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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32 第一名 四技財金一乙 李于舒 40113210 

題目：21 世紀大學通識教育的新方向：生命教育的融入 

    從「生命教育是什麼？」這句話切入主題，主要是在探討生命教育與通識教育的融合，

開頭先提到目前的通識教育有很大的問題，譬如說教學內容與生活實踐有差異，當你不能靈

活運用課堂上獲得的知識時，那麼那堂課只能算是傳遞訊息的媒介，但是當教師將課程融會

貫通之後傳授給我們，使我們能懂得這堂課的價值，進而啟發自己的定位甚至訂定了未來的

目標，那們這堂課就能夠稱為生命教育，是真正從知識上獲得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然而，現在的學校太過投其所好，少子化的影響造成學校必須迎合學生的喜好來開設課

程，講堂上的老師說，有些課根本不適合當成修學分的課程，只適合當成課外活動讓自己自

由選擇，並且選修必修的制度也讓學生對於課程的心態有很大的不同，對於選修課程學生可

能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會想著大不了下學期在修別的就好之類僥倖心態，或者僅要求自己

在及格邊緣的鬆懈態度，即使是必修課程學生也未必會因此在課堂上努力學習，若是害怕被

當掉而需要再額外花錢重修學校，也不會在壓力之下奮力而起的將課堂上的知識轉換成內

涵，反而是回家死背硬記的想把考題跟答案記下來，因為私立大學大部分的考試都會提錢給

一些提示，我認為所謂的尊師重道隨著年紀越來越大而越來越少見是因為學校風氣的變化造

成的，小學時，上課說話是會被叫起來罰站的，甚至老師的大嗓門對我的諄諄教誨我到現在

還記憶猶新，到了國、高中之後發現，做了錯事會被記錄在案且很可能拿不到畢業證書，在

這種設想下，行為舉止會規矩很多，可到了大學……散漫的風氣瀰漫在國立與私立之間，上

這堂課之前，大學對我而言是解脫的開始，可上完這堂課後，我發現我錯得離譜，且發覺台

灣的大學生普遍都已經認為這樣的心態是正常的，這已經是不容忽視的大錯誤了。 

  上課期間我一直不太懂為何會對大學生用隨波逐流這四個字，而回家想了想之後，跟著

制度走，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只知道國小國中高中大學這樣走一趟之後，就是一個必須獨

立自主的社會人士了，但是卻從來沒想過上了國高中我要從裡面獲得什麼，或是上了大學我

必須開始計畫什麼，通通沒有！一昧的按照看似合理的路走，事實上我們從未深思過走這趟

路的意義是什麼，實在沒有比隨波逐流更適合形容我們身處於學制卻完全沒發現被限制住了

的情形貼切了，而這種暫時無法打破的窘境下，還有一件更加嚴重的事情已經漸漸地腐蝕了

我們這些未來的希望。 

  『態度』出現了極大的問題！把一切視為理所當然，將自己當成了知識的購買者，也是

聽完了今天這堂課我才彷彿醍醐灌頂，因為台灣以服務業為主，因此『顧客至上』這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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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深深烙印在我們腦海裡，但是身為學生，我們卻錯誤的將自己的身分代入消費者，認為

老師提供知識服務是應該了，而我們自然有選擇要聽與不聽的權利，古代夫子的地位是崇高

的，因為能知人所不能知的事，因此許多人求教因此受教，可是資訊氾濫的網路時代，你知

道的我也知道，我不知道的上網查一查我還是知道，課堂上這些我在家也能尋找到答案的知

識，已經不足以滿足生在資訊爆炸時代的我們，因此漸漸地學生的心態就開始不對了，失去

了一顆感恩的心，我認為今天這堂課令我受益良多的是，我發現自己的態度不適合的有多離

譜，凡事都隨心所欲，剛開始大學的制度可能是希望學生在自由的環境下找到自己喜歡的方

式來充實自己，可是過度的自由讓學生自己失去了控制而不自知，規矩，在任何時代、任何

地點都是理應存在的，適當的限制能讓人保持清醒並且謹守本分，教育的制度也許出了一點

小差錯，但是我可以從自己改變起，生命教育主要就是要修正我們的心靈，將我們因時代不

同而產生了偏差心態修正回來，真得不可思議，這堂課前我覺得老師為學生授課是天經地義，

而現在，我感謝老師願意將自己的所學經典講授于我們，這些經驗能夠讓我們在將來選擇的

時候少一點錯誤，生命教育真的必須成為目前教育的主軸，教心才是重點，心靈美好了，獲

得知識後才能學以致用，使的世界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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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32 

