重要因素。然而，美國的初等與中等教育體系是地方政府財政所支

持（小學與中學免費；財政則由該地居民繳稅而來），這樣的設計使得富有的社

區其教育資源越來越豐富（因為財政充裕），而貧窮的社區其教育資源日愈貧

乏。然而，有色人種（如非裔與西裔）在美國大多無法居住在富有的社區（可

能是無法負擔，或者是遭受歧視），導致美國社區出現「極化」的現象，這個現

象在聖路易特別明顯。 

 從下圖左來看，圖左為聖路易的黑白分部。顏色越趨紅色代表黑人比例越高

（越趨紫色代表白人比率越高；紅框處為佛格森市，黃框處為華盛頓大學所在

的克雷頓（Clayton）市），可以看見聖路易幾乎被一條明顯的種族分隔線分成兩

半：聖路易以北都是黑人（包含佛格森市），而以南則是白人為多數。下圖右則

是聖路易的貧窮率，越區紅色代表貧窮率越高，越區紫色代表越富有。兩張圖

一對照便可發現：居住在聖路易北方的大多是貧窮的黑人，而聖路易以南與以

西都是富有的白人社區。這樣的情形不是只有聖路易才有，放眼全美國，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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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是這樣的景況。這個現象告訴我們：除非極化的狀況消失，否則黑白鴻

溝仍然存在；鴻溝既存，黑白衝突消失的一天仍在遠處。 

 

 

 

 

 

 

 

 

  美國的種族歧視時有所聞．且大部分都是針對有色人種。如聯合航空因為

機位不足的原因拉下一位亞裔人士，事後才發現該位亞裔人士是醫生。而更多

的種族衝突更發生在警民衝突上，特別是針對非裔人士，除了佛格森事件外，

今年 2017 年聖路易在 9 月也爆發了嚴重的示威遊行。原因是 2011 年一位密蘇

里的白人警察 Jason Stockley（後稱史塔基）槍殺了一位非裔的販毒嫌犯 Anthony 

Lamar Smith（後稱史密斯）。史塔基在法院的說法為他是正當防衛，因為當時史

密斯身上有槍。而在 2017 年密蘇里法院宣判史塔基無罪，因為法官認為代表史

密斯的控方並沒有證據指出史塔基不是正當防衛，因而移去史塔基的一級謀殺

罪，改判無罪當庭釋放。然而相關的證據指出史密斯的槍上有史塔基的指紋與

DNA，很有可能是史塔基將槍植入史

密斯身上，導致證據被偽造。判決一

出後，大規模的群眾便在法院外示威

（如右圖，其中有著名的標語：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而首

長官邸也被投擲石頭。示威維持了三

天才結束。 

                                          圖片來源：美國 ABC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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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的未來？ 

  許多人對於聖路易的未來是充滿憂心的，這樣的言論大多出自於華大社工

學院的教師身上，特別是在川普政府上任後，這樣的憂慮不減反增。許多的教

師認為，與其談論聖路易的未來，不如談論美國的未來。因為美國的未來就是

聖路易未來的縮影。美國經濟近年來開始復甦，在總統川普上任後似乎復甦力

道更為加重；然而，川普政府的重商主義與強調減稅，反而可能加深美國階級

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如最近參眾議院皆通過的稅改版本，看起來似乎普羅大眾

能夠雨露均霑，但實際上富有階級才是更大的受益者。美國國會的 Joint 

Commission on Taxation（JCT）指出川普通過的稅改版本將會導致美國國債累積

至一兆美元，主要對高所得人士的徵稅減少所致。 

 此外，川普本人也因敢言而為人側目，特別是對少數族裔（如西裔與非裔

人口）、女性與性少數族群不友善。此外，因著川普上台後，白人右派至上主義

團體（如白人民族主義、新納粹主義與 3K 黨）也開始抬頭。如 2017 年 8 月維

吉尼亞州夏綠蒂鎮決定拆除 Robert Lee 將軍（後稱李將軍）的雕像，原因是李

將軍於南北戰爭時反對廢奴制度；然而此舉遭受到白人至上主義團體的反對，

而白人至上團體的口號是納粹德國的口號血與土（Blut und Boden，指德意志民

族為了獲得生存空間透過發動戰爭來消滅其他民族，主要是猶太人）與 White 

lives matter（白人的命也是命），並說明拆除李將軍的雕像是消滅白人的遺產；

白人有權力與自由表達自己的未來。此舉受到反對方（特別是左派人士）的出

面反對，然而兩方會面時卻造成流血衝突。在左派人士集會時，遭到白人至上

團體的一輛汽車衝撞人群，造成了 1 位女性死亡與 19 位集會者的輕重傷。面對

白人至上主義的反猶與反少數族裔，事後總統川普並未譴責白人至上團體，卻

認為雙方應有責任，且提到白人至上主義者也是好人。而川普的女兒 Ivanka 

Trump 的丈夫，同時也是川普女婿的猶太富商 Jared Kushner，卻始終對此事保

持沉默。 



45 

圖片來源：The Hill 

代結論：在這動盪的社會，願我們都成為一個不失去希望的人 

 身為一個在美國讀書的外國人，我很幸運的至今還沒有遭受過什麼嚴重的歧

視。然而，這可能是因為我在學校的關係。美國的學校大多都是自由主義的燈

塔，人跟人的相處與互動也比較簡單。也因著外國人這個身分，能夠讓我對美

國的種族紛爭有更深一層的理解：我可以問美國人不敢問的問題，而不會遭受

別人的白眼對待；因為我本來就不可能會跟美國人一樣了解他們自身的歷史，

而美國人能夠理解我的困難，進而教我用他們的眼光來理解這個社會。 

 我曾經就聖路易的種族問題分別跟我的美國白人與黑人同學談了許多次（我

很感謝他們，身為博士生大家都很忙碌，他們實在不需要浪費這許多小時在我

這個什麼都不懂的外國人身上），但談到後來卻換來了一陣沉默。或許身為外國

人的我沒有辦法給我的同學一個適切的回應，又或許是這個問題牽涉的層面太

多了。從歷史、政治到社會結構，牽一髮的動全身，談到後來反而有更多的無

力感。在某一次的談話中，我的美國同學告訴我：In a society like this, I wish that 

we all become a good person so that we never lose hope（在這動盪的社會，願我們

都能成為一個不失去希望的人）。 

是啊，這不就是學社工的目的嗎？追求社會的公平，用專業知識替弱勢說

話，然後，永遠不要失去對人的希望。 

 

五、時間的沉澱（柯潔璘） 

 

 我是今年新進的希望種子柯潔璘，這期 2017 下半年報是我第一次被編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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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並要和小組成員一起發表文章。在之前我閱讀過兩期：2016 下半、2017 上

