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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2 第一名 四技應外三乙 王雅婷 49812218 

題目：您不知道的早知道：仿生科技 

內容摘要： 

    仿生學可以粗略的定義為：從自然界合法「剽竊」許多設計及想法，應用來改善人類技

術；或者說是受自然的啟發，藉由了解其運作機制，去開發新技術解決問題。人類的技術發

展確實需要好好學習大自然的演化成果；而自然的演化設計若經過人類技術的改進，必將產

生不少趣味，只是這種「虛擬改進」在創意之外，尚存在著太多的未知。雖然大自然不完美，

而它有的是時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多年演化之後的成果，但卻苦於無法系統化的跟大

自然學習。 

    仿生學並不是指人類技術全然抄襲大自然的設計，因為生物體內的環境不見得是何人造

技術的應用；不過，若能對生物體的功能與作用機制進行深入的基礎研究，必定有助於找出

人類某種技術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生物學家在這個過程中不可或缺。這些功能在生物學而

言，生物學家藉由詳細描繪生命的外觀形式，以及其生存世界的物質條件來了解其生存的生

理機制。 

    仿生學的研究，除了要學習生物界延續至今的冠軍，惟有在生物學家、科學家及工程學

者的跨領域結合，才能好好利用這存在許久的「早知道」，激發出更多的創新產品及思維，將

有助於人類解決現在面對的許多問題，造福人類生活並請與自然和諧共存。 

 

心得感想： 

    那天聽完李教授的演講後，我才知道原來我們生活上有許多的產品設計及功能都來自於

大自然，大自然一直以來都是我們人類仿效的對象，我們可以從它們身上學到或者發現許多

我們從未想到的事情，例如奈米科技，這一項科技是從蓮花身上發現的，研究學者在顯微鏡

下看到蓮花葉子的表面有許多微米級的凸起以及蠟質的外皮組織，這使得任何東西都不易附

著在蓮葉上面，就連水珠也是，由於蓮葉的這項特性，所以蓮葉上的髒東西很容易被雨水沖

走，這樣子一來細菌就不易孳生，這一個例子就使得人類在科技上有很大的突破，而這個發

現被應用在醫學上。大自然一直在解決各種不同的問題，讓生物不需要很多的資源也可以達

到最大的競爭力而存活下去，繁延牠們的下一代，因此生物運用各種資源時，都很知足絕不

浪費且不過度設計，這些奧秘非常值得人類好好學習。生物會一直演化，是因為牠們為了存

活以及繁延牠們的生命。 

    大自然和人類是要一起和諧共存的，但由於人類為了要追求更舒適的生活品質，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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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砍伐樹林，導致有些動植物變得非常的稀有。其實我們應該要跟動物們學習才行，因為

牠們懂得和大自然和諧的生存，不會去浪費大自然所給牠們的一切。我覺得仿生學的研究不

只要去學習生物如何演化和延續牠們的生命以外，還要去了解動物們是如何珍惜大自然所給

牠們的一切。生物學家和科學家他們利用觀察生物的演化及特色，來激發出更多的創新的產

品和科技，這將有助於人類解決現在或未來可能面臨的問題，不僅造福人類的生活品質也可

以與大自然和諧的共存下去。要懂得跟大自然和平相處，大自然才會營造出更好的生活環境

給我們生存，我們一定要飲水思源，不要過河拆橋。生物的演化一直以來都是我們人類學習

的目標及靈感的來源，研究學家會根據生物的演化來研發一些產品，使得我們的生活更加的

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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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17 

審 

查 

評 

語 

作者能掌握演講者的論點去引申、詮釋自己的看法與見解，其思

路清晰、條理分明。舉出的例證具有說服力，且筆調簡潔、緊湊、有

力，全文給人一氣呵成之感。 

 

 

 

 

 

 

 

 

 

 

 

 

名次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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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4 第二名 四技企管四甲 李代偉 49709111 