審 

查 

評 

語 

1.能從生命價值的觀點來看教育的使命感，對於通識教育有新的體認。

2.在演講內容上，能夠融會貫通，不僅有深切的感受，並能從中自我

反省，呼應了演講題旨所說的「學習態度」。 

3.敘述清晰，條理分明，情理兼具，適切的表達自己的體悟，足見用

心。 

 

 

 

 

 

 

 

 

 

名次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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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20 第二名 四技工管三乙 林楷斌 49906243 

題目：創造海綿城市：人類永續之路 

    面對氣候變遷，破紀錄暴雨、熱浪、乾旱等極端氣象事件無預警衝擊，城鎮人口集中，

也是風險集中之處。同時，城市發展，不透水面積封閉大地，更讓淹水風險提高與都市熱島

的形成。此倡議為提出建設海綿城市，進一步擴大打造「海綿臺灣」，並修復 85％人口集中

臺灣城市。建設海綿城市所需之鋪面，必須具備高承載、高透水、高儲水、高透氣、增加生

態面積、平價與永續等七項特性，這樣的鋪面僅有臺灣發明家陳瑞文的 JW 生態工法可達到。

海綿臺灣是從「海綿城市」的理念出發期望逐步擴大至全臺灣；長期以來，人口聚集的城市，

建築與道路必定隔絕水與生態，成為與大自然相隔絕的人工環境，就像人的皮膚被塗上油漆，

皮膚就會壞死，人類住在壞死的地球上，天災當然頻仍發生，人類要改善未來城市問題愈趨

惡化的趨勢，就必須根絕城市建築在壞死地表上的問題。「海綿城市」的觀點，就是將人造的

城市改變成一塊能夠吸水、存水、過濾空氣、過濾汙染物質的海綿，達到降溫、防洪、防旱、

減碳等效益，根本解決人造城市隔絕水與生態之問題，邁向真正的生態與低碳城市。 

  學生本身家庭背景來自於鄉村，在高雄縣阿蓮鄉的鄉間小路裡，經常見到蚯蚓與蟋蟀在

田野間發跡，但到了市區後，你看過這些對自然界有許多幫助的昆蟲嗎？但我在正修科技大

學－圖科大樓前的磚路看見的是以類 JW 工法所構成的人行道，同時也看到了這些小動物，

倍感欣慰，因若無這些小動物的努力，我們人類無法存活下去，土壤、陽光、空氣、水這是

地球永續發展的四要素，人類以經用大量的水泥與柏油把土壤覆蓋，也導致空氣與水循環不

佳，這一連串的連鎖反應，致使最後陽光一照燦爛的陽光不再是要素而是傷害，故學生認為

此永續工法必須廣泛應用於市區的每個角落，致使四要素能回到原來的水準。 

  學生在聽完此演講之後，忽覺靈光乍現，若將 JW 生態工法結合工業工程與管理系之專

業－品質管理，探討引用此工法前後之環境品質與水循環品質等品質問題，或許是個不錯的

選擇，可應用其之原由有三，其一：可以理論與數據來管控與比較引用此生態工法前後之差

異性，實際數據亦為不可忽視之事。其二：在規劃此工法之工程時，可引用品質管理學之父

－戴明提倡之 PDCA 循環，即計畫、實施、查核、行動，而獲得更佳的施工品質，使其工法

更佳耐用。其三：以日本品質大師－狩野紀昭之 KANO 模式－魅力品質之創造，將 JW 生態

工法的形狀設計更加多樣、美觀以致於達到美化市容且兼具海綿城市之效果。就環境品質而

言，此工法之應用會影響空氣中的濕度，然而濕度的高低決定體感溫度的高低，簡單來說：

濕度過高就會使人覺得悶熱，濕度過低又容易使人覺得乾熱，濕度略高時水分子帶走身體的



 附-7

熱量，可以讓人感到涼爽與愉悅，致使民眾行車品質、居住品質等能夠更佳。就水循環品質

來說，都市有太多的柏油路再加上高樓林立，水循環不佳，使得夏天炎熱之際，即使雨後溫

度稍覺降低，但只要一出太陽，溫度就直直飆升，又感到過於悶熱，體感溫度過高，像個悶

鍋似的，致使居住在大都市裡的人們，空氣溫度僅有 28 度左右，但其體感溫度卻將近高達

40 度，這就是為什麼此工法在環境品質能大勝柏油路的主因之一。 

  這堂演講使得學生獲益良多，真的很感謝中華民國低碳學會－柳中明理事長為我們學生

帶來這精采的演講，這已然成為我與系上教授討論之話題，討論此生態工法與專業科目的該

如何結合使得能使我們最愛的城市－高雄也能和我們一起深呼吸！學生認為結論應該專注於

JW 生態工法與柏油路之優缺點比較，JW 生態工法雖較為環保，且具有能使得整個城市會呼

吸、增進水力循環、降低空氣溫度、節能減碳等等優點，但在摩擦力方面似乎稍遜柏油路一

籌，就雨天騎車的安全品質來講略顯拙劣，所以現今大部分此工法之應用以人行道居多，故

政策決策者必須在行車安全與環境永續間取得平衡，這也是未來必須克服之難題之一，也望

臺灣的人們能夠搭上世界環境變遷下改變的洪流。人類或許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動物，但充其

