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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37 第一名 四技國企二丙 楊舒安 40120359 

題目：三大經典中的生命教育 

上完這堂課，我茅塞頓開！那是一種多麼震撼的力量，彷彿找到生命中困境的出口，點

亮了我那原本看似黑暗的人生道路。 

長期以來，我變得越來越封閉，雖然持續尋找能讓我變回原本快樂、自信生活的方法，

但我依舊無法真正得到快樂。直到，我上了這堂課，蔡教授就像有魔法的天使，讓我進入到

他所說的經典中的經典，使我感受到旺盛的生命力，並幫助我找回那遺失已久的快樂。 

過去的我，把所擁有的寶藏遮住了，只看到越趨醜陋的我，擁有醜陋的嘴臉、醜陋的身

材、醜陋的姿態、醜陋的思想、醜陋的一切，而當我再次敞開心胸、接納自己時，赫然發現

我在這近似地獄般的思維裡，已耗去許多美麗的歲月。 

將「我想成為什麼樣的人」的這種狀態表現出來，是一種快樂；學而時「習」之，並不

是指複習，懂得實現更為重要。蔡教授的這堂課給了我深思的機會，發現自己在這些歲月中

不斷的進步，也過得很充實，只是那過去的我，太不容易滿足，總是想要爬得更高，只要遇

見不如意的事，便很悲觀的看輕自己，甚至覺得別人的眼神都是在瞧不起我。慢慢的，我讓

自己背負著一股無法喘息的壓力，不管我做任何事，都不敢真實的面對自己、接納自己，甚

至埋怨環境、埋怨家庭，認為這些是讓我人生低潮的罪魁禍首，因為心態變得很負面，曾經

覺得世界讓我看不見未來。 

在套用蔡教授的魔法後，我試著回首過去，讓我人生產生變化的利基點，正是變得越來

越自我。面對別人的批評謾罵，我總是過份的接受、改變自己，認為那些批評指教能夠使我

越來越好，在不斷的壓抑真實的我之下，我過得一點也不快樂，有時甚至去羨慕那些批評我

的人，他們是我想變成的人，在那些人面前，我總是抬不起頭，越是針扎，越顯得可笑，因

為我永遠不會變成他們。我沒有用高度看這世界，其實就像蔡教授說的，根本不需要和別人

比較，那是因為我太清閒，當我真正努力往上爬時，那些人、事、物將都在我朝著目標方向

的視線之外了。 

蔡教授說：「不要用自己的一套語言思考去想結果。」都是因為太過自以為，自以為怎樣

的我是最美好的、自以為別人總是反對我，其實「自我中心思考」才是我最沉重的負擔。最

初，當別人覺得我很奇怪時，我應該勇敢面對自己，我也不見得是錯誤的那一方，「為己之學」

告訴我，不需要向別人證明自己，不必為別而活，我活在自己錯誤的思考下，荒唐的度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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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部份精華。處理人生中所發生的事情的最高境界，便是「名實為虧，而喜怒為用也。」

我當初根本沒有努力的尋找正確的方法去對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而是用那自以為的一切

面對事情，今後的我應該努力的生活、努力的思考做什麼樣的事能使我感到快樂，將過去遺

失的歲月用心填補才是最為重要的。 

現在的我，不會因為那樣的過去而感到萬分懊悔，反而萬分感謝上天讓我經歷這些事，

我從中成長、獲得不少寶貴的經驗，人生必定要有甘與苦，否則就不叫痛快的人生。如果沒

有過去的我，我也不會了解身為那樣的人所擁有的痛苦，我在受到蔡教授的幫助後，不僅展

開新的人生，也感受了更多采多姿的旅程。人生若要有高潮迭起，應該不會有像我這樣，在

成長過程中，經歷崎嶇的路徑後，獲得無比廣闊的天空的人了，我愛我的一切！ 

今天我有幸能因為蔡教授的啟發，而為人生紀錄下豐富的歷程，重新找回本我後，讓我

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寶貴價值。 

還記得那天聽完演講後，我高興的跳躍著，世界彷彿變成彩色的，對周圍的事物再次燃

起一片希望，瞬間我不僅有許多想做的事，也是一個有夢想的人，我相信我能再在人生中創

造更多可能。現在的我，感受到生命中充滿希望，每分每秒享受著那非凡的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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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37 