題目：世紀能源與金融風暴-危機與轉機 

摘要： 

    這次演講的主題為「世紀能源與金融風暴-危機與轉機」，講座教授是元智大學的詹世弘

教授，其演講的摘要我分為以下幾個來說： 

    金融危機：金融風暴、能源、環境與人類文明，未來 50 年，人類十大問題，分別為「能

源、水、食物、環保、貧窮、戰爭與恐怖主義、疾病、教育、民主和人口」，在 207 年，雷曼

公司倒閉引起次貸風暴的金融海嘯，2008 年，世界各國努力擴張開銷來拯救經濟，但得到的

結果卻是歐洲國家出現的債信和破產危機，靠創造新能源經濟，來擺脫這個問題。 

     能源與環境的危機：氣候變遷是由全球暖化造成，像熱浪和異常天氣，海洋與冰川融化

造成海平面上升，而全球暖化對貧窮落後國家與物種多樣性造成極大的威脅，未來可能導致

11 億至 32 億人面臨水荒，2 到 6 億人面臨饑荒，每年還會導致 2 到 7 億人成為海岸洪水的犧

牲品這是何等的可怕，而地球暖化主要是由燃燒油、煤炭，瓦斯等產生大量溫室氣體，但人

們想說使用核能，總可以解決這問題吧。畢竟核能能產生極大能源與不排放溫室氣體，而且

核子電廠在設計上有相當程度的安全措施，但在 311 大地震時，驗證了這個問題，在複合式

的天然災害下，核電廠並沒有辦法承受這種大自然反撲所帶來的傷害，導致核電廠發生爆炸，

輻射外洩，造成更大的問題，另外像是三哩島和車諾比，都是前車之鑑，其中車諾比的外洩

非常嚴重，至今周邊區域都還無法住人。 

     轉機與結論：可再生資源，像太陽能、水利風力或地熱潮汐等，都是廉價但乾淨的能源

轉換，或是新能源燃料電池，雖然可再生能源相當廉價便宜，但是受到自然的限制，效率並

不是非常穩定，會時高時低。同時燃料電池也能改善交通工具倚賴燃油的狀況，不僅功效和

一般燃油車輛相當，更好的是不會造成汙染。過去的經濟成長，造成能源資源的劇減，環境

生態的變遷與破壞，也造成現在的經濟崩盤，而危機即轉機，透過持續改良和研發綠色產業

與再生能源，將來不僅環保，也能保障經濟與生態的永續。 
 
特殊感受與啟示 

    在這場演講中，我感受到詹教授的演講風格與技巧，生動靈活、淺而易懂、範圍廣闊，

讓我印象深刻，我所得到了相當大的啟示是，當詹教授在講述經濟危機時，能源竟然是這個

事件的環節，不僅是經濟，還有生態與環保的概念也帶入其中，人類自使用這些不可再生能

源時，產生了經濟與文明的成長，但也造成了生態的浩劫與破壞，最終又反蝕人類，天災人

禍，起因都是這些資源，而開發新能源，不僅能挽救經濟，更能維護生態，有了這些新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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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綠科技，一樣能推動文明與經濟的進步而不會傷害自然環境，人類文明從以前的「人定

勝天」的思維，轉到「天地共存」的新觀念。 

結論 

    當世界處於金融風暴時，自然的「有限」資源也將近匱乏，而人類不能一直盲目追求這

種傷害環境，因該追求一種乾淨又環保的新興能源，不僅能源要乾淨，同時也能帶來新的經

濟效益，比方拿石油來說，燃燒都會產生大量溫室氣體，而這些氣體也有害人體，更糟糕的

是，它不是無上限的供應，所以商人們會炒作價格，像前一陣子吵得沸沸揚揚的國際油價，

一路衝破百元美金大關，牽連相關產業一連串的漲聲四起，一切的一切，都像著了魔，國際

鋼鐵、黃金、小麥通通漲，像吹氣球似的一下子膨脹許多，直到一個名為雷曼公司的針，扎

破了這個氣球，讓一切水漲船高的東西通通摔落，但受害的人是誰？是那些資本家嗎？企業

嗎？答案都不是，而是一般的老百姓，當一切都漲，薪水不跟漲，日子難過；景氣衰退，又

會被裁員找不到頭路，一樣日子難過，像前一陣子金融海嘯時，很多企業都放無薪假。 

    而開發一個乾淨的、可循環的新能源，不但能免去資源枯竭，被資本家炒作投機的風險，

避免因能源引起的經濟危機，也能愛護地球與整個環境生態，不產生溫室氣體，導致冰川融

解與海平面上升，或為了開產更多這類資源而砍伐、破壞山林。但以現在的技術，雖然這些

乾淨的再生能源確實可用來供應能源，但它的效率卻始終脫離不了自然環境的限制，但新出

來的燃料電池，透過水分解成氫和氧的技術，使用後再變回為水的這種方式，效率都能保持

固定，不會忽高忽低，所以我相信在不久的未來，人類一定能找到與自然共生共存的世界，

不破壞生態環境，能促使經濟繁榮與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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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04 

審 

查 

評 

語 

整篇文章內容充實，能夠包括演講摘要、特殊感受與啟示與結

論。結論能擴大至世界共同能源危機去論述，是一篇言之有物的文

章。但幾個錯別字需要修正。 

 

 

 

 

 

 

 

 

 

 

 

 

名次 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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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1 第三名 四技創意一甲 潘寶明 40029141 

題目：失去潤滑的命運巨輪 

    陳竹亭教授運用主題鮮明的簡報，為大家解說「科學」為人類帶來的創新和災禍。從無

限的宇宙到相對渺小的地球、從萬物初生的太古到科技日新月異的現代，用以交錯穿插的方

式，強烈對比古今中外所有事物的崛起與衰落。 

課程中敘述了生物的演化，在地球為初生之時，雖然甚麼生物都沒有，卻因為擁有了「氧」

這種元素，帶領了地球突破性的生命發展。在演進過程中，自然界不斷以驚人的方式汰舊換

新，社會體制、人文變遷、自然改變，造就新物種與舊物種的輪替，智慧取代了原始，讓時

代不斷推動著巨輪而進步。 

    但進步不代表著永遠帶來幸福，戰爭、環境、人文、思想等種種都考驗著人類內心天使

與惡魔的拉扯。高科技為人類帶來便利，卻也藏著帶來滅亡的危險，我們讓這個地球逐漸失

衡，促使自然界的惡性變遷影響了我們人類生存的可能，印證了因果輪迴的道理。最後提到

重點，我們人類是擁有｢智慧思考｣的種族，應避免野蠻的弱肉強食，而以理性態度去面對問

題，減少｢競爭｣去發展文明，而增加｢合作｣去持續文明。 

 

特殊感受： 

    第一次聽通識專題演講，老實說很榮幸能聽到陳竹亭教授主講這堂課，與別的教授不同

的是，我很喜歡他身上散發出的那股自然與灑脫，也沒有甚麼刻板印象中教授會有的嚴肅，

他很親切的走下台，與大家互動交流。 

    而演講題目同樣也令我感到相當有興趣，內容也很精采。從古早以前的宇宙觀就可看出，

我們人類總在探索未知的世界，不斷的研究更高超的技術，去一窺這浩瀚空間的奧秘。古代

哥白尼的日心說我想可以是開創了人們對未知世界用以理性及嚴肅態度求知的啟蒙理論，雖

然他或許不是最早做出科學啟蒙的人，但為捍衛真理而被火燒犧牲卻是很值得去學習的對

象。教授有提到，我們人類既自命為「高智慧」的生物，就應該要比任何物種都要擁有「寬

廣的視野」，此「視野」可以此為例：鷹雖然比人擁有更精深的視力天賦，但人有能力運用心

智，去看見比鷹更寬廣的「視野」，在在暗示人類應該適當運用工具及才能，去開發更多不一

樣、未知的世界，並求得真理。 

    只是我同樣身懷感慨的是，現在的科技發達，人類的視野就算寬廣無垠，卻失去了造福

人群及自然的初衷，理性被慾望啃食而促使戰爭及滅亡的發生，雖然在歷史中這是時代輪替

的象徵，但現在的我們卻只是不斷加速時代的衰弱。因此要延續文明的發展，除了要找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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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更需要獨特的文化、科學思維去理性發展，至少留給後代一個擁有基礎資源，人文科技