量我們也只是這地球的一份子，我們要為我們的未來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存權負責，才得以永

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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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20 

審 

查 

評 

語 

聽講相當用心，能有己見，並能與專業結合，使講座的觀點成為

提昇專業思考的重要資源。心得除了吸收柳中明理事長的觀點，能夠

思考 JW 生態工法結合工業工程的品質管理，用於工法前後之品質管

理與水循環品質等問題的處理，並提出 JW 生態工法與柏油路之優缺

點，思考安全品質與環境永續平衡的課題，相當難得。 

 

 

 

 

 

 

 

 

 

 

名次 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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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5 第三名 四技應外一甲 周書琳 40112165 

題目：關心健康、關愛世界 

    這次我所撰寫的心得是周桂田教授所演講的「聯合國永續發展與台灣永續發展困境與出

路」，我覺得周桂田教授自身在演講時本身就非常有趣，且和以往的演講不一樣的地方是會跑

到台下和同學們一起互動，時不時地丟一些平時不曾會去想的問題讓我們思考，或許大多數

時我們常常被生活中的便利奪走了思考，例如：智慧型手機、線上遊戲、FACEBOOK ……

等等，是個和過去有著非常不一樣的地方，隨著科技的進步讓我們有了非常便利的生活，不

管事任何事物都可以馬上接受到資訊，但若太過於依賴反而會是個災害，對於現在的科技社

會中的利與害，往往帶來了許多問題發生，而使得學生們甚至是上班的人們會無心去做任何

的事情只沉迷於網路的世界中，嚴重點更會產生無法跟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面對面說話，「演講」

也是一樣的道理，學生們往往因為科技的便利而無心於任何事物，就算台前的人演講的多麼

精彩絕倫，學生絲毫沒有任何回應只顧和「虛幻」交朋友，但周桂田教授不怕這些問題，勇

於在演講時走下台前和學生們一起交流互動，漸漸地回答問題的學生也變多了，是個非常厲

害的教授呢！ 

    周桂田教授所演講的「聯合國永續發展與台灣永續發展困境與出路」在演講過程中運用

了非常多現在和過去新聞上熱烈討論的話題，例如：核四、國光石化開發、颱風災難、綠色

能源、環保…等等的議題，好比說前一陣子所有新聞媒體都非常關注「核四」，蓋不蓋核四從

之前到現在一直都是我們需要去討論的地方，課程內容核能風險最具代表性者，可從 1957 年

9 月烏拉山東邊的核廢料貯存場大爆炸開始，二、三十個農村因此消失在地圖上，繼「烏拉

山核災慘案」後，於同年的 10 月英國也發生了核災事件。1979 年美國發生了「三浬島事件」

時，以「水泥棺材」將核熔爐圍住，這種從錯誤學習中學習並將社會當實驗室的作法，凸顯

人類以有限的經驗面對無限潛在風險的態度。近年來，發生了一件令人感到悲哀的事件於前

年（2011）的 311 日本福島發生核能災變，因為和熔爐沒有辦法停止運作，而從四級、六級

提升至七級事故，導致許多人的傷亡和未來輻射的問題產生，「水泥棺材」不再有效，究竟要

多安全的設計才能有效防止核能災變的發生?自日本福島事件的發生，核能發電廠絕對安全的

神話也完全的被打破，這是近代文明的重要轉捩點。 

    在聽完了這關於核四的議題中，我曾想過若不用核能就是最安全的方法，但往往政府的

效率就不如我們所能想像中的那麼簡單，在我國小的時候，生物老師曾經也叫我們思考這個

「替代資源」的問題，在當時，火力發電是台灣主要電力的供應來源，但火力發電也是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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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量高的其中之一，而年幼的我所能想到的也只有太陽能，但是在當時的自然資源其