審 

查 

評 

語 

筆者能融通講座中的內容，內化為自我行事的省思，蘊育成為厚

實生命的養分。 

文辭表達流暢，構思謹嚴而有條理，論述明晰卻又不流於架空的

教條陳述，以極簡的筆觸傳達深刻的體認。 

透過檢視自我的生命歷程，看到成長的軌跡，講座課程在此展現

了最正向的價值。 

 

 

 

 

 

 

 

 

名次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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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20 第二名 四技企管二甲 盧裕芬 40109125 

題目：環境永續與心靈環保 

    關於全球暖化，科學家說九成五是人為因素。而全球暖化也是一個窗口，演講者南華大

學林聰明校長說，我們有兩個選擇：「積極行動或是等著看戲。」 

    記得當我就讀小學時，某一年環保署製作了聯絡簿給小學生使用，裡面每一頁都有關於

環保觀念的宣導，例如：油加到油槍跳停就好、電動摩托車的好處以及舊機車換購電動車可

享政府補助五千元……。並且用很簡單的方式向小學生們解說溫室效應、二氧化碳這些名詞，

讓小學生在腦海中開始建立對於「環保」的概念。由此可知，環保的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

題；而關於環保的知識和觀念，它是非常需要被推廣的。 

    林校長舉出許多明顯的例子，告訴我們全球暖化已經帶來的危機。例如：極端氣候的出

現、旱災、水災、森林大火、海洋溫度的上升以及海水酸化等。而隨著全球暖化的加劇，全

球已經出現了「環境難民」的首例，甚至在首批環境難民的名單上，台灣也榜上有名。 

    目前，百分之七十的亞馬遜雨林已經變成了牧場，畜牧業使得地球每六秒就消失了一個

足球場大小的雨林，我們無法想像這如此驚人的速度與數字仍在不斷的持續。演講中，林校

長告訴我們，餵養牲畜的穀物足以供 20 億人食用，一位肉食者耗用的資源，可供養二十至五

十位蔬菜食用者，而過度攝取肉類的結果，我們將失去健康。 

    畜養牲畜不但消耗了太多的資源，這些動物排放的氣體也成了全球暖化的重要原因。目

前健康的四大類食品分別是──豆類、穀類、蔬菜及水果，而不是我們以為的蛋豆魚肉類。

現今台灣每五分半鐘就產生一個癌症，林校長說有位台中榮總的醫生，已執行過六千多位大

腸癌患者的手術。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且從改變飲食做起。林校長成為素食者已經十

多年，素食的確是相當好的飲食方式，人類的牙齒並不適合肉食，而且結構和草食動物相同；

人類小腸與大腸也和草食動物一樣，既長又充滿了皺褶。而取用動物來做為食物的過程不但

殘忍，動物臨死前由於懼怕而產生的毒素對於食用者來說也沒有益處。但是由肉食習慣改變

為素食習慣，對於大多數人來說可能不太容易，則可以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一個星期訂定一

天為素食日，習慣後慢慢增加為一週兩天、三天……以此類推。 

    此次講座非常精彩，不但使我們聽講者增長了許多新知，林校長身體力行的素食環保也

相當令人敬佩。環保絕不能僅淪落於口號，我們必須推廣它觀念，並且由自身做起。我想，

以身為學生的我們而言，可以從自備環保餐具、垃圾分類、隨手關燈、不購買過度包裝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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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這些較簡單的方向開始實踐。 

    多山環海的台灣，資源豐富，生活便利，身在其中的我們真的非常幸福。但過度開發，

科技進步所帶來的環境問題已經日益嚴重，也是現今全世界都必須面對的課題。各國都必須

學習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生態環境的永續保育。林校長說：「萬物生而平等，我們與

萬物共享地球」。我們不希望成為氣候難民，也不希望有下一個氣候難民的出現。我們期待，

福爾摩沙這個名詞能永續代表台灣，而不是消失在歷史的洪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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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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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評 

語 

能適當摘要講座內容作為核心材料，並以講座內容為主幹，從環

保、畜牧到素食，有層次地發揮個人感想，並結以永續觀念展望未來，

整體內容表現深入而有層次。 

首段簡單破題，並由近而遠，從自身談到世界，各段分明且夾敘

夾議，文意發展循序漸進，首尾呼應，結構嚴謹。 

文字簡明有力，能適當引用講座文字強化力量；全文句型具有變

化，讀來大致流暢。 

 

 

 

 

 

 

 

 

 

 

 

名次 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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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32 第三名 四技幼保一甲 蔡欣穎 40210133 

