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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週精彩活動 
    

 

這學期的教育週活動，非常精采，參加人數也創新高。藉由舊育週的活動，不但

能促進學員間的感情，也能從活動中學習，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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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教育週有分為很多項目。首先有板書比賽，很多參賽者都使出渾身解數，

將板書的精神發揮出來。有些參賽者的精闢解說也得到滿堂喝采。板書被認為

是教學的重要工具。藉由此項目，能使學員練習，互相切磋，學習對方的優點

和長處，是很好的成長機會。 

  

  

參賽同學都很有創意，非常積極。不但字體工整，解釋清晰，內容也很豐富。 

期盼這次的板書比賽賽能促進更多同學練習，發揮長才，運用在未來的教學實

務和教室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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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週精彩活動不斷。接著還有 KTV 大塞，證明老師不但博學多問，各各

十八般武藝，樣樣精通。很多好歌喉，在此時被發覺! 那天晚上氣氛融洽，

和樂融融。無論最後贏家是誰，大家都度過了一個音樂享樂的快樂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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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除了教學外，發音，用字也是非常重要。因此，在教育週當中，也有

字正腔圓的比賽活動。除了要重複艱難的繞口令，還必須反應靈敏，快速

唸出一篇順序，部首錯開的文章。學員們笑開懷，除了練習，還得到了一

次上台壯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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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還有比手畫腳的比賽，考驗學員的合作和團結力量。也希望藉一此次

活動激發學員的創意和活用思考。 

        

 

        

 

維持一週的教育週活動，因為同學們的熱烈參與和競賽，最後畫下圓滿的

句點。這次，不但獎金豐厚，參與人數眾多，互動熱絡，達到這次教育週

的核心目標，學習，交誼，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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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分享 
    

生命不一定是直線 

◎洪蘭 陽明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教授 

台灣的孩子一般沒有什麼機會玩，我個人覺得這樣的現象很令人擔心。 

我在陽明大學醫學院任教，我們有些孩子還沒有準備好，就已經要去當醫師

了。他可能有很豐富的醫學知識，可是還未必能面對，診療過程中必須面對的

心理壓力、道德壓力與生命課題。 

有一些記者問我，為什麼我覺得我先生(曾志朗)的抗壓性很強，我想主要是因

為他是在鄉下長大的，我們在美國結婚五年後，我才去他家，去的時候發現，

鄉下長大的孩子童年快樂很多。 

他曾經告訴我，他們常去溪裡面游泳，老師三令五申告誡，他們依然不改，於

是老師趁他們游泳時把衣服拿走，他們只好在溪水裡等到天黑，拿著芭蕉葉，

遮住重點部位，跑回家去，而媽媽當然早已拿著棍子在門口等囉！ 

他拿到博士後，母親當選模範母親，他跟她說：「你怎麼能當模範母親？你在

旗山鎮拿著棍子追著我跑，每個人都看見了！」 

有快樂童年的孩子個性比較開朗，希望我們的教改，可以讓孩子成長得更快

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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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絲雀如何學唱新歌  
    

 

金絲雀如何學唱新歌  

我的小孩八歲時回台灣，面對中西文化的異同，求學過程特別曲折。起先念嘉

義民雄國小，後來因為語言、體罰等因素，適應不良，轉到台北讀北師附小。

當時我在中正大學教書，由我母親照顧我的小孩。  

我母親的教育觀念是舊式的：先做功課後玩耍。小孩一回到家，趕快把功課做

完，以便玩耍，我母親一看說：「咦！那麼快就做完了？去複習！」小孩一

聽，趕快去複習，正打算出去玩，我母親說：「複習完了，去預習！」  

當時我母親常說：「現在三年級的功課怎麼那麼多呀？做到十點半還做不

完！」後來我才發現，原來我小孩是把功課攤開在桌上慢慢地做，我母親一離

開，他就去玩，聽到腳步聲，他就趕快回到書桌前！  

我發現這件事時，相當的擔心；由實驗知道，要改變一個壞習慣，需要花上十

倍的力氣！金絲雀學會唱一首歌後，若要牠再學新的，牠會乾脆讓神經細胞死

掉，第二年再長新的。  

於是我試著說服母親，讓小孩做功課前先玩，結果我母親回答：「業，精於

勤，荒於嬉！」她的六個女兒都讀北一女、台大，她堅持當新式教育還不知成

效如何時，先用傳統教法！還說我小孩晚回國，起步晚，必須要「追上去」，

所以安排他每周補習三天，小孩叫苦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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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孩，要從動機下手  
    

