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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3 第一名 交換學生 陶迎雁 40200024 

題目：王道文化與經濟－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王道文化的救贖 

    在越來越盛的經濟全球化中，越來越多地區的經濟被連為一體，從而牽一髮而動全身，

一個地方的經濟發生問題，往往就會引發全世界的經濟都受到影響。2008 年的經濟危機，到

現在大家都還心有餘悸，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2009 年的歐債危機，冰島的

破產，到現在的希臘，天下雜誌指出歐債危機蘊藏著比 2008 年金融風暴更危險的力量，約會

是金融風暴的 12 倍。2013 年，就是今年，全球的經濟依舊走在很危險的境地，歐債危機還

是存在；美國的財政懸崖導致政府關門；中國的經濟也出現了一些問題……那麼，我們該怎

麼去拯救我們的經濟呢？爲了不讓像 2008 年那樣的金融危機發生，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中國

的經濟是否能解決這些問題從而實現谷底反彈？然後我們又該怎麼樣去做到永續的經濟發展

呢？在這裡會有一些敘述。 

林建甫教授為我們講了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王道文化的救贖。因為現代科技的發展，通

訊的發展，經濟的全球化越來越明顯。但是卻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現在發生金融危機也就會

帶來更大的影響，一個地區發生了金融風暴，就有可能對全球的經濟都造成巨大的影響。 

林建甫教授從 2008 年美國的金融風暴說起，到現在美國的財政懸崖。美國政府從 10 月

1 日起關門 16 天。國會預算通不過，導致政府發不了錢，政府工作人員除了軍人外都不再工

作。雖然是美國國內政治問題，但卻對經濟造成了巨大的影響，而對美國自身經濟造成影響

的結果就是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美國救經濟的方式是 QE 政策，但這個是否能夠治本呢？然

後是歐債危機，歐債危機其實已經很久了，從 2008 年的金融風暴后，漸漸浮出水面。冰島，

希臘，意大利，西班牙，都反應出了許多問題，而冰島更是政府已經破產，現在歐債危機最

嚴重的當屬希臘。歐盟提出撙節支出的方式，減少公共支出，增加稅收。希望能夠減少危機。

最後講到亞洲經濟，日本，中國及東南亞的經濟問題。日本是不是一顆沒有爆炸的炸彈？中

國的經濟能否谷底反彈等問題。 

那麼王道文化又是什麽，又能如何解救經濟呢？怎麼樣發展經濟才是好的呢？最後的問

題，才是這次講座最精髓的地方。 

「王道」在傳統中華文化而言,就是仁。王道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追求：能

而不強，不霸而王。王道文化同樣追求永續發展，避免資源枯竭。 

而對於現在全球化的經濟，王道文化給我們的啟示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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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應該要縮小南北的差異，幫助需要我們幫助的人，需要幫助的地區。我們要

的，並不是只有自己好就好，更是要所有人都好。 

然後，我們要發展綠色經濟，追求永續發展，可持續的發展，不能爲了現在而破壞了所

有的資源，資源枯竭后，我們的後代就生存不下去了。更甚的是，我們要保護環境，因為現

在的工業發展，臭氧層空洞，二氧化碳的過多排放造成的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已經

是非常急迫的問題了。節能減排不僅是發展中國家該做的事，更是全世界都需要做的事。 

最後，因為經濟的全球化，一個國家的經濟出問題，世界都會受到很大的波及，所以我

想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國家，都應該負起責任，爲了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不應該只關注自

己，更要注重大局。 

在王道文化越來越被關注的現在，越來越普及的時代。我希望，王道文化能夠給我們的

經濟帶來救贖，給我們的世界帶來一條嶄新的發展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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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03 

審 

查 

評 

語 

有關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能掌握要領地說明。王道文化的義界，

要言不煩。從王道文化的追求永續發展，說明其為救贖之道，頗得講

座之精華。敘述流利通順，條理清楚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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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34 第二名 四技醫工三甲 徐紹軒 40028123 