題目：不要因小失大 

    大學階段對人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包括成就、轉大人、成年禮、價值觀、人生觀、

態度決定、高度方向決定，在法蘭克的集中營經驗，他說人可以表現得如此醜陋，也可以表

現得如此高貴，只是於自己怎麼想。世界的世為時間，宇宙是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來謂

之宙，要問宇宙是什麼？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的科學家就是霍金，他說人生如蜉蝣，再轉瞬即

逝的時間內，只能探索浩瀚宇宙的一部分，而人類會思考、尋求答案，認為哲學已死，他也

是當代自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科學家，還被稱為「宇宙之王」，21 歲被診斷患上運動神經

元病，全身癱瘓，只能使用一種能發聲的機器與其他人交流，那你願意當霍金嗎？這世界原

本沒有文化、科學、哲學和種種的發明，所以眼前的一切皆為創造，人自知自己是生物，而

生命不是永恆，所以珍惜當下，人自知所愛，也是生物，而未能長聚，所以珍重當下，關懷

人生的起點，不能只做觀眾，承擔自己的關鍵，就是成就感和意義感的源頭。 

    我願意當霍金，因為他想活下去的精神，讓我如此的敬佩，人無須覺得凡事都要要求完

美，因為這世界上沒有完美此事，就算受傷、挫折也不要放棄，因為要知道還有人比你更受

挫，俗話說：「上帝把你關了一道門，必定會開啟你另一扇窗。」有些事不會自己冒出來，而

是靠我們去創造的，所以人類是一個奇蹟。霍金談到自己的病時，知道身患絕症，也受到了

衝擊，他不明白這樣的事為何發生在他身上，不明白人生為何要這樣終止，霍金曾經覺得生

命很無聊，但他突然發現，如果自己能暫免死亡，也可以做到很多有意義的事情：「我曾經夢

過幾次，我將犧牲自己來拯救他人，畢竟，若我無論如何也要死去的話，也可以做一點貢獻。」

雖然他的未來被蒙上了陰影，但他竟比以前更享受生命，憑著堅毅不屈的意志，戰勝了疾病，

創造了一個奇蹟，也證明殘疾並非成功的障礙，他對生命的熱愛和對科學研究的熱誠，是值

得年輕一代學習，因為他這樣的精神有了「宇宙之王」之稱，同時也勉勵了全身癱瘓，曾經

要求安樂死的本港青年斌仔：「只要有生命，便有希望。」然而結束生命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無論生命如何困難，總會有一些事情做得到，並達致成功，所以不要消極的想，反而要積極

的去做，這樣成功就在不遠處了。 

    聽完這場演講，我覺得非常有意義，讓我知道所有的事物都是靠人類一點一滴累積而成，

俗話說：「羅馬不是一天造成的。」驗證了這句話是真的，我認為我的人生是：「說出來會被

嘲笑的夢想，才有實踐的價值——即使跌倒了，姿勢也會非常豪邁。」因為別人帶刺的話語，

讓我們有前進動力，每個人都不希望被人家看不起，包括我也在內，別人說不可能，就越要



 附-11

做給人家看，就算失敗了，至少曾經努力過，或許有些事永遠也拿不回來，但仍然要繼續前

進，因為人生絕對不是自圓其說，人生不如意十之八九，不是想要怎樣就怎樣，也不能永遠

停在傷心的地方，俗話說：「在哪裡跌倒，就要在哪裡爬起來。」雖然心裡難受，但只要撐一

下就過去，而且人生還有一段很長的路，所以人生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都有它的意義，在學

習的路上難免都會有挫折，只要用心去學，用心去體會，得到的絕對很多，人因為夢想而偉

大，只要努力去實現，它絕對是很值得的，面對充滿荊棘的人生，不至於措手不及，充實自

己，挑戰不一樣的人生，然而努力向上，不斷的求進步就能度過難關，所以讓我們一起向霍

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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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32 

審 

查 

評 

語 

    以個人的感想為內容主軸，並運用部分講座內容為材料，藉以發

揮個人對人生的看法。內容略具深度而有主見，整體表現完整。 

    全文由敘而論，對自身收獲與心得的鋪排尚有秩序，結構表現尚

稱完整；唯各段之間的銜接略有突兀不通順之處。 

    能使用直接明白的文字表現文意，然變化不多且有冗贅詞句，全

篇文章讀來不甚通順。 

 