 

我覺得，我們的課本編得太淺了，我們不能低估孩子的聰明智慧，以為以他這

個年齡，只能了解某個程度  

皮亞傑有個實驗：五個彈珠排一排，有上下兩排，將第六顆彈珠加入下一排並

將長度縮得比上一排小，問小孩哪一排彈珠比較多？結果小孩會說較長的那排

較多。事實是-將彈珠換成巧克力後，實驗結果完全改觀，兩歲半的小孩都知道

要拿下面這一排！  

我們在小學二年級時，開始教整數概念，一個當老師的媽媽問小孩：「小於一

百的最大整數是多少？」小孩目瞪口呆，不知道媽媽在講什麼，眼看弟弟要挨

揍，哥哥跑過來幫忙：「媽媽要給你一個紅包，裡面的錢不得超過一百塊，你

要多少？」弟弟立刻說：「九十九！」  

 

 

             

今天我們的教學不能與生活連在一起，小孩不知你在問什麼，這不代表他笨！ 

我先生以前要我兒子學中文，規定回到家裡不能講英文，要講中文。於是我的

小孩每天回到家，一腳站在門口就用英文把當天學校發生的事情講一遍，講

完，進到家，就不講話了。他其實相當痛恨中文，可見體罰對一個孩子身心殘

害之大，他到現在還不肯拿筷子，但是很會青蛙跳，可以跳完整個操場！  

對於孩子，真的要了解他的心理，而且要有方式對待他。我後來讓他願意看中

文，完全是從金庸的《書劍恩仇錄》著手，武俠小說嘛！講到最精采的地方，

我就停下來說：「媽媽要去做實驗了。」他拉著我問，後來呢，後來呢，我就

叫他自己去看。其實他並不能全看懂，自己用想像力填補了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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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了解到關懷到行動  
    

 

從了解到關懷到行動  

我的小孩剛轉到美國學校時，上課第一天，老師發了十四本英文書，說是這學

期要唸的，有哈波李的《梅崗城的故事》、賽珍珠的《大地》、史坦貝克的

《人鼠之間》等。  

這些書都蠻深的，我們的大學生都不一定會讀，何況九年級（相當國二）的孩

子？我去問老師為什麼選這些書，老師說：「十四歲的小孩，肌力已經足以傷

人，如果心智上 不夠成熟、缺乏同理心的話，很可能做出令自己後悔一輩子

的事情！我們必須在他青春期剛開始時，讓他的思想跟上，藉著這些不同人種

受到不同待遇的書，教會他們『同理心』是什麼。」  

《梅崗城的故事》和《奴隸船》是描述美國南方黑人所受的不平等境遇。我的

小孩看完了這個故事，一直問我：黑人並沒有比較笨，為什麼會因為他的顏色

就遭到歧視？他們以前在學校裡叫黑人 Negro，但看完這些書後，就不再那麼

叫了。《人鼠之間》拿過諾貝爾獎，主角是個智障的孩子。當時發生了喜憨兒

烘焙屋被人潑餿水的事件，同學們看了書後，主動下山去幫忙喜憨兒清洗。  

「因了解產生關懷，因關懷產生行動」，我在我小孩身上印證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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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心得報告 
    

黃筱萍  中文研究所暑碩專班 
 
 

服務過程中，我發現與服務對象之間彼此的信任度相當重要。如果你能與

服務對象之間建立一種朋友般的關係，真誠的付出關懷，讓服務對象感受

到你的熱忱，那麼對你接下來的輔導過程會較為順利，相對的遇到的挫折

也會比較少。我的服務對象其實很純真，只要你對他好，他也會給你立即

的回饋，當下你也會感到很溫馨。 

 