題目：全球化與王道文化中建立合情合理的兩岸關係 

    自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以來，與對岸中國大陸的關係一直都是我政府所關切，從最

早期的「反攻大陸，解救處在水深火熱的同胞。」到現在開放陸客觀光，其中的原因莫過於

資訊爆炸所帶來的「全球化」影響，促使這兩個相隔不遠的政府改變相處模式。 

  我們口中常說的「全球化」、「地球村」，指的是經由通訊、運輸的進步，使得原本不互相

干預的國家、不同的大陸有了更多互動，彼此間的政治、環境、文化事件，都會對某處造成

影響，正所謂「牽一髮，動全身」。藉由大量的互動、資源的交換，整體科技也得到極大的成

長，現在能看到國外的電影、可以吃到異國的料理，都是全球化後的現象。 

  然而，有光就有影，全球化所帶來的影響並非全是正面，即使互通有無，但資源分配上

是極度的不平均，許多地方仍舊沒有得到強大資訊科技的助力。彷彿沒有國界般的發達運輸

成了犯罪集團與恐怖分子的溫床。不只人為，疾病的傳播更是無法無天，經由不同的區域交

叉感染，病毒的強度更是一個比一個致命、難纏。或許這些都是為了得到便利社會的代價，

而人類則是要從便利與副作用間得到平衡。 

  除了科技的進步外，經濟一體化才是使台海兩岸逐漸接觸的主要原因，「大中華經濟圈」

一詞儼然已經是現在式。但這並不代表雙方的關係友好，從許多的事件都可以看出中國並不

承認台灣是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歷史上中國大陸與台灣這塊小島存在著太多曖昧，加上原

本中華民國政府是由中國撤退而來，如今兩方政府已完全沒有任何直接關係。但對於今年來

快速發展的中國來說，是不可能讓台灣擁有主權的，身為「太平洋島鍊」一員的台灣，在軍

事戰略上有著極重要的位置，使的美國也非常關注台海關係，目前局面處於非常恐怖的平衡

點。 

  我認為，台灣應該可以試著跟中國接軌，當然是以雙方要在以下幾點的前提下。第一，

中國將數千枚飛彈對準台灣之時就已經失去台灣人民的友好度，說實在，新一代的年輕人其

實對於中國的敵意並沒有特別的強，但一聽說有人拿著致命武器一天二十四小時瞄準你，就

算擺出再怎麼和藹的笑容，也會讓人寒毛直豎吧。 

  第二，政治上台灣經過民主的陶冶，已經是回不到籠子裡生活的鳥兒。對於我們來說，

誰做得不好就可以大聲的批判他，即使此人是一國之君也是一樣，這也是中國收復台灣必須

特別重視的一點。 



 附-7

  第三，讓彼此的經濟活動不受政治的影響，就我所知，中國方的大企業多為中央政府所

有，使得一些與台經濟交流的機會因為政治的干預而破局，這也使得台灣人民的好感度更降

低。 

  如果我是中國方，我會將在國際間對台灣的施壓稍微舒緩，放棄武力對台的政策，已同

是中華民族的觀點一起努力。此方法可減少台灣人民的仇視心，加上台灣目前不管是經濟、

還是國際上的關係都處於不是很好的狀態，就此用類似「賣人情」的手法對台伸出援手，何

嘗不是一個好方法。當中台友好時，「太平洋島鍊」也隨之出現一個破洞，更有機會從西方國

家的軍事牽制中或的舒壓。 

  以前我很仇視中國，或許是因為爸爸的關係，但上了高中後我發現，我討厭的是中國的

政府而並非中國的人民，但因為他們的政府讓我當時也仇視中國人，因為政治的關係而讓民

眾間的關係惡化顯而易見，那如果政府官員們放下一些捧在手上的利益，讓兩邊人民能夠有

更多得接觸，是不是能夠創造出多贏的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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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34 

審 

查 

評 

語 

對於兩岸的關係敘述條理分明，論點的敘述雖沒有太多創見新

意，卻也平實中肯，最後一段融入個人的經驗感受，從中了解充實知

識見解的重要，重新定位自己心中的兩岸關係，殊為可貴。 

 