 

 

 

 

 

 

 

名次 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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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03 佳作 四技國企一乙 廖禹晴 40220233 

題目：最值得過的人生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在生活是自私的，除非你滿足、安於現況，你才有餘力去幫助其

他的人，但任何一個人的夢想，雖然不一樣的，卻都是為自己心靈上的快樂，才會認真的生

活；而且每一個人是不同的，自然抉擇也不同，生活也有各式各樣的型態。所以，你覺得你

現在過的人生是值得的嗎？你會不會後悔你的選擇呢？ 

    當時的演講者：林從一教授，在一開始就問：如果有所謂的「快樂機器」，它讓你永遠地

沉浸在美夢之中，任何慾望、夢想都能實現，但你一使用就再也起不來！若不使用，就是要

承受人生的壓力與痛楚，那麼，你會希望坐上去嗎？第一次有數個人舉手，可是大部分的人

卻不同意，因此教授又和我們討論，也一一詢問那些有願意使用或是不願意使用的同學；之

後又再一次的將快樂機器的優點做一次解說，結果反而沒人想使用它，教授於是藉這個問題

倒出一個結論：痛苦和快樂是一體兩面，不過沒人會想追求純粹的痛楚。之後，說到最值得

過的人生，教授認為即是所謂真實的生活，但那又是什麼？於是他提出四點組成：價值、意

義、份量和重要性，要如何做到這些？教授認為要先做到：專注，這一件事上，架設你對於

你所選擇的事一點興趣都沒有，每次做的時候都在想別的事，那這些事對你有意義嗎？你何

必浪費時間去做？又或許這無法避免？不如拒絕、或是接受他，專心地將它做完；當你用心

的做事時，很奇妙的，你會漸漸的感受不到無聊，只有學習與生活在當下，若你完成上述的

心靈體驗，那麼相信你對於人生又有新的體悟。 

    經過這次的演講，讓我又再次沈思自己的過往和生活，仔細想想，有些快樂的學習正是

因為專注，生活才變得多彩多姿啊！即使是自己不喜歡的事情，一旦專心去做，時間會過得

很快、也學到很多；因此對於那些「不喜歡讀書」的同學，我總深信，他們是沒興趣，只想

做他們真正想做的事，一旦讓他們專注於課業上，恐怕是我會輸他們一大截吧！光是反應就

趕不上。過去，我在高職曾和一位同學在班上，他和他的同學把玩樂擺第一，把課業放在最

後一個，所以總是吊車尾；可是，為了大學考，他毅然決然放下玩樂，投身於課業中，頓時

排名跳到全班前二十名，而我們班共有三十五左右的人，在競爭激烈的當下，能一個學期，

名次就跳到這麼高，跌破大家的眼鏡！當然，他所得到的報償就是大量的讚嘆與祝賀，這讓

他很高興，生活也有很大的轉變。相較之下，或許有些人的能力並不在課業上，而是行動、

工作、反應……等，然而這些能力比較突出者，就是造就人類社會有「三百六十五行」的原

因；由於生活上的轉機，讓他們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於是更深入發展自己的潛能，這些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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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生活很常見，而日本，我自己認為他們的潛能發展更蓬勃，不僅教育中尋找或是強化

他們的能力，而且電視節目甚至演化出企業間發明物的競爭比較，這些原因也讓他們一躍成

為世界強國之一。 

    其實，我想最值得過的人生，自然是完成人生的使命：好好的生活、享受當下、專注學

習知識，並且負責到底，讓父母能寬心，不再擔心生活是否貧困、工作是否不穩定。這些基

本要求做到之後，我的夢想是能出國好好增廣見聞，如果可以交到一些外國友人也不錯！然

後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下，徜徉生活中的瑣碎，細細品嘗人生的每一刻，不需在意其他人的眼

光，好好做自己、也可以做志工，將幸福分享出去，幫助他人、而生活當然不是一定要完全

的物質主義，去接納大自然，回味人類的過往是如何與自然共存，放鬆身心；生活不是汲汲

營營，是可以快樂、專注、享受過去、當下與未來，我是這麼想的。 

    況且，大家都是不同的個體，這點教授也提過，所以要走什麼路、要怎樣的生活狀態，

全由你自己抉擇；選擇是一門學問，但是要看你自己，是否願意承擔它的機會成本。接受自

己，接納生命，努力活著，而不後悔，我認為就是你自己最值得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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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03 