半年半年報的過程中，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在看大家的生活心得時看得

挺津津有味，就有點像在看故事、看小說，看到每個人不同的生命經驗，有些

甚至引起我的共鳴、引發我的興趣等等。但到了小組報告的部分，風格突然丕

變，主題大部分都變得很嚴肅，或對我而言，變的比較無趣、生硬一些。我和

我們這組的組長提過這樣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個人生活心得和小組報告本就

屬兩個不同的文本，有所區別也是正常的。他的觀點我也認同，但就我個人的

閱讀經驗，總覺得這樣閱讀下來的感覺有點斷裂。我希望我的文章都能跟我的

生活比較密切相關一些，我自己在撰寫的過程中，也能投入較多的個人情感和

心得。 

 這次我們小組的主題是「自我與社會關係探索」，在決定主題時，我們這組

的組長旭昇學長和我提到了自我與他者的概念，這在台文系的文學理論課程中

也曾充分的和我們解釋，也就是自我與他者間的關係：假設今天沒有所謂的「他

者」存在，我們該如何定義自我？他者就有如一面鏡子，我們其實也都是從他

人的眼中更加認識自己。又，「社會」是什麼？我認為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

人構成的。所以「自我與社會關係探索」這個主題，我想以自我的親身經驗和

我所遇到的人們來書寫。 

 在我上班的這兩個月，我覺得我蠻受到同事們的照顧，不僅是一些比較資

深的 PT，正職的同事們也是，並且能感受到他們對我態度的改變。像我剛進去

時，有些正職由於我們相互不熟悉，和我說話或叫我幫忙時臉比較臭、對人感

覺也比較兇，但是經過這陣子的相處，大家一起工作已經互相建立默契，我也

比較進入狀況了，知道在哪個區域該做哪些事、要怎麼做能幫到他們，所以可

以感受到同事們也漸漸能夠信任我、也慢慢再交給我更多責任與任務。如果說

餐飲業是一個我未來想要長期待下去的領域的話，透過與不同同事的相處，可

以更加知道自己與哪些性格的人較合拍、能成為很好的工作夥伴，大家一起工

作時可以比較有默契也比較愉快。關於要更加了解大家的性格、習性這部分，

我也正努力的持續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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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這學期我在台文系修的一門課「當代華文女性文學與批評」中，我們

透過每週閱讀一本當代華文女性小說看到社會中各式各樣女性的觀點。女性作

家寫的小說內容大多是生活中比較瑣碎的事情、風格上也不如我們過去所閱讀

的男性小說總是關於國族、國家等的歷史大敘述，我們看到許多類似私語或是

呢喃這樣的內容，給人一種比較柔軟、流動似水的感覺。一開始我也很不習慣，

常在看完整本書後覺得好像沒什麼內容，但偶爾又會從書中一些小細節處看到

自己的影子，或是自己也曾經有過像作者一樣的想法。這也讓我了解與反思：

這些原來就是「女性們」的想法嗎？過去常會覺得自己的想法總是很瑣碎、胡

思亂想、想太多的時候很多，但看了這些小說之後發現：「原來是大部分的女性

都是這樣的啊！」過去對自己常胡思亂想的個性很質疑也很排斥，但現在漸漸

發現這似乎可以說是大部分女性的「特質」。我了解到女性的想法總是比較混亂

的、游移不定的、隨時在變動的。因此，藉著一本本的女性小說，透過不同的

故事，我看到女性們在面臨不同狀況時與這個社會的互動、她們的反應是什麼？

例如在戰爭時社會底層女性的反應是什麼？1有別於我們過去常見的男性小說觀

點，在戰爭時期更加大力歌頌國家、民族主義，身處社會底層的女性往往不太

能夠感受所謂「戰爭」：「和平那一天，妳母彩鳳和阿姨，還不知日本人走了，

照舊到空地賣椰子…」2；又如在上山下鄉3的七年艱苦歲月中，那些女知青又對

她們所處的時空做出怎樣的回應？4而今天如果是我身在那樣的情境下，自己的

反應又有可能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在這門課所閱讀過的小說當中，中國女作家李晶、李盈共同

撰寫的小說《沉雪》給我最多的感觸和感動。小說描寫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

一群女知青在上山下鄉過程中所發生的故事。小說主角孫小嬰的經歷可以相當

程度地解讀為作者李晶的經歷（李晶、李盈都曾參與上山下鄉運動）；在〈遺忘

                                                
1 黃碧雲，《烈女圖》，台北，大田出版，1999 
2 同上，p.118 
3 上山下鄉運動（簡稱上山下鄉），是指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城市知識青年（簡稱「知

青」）到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4 李晶、李盈，《沉雪》，台北，聯經出版，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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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形式－關於《沉雪》〉5這篇文章中，李晶寫道：「經過了很多的想，很多

的不易，孫小嬰總算是從書裡面跑了出來。她的稚拙、懼怕，她的憂愁，以及

她的無可救藥的耽於落後的心理，佯裝強者的情態，小說是盡可能真實地『復

原』。…—她(孫小嬰)的逃脫別無選擇—她並不是真的憑藉力量，而是憑藉了她

的脆弱來支配著生命的。…」孫小嬰面對艱難處境的心態和心理上的轉變和我

過去求學過程的經驗多有吻合，這是讓我覺得看了小說後十分心有戚戚焉的原

因。於是透過這些小說，也讓我又檢視了自己一次，檢視了自己一直以來如何

與社會互動以及與社會的關係。「時間，讓我們看得更清楚」我很喜歡這句話，

我認為「自我與社會關係探索」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並且可以說是直到一個人

的生命結束才會停止的。透過時間的沉澱，很多事情才能顯得更加透徹。 

 

                                                
5 同上，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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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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許匡毅 

 
邊走邊募的和尚 

 

我是許匡毅，目前就讀台師大教育政策研究所碩二。這學期是我在碩士經

歷中，很豐富、很感恩的一學期。在課業上修了教育新興議題，讓我更了解「學

校併廢」、「師培」、「公私立學校」、「考招制度」等重要的議題；也修了團體動

力學，讓我了解組織的發展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以及應該如何帶領組織，收

獲非常多。 

其中，我覺得最大的收穫與最不可思議的成長，就是我創立的非營利組織錄選

雜學校的參展。我沒有辦過展覽的經驗，許多的東西都還沒準備好，而我們到

底有沒有能力能夠辦好一個展覽呢? 我也曾經懷疑過自己，究竟在沒有準備好

的情況下，能不能朝向目標繼續前進呢? 以下跟大家分享一個我之前在網路上

看到的寓言故事，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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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兩和尚》 

從前在四川內江縣，有兩個和尚，一個很富有，天天過著舒服的日子，另外一

個和尚很窮苦，生活十分清苦。 

一日，這兩個和尚無意間相遇了，窮和尚謙遜地說： 

「我想去南海朝拜觀音，順便參訪大德，切磋佛理，不知你認為如何？」 

「路程那麼遙遠，你打算怎麼去呢？」 

「我想只要帶一個缽，以及一雙腳就夠了。」窮和尚說。 

富和尚一聽，笑了一笑說：「我好久就想雇船去了，因為還有很多的東西沒有

準備齊全，所以到現在尚且無法動身，你這樣子就想去，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

易了。哈哈！」 

窮和尚聽了，微微點頭，絲毫沒有心灰意冷，只是默默不語。他在想，不如讓

事實證明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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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分別以後，窮和尚就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內江縣，靠著一隻缽及一雙腳，朝

南海而行。一路上翻山越嶺，餐風宿露。路途雖然坎坷不平，彎曲險阻，但窮

和尚的意志是不變的，他相信只要自己有堅定的信心和毅力，一定可以走到南

海。 

一年後，他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了南海，達成了拜佛和參道的願望。 

又過了一年，窮和尚從南海回來，特地去拜訪了富和尚，並且很誠懇的送給他

一部佛經。富和尚接過佛經，內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敬佩，也有一種說不出的

懊悔和慚愧。 

《華嚴經》曰：「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信心可以長養善根，

可以成就一切，信心的重要就像樹木的根本一樣，比如我們做什麼事，具有信

心，則事無不成，如果沒有信心，就一事無成，因為有了信心，才能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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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8 月的時候，那時候我們沒有錢(展覽需要 2~3 萬)、需要有設計師設計東西(包