 

 

 

 

 

 

 

 

 

 

 

名次 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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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56 第三名 四技化材三甲 施慧欣 40017107 

題目：全球化的衝擊 

一、摘要 

    「全球化」是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關於全球化的定義並沒有一致的見解。它所討論的

面向為經濟、政治和文化，通常意義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聯繫不斷增強，人類生活在全球規

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識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易上互相依存。 

    廣義的全球化分為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共同構成的互動網絡與發展

過程；而狹義的全球化是指經濟的全球化，即人、物、資金與資訊的流動數量越來越大，速

度越來越快，使得各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係更加緊密。包括世界各國、各民族與各地區在政

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識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念等面向之相互交流與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簡單的講，

就是國際貿易，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易、資本流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

相互依存、聯繫而形成的全球範圍的有機經濟整體，實現各國市場分工與協作，相互融合的

過程。 

    政治全球化是一種超越了狹隘的民族國家的界限，被各種不同社區、文化和宗教的人們

所逐漸接納的價值準則，意味著各國之間在政治價值和政治制度上的認同將逐漸趨向一致。

之所以會如此那就要拜經濟全球化所賜，市場經濟的機制促使那些政治價值和政治評判標準

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指各國家、各區域的思想、觀念，透過企業投資、大眾傳播、電信管、電

腦與網際網路的訊息流通及觀光旅遊等人的流通，散佈到全球多數地方，而且流通的速度與

數量遠超過以前。 

二、特殊感受 

    我們不得不承認全球化帶來資訊的便利，雖然可以造福許多人，但也帶來了環境破壞和

貧富不均等危機。如果推動全球化的已開發國家和國際機構組織能改變它們的運行方式，以

及對事情的看法更深入的去了解每個狀況，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但全球化趨勢帶給我們的全然都是好處嗎？我覺得全球化並沒有好壞之分，隨著全球化

交流普及，相對也帶來許多問題， 經濟開放使國與國之間的貿易頻繁，大量工廠遷移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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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提供該地區國家勞工就業機會，相對的也造成先進國家嚴重的失業問題

與困難。增加市場經爭力的同時，對許多發展中國家造成傷害。像是勞工工時過長、被老闆

剝削、薪資停滯等。  

    然後文化交流也許可以進一步的認識，學習互相包容，達到族群融合的和平。但也可能

因文化不同而產生摩擦。我想最嚴重的應該是強勢文化的入侵，讓弱勢的文化無法存留而漸

趨消失的當前危機。也因此在這多元文化並存的時代，如何保留屬於自己的特有文化，並延

續流傳下去。或截取外來文化的優點，創造出有別於傳統文化又不失根本的新文化，以便在

這廣大的族群中尋找到自己的地位。面對逐漸興盛的國家，我們也必須加強自己的實力與知

識，為自己的未來鋪路，日後我們將不是與認識的人競爭，而是和全世界的人。 

三、啟示與結論 

    在全球化現象下，世界各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易上互相依存，人與人之間的心理

距離受到壓縮，人們開始習慣視世界為一個整體，地球是平的之類的全球意識開始崛起，全

世界是地球村的形象也越來越鮮明。 

    交通和資訊科技的進步被認為是造成全球化的主要因素。交通的進步促進人員和物質產

品得以在全球迅速流通，而以網際網路為代表的資訊科技，則使得資訊與知識能夠跨越疆界

進行迅速傳播及複製，同時資金也能在極短時間內進行大量移動。在交通與資訊科技的發展

與推動下，全球化將不斷擴大進展，人類現有的生存方式已經發生實質的變化。 

    全球化對於世界所造成的影響之評價仍是見仁見智，贊成者認為全球化係屬必然，同時

全球化也連結了各地區的人們，使得大家的生活更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然而，批評「全球化」

產生負面效應者則抱持懷疑的看法，認為全球化將導致國家或地區特色的崩解，無利於傳統

特色的保存，因此積極推動反全球化運動來提醒世人關注此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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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56 