依然薈萃和平的世界。 

 

啟示： 

    大大的簡報標題，在我第一時間的第一思考，就是有關於印度的宗教觀。印度可說是佛

教起源地，其思想影響後世深遠雋永。「因果輪迴」可以說是貫串印度宗教觀一個很大的軸線，

其影響甚至遠及泰國、中國等更多國家。 

    不論及宗教的敏感話題，我認為因果輪迴這樣的思想，不應該因為現代追求創新而受到

抵制。基本上這並不是迷信，而是能夠以事實真相去論證，想想地球近年來已經發生過多少

天災地變，不論人為或天造，我們所生存的這個自然界早已經在警告著人類的恣意妄為與自

大無知，用因果輪迴去套用這所有的變故可以說再適合不過。 

    原本這樣的思想在自然界物種的汰舊換新，也就是達爾文主張的物競天擇說中是非常正

常的，因為有一個物種、一個環境甚至是一個國家的消失或破壞，是會帶動另一個新造的崛

起和發展才能不斷成就至今。只是現在世界的處境是不斷的破壞與消失，進化趕不上變化，

加速著人類最惶恐的末日，我們應該如此自取滅亡嗎？ 

    世界的良善改變在短時間內是無法得到結果的，我們這些地球公民若無法全體達成共

識、放下身段，灌注另一個全新體制和思想的萌芽，就得做出最壞的打算了。總歸就是要在

自私與合作間擇一，我們的地球未來掌握在每個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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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01 

審 

查 

評 

語 

標題下得適切，能綜括全文的要旨。老鷹的視力較人為佳，而人

能運用心智，故視野較老鷹為寬廣，用喻的詮釋頗見生動。從理性的

思維出發，減少開發破壞，延續文明發展，卻為可行之路。 

 

 

 

 

 

 

 

 

 

 

 

名次 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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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9 佳作 四技觀光三甲 薛卉容 49825169 

題目：世界末日 

     近幾年因為地球暖化、溫室效應、南北極冰山年年溶化、人類對環境及生物的大肆破壞，

使得人們口中的末日說越來越真實，而民間傳聞更是眾說紛紜，末日的主因也十分的多，例：

慧星撞地球、地球暖化而引起的氣候異常和馬雅預言，其中又以馬雅預言更添加了末日說的

真實性，而根據馬雅文獻的記載，地球的生命也是每隔 3740 年就會被毀滅一次，地球生命在

過去已曾被毀滅四次，早在西元多年以前就存在的末日說，也讓人們越來越相信，人類在地

球的生存時間，已經在倒數的階段，馬雅預言的文獻中指出今年，也就是 2012 年 12 月 21 日，

將是末日的開始，馬雅人預言當天，大地將會劇烈搖晃，有些地區將會大雨成災，而有些地

區將會乾旱無雨。 

 這幾年八八水災小林村的滅村、日本 311 事件、泰國水患，讓我也越來越相信末日的傳

說，其中最讓我感到震驚且害怕的大概是八八水災吧！大概是因為自己也生在台灣，又是南

部人，我覺得離自己十分靠近，我記得那時候我都不敢打開電視看新聞，因為每次看都會哭，

深深感受到災民的無助且徬徨，滅村後面對家人的生死離別，存活下來的人又必須牙緊牙關

重新振作，繼續為未來的生活，也為了過世的家人更加倍努力的活下去，看了十分令人鼻酸

且不捨，從太空的衛星觀看，小林村也著實成了一片灰土，像是沒有人居住過一樣，一片荒

蕪。 

 但是，讓人們存活在末日恐懼當中的，是人類自己，自西元 1750 年工業革命後，二氧化

碳和許多有毒氣體，開始日漸升高。並且，有學者提出暖化學說，但是，並沒有被看重，直

到近幾十年，人們開始日漸察覺地球的生態、氣象天候正悄悄的在改變，但是，為時已晚。

至今人們仰賴科技的進步，享受科技為我們帶來的便利與舒適，卻忘了，承受這些的是我們

所居住的地球，廢氣排放量不減反增，人們使用的垃圾量也越來越多，地球的溫度逐年升高，

這使得末日說越來越接近，也使得人類走向自取滅亡的危機，地球也逐漸接近無法負荷的超

載質，用大自然反撲的方式，像人類宣告，在我們享受的當下也同時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

在近幾年來，海水位不斷升高，而對台灣這島國來說，更是一大危機，我們將成為第一波的

氣候難民，海水也逐年吞噬台灣這塊美麗也脆弱的小島。 

 其實，就從我有印象到現在，也才短短 20 年，但是，對地球的變化，卻已經有著強大的

感受，自己是屏東東港人，所以，對海並不陌生小時候只要到海邊，總有一大片的沙地可以

讓我們追、趕、跑、跳、蹦，直到幾個星期前因為朋友來訪，我帶著他們想去看看美麗的夕

陽，自己也想重溫兒時舊夢，但是，那裡卻變了，沙不再廣大，取代而之的是一塊又塊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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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影響美觀的消波塊，瞬間我的心情跟著盪到谷底，也深深讓我了解到，這美麗的小島正逐