含展板、DM、明信片、書籤、貼紙)、沒有展版(租金需要 9000)、沒有志工(需

要應付 3 萬人潮)、沒有經驗等。 

那時候，我心中想到就是上面那個故事，如果我沒有繼續往前走，沒有信念，

就一定沒機會成功。如果往前走，也許就有機會可以達到目標。而且我想到嚴

長壽曾經說的「抱最大的希望、為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反正就試試

看，最差，頂多就拿個 DM 簡單介紹，也可以。 

而且我們做那麼多的努力，就是希望可以「改變高中生。」 

後來…… 

在資金上，我們想著三贏的策略跟一些協會談合作，我們幫他們宣傳、他們贊

助我們經費，學生獲得我們的服務。成功找到兩筆贊助，有經費辦展覽。 

設計上，我曾經走投無路，於是在 FB 問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忙，結果有四位朋友

跳出來願意幫我們，進而設計出貼紙、明信片、書籤等，而我們回贈實體東西

給他們。(平常很少機會，可以拿到自己設計的東西)。更感動的是，有一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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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的朋友，期間只有偶爾聯絡，他跳出來幫我們設計展版，他的夢想是「有

朝一日，幫助非營利組織設計東西。」天阿，這根本就是天使降臨……。 

找展版，也是在 FB 發問求救，結果竟然有朋友推薦一個非營利組織，可以在那

邊，免費借東西!(只是要自己裁切大小)人間真的有天堂!XD 

如何找到志工?就請團隊的成員們，邀請自己的朋友，一起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情，同時我們也回贈雜學校的門票給志工朋友們。很多志工後來在 FB 貼文，說

很開心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沒有經驗怎麼辦?那就邊做邊問囉，而且要謙卑的發問，誠懇的說聲感謝。很多

突發狀況，真的是因為沒經驗才會造成。但是也就是邊走邊摸索的過程中，讓

自己學到超多寶貴的經驗，而這些經驗跟故事，沒有人帶的走。 

 

小結： 

當個邊走邊募的和尚吧 

如果你覺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如果沒有做未來一定會後悔的，那就可以

考慮踏出第一步試試看。如果沒試，永遠也不會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看到多少

風景。而且自我懷疑再多，也無法知道你未來到底會不會成功，只有嘗試過，

才知道。 

 

平常就熱心主動幫助其他人 

而這些朋友們為什麼會願意幫我們，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平常就是一位

會主動幫助別人的人，我覺得幫助人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朋友，在我

需要的時候，換他們回報我。真得非常感謝他們，也感謝自己平常的雞婆 XD。 

 

邀情朋友做有意義的事情 

第二、啟夢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所以參與者會覺得有成就感，以及為自己留下

美好的回憶。就像暢銷書《秘密》所說的「當你真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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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你。」當你做的事情有意義的時候，很多朋友可能會有興

趣的。 

 

以上，預言與故事跟你分享。 

 

歡迎與我交流^___^ 

 
《四川兩和尚》文章來源： 

http://blog.xuite.net/key543/twblog/155008189-%E5%9B%9B%E5%B7%9D%E5%85%A9%E5%
80%8B%E5%92%8C%E5%B0%9A%E5%8F%96%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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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動畫藝術研究所 碩士班 一年級 褚婷 

 
    2017 年 8 月，我以試水溫的心情報名了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9 月時，

我進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動畫藝術研究所就讀，開學過後，一直忙於學校的

研討會，被繁雜的行政庶務淹沒；也為自己的生活費、學費、以及家境煩憂，

因此多兼了幾份打工，希望能貼補家用。 

在校內的學習課程中，深感臺灣動畫藝術教育仍相對有限，於是下定決心想要

出國讀書，希望能前往美國完成一個動畫的 MFA 學位，便想起自己 8 月時報名

的公費留學考試，眼看只剩一個月準備 10 月初的筆試，便焦急的開始埋頭苦讀。 

公費留考的筆試科目有三科，一門是國文，另外兩門是自己所選學門的專業科

目考試，我報名的學門為「新媒體藝術學門」，新媒體藝術學門裡研究的領域

包含了動畫、遊戲、錄像藝術⋯⋯等等，而該學門的考科則為「數位藝術美學」

以及「新媒體藝術史」。我上網下載了歷年的考古題，第一次閱讀題目時，映

入眼簾如下（以 104 年數位藝術美學的考古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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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考古題，腦袋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一個題目是我所熟悉或能夠作答的，

想到只剩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壓力與焦慮感立馬無限飆升。當天我便擬定了讀

書進度表，接下來的每一天，都獨自在圖書館與宿舍中度過。由於新媒體藝術

學門的考試沒有任何範圍，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有幫助的，只有地毯式的做完

所有的考古題，再加上平時多閱讀、多看看展覽，或者打聽每年研討會的論文

與主題，接下來也只能聽天由命了。（下圖圖片是考古題的作答筆記） 

 
10 月 7 日的筆試很快就來臨，當天真的有一種上京趕考的感覺，許多看起來實

力堅強 30 幾歲的博士生們，真的氣勢逼人啊！第一堂的國文先前沒有時間準

備，只好憑實力直接上場；後兩堂的專業考科出現了一些從未見過的題目，只

好硬著頭皮，絞盡腦汁擠出以前讀過的藝術理論，用力的瞎掰完，振筆疾書的

寫完整張答案紙，考到最後幾分鐘時，右手還抽筋，2017 年寫過的字大概都沒

有筆試那天那麼多。筆試結束後垂頭喪氣地走出考場，覺得大概沒有機會了，

花了幾天重振心情，又回到繁忙的日子裡努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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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家裡卻突然收到筆試通過的面試通知單，興奮之餘，更得趕忙準備面試

所需的作品集、研究計畫、備審資料⋯⋯等等，那時距離 12 月 2 日的面試只有

兩個禮拜，短時間內要生出 3000 字的研究計畫真的也是讓我搜索枯腸。面試當

天，難得穿著正式套裝與高跟鞋的我，走起路來不太習慣；早上 9 點就到會場

報到，然後等待面試，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原本緊張的情緒，等到

下午 2 點，滿腦子只剩食物，想著等一下要吃什麼；到全部人都離開會場時，

才輪到我最後一個入場面試，面試的小房間裡共有 5 位委員，他們都很和善，

問了幾個與我的研究與未來願景相關的問題後，其他時間都在聊天，一直聊到

計時鈴響為止。面試完後，感覺心中的大石頭終於放下了，不管年底榜單上會

不會有我的准考證號碼，至少我已經盡力過了。 

 

時間終於來到放榜的那一天，想著當初跟教授說我想報考公費留考，教授卻跟

我說我沒有機會，儘管那時心中有些受挫，但還是一股腦地報名了，心想反正

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2017 年底，很開心的在榜單上看到自己的准考證號

碼，這是迎接 2018 年最好的禮物。最近正水深火熱的忙著遞送國外學校的申請，

未來還有更多挑戰要面對，但我會永保知足感恩的心、鼓足勇氣、帶著家人、

朋友、溫暖的人們的愛，作為動力繼續前進。最後感謝執行長、各位董事們、

瑋玲姐與華固教育基金會的幫忙與鼓勵，您們的支持是我重要的力量！謝謝您

們！祝大家新的一年都心想事成、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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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系 三年級 林妍 
 