審 

查 

評 

語 

    以此講座主題撰寫心得的篇章數量極多，應是對人生的選擇較能

得到學生的回響。然而多數學生只是就規劃的理想人生發揮，脫離講

座的主題，或者多取材講座的內容，未能談及自己的感受。筆者兩者

皆能掌握發揮，觀點較為全面。 

    從存疑到確立人生的價值方向，這便是從學習中成長，學而思、

思而行，貫徹了講座的精神。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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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7 佳作 四技觀光一乙 陳文宣 40225215 

題目：環境永續與心靈環保 

    演講一開始，林聰明校長談到了全球暖化的現象、暖化造成的危機等等的議題，全球暖

化不是指全球慢慢變熱，而是指全球平均溫度提高，使得地球的極端氣候頻率增加、威力變

得更大，造成海平面上升、水災和旱災變得頻繁、地震和森林大火等事件增加、饑荒及物種

滅絕等；接下來播的天災影片及照片更是讓我印象深刻，例如冰山崩塌，人們措手不及、北

極熊沒糧食逼迫吃自己的孩子、颱風及地震造成的影響等等；最後校長還提到了全球飲食的

改變能減少 80%的抗暖化成效，「肉」，是排碳量高的商品，一公斤的肉耗碳量需要再種植 1110

棵的樹才能平衡，所以建議大家少吃肉多吃菜來改變飲食的習慣，畢竟青菜的營養不輸於肉

及蛋，且少吃肉也可以降低心血管等疾病發生的機率，每個人必須提升自我的心靈意識，才

能彌補已被我們傷痕無數的地球，為地球盡一份心力。 

    在聽「環境永續與心靈環保」這堂演講時，看到了北極熊沒食物吃瘦到只剩皮，當時的

我覺得北極熊很可憐又很無辜，是我們人類破壞了牠的家園，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了全球暖

化，使得北極熊瀕臨滅種的危機；科技的提升賦予了人類許多的便利，本以為這一切都是有

益無壞的，沒想到卻造成了地球無法負荷的結果，且人類太依靠石油，開車時須用到石油，

工廠的機器也要靠石油才能運轉等等，如何讓環境永續發展？其實我也不知道，不過在聽了

林校長的演講，我才知道，原來「改變飲食習慣」也是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心力的。 

    原本以為全球暖化的意思是地球會越來越熱，結果指的是冷會更冷、熱會更熱、乾會更

乾、澇會更澇的極端氣候異常，而全球暖化會造成的危機更是不堪設想，冰層因暖化的關係

越溶越快，使得海平面上升速度增加，像台灣等其他地區若海平面上升，沒多久就會有被淹

沒的可能，而糧食短缺造成的飢荒，首先受害的並不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先進國家，而是

貧窮又缺乏食物的落後國家，那些落後國家對於地球的破壞可說是少之又少，但因氣候不佳

造成的糧食短缺，增加了不得不而戰爭的危機。 

    林校長播的影片還有照片都有警醒及教育的意義；「雞蛋背後的故事」，雞蛋是雞孵出來

的沒錯，但手段卻很殘忍；公雞不會生雞蛋，也不需要這麼多的公雞，所以商人把小雞們絞

碎當作飼料，這是我還沒上這堂通識課不了解的事情，原來我吃的雞肉和雞蛋是這樣來的，

也瞭解到了動物即將被屠宰的心情，那種恐懼及無能為力的感覺，如果換成了自己呢？我不

禁反問了自己；人人平等，生物與人亦是平等的，我們有什麼資格傷害牠們？ 

    「改變飲食習慣」不僅可以減少暖化的成效，對於自己的健康也有所幫助，林校長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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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人的牙齒結構和草食性的動物幾乎一模一樣，且青菜裡的營養也不輸給肉類，例如黑

木耳的含鐵量就勝過牛肉、黃豆的蛋白質勝過雞蛋等等，還有許多青菜都可以代替肉類食物

的營養，而且還有降低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效果，對於自身的健康也有所幫助，目前已有許多

人意識到這方面的問題，紛紛減少吃肉以抗暖化，且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曾說過：「在日常飲食

中以蔬果取代肉食是負責任的做法！」這句話已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地球給了我們這麼

多資源，使我們便利，但我們卻沒盡到保護它的義務，地球只有一個，地球是我們大家的，

每個人都有責任來保護它，而保護它的方法就要從個人的心靈環保開始，如果大家都有所意

識，我想環境就能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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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17 