實並沒有很發達，只佔了台灣供應量的百分之 1，若在那時自然資院取代了火力發電，而造

成供不應求的情況下也只會導致更多的事情發生，但如今已過了 10 餘年，自然資源的供應量

也只提升了不到 1%，這樣的效率該如何讓台灣有著更好的生活呢？ 

    周桂田教授在回答同學問題時所說的話帶給我非常震撼的一點，自然資源的供應量十分

困難一直都是我們所知道的觀念，在台灣，猪的數量是十分可觀的，一個月可生產 600 頭，

而在德國亦然，但兩國的差別在於台灣猪的排泄物處理只當作肥料或是直接倒掉的垃圾，但

德國利用了排泄物製作成「沼氣發電」，一方面可產出電又可減少資源的浪費，是一舉數得的

好方法，但依解決的方式就可看出兩者的差別，在德國自然發電的供應量占全國的 40%，可

說是主要的供應來源，而台灣自然資源供應只佔了不到 2%，在這之間我認為台灣有著非常大

需進步的空間，最後，我想表達的是，政府決策與台灣是息息相關的，若未來《京都議定書》

正式推動後，台灣未來如何全都要看政府之後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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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05 

審 

查 

評 

語 

1.對於永續發展有充分了解，有關議題也完全提出，「核能安全」議案

為本篇重點，提出「替代核能」是本文特殊的觀點。 

2.文章對周教授演講內容有深入了解，內容議題解析也透徹。 

3.缺點是文筆不夠精緻，文章對於「替代核能」議題，可以深入說明、

探討。 

 

 

 

 

 

 

 

 

 

名次 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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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2 佳作 四技國企一丙 翁子婷 40120314 

題目：關心健康、關愛世界 

     在科技越來越進步的世界裡，我們的飲食與生活充斥的科技帶給我們的便利，同時也帶

來了對這個地球的破壞，而為了我們的私慾，我們殘害其他的物種，破壞了地球的平衡，種

種的科技，最後卻危害到了人類的健康與生存，越來越多的調查顯示飲食與健康有密切的關

聯性。 

  在邵揮洲教授的演講中，他放了許多的影片，如：「東西的故事」，內容大概是說我們買

個不停，丟個不停，將自己的健康和生活環境徹底的糟蹋，為了丟棄而設計。告訴我們生活

中有許多不必要的浪費，比如塑膠袋、塑膠製品，這些東西前年顧後他也無法在我們的地球

分解掉，想像這是一件多恐怖的事，我們製造的垃圾就一直不斷堆積在我們的地球上，造成

海洋汙染，垃圾汙染，甚至空氣汙染。造成這些污染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人類越來越辯的物質

導向、經濟推崇、加上媒體的大肆宣傳，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心早已出了問題，價值觀都

不一樣了，甚至很難去改變這些想法。 

  在第二個讓我印象深刻的影片「新世紀飲食─飲食與健康」中，我看到幫病患抽血時抽

出的血液中有濃稠不透明的脂肪浮在血液上，一般的脂肪是半透明可以流動的，所以這名護

士詢問病人，早餐吃了些什麼，病人回答她吃了牛肉起士漢堡，可見飲食對我們的健康有多

大的影響，在來這位病人進手術房開刀時，影片讓我看到滿驚悚的畫面，這位病人開刀的部

位是心臟，而從他的心臟中拉出了一條類似香腸的脂狀條物，就是這條肥厚的油脂，會導致

心臟不能正常運輸血液，最後引發心肌梗塞致死。這段影片有讓我震撼到，且教授提到現代

人為了求生產率，給牛、猪、雞施打生長激素，那些危害人體的生長激素及蔬菜上的農藥會

殘留在我們的產品上，而人類如果吃進去也會殘留在人體內造成身體的不健康，甚至更嚴重

透過哺育母乳而傳染給下一代，這是一件多麼恐怖的事情，我們的過錯卻要下一代來承受，

多麼無辜的生命，我們把地球用的很糟糕，後果卻是我們的子子孫孫來承受，這一切是多麼

不公平。而改善的方法是有的，只要我們降低自己的慾望，從自己做起，改善自己的人生觀，

並了解萬物是息息相關的，實踐簡樸的生活，教授更提倡吃素，多攝取蔬果以及全穀類食物、

減少脂肪及膽固醇的攝取、少油、少鹽、少糖、還有均衡適量的飲食、規律的運動。 

  教授更讓我們看了很多牛、雞，被屠宰的畫面，非常的不人道，這些影片深深影響我的

心，甚至說研究顯示，我們人所需的蛋白質養分其實從大豆、海帶，裡可以攝取得到，甚至

比肉類有更多營養含量，所以我們應該減少對肉的需求，多攝取蔬菜，還要減少對物質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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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這樣就會減少對環境的迫害，雖然這些很難，但每個人從自己慢慢做起，就會改善很多，