審 

查 

評 

語 

    整篇文章內容充實完整，包括演講摘要、特殊感受、啟示與結論。

摘要就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三部分去論述。特殊

感受與啟示與結論都能言之有物，具有令人深省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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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7 佳作 四技電機二乙 趙子豪 40105249 

題目：資訊科技與全球化 

摘要： 

    這是這學期通識教育課第二次的演講，題目是資訊科技與全球化。在現在這個世界上為

什麼我們都能夠很快的就知道國外發生了什麼大事情或是哪裡正在戰爭。這都是因為現在的

資訊科技非常的發達。只要上個網就能知道天下事，這也是資訊科技發達帶來給我們的方便

性，這樣也能夠讓我們更接近全球化，更容易與國際接軌。而這次的演講提到了有關蘋果學

與 Google 學，而要討論蘋果學與 Google 學，必須先了解微特爾主義。微特爾主義是英特爾

（Intel）與微軟視窗系統（Windows）英文名稱合併後的縮寫，是產業標準與供應鏈的結合統

稱。也有介紹到後微特爾主義，關於後微特爾主義是英特爾與微軟藉由 IBM 的電腦架構，建

立的產業標準霸權，以及相對應的生產網路。但是在十餘年後，後微特爾主義的問題卻也逐

漸浮現，英特爾搭載微軟視窗系統與辦公室軟體的局面已逐漸鬆散。接著是蘋果學的創業者

是著名的賈伯斯，他可以說是蘋果公司最重要的一個靈魂人物或許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蘋果。 

特殊感受： 

    而關於這次的演講對我也有一些特別的感受與啟示，可能我本身對蘋果的產品就比較有

興趣所以聽到這場演講就特別認真。雖然演講者大部分都提到有關資訊科技的發達與全球化

的問題，可是演講者發給我們的講義卻有一些些有關蘋果的資訊，讓我更加了解資訊科技的

發達。以蘋果的產品為例，先從一開始的 IPod 到後來推出了 IPhone，接著就是 IPad 的出現，

而 IPad 的出現就有人說是放大版的 IPhone 所以資訊科技的發展是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的。

說不定以後要做任何事都只要靠一支手機就能夠打理好了。而現在資訊科技的發展也逐漸從

手機漸漸轉往電視方面，所以在這個世代就是靠資訊科技來讓我們過更好的生活。或許大家

都沒辦法想像身邊如果沒有了手機的生活會變成怎樣，但是也不能太過依賴手機的幫忙。因

此我認為現在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或許如果沒有了資訊科技的傳播，要達到全球化也就

更加的困難了吧。我也認為短時間之內大家都還是必須仰賴著資訊科技帶給我們都方便性吧。 

啟示與結論： 

    聽完這場演講後我得到的結論是，如果我們沒有了資訊科技的出現還有蓬勃發展，我們

的生活應該還是非常的原始，並且對於外界的資訊都完全不了解，我想這也就是沒有資訊科

技導致全球化的困難。而在現在這個時代個人電腦與網際網路已不再是資訊時代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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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智慧型手機、IPad 等新的數位行動裝置來勢洶洶，儼然與 PC 和筆記型電腦並駕齊驅，

作業系統早就非常的多元化了，另外微處理器也漸漸形成群雄並起的局面了。所以現在的產

業標準正面臨巨大的變化。而關於微特爾主義的轉變以及後微特爾主義時代的來臨，這或許

是後見之明，但也再次證實了資訊社會學的重要性與用途。或許這些議題跟我們好像不是很

有關聯，但是我們生活中卻是無時無刻都必須使用到資訊科技，來讓我們能夠掌握天下事。

因此聽完這場演講真的讓我受益良多，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再聽到這樣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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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07 

審 

查 

評 

語 

    整篇文章內容充實，文筆流暢，心得感想與啟示亦能依序展現，

前後連貫而下。但是對於摘要的寫作方式需要更有條理之爬梳演講內

容。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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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9 佳作 四技電子一丙 謝昇哲 40203307 