審 

查 

評 

語 

    心得能清楚說明演講的要點，並有深刻的感受。聽講前後對於「全

球暖化」的理解有所不同，觀念的轉變，可以看出聽講者的用心，也

彰顯講座的意義。就學生而言，以「改變飲食習慣」與「心靈環保」

做為永續發展的做法，具體可行。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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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70 佳作 四技休運三甲 孫盈蓉 40014154 

題目：何謂最值得過的人生 

    何謂值得過的人生，充滿愛情？充滿親情？想要富有？還是平凡快樂就好？這是一個很

主觀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尤其在我們正值年輕時期，人生正要起飛，對於未來的茫然與

未知的恐懼，讓我們對於這些問題更加敏感，常看到朋友們在感慨，小時候過的多純真快樂，

長大卻活不出真我，為了融入社會和家庭責任，把最真實的自我都埋藏起來，越發的憂鬱和

抑鬱，因為競爭力大甚至已經不知道何謂快樂，認為快樂不能當飯吃，活得太過實際，反而

心理的缺口找不到出路。 

    對於每個人來說，快樂的定義都不一樣，但只有快樂是人生最值得的定義嗎？每個人見

解都不一樣，有些人覺得有車有房有錢最快樂，有趣的是大部分富人的心態與平凡人相反，

他們認為平凡才是快樂，靠自己的雙手打拼，有充實的生活，有自己的時間享受天倫之樂才

是值得的人生。而我從這堂演講反思了很多，老師問，如果有機會讓你過完全只有快樂的人

生，你願意嗎？我的答案是不願意，我認為人生就是要起起落落，從中去體驗快樂與悲傷才

值得。我享受生活帶來的所有樂趣，從挫折中學習成長，並獲得成就感與存在感。一個人若

是太過快樂，從來沒有摔跤過，就會變的不能體悟人生的思想，不懂得思考，長不大更加不

會懂事，越是不按照劇本走的精彩人生，我就越喜歡，若是已經預先知道了下一秒會發生什

麼，生活會開始變的不真切，人的一生不是童話故事，我們不會是人偶一般的活著，不可能

像是童話故事一樣有個快樂的結局，更不用說童話故事都是經過包裝美化去改編過的，原版

的童話故事比任何一個人生都還要殘酷扭曲與現實。但只懂快樂的人，現在倒是經常會出現，

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近年來台灣的少子化，讓孩子都成了父母的寶，父母捨不得打罵，他

們希望孩子快樂就好，甚至他們認為孩子不養父母都可以，但通常這種孩子失去父母後都無

法獨立，他們沒有從失敗中學習過怎麼重新站起，這樣非常不值得，他們下半輩子可能得花

很長的時間去學習，挫折感會更加強烈，一些心理疾病更可能因而產生，快樂不是一切，知

足常樂這句話我們常聽到，真正計較的少的人又有幾個？ 

    原本身為長女卻叛逆的我，以前認為家裡的重擔都壓在我身上，雖然是責任，是生命的

意義，但我並不快樂。前陣子在實習期間，身心壓力都快要到達極限時，一場車禍為我帶來

了不一樣的價值觀，以及信念。住院的那段期間讓我重新對人生評價，媽媽看到我的傷口時

含淚的樣子，以及爸爸徹夜的陪伴，妹妹的貼心禮物，讓我覺得自己人生最值得的事就是有

家人的愛，我懂他們是真的愛我，狠心是為了要讓我成長。在他們身邊，我是最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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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無條件的包容我的小缺點，也不偽善，會指出我需要改進的地方，而不是外人的閒言

穢語。若是沒有他們，我將找不到生存的意義，所以對我來說，只要家人安好，不挨餓受凍，

讓他們快樂就是我最值得的人生，他們的快樂就是我的快樂，有了快樂調味劑，我的人生就

會幸福。 

    什麼是值得，我認為這是一個主觀性的問題，但在我們羨慕別人的時候，是否也應該思

考我們擁有了哪些別人沒有的幸福呢？有些人雖然富有，但他們或許沒時間陪自己的雙親和

家人，他們這輩子為了錢奉獻了忙碌的一生，錢財給了家庭衣食無缺的生活，卻換不來小家

庭般溫暖親近的親情，無法參與孩子的成長過程或是陪伴父母終老，甚至還得接受身邊的人

可能都是為了錢財接近你，而羨慕的那些人，能確定可以接受這些心酸，去享受衣食無缺的

生活嗎？雖然很多朋友都有「寧可坐在跑車上哭，也不要坐在腳踏車上笑」的觀念，但對我

來說是不能接受的，我認為錢生不帶來死不帶走，與其享盡那些虛浮的繁華，還不如擁有充

實的一生，常說人生就像一場舞台劇，用自己所能讓它演的精彩，過程中有哭有笑，讓自己

當編劇，要精彩或平淡都是自己決定。當然！你也有權利過毫無價值的人生，但是你覺得值

得嗎？快樂過是一生，悲傷過也是一生，你選快樂還是悲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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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70 