漸被海水吞噬，人類如果再不愛惜地球，末日遇言是會遲早的事。 

 過去我們總說人定勝天，但是，近幾年我不再聽到這說法，或許是人們感受到大自然強

大的威力，而我們也無力抵抗，只能任由牠反撲，我們無法預防，只能做好緊急逃生的措施，

讓傷亡降到最低。雖然，我不知道現在開始作環境保護對地球暖化的減緩的功效能到達多少，

不過我願意從自己開始做起，希望有一天這美麗且提供我們良好居住生活的藍星能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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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09 

審 

查 

評 

語 

    作者題目取名（世界末日），引人省思。文中舉出八八、日本 311

事件及泰國水患為例能印證主旨的要求。提出自己家鄉水岸被海水吞

噬的實例，讓人有所警惕；結尾的論點言之有理，使本文圓滿結束。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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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1 佳作 四技數位三甲 蘇筱芬 49824127 

題目：您不知道的早知道：仿生科技 

  人們每天開口閉口說著許多「早知道」，通常是希望時間能夠倒流，只可惜時間之箭並不

會回頭。不過，另外還有一個「早知道」，就是天天在我們身邊、習以為常卻常常受到我們忽

視的「自然」。 

  仿生學可以粗略定義為：從自然界合法「剽竊」許多設計及想法，應用來改善人類技術；

或說是受自然的啟發，藉由了解其運作機制，去開發新技術解決問題。 

  其實，仿生學並不是指人類技術全然抄襲大自然的設計，因為生物體內的環境不見得適

合人造技術的應用；不過，若能對生物體的功能與作用機制進行深入的基礎研究，必定有助

於找出人類某種技術問題的解決之道，因此生物學家在這個過程中不可或缺。 

  仿生學的研究，除了要學習生物界延續至今的冠軍，惟有在生物學家、科學家及工程學

者的跨領域結合，才能好好利用這存在許久的「早知道」，激發出更多的創新產品及思維，將

有助於人類解決現在面對的許多問題，造福人類生活並且與自然和諧共存。 

  「早知道」這三個字裡面帶有著後悔、期望的心情。當看見這星期的講義標題「您不知

道的早知道」時，不禁反覆思考著標題的意思，也想到了許多「早知道……」的事情，正當

回憶快淹沒我的思緒時，主講教授開始了這堂課。 

   原來這堂課是在說明自然設計與人造技術之間的相連性。聽完這堂課後，反覆的將講

義內容看完，原來，「自然」不僅僅是人類所仰賴生存的，也是人類的啟蒙老師，現在許多產

品是和自然中的萬物學習所開發改良出來的，覺得這個世界不僅僅神秘也很有趣。只是讓人

感到可惜的是，這世界似乎越來越少了點「自然」，也許有時人造出的自然景觀藝術會比自然

而生的美，但我還是喜歡最初的自然。一直以來我就非常喜歡攝影，最喜歡的是拍攝花、動

物、天空的一些特寫照，就算炎熱的太陽在我身上不留情的照射，或是拍攝環境是很辛苦的，

但只要能夠拍出自然中那最自然的一面，即便是我最大的快樂!    

  從古至今，人類那許多的發明，雖還不及「自然」那悠久的發展史，但人類的頭腦很聰

明，能在這樣短短的發展中，從大自然身上仿效並且創造出許多更加便利且舒適的生活。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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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現在科技日趨發達，但講義中所提到的:「雪山隧道雖然展現了人類的工程實力，卻也讓大

量高品質的淡水因此流失。」有得必有失，這是萬物不變的道理，想要有好的生活卻也必定

要失去一些可貴的東西。人類和自然的相處，究竟是人類學習自然？還是人類破壞自然？ 

    還是很懷念小時候那純樸的社會，雖然什麼都不是很方便，但至少很多事情都是經過自

己的雙手以及雙腳努力而去達成的，就拿寄信來說，以前寫一封信總是非常用心的寫，因為

寄一封信到對方手上不是件容易的事情，不是和現在一樣簡簡單單的，雙手點一點打一打就

能夠完成，也許縮短了時間，卻失去了那最珍貴的感覺。 

  「大自然一直在解決各種不同的問題，讓生物不需依賴很多資源，即可達到夠大的競爭

力而存活下來，因此生物運用各種資源都能非常知足不浪費且不過度設計。」如果有如果，

能夠從來一遍，會選擇和大自然一樣適度改變而不過度破壞，還是選擇舒適的生活，卻破壞

了大自然的美？我想，這答案是很多人很難能夠去完整回答的出來，因為人類總是好還要更

好，懂得知足的人卻很少，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已經完全被現在的舒適生活所控制，沒有

辦法想像有一天如果什麼都沒有了，人們會如何生存下去？ 

  是要歌頌自然還是要人定勝天？自然的跟人造的誰好？「早知道」的你，會如何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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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11 

審 

查 

評 

語 

本文寫得井然有序，婉轉有致，文中一再強調「自然」的重要，

並提出一些事例去印證自己的主張與看法，很中肯、有道理；結尾提

出的問題，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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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24 佳作 四技國企二乙 翁悅慈 49920251 