服務學習課程中，我最大的收穫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尊重與信任。雖然

這些服務對象都是小學生，但是你對他的尊重，其實他是可以感受得到

的。有了尊重，彼此間才會有和諧的互動，而這也影響到你接下來的服務

學習是否順利。每個接受輔導的學童背景都不相同，在課業輔導的同時，

其實還需要對學童的家庭背景等有概略的了解，這樣才能對學童的一些行

為或反應做適當的處理，也較能以同理心去包容他們。同單位的服務志工

都相當的優秀，尤其有幾個志工的服務時數其實已經夠了，但是因為懷抱

著高度的熱忱，因此又自願來支援課業輔導，這讓我感到相當佩服。有些

志工在理工方面比較強，他們會在輔導的過程中加入一些簡單的化學實驗

之類的活動，讓這些學童們非常的有興趣，增加了他們願意接受課業輔導

的意願，我覺得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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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心得報告
    

莊曉筠  政治經濟學系 
 

最大快樂：發現受服務對象因自己對他的態度，而漸漸接受並且信任你，並且

偶爾做出感謝你的舉動，這些令人感動的行為最令我感到開心。 

最大挫折：不論付出多少心血，受服務對象依舊不領情，或是努力的教導，但

是受服務對象沒有想要上進的心，並沒有把教導的內容用心牢記。 

我認為我最大的收穫是，理解到每個人的想法都不同，所需要的以及所能接受

的也都不同，雖然懷著熱誠的心去服務別人，但是並不表示對方就一定會接

受，必須要更加瞭解別人到底需要什麼，並且要找出對方能夠接受的方式去關

懷或服務對方，這樣才是對需要服務的人最好方式，而不只是一昧的自以為

是。我認為課程的內容只是講出一般的概況，對於實務的確是有幫助， 

 

然而，每個案子都是不同的，必須要更加深入的瞭解，無法全部皆依課程內容

操作。孩童的長處，只要相處久了，會發現每個孩子都有不同的長處，但是必

須要用心去瞭解每個孩子，這樣他才會表現出他最真實的部份，而從他們的真

實中，就能發覺他們的長處。改進：必須有自己的一套標準，堅持自己的底

線，並且絕不妥協，不要輕易對孩子心軟。 

協同合作：可以互相討論孩子的狀況，並且對於教導的方式互相瞭解，找出最

好的方法，讓孩子能夠接受而自己也能夠比較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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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心得報告
    

蔡佳容  生科碩 
 

學期的課輔，讓我感到欣慰的是能夠與幾位防衛心較重的孩子建立起友誼，雖

然當中好幾次孩子的情緒或表現不佳，而與我有所衝突，經過努力，最後還是

可以化解不愉快。和孩子的相處最大的難處就是如何在「管」和「教」之間取

捨，在課輔遇到孩子大多學習動機低落、行為較不容易控制，往往都要花很大

的力氣和精神讓孩子聽話。過於嚴厲的管束會引起實質上需要關心的孩子反

感，然而給予太大的空間有時候又會讓孩子有藉口以逃避課業，這是在課輔中

令我較費神的地方。 

       

 

大學時間參加過一些營隊的籌辦，自認跟孩子的相處不算少，但是和課輔班的

孩子相處下來，我才真正體認到其實自己了解的還不夠多。每當孩子表現不佳

或是有狀況時，深入釐清原因後，往往發現大多是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相較

於課輔班孩子，自己從小到大受的教育與生活環境都非常優渥，如此的差異讓

我受到不小的震撼，也使我開始重新省思「同理心」。重新調整自己對於同理

心的定義與自身的定位後，漸漸就對孩子有更多的包容力，也就更知道自己應

該給予孩子不只是課業上的輔導，而是更多的關心和陪伴，及讓孩子學習較正

確的價值觀。一個學期下來，除了看到孩子的變化，也發現自己無形中在心

態、觀念上也修正了不少，是我沒有料想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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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附中教學觀摩 
    

海資系 100 級 B965020043 林碩芃 
 

在課程及教學的安排上那就更獨特了，可能真的是學生人數少的關係，加

上高三這一屆還有兩班職業科，普通科自然組和社會組的同學竟然在一起

上課，在觀摩生物教學時，上課的老師一上課就問說那些是社會組的，然

後又說跟平常一樣做自己的事，我旁邊剛好做一個社會組的，從上課開始

就看她一直在畫畫，總覺得這樣是剝奪其他組別的同學上課的權益。我之

前也是在所謂的附中-高師附中畢業的，人數也很少，或許是高師附中本

身就是升學導向，所以才有辦法分出自然組和社會組，雖然社會組依舊人

很少，但是還是分的出來，而且社會組和自然組的共同科目實在少之又

少，不曉得中山附中這樣的安排要怎麼上課? 