審 

查 

評 

語 

1.對於主題有深刻的認識。 

2.能從人生中的歷煉中，體會出生命的意義。 

3.從蛻變中找出生命的方式。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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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39 佳作 四技金融二乙 閆  越 40113256 

題目：人生意義的哲學追問 

    這次演講的教授是朱建民先生，朱教授是一位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前辈，带给我们的

也是一场生动的演讲。作为当代大學生，我們有相當多的困惑。我們在大學究竟所為什麼，

所謂什麼，不似中學記憶的美好，也不如踏入社會的殘酷，可以說現在的大學讓人感到了時

間雖多，卻也無聊。在這個年齡，本該是我們建立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時候，

而我們大學生，卻困惑的站在了人生的十字路口，因此，朱教授本次演講提出了對人生存在

與意義創造最基本的追問，世界觀和人生觀。 

    有人說過，一個人一生會怎樣，其實早就註定了，俗話說貓吃魚，狗吃肉，老鼠的兒子

會打洞，人的性格有先天基因的遺傳，也有後天成長環境的培養，除卻一些遭遇重大變故的

人來說，人的性格與其長輩有很大的相似性，但這並不代表我們就會屈服於命運的安排，身

為大學生，我們要做的就是趁著年輕，去否定，去批判，而重點在於我們要改正自己的性格，

因為性格決定命運，如果你改變不了命運，那就去改變自己的性格，在大學，多讀書，吸收

養分，天下雜誌主編高希均先生曾在《內外兼顧》一文中提到，要做到內行要專業，外行要

精通，我們不止要自己專業上的優秀，也要全面發展，成為一個健全飽滿的人。在當今時代，

世界歸於和平統一，更加凸顯了知識的彌足珍貴，雖說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掌握了知識，

就掌握了交流的主動權，而大學這段時間，是人生中汲取知識最多的時候，我們的困惑在於

誘惑很多，不能找到我們應該要做的這件事情。朱教授提到眼前的一切皆為創造，我想這便

是佛洛依德所說自我與本我的哲學問題，我們在進入大學前覺得自己便是這世界的中心，周

圍的人都圍繞你轉，上了大學，見識了天南地北的人和事，發現自己也只是萬千世界之滄海

一粟，渺渺如煙波，這便是成長，這便是閱歷。於是我們要學會關懷，參與，承擔，分享，

將自我接與他人，去感受這個世界，真正的存在于這天地之間。 

    什麼叫做天地之間呢？上下四方為宇，古往今來為宙，我們的眼光不僅局限於現在，也

要放眼未來回顧過去，看看昨日的自己有多麼孱弱，想象明天的自己有多麼強大，人生的關

鍵在於舍得，這個舍得說來容易，卻不是想象的簡單。人生有太多放不下的事情，親情友情

愛情，我們不是持齋受戒的和尚，即使看透了也沒法放下，所以這才是吃五穀雜糧的人類，

執著追求與我們想要的，但卻不走極端。命裡有時終須有，命裡無時莫強求。往事不可追，

我們所做的就是得到與懂得，為未來而奮鬥，終人之一生，輝煌無限，也不過歸於塵土，但

是我們不能就此放棄自己的理想，活著就要奮鬥，努力變成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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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上的提問雖是人腦智慧的體現，卻使看不清的人更加彷徨，所謂實事求是，便是用

實際行動來證明自己。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準，作為還年輕的我們，不去試一試，又怎

麼可能發現自己的能量到底有多大呢？不知跬步，無以至千里，不積小流，無以成江海。我

們的老祖宗其實早已告訴了我們人生的哲理，所以我們不能就此浪費我們的青春，作為新時

代的大學生，讓我們就此出發，踏上自我證明的新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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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39 