題目：談科技與人文 

    這是我最欣賞的一篇「張天津教授主講的 ─ 談科技與人文」，但其實我原本想寫的是「李

旺龍教授所主講的 ─您不知道得早知道」這兩位教授的演講的都十分得的引人入勝，但最後

為什麼我選擇張天津教授的呢?其實是對張天津教授那為科技大學學子們忿忿不平的態度所

感動，當他說出邀請那位記者小姐特地約談時，我就決定就是他了，我就讀的高中為國立中

正高工綜合高中部社會組，在那時我從沒有想過我最後會跑去讀科大，因為其實我是可以讀

大學的，但因為沒想過自己會跑去讀私立的學校於是填寫時也就多填了幾個自己喜歡的科

系，就這樣我進入了正修科技大學，沒有不好只是與當初所期望的有一段距離，所以當教授

說出那一段他反駁女記者的話時，他那高亢、正義的發聲讓我非常的感動，科技大學的學生

絕非二等抉擇，我們只是選擇了自己所喜歡的路，那不是錯誤所以無須對我們的抉擇有任何

歧視，真的很少遇到這種這麼純粹支持我們的人。 

    「學習就要學到最後，學到最好，就連喝茶也會是一種境界」張天津教授非常的可愛，

就連做個比喻也是如此，是呀!就連喝茶，我想教授他想要表達的是喜好吧！學習最重要的不

就是自己的愛好嗎?或許一個人可以學非常多的知識，以備不時之需，但若連自己的喜好的學

習都只為皮毛那不就很可惜嗎?提拔自己就是專注於自己的愛、聆聽自己的聲音然後做到最

好。 

    張教授他也舉了一個親民的舉例阿妹，當他做舉例時我想，阿妹因該是教授的偶像吧，

怎麼會有一個如此誠懇的高知識份子呢!當他說說話時每一句都是如此的真切，喜歡就是高談

闊論，不喜歡抑是如此，阿妹，她在讀書時或許他的裩課不是最好的但唱歌卻是無人能敵，「成

功不是一開始就被成就的」張教授的比喻是最貼切、親民的，阿妹也是如，就因為喜歡所以

一直唱、一直找機會唱、一直替自己打造新的舞台唱，成功絕對不會是偶然的。 

    當一個有福氣的年輕人，聽到張教授這麼說讓我覺得很有道理、很開心，因為這實在是

非常有趣的說法，就好像是聽到另外一種希望年輕人能夠惜福的說辭，應該要這麼說才對，

他本來就是，只是通常聽其他在說都是很直白的，比較像是訓誡，張教授這麼說，我還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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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聽見，真是有創意的說法呀！我們有多長忘記自己本身所擁有的東西而去抬頭尋望、期

盼人家所擁有的東西─「西方有聖經，東方有佛經，咱們有孔孟思想」，我想張教授他一定如

此期盼自己吧！「己立立人，己達達人」、「有教無類，因材施教」這讓我想到默劇天才卓別

林，通常人都是不欣賞比自己更有天份、或是更努力而邁向天才之路的人，卓別林就是如此，

他因此埋沒了另一個人的成就，人我忘了是誰，但大致是這樣的，有一個欣賞著卓別林偉大

才藝的人，跑去投靠卓別林，他寫了很多的劇作給卓別林看，卓別林也因此驚為天人，但他

選擇埋沒，因為他怕這個人會掩蓋住他的風采，而這可憐的人直到卓別林往生後他的作品才

得以問世「己立立而立人」呀，要做到欣賞別人，認同別人的成就真的很難！ 

    我就讀的科系屬於商管學程，與工學院實在是差別甚大，所以其實在這一門課有很多老

師們的演講題目都非常的別致以及精彩只是太有深度了，讓我實在不知道如何是好 ，當然也

因此見長之聞，但仍期盼能聽到老嫗能解的講座，就如同聽到張教授與李教授智慧結晶的宣

導，有智慧卻講解的如此清晰、有創意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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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24 

審 

查 

評 

語 

從個人生命經驗出發，說明選擇科技大學只是走自己喜歡的路，

絕非二等抉擇，相當具體而生動。惟以卓別林埋沒人才為例，難以說

明「己立立人，己達達人」的道理，於此宜多作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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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34 佳作 四技化材三乙 馮良貞 49817262 

題目：城市採礦與物質永續 

摘要： 

    關於永續物質管理，我們曾提到何謂永續？所謂的永續就是『在不妨礙後代子孫追求幸

福之前提下，發展以滿足當代人之需要。』。也就是說物資物質的使用管理達到恰好，並且能

讓未來的每一代傳承子女繼續使用其資源。然而如何達到其效果便是要看其資源管理制度是

否恰當？是否符合後代子孫所需需求量？一切都是需要管制資源流量。 

    永續發展是人類追求的最高的生活需求及自我期許。現代人正在追求嚮往「永遠」的資

源環境、無汙染的資源環境、高生活品質完滿的資源環境等的新資源環境。 

    永續環境之重要性；近年來隨著全球環境保護時代的來臨，環境問題已由過去局部性、

區域性的範圍擴展成全球性的問題，環境好護與管理範疇也由傳統「汙染管制」擴及至「資

源保育」及「永續發展」。 

    為因應這些日益複雜的問題與挑戰，先進國家以「污染預防」（Pollution Prevention P-2）

與「節省資源」做為國家環境政策的新方向與環境保護施政的重點。 

    打造一個安全、健康、舒適、美麗而永續的生存環境，建構一個多元、和諧、繁榮、充

滿生機和活力的社會。 

 

特殊感受： 

    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一篇關於浪費飲食資源相關報導；那是在敘述現代人對飲食生活越

來越講究、要求美觀、飲食品質、飲食衛生、自助式等的情況下將未變質或過期食品丟棄。

在餐飲業有要求一種飲食處理方式「易逝性」是無法銷售出去、銷售出卻未食用完畢、或當

日為銷售完畢的餐點將期倒掉或丟掉，卻步給員工帶回家食用，是一種非常浪費飲食資源的

觀念。 

    報導中在美國紐約、曼哈頓、洛杉磯等著名城市，有一群人在垃圾桶中找食物，其中所

有的食物接是完整的，就連包裝也完好如初，沒變質腐蝕也過期，還是能食用得一整袋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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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相同的食物，那是因為餐廳或超市業者要打烊，而將這些過剩的食品通通裝入大的黑色