 

生物科教學觀摩： 

    這位生物科的老師，據說是帶過很多學生參加比賽得獎回來的優秀教

師，從上課方式就可以看出，她的教法很有系統，首先在剛開始上課時，

她會先在 ppt 上秀出今天要講的主題及大概的範圍方向，讓學生能準備需

要的課本；再來，若以升學導向的台灣來說，這個老師的教法很適合，因

為她為學生整理了高二高三的課程統整，讓學生在學習新的課程之於，能

與舊有的知識結合，這樣可以更了解新的課程在講什麼；年輕教師比較有

活力，上課的感覺就是很活潑不會太沉悶，雖然說問問題還是要運用到抽

籤才會有人答，但是整體感覺教師和學生的互動不錯，沒有老師和學生互

槓的感覺，且教師的備課及 background 很足，用自身經驗可以讓學生學的

更快；老師能了解學生需要什麼，所以在做一個階段的教學後，會再用板

書統整一次，不但能複習而且讓學生自己念的時候，能比較有效率的念

書，不會有「海底撈針」的感覺；而且這個班級的班級佈置還不錯，在黑

板的兩旁有放置一些小白板，除了記錄聯考的倒數日期，還有一些如作業

等等的注意事項寫在上面，這樣就不會讓學生忘記任何東西，做有效率的

班級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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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學校是少數幾所有教育部高瞻計畫的學校，所以相對的各項資源正漸

漸的提升，不過目前高中部面臨的最大問題就是職科是否該廢除?由於台

灣本來就是以升學來領導教學及就業市場，因此考上好的大學成為各個學

校招生的主要目標，而學生就讀的意願也大多以普通科升學的科目為主，

再加上沒有很好的環境讓職科學生實習，因此面臨職科是否該廢除的困

境，但廢除職科所面臨的最大困難就是職科教師的去向，由於現在台灣已

經很少有職業專科學校，因此這些教師只要職科廢除，很有可能有失業的

危機，造成在職科廢除上有很大的困難，這應該是中山附中往後所應該好

好規劃的問題。 

    中山附中在行政的規劃上我覺得很好的地方就是，規畫了很多學生的

活動，例如辯論比賽、路跑、英語夏令營、遠見講座、生命教育、3Q 達

人等等，這麼多的活動可以促進學生多元的發展，在加上大學與高中的教

學互補和國外學生的交流等，這些活動不但能開闊學生的視野，而且由於

學生已有很多的經驗，增加在外面的競爭力；這所學校能規劃出這麼多的

活動和那麼好的校園佈置，除了主任的創意，應該還有因為學校行政系統

上下的支持，才能造就如此成功的校園，校長有一句話說的好「在孩子的

眼中，東西是很大的」，因為這所學校能在孩子的角度看事情，才會將各

項的活動辦的這麼成功；訪談中山附中最大的心得就是，孩子不是念書的

工具，唯有多元發展，才能造就成功的下一代，雖然說中山附中的升學率

並不如高師附中，但我覺得在各項活動的發展上，中山附中是成功的，從

高師附中畢業我，並沒有覺得我能從高師大學到什麼或利用到什麼樣的資

源，或許這就是我的母校所最需要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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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分享-----嚴長壽決定退休！ 
    

撰文者：陶傳正 
 

2010 年起，亞都麗緻飯店總裁嚴長壽決定，到台東建立希望學堂，實踐他的第二人

生築夢計畫。 

 亞都麗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將於二○一○年退休，逐漸淡出亞都麗緻經營事務，由該