現在對於歷史研究已然有些頭緒，愈深入了解過往愈感覺人事滄桑，以及要

作「學術研究」還需要很多的歷練。雖然已經很久沒有拿出畫筆，卻不覺得遺

憾或者慶幸，經歷繪畫的鑽研、語言的練習，進而到歷史的學習，這也許就是

一個必經的過程，倘非如此，我的體認可能無法比以往更為深刻。 

這學期我修的課中，「中西文明比較」、「文學翻譯」、「柏拉圖的政治哲學」是三

門文史哲系所使人深思的課程。「中西文明比較」是由歷史系王世宗教授所開，

他以普世標準評析東西方歷史文明的發展意義以及背後的文化思想源由，對於

史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有很高的啟發性。外文系馬耀民教授所開的「文學翻譯」，

則是介紹了許多翻譯名家，討論許多中英語文表達的觀念差異，除了加深東西

對比的認知，進而與老師一齊翻譯羅馬歷史小說“Augustus”的經歷，使我對於用

字遣詞更加注意，使用詞藻或者直接意譯影響讀者閱讀的感受是比想像中還要

大，其次繳交一份八千字的專題研究也使我領略到外文系研究的方式。至於哲

學系徐學庸教授所開的「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則使我更加仔細地閱讀柏拉圖的

著作，雖然一開始還不太習慣哲學性的論證所以前幾份作業成績不如我意料，

但之後就慢慢進步，課程中辨析各種形上觀念的真理性質，使我對於歷史研究

的通貫性更能有所掌握。 

另外，因為已經是三年級了，系上的課程作業開始要求學生撰寫一萬以上的論

文報告，所以在蒐集資料、斟酌字句時，比起剛到歷史系時所寫的報告要求更

多，這學期我為了寫諸葛亮的專題論文，引徵史料時需要備加謹慎，雖然困難

但是對於之後的碩士研究大有幫助。而且，因為到即將要整修閉館的歷史博物

館從事義工服務，也學到了很多從事歷史研究的態度。例如代辦事項裡有很多

細部環節要注意，不是之前在展場或者在售票口只要回答得體就好，有可能有

一些東西要裝箱帶走、有些就要趁這次遷移報銷的物品，萬一登錄錯誤即有可

能會造成搬家的麻煩。因此經手的資料需要再三檢查、前後聯繫的作為必須要

多方考量，否則辦事不力，雖然是服務學習卻會造成歷史博物館的負擔以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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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需要善後的問題，更別提觀眾對於歷史博物館的印象。簡言之，對於文史相

關研究的實際細節，在歷史博物館做義工時，我學到了很多。 

總體來說，這學期修的課都是讓人更深刻的思考生命意義以及東西文明思想的

差異性，使我更加了解自己的「志業」為何以及日後的研究方向。十分感謝華

固教育基金會的獎助，使我這學期能夠不需奔波生計地專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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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個人生活心得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四年級 張美玉 

 
成為大四學生之後，生活改變最大的就是有了很多個人時間，從以前幾乎

每天都有課到現在一個禮拜上兩天半的課，個人覺得是一項很新鮮的嘗試，為

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以前選課會盡量多選一點課來累積學分，除了是要讓私

立學費付的有價值外，也希望趁機會多接觸看看不同領域的知識，這學期的選

課方式則是以自己有興趣的課為主要導向，選完自己有興趣的課之後就不再另

外選擇其他不熟悉的領域，反而是將時間更多地放在電子讀物與課外活動上，

舉例來說，不定期地會閱讀鉅亨網、經濟日報、KollectBook(訂閱雜誌)裡面的一

些新聞或國際大事，也會去巨匠電腦補習班學習程式設計或美編修圖軟體等等。 

此外，我也在這學期離開了已經工讀兩年半的系所辦公室，轉而到一間木製家

具的公司裡當行政人員與總務。 

 

這學期有修習兩門研究所的課程，一門為企業財務決策，另一門為利率衍生商

品，其中前者的授課教師為我們準備了許多個案分析，包括:麥當勞與星巴克在

全球的特許權經營策略、公司代理人的成本與報酬討論、半導體產業的價值鏈、

奇美電與群創的購併案，教師不僅為我們介紹了不同產業的知識，也用財務報

表、新聞報紙分析各公司的決策是否正確合理等等；後者的授課教師則是著重

在金融市場商品中較高槓桿的期貨與選擇權，教師帶我們計算兩者商品的預期

價格與預期報酬，並讓我們利用期貨交易所的模擬交易程式，為每天的盤勢做

策略投資並做課堂報告等等，這兩門算是我這學期課業負擔比較重的課程，但

他們同時也讓我知道大學與研究所差別，研究所很重視自己找資料、自己解決

問題的能力，其中，研究所的報告或作業不能只是簡單地 Google 資料就好，必

須將其吸收內化為自己的東西並用自己的語言說出來讓別人能夠理解；如果是

團體報告，除了要有適當的溝通能力，我認為更要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想法，畢

竟，完成一份報告要付出很多精力與時間，如果做的報告是自己不喜歡或不認

同的內容，潛意識裡也會無法做出令自己滿意的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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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地到了年末，明年六月我即將從大學畢業，期許自己能夠把握最後在

學校的時間，多多跟老師同學見面聚會，多多拓展自己的視野，也希望自己能

夠順利地完成程式設計課程，成為一名懂程式語言的財金系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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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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王詩瑜 

 
     歲末年終，是一個值得好好駐足下來檢視過去一年自己做了什麼事情的時

刻。大學以前對於整年的回顧絕大多數都是在念書、考試的日子裡度過，現在

想起並沒有太深刻的記憶點。那是段單純美好的時光，只要記得好好讀書就好。

19 歲這一年發生很多事，首次遇到家人過世，明確要逼迫自己長大的事件；無

止盡的接了許多活動的幹部，讓我開始反思每個活動給我的意義；最後，也替

自己的 20 歲準備好第一份禮物------到花蓮打工換宿。 

 

平日在生活的縫隙裡喜歡看新詩或散文，短短的，沒有連續性，中間下課、坐

車回家時都是極好消遣時間的興趣。因此，我想用三段文字代表下半年的個人

省思。 

 

《家庭》 

每隔一段時間 

我就會想 

你真的死了嗎？ 

像埋在耳邊的泡泡 

和露水一樣天一亮就沒有聲音地蒸發消失 

有時一轉身一陣耳鳴 

你還活著的念頭又被燃起 

 

記憶裡沒有你死去的樣子 

於是眼淚也一直掛在眼眶裡 

沒有掉落 

                 ------連俞涵〈雨後的你〉 

對於外婆過世這件事，我是很沒有真實感的，總覺得明年暑假回去他還是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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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一早起床就煮好熱騰騰的地瓜稀飯配辣筍；初一十五虔誠的到廟裡燒香

拜拜，一切都會跟我記憶中設想發生的場景相符。最後一次見到她是過世一個

月之前，那天我挑了特別好看的髮帶綁去找他，他稱讚著，說當年那個跟外公

捕魚到市場賣的野小孩，現在也長成亭亭玉立的女孩了。過了不久，他便睡著

了，而坐在一旁的我因為前一晚睡不好也睡著了，誰知道那是一起度過的最後

一段時光呢？在那之後，下次見到她，便是裝著她的棺材了。 

關於這段事情，我嘗試過很多方法紀錄或者抒發心情，但是幾乎都像現在的情

況，寫到一半就會停筆了，所寫下也是片段的文字組成，並沒有完整敘述的文

章。我覺得自己在某些部分選擇性遺忘了這件事，遺忘那些會讓我覺得頭很脹

很痛的片段。或許是因為我沒能見上她最後一面，又或許是長大後回金門的次

數變少了，她就這樣從生活中抽離的感覺很不真實。 

暫時的相信這樣對妳，對我，都是好事吧。你可以無牽無掛的走，我也可以在

媽媽難過時陪著她，學習長成一個能承擔責任的大人。 

 