垃圾袋，丟到垃圾收集場準備焚化。而這群年輕人就是看中這兒免費新鮮的食物，因而三五

好友成群結隊到固定地點撿拾時物，並帶回家下鍋舉行垃圾食物大會一起享用。 

    對於美國這樣的浪費食物，身為人類得我感到可恥。我認為它們若真得無法消化那些食

品，那應當將這些食品轉讓給予員工或廉價轉賣給一些家庭主婦，又或者捐贈予貧困者食用

也是一種解決方法，為何一定要這樣的白白浪費掉？我希望他們政府能夠出來做說明，並且

在短期內改善此舉，以捍衛人類的可恥心。 

 

啟示： 

    對於環境永續，我認為只有幾個重點；第一、資源流量管制，說真的，如果流量沒有進

行管制，讓人們在知情又知覺的情況下不停的濫用地球原有資源，而導致資源在近期內消耗

殆盡，那麼人們的未來將會是如何？會不會就成了所謂的「世界末日」呢？第二、資源回收

與利用，在我轉來正修科技大學之前是就讀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理系的學生，曾經

在二年級讀到一門課程「資源回收與利用」，它是有節制並且有循環利用的所有人們不需要的

任何資源，它的確有效的改善了人們的環境，它是「再生能源」，這種創造再生能源公司擁有

國家機構補助設立，同時也擁有獎勵金，這更促使的再生能源越來越活化，資源浪費相對得

也能減少其濫用率，是現代所追求的其中一種完美解決浪費資源也能解決空間減少的方法（與

垃圾焚化相對論）。第三、檢討並改善，每三個月為一季，去檢討人們所浪費資源總量，並且

去改善如何讓人們在使用資源時並同時擁有不浪費資源、善用資源、資源回收與利用等的觀

念。 

 

結論： 

    正所謂「資源有限，慾望無窮」這句話驗證了現代人們無法滿足的慾望，以及地球自然

能量資源並非無限。在時代科技越來越進步的情況下，人們所追求的完美已經不再是真正的

完美，而是達到浪費標準的完美。也正因時代科技的進步，人們得一些舊時代觀念也被拋諸

於後腦見見得被遺忘或忽略掉。人們視心情或情況使用能量資源，而不視需求使用能量資源；

人們視美觀功能使用資源，卻忽略其資源並非無上限提供的資源；人們為了滿足一己的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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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的破壞自然資源，導致如今水土保持失衡、土石流、落石崩塌、旱災、水災、地層下陷

等各種天災的發生。 

    往往我們以為是完美的完美在專家眼中看來一直以來都是在不斷的浪費地球上有的資

源，因此人們應該就此打住，不再浪費地球上這些限量供應的自然環境能量資源，而是開始

有節制的使用地球上各種能量資源，並且不斷的灌輸「永續發展」的觀念，目的就是要讓人

們能過確實的做到永續發展的目的，而並非是盲目的擁有觀念還照樣的浪費能量資源，並讓

我們的地球能夠恢復其原有的一切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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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34 

審 

查 

評 

語 

    整篇文章內容尚充實，包括演講摘要、特殊感受與啟示與結論。

在問題的反思與啟示上，有相當不錯的見解，但行文之順暢度待加強。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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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42 佳作 四技國企二丙 陳墩育 49920376 

題目：寶貝你的肺 

大家應該都知道「肺」是人類，甚至是不少動物用來呼吸的內臟，可以說是相當重要的

器官之一，其位於胸腔內縱隔兩側左右各異，人的肺臟總共有五片肺葉，右肺寬而短，為三

片肺葉，左肺窄而長，為兩片肺葉。兩肺之間又分別有心臟、大血管、氣管、食道等重要器

官存在。而人類的肺臟是用來吸入外界的空氣「氧」，使氧氣能夠進入我們的肺部血液中，再

運輸通過到全部身體部位，供所有細胞能夠使用，另一方面肺部血液裏的二氧化碳則滲透到

氣泡裡再排出體外，這就是人類每分每秒呼吸所做的動作。肺的表面有臟胸膜，其不只光滑

而濕潤，柔軟而有彈性，肺內部則含有空氣，呈現出海綿形狀。肺的顏色隨著每個人的年齡、

職業或吸菸與否而有所不同，新生兒的肺應屬為淡紅，成人有吸菸者，由於不斷吸入焦油所

累積起來的肺則呈暗灰，並有黑色斑點出現老年後顏色則會更黑。 

    自己至從兩三歲時就因為罹患氣喘而經常出入各大醫院急診室，所以能夠深刻體會到肺

部及支氣管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在台灣這種海島型國家天氣多變萬化，又加上地小人稠空

氣品質因為開發程度受汙染程度可想而知，一個不注意可就讓我們這種先天過敏又換上氣喘

的兒童傷腦筋，回想起當時常常那一個呼吸不順換不過氣來的瞬間，可又是靠擴張劑及掛急

診吸藥物撿回了幾次命?但也就因為這樣，讓我了解到我們胸腔對身體健康的重要性，讓我盡

量避免接觸過敏源，配合適當的運動，到了國小時這樣的現象也隨著年齡增長而減少改善，

到了國中時期我想是每個男生叛逆耍帥的時期，而我身邊的朋友也不例外，班上開始有些男

生學起大人抽起菸來，從幾天一根到一天半包甚至一包的大有人在，當然男同學間互相打賭

嬉鬧，想要藉此把吸菸一事分享推薦給我的也大有人在，這時適時的拒絕誘惑就是一大學問

了，也許是因為從小氣管就不好，又加上大人叮嚀所以很快就回絕了一切，這時當然換來了

一堆堆的嘲笑及譏笑，可想而知的俗辣、乖寶和不是男人等言語都出來了，也就因為一次勸

不成兩次不成，自然而然就不會再拿這件事來說三道四，所以當有人想要你做自己認為不對

的是，堅持自己的信念勇敢說「不」這才是正確的選擇，而到了現在再回想起來當時的往事，

真的很慶幸當時的自己能夠做出重要的決定，堅持自己的理念不被外界所動搖，我想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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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帥真正心目中的男人吧！ 