飯店幕後老闆周志榮之子周永裕（現任蘇州亞緻精品酒店董事長）接棒。不過，嚴

長壽是「退而不休」，打算在台灣東部，以公益事業，開啟他的第二人生。 

近日，他與三十年老友、奇哥董事長陶傳正，以及周永裕、普訊創投董事長柯文昌

等四人，成立「公益平台基金會」，並邀集台灣松下董事長洪敏弘、香港大學新聞及

傳媒研究中心專任教授龍應台、實踐大學資深顧問林澄枝、嘉利實業董事長辜懷如

（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么女）等多人擔任基金會董事。  

該基金會初期，將在台東重建一所廢棄小學，成為社區化的「希望學堂」，引進外部

師資，為當地居民上課，包括電腦、英文、音樂、手工藝、民宿經營等。若一校運

作順利，再逐步擴大，活化東部數十所廢棄學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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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嚴長壽率領該基金會一行十餘人，赴東部解說他的退休計

畫。以下是陶傳正（陶爸）以好友身分記述此行：  

嚴長壽要退休了！  

嚴長壽？跟他不太熟。因為難得兩、三個月才碰到一次，

偶爾通一次電話，每次都是只聽他講要幹什麼了，或又到

哪兒去演講了。我是個俗人，問他演講一次拿多少錢？他

老說那怎麼好意思拿錢。我說，那演講要幹什麼？他說：

「 可能我老了要當傳道人，現在先開始練習。」  

他說，我想退休了…… 想退休下來，然後到台東去做點事 

上個月跟他通電話，他說「我想退休了！」我說這下子可

好，你可以跟我出國去旅行了！他說 「大概還不行，」他

想從目前的工作退休下來，然後到台東去做點事。我

說 「那哪叫退休啊！那叫退而不休。」電話那頭傳來一陣嘆息：「那你就叫我老不休

吧！ 」他說：「你這老粗大概聽不懂，乾脆跟我跑一趟花東，你就全明白了！」  

就這樣我跟著他來了一趟花東之旅。同行還有我慕名已久的藝文界朋友，不少企業

界友人，大家都是要來聽聽他的退休計畫。  

 

我們由花蓮下機後，因為時間緊迫，車子沒停過。隨時有嚴長壽的當地朋友上車來

匆匆的跟我們打招呼，又下車了！他們下車以後，嚴長壽才介紹這些人是幹什麼

的。其中大半是有理想的年輕人，在當地經營與旅遊有關的事業。 我們於晚間住在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的布洛灣山月?，一個位於山谷中的世外桃源。站在群山中的大草

原上，看著這美麗的一切。我居然慚愧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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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只要有機會旅行，大半都是會想到出國。想想第一次經過太魯閣，居然是我

十六歲參加救國團活動，由霧社開始走了五天的路，到了太魯閣，我只顧腳上的水

泡，當年榮民拚了老命在峭壁間挖掘出來的路，都沒有好好看一下。這些年巴黎不

知道去過幾十次後，而對太魯閣才真正的第一次能看上一眼。是我對不起自己的國

家，不是國家對不起我。  

晚上，我們大家在房間裡，圍坐成一個小圈圈。聽嚴長壽講他的退休計畫。 

 他說，想為台灣多做點事……  

想幫助原住民，發揮藝術天賦潛能  

他說，一生都為台灣的觀光旅遊業服務，看到台灣這些年因為內鬥，而造成的混

亂，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已看不到大前途。連觀光旅遊業都受到嚴重的影響，實在

是很痛心。但自己到了這個年紀，雖然該退休了，但是「心中仍有一個夢，希望在

有生之年 ，為台灣再多做一點事。」這次他並沒有越講越激動，反而是在座所有人

都跟他有同樣的看法、共識。  

他說，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充滿活力的人，雖然身體並不如年輕時那麼好，但是腦子

還行。大家也都知道他並不是個有錢的人，「但是要為台灣做點事，並不只需要

錢。」 

 所以他想由二○一○年開始，一年花一半以上的時間到花東，由最被大家忽略的台

東開始，辦一所教育中心，幫助原住民同胞將他們的潛能發揮出來。幫助災區災民

如何建立信心，學習使用電腦、上網，學習英文。原住民的孩子，大半都不喜歡呆

板課程，但對藝術有天賦潛能。與其讓他們自己摸索，為什麼不能有一些學有專長

的藝術家來指點他們，跳過摸索階段，讓他們能有所發揮？  

還有很多在外鄉流浪的原住民同胞，如果他們的故鄉有生存空間，可以幫助他們回

鄉謀生，回鄉貢獻才藝，像民歌之父胡德夫。  

近年開始背包客式旅遊，居住以民宿為主。花東地區近千家民宿，水準良莠不齊。

如果能教他們把基本民宿應該怎麼經營、被單該怎麼疊、早餐該怎麼做，將來如果

開放大陸客來台自由旅行，就不會措手不及，或一直要等大觀光飯店蓋起來！因為

他們與我們同文、同種，尤其年輕人喜歡自由旅行。住民宿較便宜，又可主人互

動，對互相了解有很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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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想從小地方開始做……  