有了健康我們才能去愛我們所愛的人、事、物，第一步就是給自己跟未來一個好的地球，讓

我們的地球永遠美麗下去，現在很多人都開始吃素，英國也有很多素食主義者，不僅減碳，

更維護自己的健康，愛惜我們的地球，希望自己也能做到素食主義，為了健康，也要去說服

家人、朋友，一起擁有健康的生活，健康就是生命的泉源，有了健康才是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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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02 

審 

查 

評 

語 

1.此主題多和生活健康結合，容易掌握方向書寫。引用的資料生活化，

敘述簡潔有力。 

2.對於普遍認知的議題，體認的感受太流於大眾化，看不到屬於筆者

個人的感受，呼籲重視健康的概念，也淪為世人的口號。若能在平

淺的議題中，展現個人獨特的見解，反思的心得會更有創見。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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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3 佳作 四技觀光一甲 李昱萱 40125128 

題目：關心健康、關愛世界 

  摘要： 

  在這堂課中，從邵揮洲教授演講中，學到了台灣的氣候變化何最近幾年的世界變化，在

一個話題裡，正負 2 度 C 這部影片，也是是首部拍攝地球暖化對台灣影響的紀錄片。台灣其

實是全球暖化難民中的「高危險群」，根據中研院汪教授的評估，第一線面對衝擊的將會是嘉

義東石、屏東林邊、東港、蘭陽平原，還有台灣最大的石化工業區，雲林的麥寮。「正負 2 度

C」旁白：「海平面再上升，第二線衝擊的，將是台灣最繁榮的城市，台北盆地以及高雄市。」 

 

特殊感受： 

  在氣候變化方面，估計到 2050 年，要面對饑餓危機的人口會增加 20%，而這是直接由氣

候變化所導致。現在是時候作出行動。因此，「品牌背後」評分表檢視大型食品公司表示會如

何透過其供應鏈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協助農民適應氣候變化。在一篇網站中，看到了許

多飲料飲品的「品牌背後」倡議運動是樂施會 GROW 糧食公義運動的一部分，主要是創造出

讓全球人類世世代代都吃得飽的未來。全球糧食系統經已失衡，雖然全球生產的糧食總量足

以餵飽所有人，但是現在差不多每八個人中，就有一個人要餓著肚皮入睡。舉例幾個品牌：

雀巢關注氣候變化的問題，但是卻欠缺行動。該公司並沒有制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也沒有

要求其供應商協助農民適應氣候變化；可口可樂的氣候政策有不少值得稱頌的地方。該公司

正協助其供應鏈中的農民適應氣候變化，不過卻沒有承諾會削減農業的氣體排放。但是在其

中有一間公司卻與前面兩者有很大差別，聯合利華 Unilever 堅持供應商要減少在農業中的溫

室氣體排放，但是聯合利華仍然要做更多工作，以協助農民回應氣候變化。在持有 Ben & 

Jerry＇s 雪糕及立頓茶的聯合利華處於評分表前列，在支援小農戶、工人權益及管理水資源等

方面獲得甚高評分，不過該公司在婦女權益及土地權益方面的紀錄仍未如理想。 

 

啟示： 

  氣候變遷的議題在 1990 年代初登上國際政治議程，一切都要多虧環保組織，與 1988 年

成立的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員會的努力。氣候暖化是整個地球的事，但對先進國家和開

發中國家的影響並不相同。即使氣候變遷是全球性問題，各國造成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程度

卻都不同。對抗氣候暖化之戰，工業國家有特別責任。因為工業國家人口只占全世界 15％，

卻排放了世界近半的二氧化碳，是今日最主要的排放源。況且，這些國家自工業革命以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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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模式，導致溫室效應氣體在大氣中的積累，才造成如今的氣候混亂。在一份報章雜

誌裡，看到一篇環保團體謝趙美心關注氣候變化，超過 20 名關注氣候變化的居民和環保團

體，感謝趙美心在關注氣候變化議題上所做出的努力，他們同時與趙美心辦公室代表會談，

反應氣候變化的相關議題，希望趙美心可以在關注氣候變化的議題上繼續努力，同時呼籲民

衆共同參與，關注氣候變化。 

 

結論： 

  保護水源、關愛健康、珍惜水源、等於珍惜生命，一道公益廣告，引起了我對水源的關

注，隨著中國工農業的發展，水源污染的情況日益突顯，部分江河流域及湖泊正遭受水污染，

進一步危害到人的健康。對於每個人民來說我們應有保護水源的意識，至少從自我做起，減

少降低水源污染程度，保護水源、珍惜水源，支持政府水源保護工作，監督不良行為的企業

及人民，我們不僅要要珍惜水資源，更要保護水源不受污染，因為水與人體健康有著密切的

關係，更值得我們關注。二十一世紀以來，大城市的地表水源不僅量變得越來越少，而且水

質惡化也較為突出。傳統的地表水源似乎不能滿足人們飲水安全的需求，為了喝到放心的水，

現在越來越多的人開始飲用安全健康的包裝水，如礦泉水，在我們飲用包裝水的同時，更不

應該忽視源頭水源的保護，做一個愛護環境、保護水源的好公民。 

 