    在上了一學期的通識課程，請來了各領域的專家學者，聽來聽去就屬於林孟志院長的『寶

貝你的肺』這門課最讓我激昂，很幸運自己自小是生長在無菸的家庭中，也懂得如何去保護

自己的身體，所以在上完這門課時有了更大的體會，體會到生命的珍貴，時間的寶貴，有人

能敢保證自己能夠活多久嗎?我想我們也只能盡量選擇較安全較正確的路去走，可堂中剛好又

講到肺癌是榜上有名的死因之一，近期又剛好遇到我外公就是因為吸了一輩子的煙因而罹患

肺癌，前不久剛撒手人寰離開了，頓時我才發現簡報中所提的「活著是為了一口氣」真的就

是如此，這樣的情緒氛圍讓我久久不能平靜，從發病到死亡也不過一年半載，當我看到肺癌

病患發病時不到短短一周就離開人間，到最後面臨死亡時可說是昏迷不醒骨瘦如材，這時我

才更有想勸他人戒菸的念頭，人們種是矛盾的，事情沒遇到時都當作沒看到不關自己的事，

到了真正遇到事情時再來後悔已經於事無補了，所以奉勸各位既然有戒菸的念頭就要有很大

的意志力，努力去克服一切遠離誘惑，當然事前的預防勝過事後的彌補，我想這才是上上策。 

    最後我想說的是常聽人家說的是，棺材是裝死人不是裝老人，這我很贊同！就如同我們

活著就真的只是那剎那間，那呼和吸的動作間，當這動作停止時，生命也跟著到了一段落，

所以把握並且珍惜這呼和吸的機能，瞭解自己的身體狀況，有病即早就醫，並且最重要的是

保持個愉快的心情，用正面正向的心態去迎接每一天，我想這是我當下該好好學習的課題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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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42 

審 

查 

評 

語 

    因從小氣管不好，國中時期拒絕吸菸，面對嘲笑，能堅持信念，

勇敢說不，確實是正確的抉擇。以外公罹患肺癌為例，說明自己的感

受，興起勸人戒菸的想法，頗能呼應演講主題。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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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45 佳作 四技觀光三甲 楊玉華 49825152 

題目：寶貝你的肺—漫談肺病的防治 

    內容主要摘要在說明於介紹肺臟－與外界直接交通的器官、疾病介紹（包括 H1N1 新流

感「Influenza」、肺結核「Tuberculsis，TB」、肺癌「Lung Cancer」、慢性阻塞性肺病「COPD」

的認識）、戒菸小秘訣及說明結論就是活著是爲了一口氣。 

  這學期奇妙的緣分選到了這門熱門的通識課程—科技與人文對話，整學期的收穫真的滿

滿滿，使我學到真的很多東西，而上課的內容，包括像是：一直以來人類最重視的「健康」、

現今全球經濟的趨向「知識經濟」以及融合與創新的「人文藝術」等等之類的…都令人省思

不少，而這些課題，不僅讓我對於「健康」、「經濟」和「藝術」方面都有更深度更廣大的認

識，同時也對於「健康」這塊廣大知識比較不注重的我，有了令我更深的告誡，也有了更重

視的念頭，尤其是現今人類與醫學界最關注的課題之一「與外界直接交通的器官—肺臟」。相

信不久前，震撼全球的一則新聞－鳳飛飛逝去事件，醫學一直在延燒的 H1N1 新流感、肺炎、

肺結核、慢性阻塞性肺病等…都是與「肺」有密切相關的疾病，而這些疾病都也與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也是人們經常忽略「健康」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因此往往發現後都已釀成不

可收拾的地步了，所以為何要定期去醫院做全身健康檢查是有道理存在的。 

  而這些與「肺」有關的疾病，往往都令人膽顫心驚，因為有些「肺」的疾病具有突變的

基因，例如：H1N1，像 H1N1 變異多端，結合四種病毒株：北美猪流感、歐亞猪流感、北美

禽流感以及北美人流感，而變種成「H1N1 新型流感」（可人傳人），導致人與人之間，切勿

交談，必須斷絕一切接觸，以防病情擴散。而位居國人癌症死亡率之首－肺癌，是目前女性

癌症死因的第一位，遠遠超過子宮頸癌與乳癌，而吸菸者、長期在通風不良的室內（廚房）

烹煮者以及長期接觸化學性蒸氣、煙塵者都是肺癌的高危險群，俗話說：「預防重於治療」，

為了杜絕致癌因子，首先要建立優質的生活行為，二來要注重飲食預防及化學預防，再來避

免過度暴露於致癌環境，大多的疾病都有發病的徵兆，當然肺癌也不另外，但肺癌的徵兆很

像感冒的症狀，所以大多數的病患，都只會去診所看醫生、吃藥，但等到真正發病，去了醫

院檢查後，才發覺已經嚴重到無法治療了，而失望、憤怒、怨天尤人，到最後導致自己心靈

無法平衡，最後傷害了自已，因此俗話說：「早發現、早治療」（肺癌的徵兆：持續咳嗽、呼

吸困難、胸痛、支氣管炎等…）而這些疾病，可能最後會導致一個家庭的破裂、家人傷心欲

絕、孩子美夢的破碎，所以記得為了自己，也為了家人要定期的做健康檢查「找出病因、提

早治療」。 

  翻著講義，一張張令我十分惋惜的照片呈現在我的眼前，而其中有一張，讓我十分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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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抽菸的準媽媽，帶了一個大肚子，再路邊抽菸，這位準媽媽在做這件事之前，是否有想