題目：王道文化與 21 世紀大中華的道路 

摘要： 

    在 21 世紀的諸多發展趨勢之中，中國大陸的崛起是最為重要的而且關乎全球局勢的大

事。在 30 年的改革開放，經濟突飛猛進的基礎之上，中國大陸在國防、政治與外交的影響力

與日俱增。雖然中國大陸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仍然紛至沓來，層出不窮，但是，

從世界史的角度來看，現在的中國大陸的處境在某一些意義上類似明治維新成功後的日本，

正站在歷史的十字路口上：21 世紀中國大陸的道路，到底是走在最近兩百年來西方強烈霸道

的道路?或是走在具有傳統中國文化特色的王道道路上?中國大陸的抉擇將決定大中華文化圈

的命運，也將決定未來人類的命運。 

 不論是從源遠流長的傳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來看，或是從 21 世紀世界新局勢來看，包括

大陸、台灣、港澳地區在內的大中華文化圈，在 21 世紀必須以「王道文化」其為歷史道路。 

特殊感受： 

 在聽完黃俊傑院長的演講後，讓我知道了我所不知道的事情，原來"王道"這個詞，最早

是出自於孟子的學說裡，孟子的王道思想基礎在於“不忍人之心，才能有不忍人之政＂。要

是能開創「不忍人之政」，就能達到「仁者無敵」的境界。王道文化是以「德」而不是用「力」

的政治，王道文化的精神在於「分享」與「推恩」。在講義中有看到跟「王道」所相反的「霸

道」，王道是以德來統治而霸道是以力來統治，歷史上最具有啟示性的就是日本帝國的快速崛

起與敗亡。日本在推翻江戶幕府、建立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明治維新」之後，逐漸的走

向「霸道」的歷史道路，但是，從 1920 年以後的日本帝國所走的是放棄「王道」而走向「霸

道」的道路，而導致了悲劇性的結局。 

啟示： 

 王道與霸道，這兩種完全想反的理念，會導致截然不同的結局。 

    王道是讓人信服，征服的是人心。霸道是讓人屈服，征服的是人心。王道讓人心悅誠服，

霸道不可避免到處樹敵。王道與霸道較量中，王道必勝霸道。「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和而

不同」等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和諧」精髓及王道理念和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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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王道，是中華民族在其漫長歷史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一種不同於宗教的，以人為本、以

天下為目標的獨特文化認同。她倡導的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她追求的是：能而不

強，不霸而王。 

  人類自產生文明以來，由於地理環境的差異和傳統習慣的不同，形成了許許多多的文化，

如科目不同的自然科學文化、軍事文化，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學藝術和眾多學派流派的哲學宗

教文化等。但是以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本質屬性來區分的話，人類的文化祇有兩種：一種

是服從於叢林法則的霸道文化；一種是崇尚和平和諧的王道文化。霸道文化的教化會使人趨

近動物，而王道文化的熏陶則使人接近完美。 

    在台灣多元文化中，呈現在台灣的民間社會中，底蘊深厚的「王道文化」。這種以「中道

精神」為基礎的「王道文化」，未經十年動亂的摧殘，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精神污染」相對

而言也較不嚴重，台灣民間社會中展現充沛的慈心、悲心和愛心，使任何走極端的政治主張

或是社會經濟政策，無法獲得多數民意的支持。這種「王道文化」的傳承，將在 21 世紀隨著

大陸的崛起而成為民族復興的精神，並成為未來東亞文明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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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09 

審 

查 

評 

語 

    「王道」與「霸道」的比較，層次清楚。臺灣傳承中國傳統的王

道文化的精神，成為東亞文明的重要資產，能夠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崛

起成為經濟強權時，發揮影響力，心得確為有見。 

 

 

 

 

 

 

 

 

 

 

 

 