資料來源： 

http://hdweb.hdsh.ilc.edu.tw/index.php/hdpaper/2010-03-26/1189-3-4 

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usa/uslocal/singtao/20130530/07294592595.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524/9678055.html 

http://www.behindthebrands.org/zh-hk/%E9%97%9C%E6%96%BC 

http://publications.act-ioi.com.tw/index/023/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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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03 

審 

查 

評 

語 

1.「氣候暖化」議題有全面了解，水資源的保護為議論重點。 

2.水資源是現代民眾觀心的議題，也是先進國家生活的重心，不論如

何---不讓水資源污染是首要工作。 

3.文章內容架構完整、缺點是對於議論重點不夠深入。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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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2 佳作 四技時尚二甲 楊盛評 40027114 

題目：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宇宙有多麼浩大？人有多麼渺小？我們總是不斷的探索世界、宇宙。聆聽這一堂由華梵

大學朱建民校長演講時，不斷提到霍金這個人物，但其實我對這位科學家是模糊的，甚至不

知道他是誰，但後來講師分享霍金是他的偶像，所以演講中讓我們能簡單地了解霍金這位科

學家，史蒂芬‧霍金 Stephen William Hawking 是一位被世人稱作宇宙之王的偉人，他對宇宙

有精闢的研究，但因為肌肉萎縮性側索硬化症而要坐在輪椅上，後來聽說無法說話，要靠著

高科技的機器讀他的腦中在想什麼，其實聽到這裡我挺佩服霍金的精神，這麼勇敢地克服身

體上的缺失，卻還是拼命地想為人類盡一份心力。 

    在演講中當然也提到了人在宇宙的地位，我一開始覺得是宇宙中的沙粒，我們是如此渺

小，但講師卻說人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生命，我們會思考、有感情，非常得有道理，就算是渺

小的生命，如果有偉大的夢想有強力的精神，人有無限的可能。其實本來我對生命的感想是

過一天算一天，，平安簡單過生活就好，但我總覺得我缺少了追求夢想的那顆冒險之心，要

多學學霍金追求宇宙的真相，為人類帶來智慧。 

    演講中期說到了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古人說：「百年修得同船渡，千年修得共枕眠」佛經：

「大海浮木洞中龜」這兩句話主要是告訴我們要出生當人是不容易的、艱難的，所以我們要

珍惜生命，這句話我很認同，當人是不容易的，常常有人說其實人間也有地獄，像非洲難民

就是一個最好的例子，身在臺灣的我們應該是沒資格說我們不幸福的，就算碰到挫折或低潮

那也不要看得太重，只要跌倒再爬起來，還是可以像一如往常一樣的跑步的，所以我從來就

未想過自殺自殘這種事情，因為竟然都來到人世間了，就活好自己的人生、盡自己的本份、

當好自己的角色，接著簡單過日，其實人生是美好彩色的。 

    其實一個人成為怎樣的人，在於他如何看待自己，不管是文化還是人類，其實我們怎麼

看待他，他就是什麼，這一部分的解釋給我一個啟示，不管別人認為你是笨蛋、瘋子，我覺

得我自己如何看待我自己比較重要，一個人是要從內心散發出自信的，而不是不斷配合和沒

主見的跟著大家，往往這樣做會迷失自己，以前的我總是別人叫我做什麼我就做什麼，就算

被欺負了、被整了，我也就無所謂了，但是我上了大學，我發現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

信、自己的朋友，不再是以前那個沒主見的我了，所以這句話讓我印象深刻。 

    在後半段講師提到達爾文演化論「生物學」，在 19 世紀時，達爾文推動了許多關於演化

生物的言論，「固定物踵觀」「變種物種觀」，魚經過爬蟲類演化成哺乳類，在這方面進行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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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的研究，小時候苦學出船蒐集資料、記錄，對於演化我其實腦中第一個閃過的是皮卡丘，