《學校》                       

人是不可能 

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的 

希望你遇到一個人 

在你走到看不見的那裡之前告訴你 

你是可能快樂的 

你是可以悲傷的 

                -------潘柏霖〈地圖上沒有標示的國度〉 

上大學以後，嘗試去體驗許多不同性質的活動，希望能讓自己不要習慣在舒適

圈裡成長。在領導者和組員的角色中替換，瞭解不同身分所要承擔的責任也有

所不同，如何和別人有良好的溝通橋樑，是解決問題以及保持感情的重要關鍵。

這學期接了系學會的幹部，也接下了行政營(系上的營隊)召委一職，過程中雖然

會有難過、沮喪，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可以改進之處，但也是因為這些活動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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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際溝通方面有更多的磨練。未來或許會有許多不可預知的挑戰，但都將

化為養分，將我灌溉成一棵更茁壯的參天大樹。 

 

《個人》 

一邊預備著晚上關於旅遊的分享，腦海中浮出這段話：「到遠方去，找到那個書

寫自己的人。」或許作為一個旅人，出發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那便是透過離開、

尋回對自己而言重要的感知。可能是告別、失去、或是缺席，進而透過世界上

另一處發生的場景，想念自己。 

                -------蔡傑曦 

因為媽媽的期待加上自己本身也有興趣，我在大二作出除了主修公行外，還去

修了教育學程跟輔日文的決定。對於未來可能的職涯發展輪廓似乎更清晰了

些，卻也不停的省問自己究竟什麼才是我所想要的人生。若照著我的專攻發展，

未來可能就是朝公民老師或是公務員的方向努力，這兩者的工作特性跟我的個

性其實蠻相符的，皆需謹慎細心以及擅長與他人溝通的能力，但一想到這兩者

可能一做就是一輩子的工作，也讓我回頭思考有什麼事情是自身希望能在大學

階段實現，未來可能會因為多種因素無法實踐的夢想。我列下一條清單，其中

一項是打工換宿。查過資料以及規畫行程後，我投履歷至花蓮的一間民宿，旅

客大多是外國人，小幫手時間結束後也可以自由利用空白時間，符合我想跟外

國人交流以及自我探索的目標。很順利的在投第一間民宿就獲得錄取資格，打

工換宿的時間是 1/15~1/28，希望能夠在這段過程中獲得心靈上的收穫與實質的

成長，在下次的半年報與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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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種子 第二組 小組報告                                             

許匡毅、褚 婷、林 妍、張美玉、王詩瑜 

 

生活、工作都實用之 
「筆記」大匯集 

 
「欸~~剛剛老師上課的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讀過一遍課本後，什麼都記不得?QQ」 

「要用什麼方式記錄，才能讓其他人也可以也一起知道呢?」 

 

我們在生活中，需要處理大量的資訊，舉凡學習、考試、工作等，有大量的事

情經過我們的腦海，但是，這時候就發現一件殘酷的事情-人的腦袋能記憶的有

限! 

 

但隨著科系與技術的發展，有許多可以協助記憶、掌握重點的「筆記術」依序

問世，但好像都沒有人專門在教如何做筆記，也很少人專門在專研如何做筆記。

因此，我們這組決定來探索一下，到底有什麼筆記術可以學習，也期望將所學

應用在生活中，成為我們能力的一部分。 

 
團隊合作之筆記妙方【Trello】 

讓團隊能隨時更新紀錄，跟上所有最新資訊 

許匡毅 

 簡介 

    在今年 8 月的時候，我跟朋友創辦的非營利組織「啟夢教育諮詢」得知獲

得雜學校參展機會。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展覽，沒有經驗，對於有多少事情要

做沒有甚麼概念。團隊一度因為事情沒有釐清所有事項，不斷地撞牆，也耗費

了許多黃金時間，導致後來事情變得很趕，壓力很大。還好，那時候我臨時想

到用 Trello，請團隊每一位成員釐清代辦事項，讓所有的事情有了規劃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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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4) 

在時間上逐一完成。 

也許你會問，這是筆記嗎? 我會說「是」，這是【團隊筆記】，讓每位成員都能

在 Trello 上「看到留下的紀錄」，而且每個人都能上去「編輯」。 

也許你會問，這方便紀錄嗎？我會說「蠻方便的」，不只在電腦可以記錄、手機

也有 APP，不論在交通時、吃飯時，有任何 idea，都能記錄在 Trello，成為下一

次團隊討論的議題。 

Trello 的使用說明不難，只要上網摸索一下，就容易上手。所以，以下我簡單介

紹如何使用，以及使用方法。如果你未來有這樣的需求的話，也許就可以試著

使用 Trello 喔。對了，Trello 一般會員是「免費」的，就非常足夠使用囉。 

 

簡單介紹： 

1. Trello 可以創造一個團隊的群組(1)，像是下面，就是團隊的群組 
 

 

 

 

 

 

 

 

2. 可以針對不同的主題，創造很多的討論看板(2)，例如：開會規劃內容板、交

流板、代辦事項板等 

3. 在某個看板，可以設置許多「列表」(3)，列表可以有很多類似便利貼功能的

「卡片」(4) 

 
接下來介紹三種如何使用 Trello 的方法，分別是釐清任務、開會安排、紀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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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釐清任務－讓每個人都能發想與釐清事項 

在雜學校的時候，我先安排分工，安排每個人負責某個部分，比方說有美宣、

場地、行政等。以「人」為單位，然後請他們開始發想，有什麼需要完成的任

務，接著開始將任務打成一個又一個的卡片，並且加上預計完成日期。完成後，

開始討論。 

在討論的時候，有可能會發現某人還缺某件事情，這時候其他人就可以補上。

或者有些事情 A 要先做，再換 B，這時候可以打在兩人的任務事項，並且確認

完成的日期。此外，完成後，還可以貼上「顏色標籤」，這樣子總召就可以確認

大家的進度，以及適時介入協助。 

 

 

 

 

 

 

 

 

 

 

B.開會安排－紀錄開會時間地點與事項 

有時候訂一些開會時間，其他成員可能沒有寫在行事曆，又或者他可能會忘記，

所以這時候可以建立一個開會的看板，然後將討論出來的時間、地點變成列表。

然後將每次要開會的內容變成卡片，成為下一次開會的議題。 

此外，每個事項的負責人，可能有時臨時想到甚麼事情，下次開會也許可以討

論，就可以加入卡片。同時也可以將出席者或者缺席者紀錄在卡片。以及在開

會前，可以先討論事情的先後順序，然後上下移動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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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紀錄物資－清楚知道物品放置處 

當團隊有很多物資，而這些物資常常需要從Ａ換到Ｂ，以及要找某樣東西到底

應該找誰？這時候 Trello 幫了很大的忙。先將列表設定成人或地點，然後將物資

打成一個又一個的卡片。 

當某個物品有移動的時候，可以直接從某個列表拉到下一個列表，完全不需要

再打字，或者刪除。同時，因為有很多卡片的關係，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

哪些物品現在放在哪裡。 

 

 

 

 

 

 

 

 

 

 

 

以上 Trello 分享，希望對你有幫助。有問題，歡迎問我  

許匡毅 0911640766 

s87385123allen@gmail.com 

 



68 

Google Keep 使用體驗與心得 
張美玉 

 

 顏色設計與任務類型管理 

顏色的多樣性不僅滿足使用者挑選自己喜歡的顏色作為每

個便利貼的背景色，更可以讓使用者依自己的需求給予每

個便利貼分類群組，使使用者的便利貼牆更具視覺化效果。 

 

 

 

 

 

 

 