名次 佳作 



 附-18

文章編號：21 佳作 四技資工一乙 陳盈吟 40218225 

題目：我和「全球化與王道文化」的邂逅 

    還記得我第一次踏入演講廳時，臉上滿是迷茫的神情，「全球化與王道文化」是什麼？為

什麼那麼多人不顧一切的專研于此，甚至還為此特地開了一門通試博雅的講座課程？我茫

然，也困惑，但這並未使我放棄嘗試，反而有種即將迎接新事物的雀躍感，我相信，在這堂

課裡我一定能尋獲我所渴求的答案，並在學習的過程中成長，替我自己的人生開啓另一趟豐

富且極具意義的探索之旅。 

    何謂全球化？簡單來說，全球化即是包含了四流（人流、物流、金流、資訊流）與四度

（速度、強度、深度、廣度）的提升與強化，那你可能會問了，「王道文化」又是什麼意思呢？

「王道文化」的內涵主要延伸於孟子，而孟子「王道」政治論的核心則在於「不忍人之心」，

這樣的價值理念在政治思想中是即為崇高的。然而，這些片面上的解釋其實無法將它們涵括

的內容徹底顯露，它們的範圍不僅僅是侷限在某個區塊，或某些政治學家的口裡，而是藉由

此思想拓展至各個領域。在一連串極富連貫性與啟發性的課程中，最令我印象深刻的，即是

由王佳煌教授所主講的「資訊科技與全球化」，因為我本身是資工系的學生，對於與資訊產業

相關的看法自然是格外地感興趣，當然這次演講會吸引我的原因絕對不僅僅如此而已。 

    「全球化」具有不同的階段，且每個階段接有不同的主要交流趨勢與網絡，相對的國家

實體、疆界與領土形式也不一樣。而我們常聽到的「經濟全球化」則是國與國之間、區域與

區域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貿易、投資、貨物等的流通越來越頻繁快速，關係也日漸緊密，

這樣經濟型態的轉變也跟著影響到資訊業的擴展及市場，就好比一支 iPhone，從它的零件、

包裝、宣傳、販賣、銷路等一聯串的供應鏈便是透過「經濟全球化」的帶動下衍生而出的，

相對的，賈伯斯以網際網路與全球資訊網為核心，採用軟硬體與虛實整合的 4C 策略，也是

和資訊流通的暢行無阻有著相當緊密地連結。現今社會資訊科技的發展為何會如此快速？我

想這跟「全球化」絕對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資訊的流通藉由網路散播至全世界，人們可以

輕鬆的交換彼此的新發現，這成為了許多產業蓬勃發展的主因，但在資訊科技的演化之下社

會型態也隨之牽動，我們開始依賴網路而疏離人群，這真是我們所期盼的嗎？ 

    在這門課中，讓我體悟最深的莫過於「省思」這一詞，比如在「全球化」的影響中所帶

來的成效全是好的嗎？不可否認「全球化」造就了我們更多的選擇及機會，但伴隨而來的問

題也是令人感到相當棘手的，舉凡金融、能源、疾病、毒品、種族等議題，都是需要大家一

起重視的，就像教授在演講中提到的「數位落差」，這種因社會經濟地位差異所導致使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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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科技與網際網路的機會與能力而有著明顯的差異，雖然「數位機會」的實施正在逐步改

善彼此間的差距，但這類議題仍是需要大家持續關切且不容忽視的，而在這樣的情形下，也

更加凸顯了「王道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世界上的人皆能有幸受到「王道文化」的薰陶，

每個人都傳成「不忍人之心」的信念並將其發展，把人類導向更加正面良善的方位，也許這

世上便不會再有那麼多的紛爭與勢力，人們也能夠更加包容地和平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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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21 

審 

查 

評 

語 

  整篇架構完整，從「迷茫」到「省思」，道盡講座的影響，也說明

學生用心思考的過程。只可惜對於講座內容的陳述，顯得較為龐雜，

可針對某場講座的主題以此發揮，敘述便可更為具體。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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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40 佳作 四技資工三乙 許博任 40018201 

題目：尋找失去的和平 

一、摘要 

 中華文化五千年，從歷史的演變，一路看下來，最初的皇帝、蚩尤便開始有了戰爭，至

今天下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歷經多次的改朝換代，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是一個向