過一個即剛要展開雙翼，翱翔天空，努力為自己創造美好未來的寶寶，他是多麼努力、多麼

想呈現屬於他自己炫爛的生命力，為何會忍心破碎他的夢？而他身體的純淨，他心靈的那份

安全感，已被「菸」迷濛了，為何忍心要傷害那麼天真無邪的他？有人這樣說過「飯後一支

煙，害處大無邊。」，而寶寶與你的緣分，是一段奇妙的生命旅程，可以算是生命的共同體，

所以一旦有了寶寶就要好好的體會母子（女）連心的感覺唷！雖然得到肺疾病的人，不知道

是否有明天的存在，但是我相信他們都一直秉持著一個信念「活著就是為了一口氣」，我個人

也認為「健康勝過於金銀財寶勝過一切」，有「健康」的身體，才有美好的世界，才能逐夢踏

實、美夢成真，也才能去體驗、去欣賞這世界各式各樣美好的景物，在這堂通識課裡充分介

紹有關肺的各類型疾病，真的是學到很多很多，也特別要感謝這堂課的客座講授，從那堂課

到現在，雖然已經有過一段日子了，但我心中卻還是忘不了那一段話非常有意義的話也是勉

勵的話，那就是：「把握現在，奮鬥將來」，使我充實自我！這句話深深的烙印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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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45 

審 

查 

評 

語 

    在內容摘要中，能將有關與「肺」相關的疾病作一綜論，簡要而

清楚。解讀一位懷孕女性抽菸的照片，不但傷肺，也會傷及嬰兒，從

而強調生命共同體的觀念，相當富於想像力。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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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59 佳作 四技應外三乙 莊宜秦 49842216 

題目：把握當下 

摘要： 

    這是一位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館長所帶來的演講，內容非常的有趣，自從他一開口，我

就深深的被他吸引住了，這是我第一次這麼認真的聽完一場演講，他的講題是：「人生苦短，

何不找尋知識的趣味？」我覺得他這句話說得很好、很貼切。 

    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且珍惜自己的人生，讓我的生活更精彩、也更加多采多姿，其中這一

句話「折磨自己，也是一種趣味」，也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我想我也該好好的折磨一下自己了，

不然我總覺得我的人生有點乏味的說，好像缺乏了很多東西，但又有種說不出來的感覺。「太

陽竟然比地球大了 100 倍」，令我覺得宇宙真的好奇妙，聽到也好驚訝，其實深入去探討宇宙，

真的會有好多不同的收穫，而「殘存的鐵隕石今日仍在南緣的山壁中」，這也好特別，都過這

麼久了，這些東西竟然都還在，還有更奇特的是，超級月亮在三月二十日，月亮和地球的距

離比起兩這最遠之時，還要近了五萬公里，但是沒說的是：每個月的月亮都是這樣運行的，

這似乎就有點怪了，就看你自己怎麼去想了。 

 

特殊感受、啟示： 

    聽過館長的演講之後，我內心感觸真的非常深，沒想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是有很多

好玩的人、事或物，只是自己都從未發現且更深沉的去了解。就拿立雞蛋來說，為何我們要

在端午節正午時來立雞蛋呢？是因為端午節正午時的陽氣較重，所以雞蛋較容易被立起來，

但我覺得這些說法也不一定是正確的，其實我覺得任何時間都可以做這件事，如果有心的話，

一定可以做的很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句話就可以驗證了好多事情，做每件事情

時，我們都該勇往直前，不要害怕會失敗，也不要想逃避，撐過就是你的了。我也好喜歡館

長所引用的這句話「我們都深陷爛泥溝渠之中，但還是有人會抬頭仰望星空」，讓我對星空充

滿了無限的幻想以及興趣，每天仰望著星空，我內心都有好多想法，好想住在上面，無憂無

慮的過生活，遠離這繁雜的世界，很想到處旅行，看看外面的世界。總有一天，我也要到自

然科學博物館參觀一下，聽完這場演講後，也讓我發現到自然科學博物館，其實也是很好玩

的。 

 

結論： 

    人的一生，說長也不長要說短也真的不短，如何讓自己的人生變得更有趣味，就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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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如何去運用了，沒有人可以幫你。「人生苦短，何不找尋知識的趣味？」這段話也讓我對

很多不同的事物，有了許多不同的看法，感觸也特別的深，更讓我想起了好多回憶，所以我

們必須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切，因為時間一旦過了，就再也不能夠重來，回憶依舊是最美的。

在這幾年內，經歷過好多不同的事，讓我深深的體會到這段話的意義何在，人生不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也並非每件事都能如你所願，用最真誠的態度去看待每件事物，讓自己的人生過

得更好、更有價值、更有意義才是最重要的。青春不要留白，趁年輕時就要趕快去做自己想

要做的事，更有趁自己有能力去幫助別人時，趕快伸出援手，去幫助更有需要幫助的人，不

要小看自己，這一點小小的心意，對於某些人來說，真的很重要，千萬不要讓自己有遺憾，

試著用不同的角度去看待每件事物，改變一下自己，也是不錯的方法，這都會讓每件事物都

能更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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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1 年 07 月 20 日

文章編號 59 

審 

查 

評 

語 

    整篇文章雖包括演講摘要、特殊感受與啟示與結論，卻偏重於感

想之抒發，與題目「把握當下」相呼應，但缺少演講內容之重點論述。

 

 

 

 

 

 

 

 

 

 

 

 

名次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