把廢校變訓練中心，提供免費學習  

說到這裡，忽然天搖地動起來。難道是嚴長壽又激動了起來？原來花蓮發生了芮士

規模六．八的地震。我們沒有人往外跑，因為嚴長壽開始講重點了！  

他說：「我想從小地方開始，一點一點做。」台灣的偏遠地區，因招生不足，有五十

幾所廢棄學校。他想在台東鄉下找一所，略事整理，把它改成一個訓練中心。其中

有專門的音樂教室、手工藝教室、電腦教室、語文教室等等，樓上則改成宿舍。  

只要是此地的原住民朋友，或是災區小朋友，都可以來這裡免費學習，並供膳宿。

經營民宿的朋友，可以免費學習民宿的經營與管理。有藝術天分的原住民，希望他

們能回到故鄉發展長才。當然會提供他們表現的舞台，讓他們能有所發揮，不要長

期在外流浪。與其到外面找人看你表演，為什麼不叫大家到你的故鄉來看你的表

演？ 

 為表示決心，嚴長壽已在台東都蘭租下兩間民宿房間。二○一○年起，把亞都麗緻

工作漸漸交出。他開始台北、台東各住一半的時間。  

等他講完了，看看表，已近午夜。大家已忘了才經歷了芮士規模六．八的地震，各

自回房休息，我想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會失眠。不是因為怕地震，而是會躺著想：「我

也可以做些什麼？」  

第二天一早，我們上車看不知多少次讓嚴長壽感動的人事物。在港口部落，我們品

嘗了一個沒有舞台的阿美族青年耀忠的美食，以及原住民特有的幽默感。嚴長壽決

定邀請耀忠到台北亞都麗緻飯店學習法式及中式料理，然後回到故鄉，利用當地原

住民特有食材，發揮他在烹飪上的專長。我們在鳳林山上的月廬餐廳，看到一對年

輕夫婦利用舊倉庫改成的品茶餐廳，一邊俯瞰花東縱谷，一邊心想 ，「我怎麼從來不

知道在東海岸有這麼典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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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資金、人力這個不難……  

目前已有好幾個基金會表示願支持  

沿著利嘉林道，我們來到大巴六九的藥用植物園，享用一頓有二十幾種野菜的午

餐。連我這個肉食動物都感覺偶爾多吃一點野菜，是多麼的輕鬆與幸福啊！怪不得

嚴長壽看起來那麼輕鬆及有機。  

鹿野鄉，一個極具農村人文風采的小村落。我們跟著阿度（一個帶著理想到東部發

展的年輕人）騎著單車，在田野裡享受台北無法感覺到的自在。看著兩旁鳳梨田及

茶樹，小徑兩旁則是高聳的小葉欖樹（第一次聽到的樹名）。  

在鄉間野道，阿度居然叫我們下車，躺在地上，享受與土地親近的感覺。他說只有

這樣，你才會感覺到什麼叫真正的愛台灣。八八水災後，媒體對災區過度誇張報

導，使得大家以為整個東區都是災區。來此觀光旅遊的人，大幅降低，阿度的腳踏

車店也跟著遭殃。但由他樂觀的笑容中，可以看到他不怕打擊的毅力。嚴長壽在我

旁邊輕聲的說 ：「這一切不值得我們退休以後來鼓勵的嗎？」  

我問嚴長壽，你退休的計畫好像有點與別人不一樣，需要一些資金及人力？他回答

我：「這個不難，開始資金不需要太多。目前已有好幾個基金會表示願意支持。」

人力呢？「政府主管部門支持我的想法。藝文界，企業界以及地方上，都有很多朋

友願意當志工。你放心！我只是扮演一個公益平台的角色。」  

我問他：「我可以做什麼呢？」只見他對我眨了一下眼睛，露出了他慣有的笑容對

我說 ：「你等我下一個通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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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的啟蒙和實踐研討會 
洪巧恩  B966060038 政治經濟學系 100 級 