外延生的例子。彼此的文字、語言隨著資訊科技時代，資訊傳遞更加容易，兩岸無時無刻在

對話，再加上地理位置極度密切，政治理念與經濟貿易上相互影響極深。中國在最近這十年，

不管是周圍沿海，或是內陸地區，經濟建設及各方面的發展速度異於常人，崛起速度之快，

彷彿一腳就可以輕易踩扁台灣。在之後的日子，海峽兩岸將會認同彼此，變成互相需要的存

在；還是會不擇一切手段，打壓或抹滅另一方，形成單一獨立的個體。 

二、特殊感受 

 台灣在經過十年建設後，所表現出的，不管在軟實力、硬實力，或是農業實力，在世界

上也都有數一數二的表現，從早期被人嫌棄的產品，被諷刺說是一種破爛象徵，直到現在的

MIT，獲得大眾肯定，這是種極大的轉變與進步，經濟上甚至在戰後，拚過亞太地區許多國

家，躍升為亞洲四小龍；而如今，全球化的形成，世界正以極快的速度在轉變，台灣顯得有

點後繼無力。中國大陸也正在走台灣以前的道路，藉由龐大的土地與人口，其發展更加迅速

且全面化，相對中國也以其龐大未知的力量，左右中華民國主權存在的命運，軍事上，台灣

是無法與中國相抗衡的，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情況，可想而知，中國是勝過數十萬倍；最近

一則新聞，台灣邦交國又減少一個，眾多國家對中國的態度是趨之若鶩，趨炎附勢的向著它，

中國怪物般的實力，不合理的持續威脅台灣，使得在國際間的信任，對中華民國避而遠之。 

 關於上述所說的軟、硬實力，表面上也有不同層的含意，軟實力指的是台灣的人情味、

鄉土味，還有民主性……等等，有很多的人文風土的文化軟實力，都是台灣特有價值，雖然

很多都是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甚至不易被人察覺，但這是可以發揮在相當多的事物之

中，超越政治、經濟、國家議題，單單只是人與人之間，所建立的情感，在政治上，中國是

不可能會放寬標準，站在對等的角度公平談判；因此，從文化開始，逐步發展社會交流，在

文化思想上，是共同有著高度的共識，加入東方國家延續幾千年的孔孟學說，也就是所謂的

王道文化，更加容易理順兩岸關係，而不單純只是來台觀光，參觀完景點、買完特產就又回

去了，兩者應認真多去認識、分享彼此，相互包容與尊重，自然就會減少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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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示 

 既然政治上經過那麼多次多方談判，兩國終究無法各自退一步的情況下，只好以人權的

普世價值為出發理念，人權問題遠大於國家領土，畢竟國家就只是一個區域，大家能生活的

一個概括，人民是無辜的，不應該只為了某一方的利益，而成為犧牲品，這並不符合王道精

神，以民本為依歸。 

 不管中國將來如何面對台灣，只要台灣還有民主的存在，中華民國精神是不會這麼輕易

就被壓垮的，我們學生應該也要有所警覺，對岸的人口龐大，競爭激烈，每個人都力爭上游；

相對的，台灣學生大部分反而表現出懶散的態度，都只為專注在眼前的小利益，欠缺宏觀的

角度和危機意識感，總有一天，台灣不是因為誰是領導者或是在戰爭中戰敗，而是年輕人的

思維與行動力，漸漸被大陸給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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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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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感

受提出多項思考的論點，未深入去論析，但啟示的發揮具有振聵人心

之意義。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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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45 佳作 四技妝彩四甲 陳瑋琦 49926143 

題目：資訊科技與全球化 

    資訊的發展讓生活方便卻也讓人懶散，經濟的往來聯絡著各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手機不只能打電話傳簡訊，更能玩遊戲和別人視訊、找地圖等等方便的事情，電腦功能

沒變，但是現在卻越做越薄讓人好攜帶，真的很方便，上課內容中我最深刻的就是聽音樂、

與朋友聊天等等，幾乎什麼事情都能用電腦一手包辦，我們已經非常仰賴它，甚至已經到了

對它產生「依依愛戀」，到了不能沒有它，可能隨時都要使用它的地步，也就是所謂的“上

癮＂，像我覺得我自己對電腦是一種上癮，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電腦開機，平常若沒事也常