難道日本動漫跟達爾文也有關嗎，很有趣的想法吧，但我絕對相信達爾文對演化史的貢獻是

大的，達爾文這部分也提到生命的演化是有目的性的，就像白兔子在火山爆發後，全部的兔

子漸漸變成黑兔子，環境的需求會讓生命有所演化，我覺得演化這部分我蠻有興趣的，小時

候甚至還把魚放在荷葉上一天，想說會不會變成蜥蜴，結果沒有演化成功，反而翻魚肚了，

結果我為了實驗而傷害了小生命，真得很對不起牠。但有此可見，演化不是隨便一兩天就能

達到的，要經百年甚至萬年的時間才有可能辦到。 

    最後結論是我很感謝華梵大學朱建民校長，介紹兩位有趣的科學家給我們認識，霍金是

一個終生研究宇宙的人，讓我們對宇宙有初步認識，或許以後人類將會生活在別的星球，進

化是我們人類歷史的一大躍進，從猩猩慢慢站立成為人，達爾文告訴我們演化是有目的性的，

會隨著環境和需求而改變，而最後講師用親和的態度說道著善待別人、善待他人、善待自然，

這樣才是人類目前最應該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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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12 

審 

查 

評 

語 

1.對於演講者的論點敘述詳實，表達流暢明晰。從中可以了解人在宇

宙中的定位。 

2.知識的層面，豐富多元，但在消化咀嚼上，需多花些時間理解及融

入自我的認知，許多論點流於學理的敘述，而主題是人，我們與自

然宇宙間的緊密關聯，應有感同身受的情意層面，在自我體會的感

受上，缺乏反思的自省力。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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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5 佳作 四技國企一乙 王伶之 40120230 

題目：新世紀飲食觀－素食抗暖化 

    一件我們都認為稀鬆平常的事，經過教授的演講我才明白光僅是肉食主義這樣的觀念，

竟然會對環境生態造成莫大的損害。我們都知道地球暖化都知道要節能減碳，但卻沒去正視

裡頭的細節，就彷彿只是喊喊口號，卻沒有身體力行的去付諸行動，才會造成整個大環境日

益惡化，造成現今的的局面，甚至連目前要力挽狂瀾，都顯得晚了一步。 

  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內都以為所謂對抗暖化就是少開冷氣，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等

等，現在才知道，中國人說的：「民以食為天」的我們，竟然有可能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重

要原兇，在現代的飲食中，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都是喜愛肉食，不論是雞、猪、牛、羊、

魚肉等，都是不可或缺的，但卻渾然不知這竟然會使環境有所變化，不可置信的是竟然是有

所傷害的。 

  距離我聽到要少吃肉食對環境是有益的也是近幾年的事情，我不敢相信我們救地球、愛

地球的行動，居然進行的如此緩慢，也許我們都不是這個世界的大人物，卻都是這個地球的

一份子，每個人都有可能對它貢獻，亦也可能在不知不覺中傷害著它，而且我也確信著不論

我們做的事情是利是弊，最終都會反射到我們本身，就像教授所準備的文宣裡頭特別標註的：

「氣候變遷將會在下個十年，影響大眾的健康，且使數十億人口的生命和福祉，暴露在高度

風險中。」 

    這樣殘酷的事實，十年後這個年紀的我們都將面對這個艱困的問題，難道還能夠不把這

些切身問題看得更重要的能置身事外嗎？ 

  先排除了國與國之間貧富差距，當我們在大魚大肉卻有多少人沒有糧食而失去生命的這

個問題，當深思熟慮後才發現，在這場世界的環境風暴中，受害最深的，都是原本很貧窮的

人，很貧困的國家，然而最令人感到諷刺的是，他們卻不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要元凶，包括

我們便利的科技、交通等，製造的二氧化碳相對，根本無法去做比較，最令人感到可悲的是，

不知足的人們卻都是生活在便利、富足、先進的我們。 

 其中最令我感到震驚也最關注的議題，就是畜牧業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我從沒去想過

當我吃下一口肉，它的前因居然造成大量的溫室氣體，我不敢相信，比起飛機、船舶、車輛

等交通運輸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畜牧業包括其副產品的排放量占全球四倍之多，我們破壞

能替我們平衡溫室氣體的雨林去發展畜牧業，更是雪上加霜，畜牧業續後造成的汙染更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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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數，會造成這樣的後果，都只因為一件事，就是因為人們喜愛肉食，深深令我感到這一

切是不是本末倒置了呢？ 

  蔬食是最迫切、有效、簡單的抗暖求生之道，這是這次演講的結論，深深震盪在我心裡，

都有可能成為環境難民的我們，尤其是被列為第一波危險國家的臺灣，都更應該去關注這個

重點，不能再一昧的因為自身喜愛就去做，當天就親身去體驗素食的我發現，即使沒有肉也

能吃出好味道，打破吃素會營養不良的錯誤觀念，事實上它對身體的營養均衡比起肉食來的

對人體有助益多了。 

    這片土地牽連著並影響著眾人，不僅僅是政府或世界組織在努力力行環保、蔬食減碳，

如果大家都能夠齊心協力的朝這方面去推廣、實踐，並互相督促，我相信皇天不負苦心人，

每一個小我都可能成就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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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15 