 便利貼牆：筆記與任務，排程與封存 

Google Keep 的最大特點是它有如書局販售的便利貼，不僅

顏色多樣、有大小尺寸，還能有如同便利貼隨貼隨撕的特

性，在完成了代辦事項後，使用「封存」功能暫時屏蔽之，

想要再次瀏覽已完成任務時再去封存的資料夾啟動「復原」

功能，原本那張便利貼又會重新回到便利貼牆上供使用者

閱覽，這個作法可使便利貼牆變得乾淨又簡潔。 

 

 

 

 

 核取方塊，待辦清單 

當完成一項待辦事情後可勾選清單裡那項待辦事情左邊的

方塊，那項待辦清單就會被劃掉，這個功能的特點是可以

建立一張便利貼，此便利貼裡面的內容是自己的待辦清

單，點入此待辦清單可以看到自己已完成與未完成的待辦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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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記的多人即時協同合作 

多人及時編輯很適合大學生討論報告時使用，我有一份團

體報告是和另外一位同學一組，我們負責討論團體報告的

大鋼，因為大綱只要先條列出報告主要內容就好，所以我

們當時是使用 Google Keep，隨時隨地自由添加筆記。 

 

 

 

 

 

 製作草稿 

搭配筆記的多人即時協同合作功能，可以將在便利貼的內容上傳到 Google 文件

中，再將 Google 文件的檔案下載到電腦或手機裡，省時又方便! 

  

 

 

 

 

 

 

 

 

 時間提醒和週期性循環提醒 

以往我記錄時間提醒的方式都是使用手機內建的行事曆，裡面也有類似的時間

提醒功能，不過 Google Keep 裡的時間提醒還有更進階的「重複提醒」，有點像

是結合了鬧鐘重複響鈴的功能。我自己有設置要提醒喝水的便利貼，對於有每

天都要做好幾次的事情卻因忙碌而忘記的使用者來說，是個非常好用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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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籤功能與 GTD 搜尋 

標籤的功能就像是分組，將每個便利貼歸屬到特定群組後，當想要看群組裡面

有什麼便利貼時，若是因為便利貼太多導致頁面太長需滾動滾輪或是不同顏色

的便利貼卻隸屬於相同群組等較複雜的情況時，直接選擇標籤選項會比搜尋特

定顏色更快速。 

  
 

(補充資料) 

Google Keep 筆記任務更強的活用 10 招技巧心法教學 

作者： esor huang  8 月 02, 2015 

 

 
    Google Keep 雖然目前只能在網頁版、 Android 等平台上使用，但已經成為

不少朋友愛用的筆記、備忘錄，甚至簡單的任務管理服務，在電腦玩物中就常

常有朋友跟我分享他們的 Google Keep 使用心得。而大家最喜愛 Google Keep 

的原因，無非是他的簡潔、快速、穩定同步，對於記錄瑣事、管理清單確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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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幫助的。 

    而且，在 Google Keep 簡單易用的便利貼外表底下，其實也隱含了許多有

效的任務管理方法，和值得更多活用的筆記技巧：例如他的顏色筆記可以應用

在以視覺提示和分類重要任務的作用上，而他的多人即時編輯筆記功能更可以

成為團隊共享筆記利器。 

   你對 Google Keep 簡單外表下隱藏的強大功能都已經完全掌握了嗎？今天

這篇文章，就從我自己的經驗出發，分享 10 個幫助我們更活用 Google Keep ，

讓他成為更強大的筆記、任務管理工具的方法教學，提供大家參考。 

 

1. 便利貼牆：筆記與任務，排程與封存 

    關於 Google Keep 的基本操作，可以先參考我最早寫過的這篇基本功能教

學：「Google Keep 靈感的雲端待辦清單筆記推出！測試心得」，而其實只要學會

最基本的這個新增筆記、排序筆記、封存筆記功能，我們就可以把 Google Keep 

看起來像是「便利貼牆」的畫面變成任務管理清單。 

我會透過手動拖曳排序，把目前最需要關注、準備執行的任務卡片移動到最上

方，這樣不就是一個最簡單有效的任務排程畫面，而且還可以切換成「清單檢

視」，這樣就更像我們熟悉的待辦清單。 

並且當某一張卡片裡的任務完成時，可以按住後往左或往右拖曳，就能「封存」

這張卡片，也就是讓筆記從便利貼牆上消失，放入「封存」資料夾備查，這樣

便利貼牆上永遠可以保持等待執行的待辦清單卡片。 

  



72 

2. 核取方塊，待辦清單 

    另外在 Google Keep 中可以在筆記裡建立有核取方塊的待辦清單，這時候

搭配前面用主畫面做任務排程的方法，每一張卡片是一個大任務，整個便利貼

牆畫面是大任務的重要性排序。 

而卡片裡面就可以利用核取方塊建立「完成這件任務需要的步驟清單」，這樣就

有了簡單的任務層級分類。 

當然，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核取方塊來記住生活中一些瑣事，例如行李準備清

單、購物清單等等。 

筆記是生活最重要的助理，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值得在生活上好好活用（延

伸參考：不再找不到東西的整理術：我用 Evernote 收納這些生活雜物）。 

  
3. 筆記的多人即時協同合作 

    尤其當你在生活或工作上需要跟家人或同事一起合作時， Google Keep 就

可以把上面的任務筆記、清單筆記轉換成可以多人一起即時線上編輯的協同合

作筆記。 

這部分的教學可以參考：「即時多人編輯筆記！ Google Keep 共用協作驚喜推

出」，例如我之前和老婆一起準備自助旅行的行李，因為 Evernote 沒辦法「即

時」協同合作，因為我們想要兩個人一起在線上同時編輯這份清單，於是我們

就改用 Google Keep 來滿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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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顏色設計與任務類型管理 

    而當筆記任務愈來愈多時，除了把完成的筆記任務「封存」外，還可以利

用一些方法來強化便利貼牆上的分類規則。 

我第一個會利用的就是「筆記的顏色」，透過不同的顏色可以凸顯關鍵的筆記，

或是把相關的任務群組在一起。我的方法是用筆記任務的類型來決定筆記的顏

色，例如和「電腦玩物經營」有關的卡片都是綠色，和生活待辦清單有關的卡

片都是黃色，一些日記內容是白色，而特別的專案則再給予特別顏色。 

這樣的好處是，一看便利貼牆上綠色的卡片在哪裡，就能找到「電腦玩物」最

重要的筆記。更進一步的，現在 Google Keep 可以用顏色做搜尋過濾，在搜尋

欄位中過濾出綠色，也幫助我像是分類群組一樣快速找到電腦玩物相關的筆記。 

  
5. 標籤功能與 GTD 搜尋 

    我覺得用顏色分類是最簡單、最直覺的，通常我就是使用顏色來判斷筆記

任務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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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時候需要一些更細緻的分類過濾時，我才會輔助使用 Google Keep 上

的「標籤」功能，例如幫某些筆記加上「緊急」的標籤，每天記得過濾看一下

有哪些緊急的筆記，以防自己忘記重要的事情。 

    標籤如何使用的教學，可以參考：「如何活用 Google Keep 進行專案管理、

重複記憶練習?」。 

  
6. 時間提醒和週期性循環提醒 

    作為任務管理的用途，Google Keep 當然也可以設定時間提醒，但我覺得更

好用的是他可以設定「週期提醒」，讓我們循環的記住某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設定週期提醒的應用方法是用在「某些我想要重複學習的東西」，例如最

近學到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我會設定重複每週提醒，讓自己每一週都看到這

段話幾次，這樣就慢慢讓自己複習，並記住這個觀念。 

  
7. 地點提醒 

    至於生活或工作上瑣事的提醒，我更喜歡利用 Google Keep 裡的「地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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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設定當我到達某一個特殊地點時，才彈出這張 Google Keep 筆記提醒我，