常會在電腦桌前上上網、查查網路資訊或其他有興趣的相關東西，對我來說它已經是個非常

好用的生活用品，更甚至於下載影片或者是音樂來消磨時間，即時不是使用這些功能，在做

作業報告依然還是會使用它的 word 或是 powerpoint 的功能。 

    這讓我想到自己的親身經驗，以前沒有電腦大家都是用手寫作業，畢竟筆的使用量很大，

每個學期都要跑好幾次書局，隨時隨地看到筆都會想買，但是現在要用手寫字的時候真的已

經是少之又少的事了，常常一支筆可以用好幾個學期都用不完；就跟寫信一樣，以前最流行

就是跟朋友寫信或交換日記等情感交流的方式，現在有了手機大家盡可能就用傳簡訊，有了

電腦大家就傳伊妹兒，不僅僅方便、可以省錢也可以更快速地傳達到，但也失去了另一種意

義。 

    資訊上也運用了很多生意頭腦，像是不用出門也能購物、運動，像是好像替社會上的懶

人想了好幾樣事。購物方面現在在網路已經很盛行，甚至於有人已經可以成立網路購物的科

技公司，做企業化的管理，利用網路就可以賺大錢，不僅僅方便消費者，讓不想自己一個人

出門購物或者是懶得出門購物的人得以方便做不一樣的購物方法，像現在網路上賣的東西真

的是無奇不有，曾看過一張圖片是一個孩子玩著石頭十分高興，另一個什麼東西都有卻感不

到滿足，真的值得讓人深思一下，究竟資訊的發達是好是壞呢！現在的小孩一提到回家超高

興的，迫不及待跟電腦擁抱，以前的小孩反而失落，回答說要回家了喔……而我是前者這樣

的小孩。 

    身邊的一切都跟資訊產品形影不離，總會想要更好的，不懂得節制，舊的不去新的不來，

過了一段時間又會繼續更新，資訊永遠不會停，停的是自己，人跟資訊一樣，不斷的前進，

只求更好更棒，當你停下來休息時，就有人跑到你前面了，如何好好運用現有的東西才是王

道，並不是一再追尋新東西，小時候的我看到別人拿手機總是非常羨慕，到了國中我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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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時卻又出了智慧型手機，又再次的想要，大學時候拿到了智慧型手機，卻又出了平板，

東西根本一出再出，買也買不完，真的只能適可而止，車子晚上偵測溫度亮度自動開燈，手

機可以用車子來講電話，許許多多新的東西，吸引著大家的目光，真的是方便還是方便。 

    經濟的貨物進出口促進各國的貿易以及交情，互相貿易著對方不夠的東西，日本大地震

那時各國寄了許多糧食以及民生用品幫助，代表著日本有一定的友好程度了，我並不知道哪

國是貿易大國，我只知道現在所吃的所喝的可能就是國外傳來的，如果再更深入一點，不只

貿易還能了解對方的東西，還能推測他們當地季節。 

    現在台灣經濟不是一天造成的，而是經過他國統治，學習到了東西，再加以研究開發，

才促進現在的經濟，台灣在國際之前也有地位的，今天我看到新聞說台灣跟甘比亞斷交，因

為戰略利益高於經濟利益，後面總有隱藏的事，牽拖到政治然後又影響貿易，搞得緊張兮兮

的，經濟的往來不只是影響到一國，而是影響到週遭國家，國民們就會有事，通貨膨脹，物

價上漲，一堆瑣碎的事情煩惱著大家，經濟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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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2 年 12 月 25 日

文章編號 45 

審 

查 

評 

語 

    從己身以及周遭的例子來說明資訊科技與全球化的關係，能近取

譬，將聽講心得運用在日常生活的省思。全球化的資訊科技帶來生活

的便利，人們過於依賴科技，未必能夠幸福，心得的反省，頗為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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