審 

查 

評 

語 

    善用對比：聽講前的觀念認為抗暖化只是少開冷氣，多搭成大眾

交通工具，透過講座瞭解到，肉食來源的畜牧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更

為可觀。由知而行，從自己做起，用親自體驗說明蔬食減碳的作用，

用語簡潔，敘述通順。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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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9 佳作 四技時尚一甲 留晴妤 40129133 

題目：關心自身健康之餘也關愛世界 

    聽完邵揮洲教授的演講之後，深深的感受到台灣及全球目前面臨的問題不適只有天氣不

穩定的這種小問題了，短短的幾個小時的演講，卻是句句都講到重點講到現在全球的災害以

及往後的狀況，有時候人總是如此自私，總是只想到自己，回頭看一下，環境早就被我們破

壞一半了，還有多少能讓我們這樣糟蹋下去，很快的我們就會失去住的地方了。 

    台灣近幾年的天氣狀況十分不穩定，正確來說應該是整個地球的氣候環境的變遷相當不

穩定，但是這些是誰造成的，不正是我們嗎?然後慢慢發現夏天越來越熱、越來越長，之前新

聞還有報導老農民被熱死。現在的春天，比前幾年的氣候還要熱，而冬天，也漸漸的不會覺

得較冷，感覺天氣越來越怪，其實，都是全球暖化造成的，但我們依然開著冷氣睡覺，就連

我自己也不例外，要人人有責我就先沒做到了。 

    前幾年的日本核災，甚至更久遠的海嘯，大自然早已反撲，只是我們仍然後知後覺的持

續破壞生態，因為貪圖方便的我們，科技文明的彰顯，越來越方便之下大自然越受破壞，反

之人類的健康也同樣的遭受極大的威脅，我們的食衣住行育樂不管從哪個角度看，只要有些

不當都是危害自然的根源，近年來有許多學者初步的推測一些未來可能發生的災害，雖然有

些可能過分誇張，但是誰說肯定不會發生呢?如果一直持續的不關注周遭的生態變遷這些問題

不就是遲早的嗎？ 

    但也不適嘴巴說說而已，要改善整個環境，除了本身責任之外，也需要大家共同的配合，

建立新的人生觀，實踐儉節的生活，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每一位人民都應該盡到保護地球的責

任，這是我們共有的，因為我們的破壞，海洋侵蝕、地層下陷、土壤鹽化；人文方面我們則

是設立工廠、超抽地下水、甚至人口大量外移、漁村沒落，種種因素不都是我們自己造就出

來的嗎，因為一時方便因為個人的自私，導致大自然必須被如此的破壞對待，現在有些生態

環境的保育人士都在積極的推廣活動讓大家幫助環境的導正，但是還是有些中小企業或者民

眾在某些不應該開發的地方進行開發，使得某些地方的居民受到波及以及引發當地的災害發

生，誰該負責又是誰該出面解決，難道無辜的就是自然以及當地的民眾嗎，如果發生在自身

周遭又會怎麼樣，所以是不是應該多為別人設想看看，然而地球是大家共有的不是拿來隨便

使用的。 

    周遭有很多小地方都是我們能開始做起的，即便是飲食，肉類少吃一點多攝取一些蔬菜

水果，有部電影是在演講中看到的它的內容是在訴說人類養畜生然後一直在惡性循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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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導致地球的危機，幫助自己的健康，拯救世界，其實只要一點點的盡心盡力，就能夠改善

現況，我們可以先從隨手關燈開始做起，雖然，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一個人的一個動

作，全球有好幾萬人跟你做一樣的事情，這樣不就可以減輕負擔嗎，地球只有一個，是你應

該關注的，環境的變遷及變化是你應該注意的，讓我們為往後的日子努力，讓未來的日子更

舒適。 

    其實有很多方法減少暖化問題，像是可以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公車阿捷運之類的，解

少汽機車的排放量，或者多種一些植物、大樹之類的，一棵樹平均每年可產生 1.1 公噸的氧

以及可吸收 1.7 公噸的二氧化碳哦，其實回過頭來看很多方法可以減少地球的負擔，只是我

們沒做到罷了，現在開始實行不管做的多少都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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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06 月 21 日

文章編號 19 

審 

查 

評 

語 

1.素食不只是宗教問題，對於環保問題也有關聯，所以「肉類少吃一

點多攝取些蔬菜水果」是本文重點。 

2.文章流暢度不夠，立論也不深入是缺點，文末提到的二氧化碳問題

似乎是多此一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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