常常能幫助我記住要在某一個地方執行的任務。 

例如旅行中，到達某一個地點後要記得採買的伴手禮。 

地點提醒的設定方法如下：「Google Keep 在正確地點時間提醒你，新增提醒事

項教學」。 

  
8. 製作草稿 

    在前一陣子， Google Keep 網頁版中加入了把筆記轉換成 Google 文件的

功能，這個功能我也會加以利用。 

因為我常常要寫稿，現在我就會在 Google Keep 上快速先寫大綱與草稿，這適

合我在行動中也能隨時拿出手機把想到的內容寫進草稿中。接著回到電腦上打

開 Google Keep 把這則筆記轉換成 Google 文件，就能在「 Google Drive 」上

完成文章了。這個草稿轉換的功能可以參考：「讓 Google Keep 成為 Google 

Docs 最佳草稿中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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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把照片轉成文字，把語音轉成文字 

    另外一個在 Google Keep 值得期待的功能是：「把語音自動轉文字」、「把照

片自動轉文字」，之所以說值得期待，是因為我覺得實用性上還沒有那麼完美支

援中文，但可以期待未來對中文用戶也很有用。 

例如我可以用 Google Keep 拍下一張照片，接著在筆記裡右上方選單選擇「擷

取圖片文字」，這時候 Google Keep 會分析照片內容，並且把文字轉換成數位文

字！只是目前看起來以英文支援為主。 

  
    另外就是我可以開啟 Google Keep 的語音筆記，這時候我一邊說出筆記內

容， Google Keep 不只會儲存我的錄音檔案，還會自動幫我把錄音內容轉換成

數位文字。這部分的中文支援就比較好，我真的會運用在需要語音快速製作筆

記的需求上，例如走在路上打開語音筆記說出要買的東西，自動轉換成採買文

字清單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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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單機離線應用程式 

    最後， Google keep 不只是 Android 手機上便利的筆記與任務 App ，來

到網頁版後，我們只要在 Google Chrome 安裝 Google Keep 的應用程式，那麼

我們就可以在任何電腦上像是單機軟體一樣的使用 Google Keep ，甚至離線編

輯與管理筆記！（延伸教學：Google Keep 離線瀏覽與筆記， Chrome 離線軟

體版推出） 

我們不難發現為什麼很多朋友喜歡 Google Keep ，因為他簡單好上手卻有強大

功能，懂得活用他的顏色、標籤、提醒的話甚至可以當作任務管理系統，對於

快速的筆記也十分方便。 

希望上面 10 個我自己運用的方法可以對大家有所幫助，或許有些功能你還沒

發現，有些心法能夠有所啟發，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你的 Google Keep 運用

方式。 

回到：[年度精選]用 30 個你意想不到方法打造 Google 辦公室 

轉貼本文時禁止修改，禁止商業使用，並且必須註明來自電腦玩物原創作者 esor 

huang（異塵行者），及附上原文連結：Google Keep 筆記任務更強的活用 10 招

技巧心法教學  

網路連結:http://www.playpcesor.com/2015/08/google-keep-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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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note 
褚婷 

    由於生活極度忙碌，有時候沒有做好時間管理、心理壓力過大、頭腦思緒

混亂，很多事情就會同時一起失控，經過深刻的反省，發現自己失控時的前兆

通常是沒有把待辦事項記下來，然後事情累積的愈來愈多，頭腦也都記不清，

就會生活得糊裡糊塗、忘東忘西，進而造成焦慮，因此深刻地發現記筆記、規

劃行事曆、寫下待辦事項，是維持自己生活步驟重要的關鍵。 

以下分享學習 Evernote 的使用心得。 

首先，要使用 Evernote 就必須要先擁有一個 Evernote 的帳號！而如果大家有

google 的帳號的話，那麼就可以很輕鬆的用它來登入。 

Evernote 裡有兩個重要的分類要先了解才能知道要如何按照自己的習慣分類。 

• 記事本：這有一點像是一般筆記本的概念，在 Evernote 裡可以創建出多本筆

記本，並且可以隨便命名它。以我自己的筆記本分類為例，目前共有 8 本筆記

本，分別記錄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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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事：像是筆記本裡的一面紙本內容，因此一個記事本裡可以有很多記事。 

以每星期五要教的英文家教課為例，因為時間間隔一個禮拜，容易忘記下一次

將要教的與上禮拜已經教過的內容是什麼，所以會把要準備的教材條列下來，

其中 Evernote 記事裡有一項我非常喜愛的功能，就是可以打勾勾的小方格，每

次完成一件小事，為方格打上小勾勾，心中就會特別有成就感，這份成就感也

成為驅動我按部就班做事情的動力。 

除此之外，Evernote 的文件數位化功能，讓使用者能隨手拍下要記錄的照片

memo，或是透過紙本書寫、繪下的圖表保存到相對應主題的記事本中，另外在

購買各類產品時林林總總的說明書，也能透過 Evernote 好好保存下來。 

「記錄重要資訊」應該是「做筆記」最原始的需求，透過筆記的記錄，來彌補

人腦「記憶體不足」的缺撼，也因此，透過「做筆記」來釋放自己的記憶體，

是相當可靠的辦法。換個角度來看，有些不需要強記在腦子裡的資訊，透過筆

記記錄下來，在有需要時再查閱，對於自己來說，也能降低不少壓力，讓自己

把寶貴的「腦力」用在刀口上。 

在做筆記的同時，無論是用筆書寫、或是用鍵盤打字，都連結了「手」與「眼」

的感官體驗，透過不同的「感官體驗」作為記憶的連結，能有效提高記憶的效

果。 

 



80 

在課堂中，或是開會的時候，若是有做筆記的習慣，通常可以讓我們更為集中

思緒，並且輕鬆抓住重點，讓我們記錄在筆記中，即使在筆記中記錄下來的只

是幾個關鍵字詞，也都能夠幫助「融入」到當下課堂的學習、或是會議的重心，

在結束課程或會議時，也能很快地從自己的筆記中，快速還原課堂或會議中的

精華。 

在做筆記的過程，其實就是「與自己對話」的過程。在做筆記時，不會原封不

動將耳中所聽、眼中所見的內容，逐字逐句撰寫在筆記中，取而代之的是經過

重新整理，或是使用自己熟悉的語彙，將這些「資訊」，透過自我對話，「內

化」成為自己的知識。對我來說，做筆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根基，雖然

看似微不足道，但卻是能維持我生活平衡的第一要件。 

 

推薦閱讀： 

 

Evernote Mac 快捷鍵 

https://help.evernote.com/hc/en-us/articles/208313358-Keyboard-shortcuts-in-Everno

te-for-Mac 

 

使用 Evernote 旅行的範例 

http://www.playpcesor.com/2013/10/evernote-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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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圖 
王詩瑜 

    高一時因為班導是學校「心智圖法」策略教學的種子教師，在這個機緣下

我才開始使用心智圖作國文筆記。心智圖是一種兼具邏輯與創意的工具，他需

要先將資訊在腦袋有初步的系統性歸納，把握基本的原則才能繪製，雖然每個

人所認知的重點可能有所不同，畫出來的心智圖也會因個人風格而有所差異，

但一張正確的心智圖，原則上只要閱讀者對討論的中心主題有初步了解，應該

就能大致讀懂繪製者所要表達的重點及內容。一張只有繪製者才看得懂的心智

圖，並非閱讀者知識淺薄，極有可能是繪製者的觀念或基本原則未能掌握，因

此今天透過班導所寫的《心智圖寫作祕典》一書中的內容，經簡單整理後向大

家介紹畫心智圖的基本概念。 

 