   

 

在現今人流、物流、金流快速流通於國際間的時代，全球化已經不只是一個思潮，

更是一個活動。以最近的世足賽為例，光是運動都可以全球化了，可想而知，政

治、經濟等各層面在全球化的影響更是顯而易見。很多議題都可以在這邊進行討

論，例如究竟是公民的義務或是責任，究竟是重洋媚外又或是正面描述我群、負面

描述他群。 
    周老師說得很好，我們確實是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但同時我們也站在地球

上。全球化究竟是好是壞沒有一個定論，但是我們不能因為害怕喪失自我的主體性

而害怕全球化；對於自我傳統文化不能理解，又該如何進行文化交流。以上這些都

是我們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所感受到的徬徨，成人在國際化下往往都難以有一個明確

的定位自居，更何況是學生。 
 

「培養社會好國民，世界好公民」，確實是教育者必須努力的目標。一整天的演講內

容非常精彩，四位教授分別針對不同的立場對於全球化和公民進行討論。在回饋的

過程當中，其實我對於那一位現任的公民老師所提的想法非常認同，因為我覺得教

育現場其實還是有很多實行的困難度，真的要帶學生出去田野調查、錄音訪問耆

老，說真的如果是小學或許實行面上比較容易。但是，一但上了國、高中，升學導

向終究是教育體制下的主流，而且就像那位公民老師所說的，國、高中生其實並沒

有那麼容易服從，能做的就是給他這樣的觀念，等他們以後長大慢慢就能體會。我

不認為這樣是一種消極的做法，因為很多東西如果太過理想化，其完成度也是非常

低的，而且更要明白到底適不適用於台灣的教育體制。就像是老師說的教科書，我

們需要增加文本內容中更多的政治經濟為根基的多元文化論調，而不是認為說因為

教科書編制的不夠好，所以就放棄教科書。因為我認為學習終究是要有一個方向和

準則去學習，並不是拋棄教科書就代表我們的教育是很前衛、很文明的。因為，事

情的根本應該是將教科書的內容進行編制，努力達到一個客觀且具越讀價值的中立

的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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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發表一點個人的意見就是我其實並不認同當天唐老師所說的另類小學；

也不認同沒有教科書的教育，就只要學生需要學什麼我們就教他們這樣的方式。對

我來說，那是太過烏托邦式的思考。我以前有一個國中同學，他的母親非常另類、

前衛，是一位著名鋼琴家，雖然她們是單親家庭，但是她的母親非常開明，相處起

來就像朋友一般。後來，她的母親就送她就讀森林小學，也就是沒有教科書、沒有

上下課鐘聲的完全自由的校園。她說每天在學校就是在樹林裡一直跑給老師追，老

師叫大家上課也沒有人理老師，因為他們都知道老師不敢打他們，也不敢處罰他

們。當然，最後他的母親還是將她送回一般小學就讀。對我來說，完全的自由是沒

有意義的，因為自由是相較於限制的，有限的自由財是珍貴的，沒有限制我們就不

能體會自由的美好。 

     

 

我們倘若賦予學生的自由過多，往往就會變成為所欲為，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獨立

自主思考的能力，這也是為什麼我們要教育學生、給予學生一個正確的準則去依循

的原因不是嗎？同理可證，教科書也是如此，因為學生無法獨立思考，因此我們要

賦予學生一個依循的準則，只是我們改以用文本的形式呈現罷了。因此，我從不認

為使用教科書就是不開明、老古板。如果害怕文本的教科書會帶給學生不正確或死

硬的觀念，那麼重點應該是設法關注、研究教科書設計的方式，而不是削足適履，

質疑教科書存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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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電影推薦           姊姊的守護者 
    

                                                                           