審 

查 

評 

語 

    以講座內容及自己多方閱讀之內容為主要材料，以表現自己對人

生意義的概括、統整與感想。全文由自身談至宇宙，由小而大，感想

表現具有層次，然首段略為寬泛，且末段摻以老祖宗的哲理略有突兀

之嫌。 

    全文有首有尾，並能由近而遠，佈局安排頗為嚴謹，第三段轉折

尚佳。 

    文字表現簡明，論證清楚，且能運用不同句型表現為論述展現力

量；全文大致流利。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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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41 佳作 四技應外一乙 賴婉瑜 40212224 

題目：生命的覺醒與正面的力量－壓力也能成為動力 

    每個人都會有壞的情緒、壓力，這些壓力或許來自於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又或者是來自

自己。而這些壓力又該如何解決跟釋放呢？ 

  在現今社會中，太多人有著太多的壓力。所以漸漸地也發現了許多可以減輕壓力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先了解自己的壓力出於何處，並且分析它、處裡它，之後在放下它，如此

一來你將可以輕鬆解決壓力。首先，要對自身壓力的程度有所了解，並對自己的情緒做適當

的評估。再者，要試著找出所有可能能讓自己減輕或消除壓力的方法，或許禪坐就是個不錯

的方式。而透過這些方式使自己放鬆之後，還能將這些負面能量轉成的正面能量有效利用，

為自己創造更多動力。 

  在此次演講中提到，禪坐可以有效使當事人增加管理能力，並且對焦慮的降低產生作用。

如果能有效的禪坐還會增加幸福感，並且增進正向的心靈狀態。在演講中還提到，對於壓力

人也會有自我療癒的能力，在自我療癒能力裡有一項是正念。也就是說人可以透過好的想法

改變壓力，用一種泰然的方式對所有事做觀察及想法。也有點像是使用念力，讓可能使自己

會形成壓力的不好的人事物變成好的。還有其中一項是安定，對於人們來說，安定的生活的

確會使人降低壓力及緊張感，所以在此情況下，人們確實會有自我療癒的能力使自己的壓力

降到一定的標準。 

  其實一直以來我都頗重視我的情緒及壓力，或許這跟我前幾年曾經罹患憂鬱症有關係

吧！如果長時間處在一定的壓力之下我會開始感到緊張，甚至是煩躁或是有喘不過氣的症

狀。當出現這些症狀後，我會開始注意自身的情況，適時的做一些紓壓的動作，好比運動、

逛街、聽音樂、或者是跟講師所提到的禪坐類似的放空一個人坐在某個小角落，直到心情輕

鬆為止。可是漸漸的我也發現，似乎不能每次都是等到壓力到達一定程度才要解決，應該要

事前預防會比事後處理來的恰當。我開始學著讓自己內心充滿正面心念，當一個人的內心充

滿正面的能量，其實生活周遭的所有人事物皆會有不一樣的發展。當人在愉悅的心情下，所

有事情的發展皆會跟著好起來的！至少在我的觀察下是這樣的。所以，到現在為止我都是用

著正念的方式，以及壓力產生後紓壓的方式讓自己消除大多的壓力。 

  對於此次的演講，我想我是受益良多的。雖然我已找到適合自己解能有效解除壓力的方

法，但就講師說的方法對我來說其實也是可行的。我可以將放空這部分改成禪坐，能有效地

消除壓力，並且能增加幸福感，增加幸福感也等於增加自我的正面情緒，何樂而不為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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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還能使我勇有更多的正面能量，以至於我往後可以少一點壓力的產生，不僅對自我的身心

狀況有良好的幫助，也對我的生活有大大的好的改變。這樣不管對於我的課業還是事業來說

都將是一種好的出發，能使我擁有更多的動力及心力在處理這些重要的事務上，不在因為壓

力給的煩躁感使自己錯失了許多學習及工作的好時機，也不會在因此與生活周遭的家人、朋

友，有所衝突導致不可抹滅的傷害，以至於後悔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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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通識講座課程心得寫作比賽複審審查評語 

審查日期：103 年 06 月 09 日

文章編號 41 

審 

查 

評 

語 

    在自我生命的困頓中，藉由講座客觀的論述，產生一種積極的正

向能量。筆者從中尋找心靈的出口，感受平和的喜樂，頗為動人。 

    文章可貴之處在於面對真實的自己，不消極逃避，而是改變心

境，這不僅是心得的抒寫，更是生命的體認。 

 

 

 

 

 

 

 

 

 

 

名次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