一、中心主題與 WIIFM 原則 

所謂的中心主題即是整張心智圖所要表現的主題，其有三項繪製要點： 

1.圖案必須與主題相關 

2.使用的顏色至少要有三種 

3.若以 A4 白紙來說，中心主題的直徑大小約五公分 

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為我們的腦袋是「好色之徒」，若我們將顯眼的顏色擺在中

央，有助於大腦的思考，而大小適中的主題也可讓繪製者在思考時抓住關鍵，

避免離題。 

而「WIIFM」原則是「What’s in it for me ?」的縮寫，這是在學習所有事物即做

任何抉擇時，必須學會時時自問的問題。針對中心主題帶給繪製者的不同意義

會有不同的表現，也可以提醒繪者不要偏題。 

 

二、分類 

分類是心智圖概念中最重要的基礎能力，唯有具備清晰的分類概念，才能繪製

出合乎邏輯、層次分明的心智圖。分類有四項重點，以下分述之： 

1. 理想的分類組數為四到六組之間。根據研究，人的短期記憶一次只能容納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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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二組的概念，而令人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人的記憶容量趨近五組。若先

將龐大的資訊做初步的分類，之後再向下區分細項亦較明朗。 

2. 彼此互斥，絕不遺漏。在類與類之間不能有重疊的概念，而且列出的類別必

須要能含括所有的項目。 

3. 同一位階，同一邏輯。即在同一階層的類別，必須是相同邏輯的屬性。例如

蔬果類和動物類屬於同一位階的大類；鳥類、爬蟲類、哺乳類同屬動物類之

下的小類；麻雀、綠繡眼同屬鳥類之下的項目，以此類推。 

4. 高頻優選。分類的方式並無一定標準答案，除了符合上述三項規則，就是比

較「高頻」率出現的分類方式，「優」先「選」擇。例如活動計畫通常會以

5W2H 為分類參考原則。 

 

三、主幹與支幹 

在心智圖當中，越上位階代表越抽象或越重要的概念；越下位階代表越具體的

事項，重要性也相對較低。而在畫主、支幹線時須注意，相鄰的兩個樹狀結構

不同色以利於區辨，而主幹到支幹要由粗到細的畫，以利視覺上辨識出由中心

主題延伸而出的概念，最後，主幹的繪製原則上從右上方以順時針開始畫，但

特殊情況可做特殊調整。 

 

四、「線、字、圖」之間 

心智圖除了圖案和線條外，多數時刻需在線條上加上文字或插圖，才能賦予心

智圖意義。手繪線條、文字和插圖時，要注意以下幾點原則： 

1. 文字寫在線條上。 

2. 文字書寫方向一律由左到右。 

3. 每個線條原則上只書寫一個關鍵詞，除非是章節名稱、專有名詞或不可分割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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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鍵詞 

掌握關鍵詞的基礎原則即是：「名詞為主，動詞次之，加上必要的其他語詞。」

在取捨關鍵字及其上下位階時，將使邏輯思考更為縝密清晰，而且使用關鍵詞，

也會使心智圖更簡單明瞭、理解及記憶。因此，抓出關鍵詞能力的良窳，是能

否畫出好的心智圖的重要關鍵。 

 

六、樹狀結構、網狀脈絡 

此概念乃是從前面所提及主幹與支幹概念的進一步延伸。所謂的樹狀結構，就

是以中心主題為根源，所有的主、支幹由中心主題向外延伸出的結構，透過檢

視之可以看出中心主題所要呈現的主要、次要觀點與細節內容；至於網狀脈絡

則是在不同樹狀結構中的概念之間有重複性或關聯性，那麼就要用關聯線來指

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兩者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分類結構與因果關係，並強化心智

圖中觀點與觀點之間的連結。 

以上六點為畫心智圖的基本原則，若能掌握住重點便能畫出一個閱讀者能夠理

解的心智圖，使閱讀與寫作變得有趣又有效率！ 

高中的國文筆記大多採用此種方式整理，複習的時候可以藉由看關鍵字提醒自

己這裡大概會有什麼重點，透過反覆練習使得觀念更加清晰。在這裡以中國小

說流變的發展為例，分享我繪製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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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推薦幾本網路上熱銷的心智圖相關書籍，若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到書局裡

逛逛，多方嘗試不同的學習方法，一定能找到最適合自己做筆記的方式，使自

主學習更具效率！以下為參考書目： 

1. 超高效心智圖學習法，東尼．博贊作，商周出版社，2015.08 出版。 

2. 心智圖寫作祕典，梁容菁、孫易新作，商周出版社，2015.10 出版。 

3. 超高效心智圖法入門，孫易新作，商周出版社，2015.12 出版。 

4. 心智圖筆記術：將腦中智慧以清晰的脈絡呈現圖像化思維，胡雅茹作，晨星

出版社，2017.05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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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手寫筆記 
林妍 

 

架構很重要。有很多篇資料要看時，未必要有很多註記，更重要的反而是

一目瞭然的系統性要點。對此我能提供的方式可能會是與各位的筆記方式有所

重疊，甚至看起來頗有點陽春，但是真的挺有幫助，使我在看許多史料、論文

時能夠省去很多時間。 

所需物品：尺、藍紅（黑）筆、鉛筆、（螢光筆） 

用尺其實頗為重要，有點類似使心態端正的一種方式，固然有時候急著劃重點

或在通勤時難以用尺，但是在這樣狀態下畫的重點其實在複習時仍要重來一

遍；而且當下寫意、有如靈光一閃的註記在穩紮穩打要複習時，就會變成亂糟

糟的大圈、長線，失去其「重點」的焦點性。所以能用尺的時候，還是盡量用

尺。 

一個章節的論述重點我會用藍筆在句子下面劃線（貼著字但是不要用畫到字，

因為萬一看錯重點，要塗改就會很麻煩），依此推展的分析要點則用紅筆劃線並

標示數字（大項羅馬數字、小項阿拉伯數字等）。有時重點很多就會用雙線，例

如：「ＡＡｘｘｘｘ」。如果是舉例，沒有引用、複習到也還好，但是還是有點

重要的例證，就用黑筆劃單線。再來，註記部分，若會修改則用鉛筆加註，如

果是跟要點一起統整的話，就用那個顏色寫在旁邊。螢光筆的部分是可有可無

的，若用的話，則是畫在專有名詞或重要註腳上，方便瀏覽。 

這樣幾個簡單的作法，就是伴我度過許許多多論文的好幫手。當然，如果要統

整的文章架構很大，也會有衍伸的其他符號，但是大致上都是遵守「金字塔型」

的筆記畫法，如此掌握要旨便頗為容易。另外，歸納出一篇文章的要項，可以

試著分出重要性依次寫下，而不是只是「一、二、三」項目。這樣評析全文時，

也能從記筆記時抓不抓得到架構的問題來討論。 

關於「金字塔型」的筆記，坊間有所謂麥肯錫的邏輯思考，其實就是有體系的

筆記。按照界定問題、填充衍生問題、排定順序、分析與彙整，大致上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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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一是「歸納型」，二是「演繹型」；前者是樹狀，如「減肥」共分若干方

式（飲食、運動、作息等），有其先後順序以及經濟、時限考量；後者的脈絡則

是線性的，如「跑步可以減肥」的推演規劃。這與心智圖有些類似，但是我認

為在文科的筆記、閱讀資料上，以金字塔型的架構理解會比較有統整性。 

總之，不管作筆記的方法是有教科書底本還是在筆記本上謄寫的，重點都在於

歸納，所以如果能夠掌握歸納文章架構的話，那麼不管是精美還是簡樸的筆記，

其實重點都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