姊姊的守護者 

莎華和拜恩本來是一個幸福小家庭，惜女兒姬蒂

得到血癌以後，一家人的關係受到巨大轉變。兩

夫婦為了拯救女兒的生命，不惜一切再度生育，

新生的妹妹安娜成為了當中的犧牲品。依靠妹妹

才能令姐姐得以維持生命，加上密集式的治療使

兩姊妹關係密切，有著微妙的感情。父母疲於奔

命，母親莎華為了照顧女兒放棄了大好前途的的

律師工作；拜恩亦因為妻子女強人的性格，對比

下往往顯得軟弱消極，使夫妻間感情問題漸生，

亦因而忽略了年幼兒子澤西的身心健康，使他成

為終日遊盪欠缺關心的小童。直至妹妹安娜 11 歲那年，她抵受不了終日為生病的姐

姐而受盡醫療折磨，更請了代表律師，發動了一訟離間自己家庭關係的官司。她追

求自由的同時，卻使患血癌的姐姐生命危在旦夕，生命進入倒數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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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影響和閱讀心得 
                                                                            劉逸中 B956060004 政治經濟學系 
                                                                           

全球化是目前大家都很重視且注意的議題。這就是指全球聯繫不斷擴張，我們生活

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識的抬頭和控制，為世界各國邊界消失和整體全

球為一個整體。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易上緊密互相依存。 許多人視過去二十

餘年國際貿易及投資大增為全球化。全球化消融各國疆界，使全球經濟一體化。有

些人甚至稱此為「地球村」。對於「全球化」的評價正反皆有， 目前仍是見仁見

智。 

 

  根據我搜尋到的資料。一般認為，「全球化」是 1970-80 年 代全球經濟成長率下

滑，有效需求不足，而產生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要特徵為：解除資本管制，

消除國界障礙，提高企業的獲利能力。全球金融體系在二戰 後通過很多諸如關貿總

協定等的國際組織已經使得國際貿易間的障礙大大降低。特別是從關貿總協定演化

而來的世界貿易組織，基於新自由市場概念主張在全球市場 降低或消除關稅；並建

立自由貿易區來降低關稅；同時減少或消除資金控制；並且減少、消除對當地產業

的津貼補助金，整體方向是建立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然而 在這樣的方向之下，由

跨國公司控制的世界經濟的股份大為增長，國際貿易的增長比世界經濟增長速度更

快，貧富差距可能擴大。 

 

這次我閱讀了兩本書和全球化有關。第一本是 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 這本書

雖然沒有正面點出全球化的議題，但是背後所提出的意涵很直得省思。因為全球

化，美國製造的武器往第三世界運，政治全球化，影響了第三世界的人權，利益被

剝奪，被利用，被欺負。這是最險惡的全球化。另外的例子是，環境保護，污染的

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和資訊全球化。很多在地的思維和文化風俗鬥受到強勢文化

的侵襲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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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本書 How Starbucks saved my life. 所提到的全球化就比較正面。因為全

球化，國家的發展速度加速，服務和資訊都比以往來的進步。這本書提到有名的咖

啡品牌 Starbucks，如何運用全球化的優勢發展企業並且達到全球化的思維，在地出

發的概念。整合，行銷，市場，和服務都因為全球化的概念，每個地方都能享受到

最好且優質的服務。全球化的進程使得人們感到地理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降

低，然而這樣的全球化是否就是人類未來必須要走的路？根據我搜尋到的資料，有

很多學者更喜歡使用「國際化」而不是「全球化」。簡單的說，它們兩者的區別在於

國家的角色在國際化中更重要。也就是說，全球化程度比國際化要深。所以，這些

學者認為國家的邊界還遠沒有達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還沒有開

始，也可能不會開始——從歷史上考慮，國際化從來沒有變成全球化。 

一般對於全球化的批評在於，全球化在解除對資本 的管制同時，其實重新加強了

對人、貨物的管制。例如：獎勵投資與技術移民，限制或嚴格管理婚姻移民及移

工。而全球化也促進了戰爭、軍火全球擴張以及造成的 全球戰亂頻仍。此外，全球

化在文化與媒體高張的文化帝國主義，使得好萊塢、可口可樂、麥當勞帶動的娛樂

及消費文化席捲全球。這些批評與抗爭使得反全球化運 動在全球各地展開。從電視

上，常常看到很多聚集數千名反帝國主義群眾抗議，APEC 或是 WTO 場外抗議人潮

不斷，企圖使我們重新思考反「全球化」的另類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