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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

  少年耶~活出自我生命價值

大學落榜不改夢想　「總經理」願望成真
游文人教築夢三步驟　讓人一Google就看到你

　【記者翁浩原整理】有沒有聽過劉若英的《繼續，給十五
歲的自己》這首歌？現在的你有沒有認清自己的目標，找到
你的夢想呢？讓自己不後悔呢？Google無所不能，很多東西

1、脫臼了　dislocated
2、棉花棒　Q-tip
3、眼藥水　eyedrops
4、每隔　every
5、感恩　gratedful
6、嘔吐　vomit
7 、害喜　morning sickness
8 、凡士林　Vaseline
9、護唇膏  lip balm （口紅狀的則是chapstick)
10、月經　period
11、陣痛　labor pain
12、發炎了　inflamed
13、ok 繃　band-aid 

1、我的下額曾脫臼兩次。
    My  ___ has been  ___twice .
2、我需要幾個棉花棒。
     I  need ___ ___ ___.
3、我每隔四小時要點一次眼藥水。
     I need ___  ___ four hours.
4、感恩的心是幸福的泉源。
     A  ___  heart  is the ___to ___.
5、一個有錢人，如果小氣其實就是一個
　富有的窮人。
    A rich but  ___ person is actually a ___guy .
6、她一直吐，因為她害喜了。
    She can't stop___ because she has___ ___ .
7、凡士林最好的護唇膏。
     ___ is the best ___ ___.
8、女人真辛苦，有月經、又害喜，還有陣痛。
     It's  ___ to be a woman.They have to  
      ___  ___ ___ , ___  ___ , and___  ___.
9、我的右手發炎了。
      My right hand is  ___ .
10、你有沒有ok繃？
      Do you have a  ___ ？

1、jaw , dislocated
2、a few Q-tips
3、eyedrops  every
4、grateful , key , happiness
5、stingy , poor
6、vomiting , morning sickness
7、Vaseling , lip balm
8、hard , deal with periods , moring sickness ,
     labor pain
9、inflamed
10、band-aid

黃雅雯暑期擔任志工　散播愛心

　體育室教授郭月娥於9月28日赴陽明山中山
樓接受總統設宴表揚，此宴為表揚服務滿40年
的資深優良教師，本校由教授郭月娥代表赴
宴，她表示，總統除了感謝在場所有教師對教
育上的貢獻，親自與所有教師拍照留念，並留
至餐會的最後一刻，「總統很關心現在私立學
校教師的退休金制度！」對於獲頒資深優良教
師，郭月娥謙虛地說，只是希望為教育貢獻一
己之力。（湯琮詰）

█ 文／諮輔組

　打鐘了，噹～噹～，又是一堂課的開始，在大
學裡，從這堂課換到另一堂課，到底為什麼我在
這裡？要學這些東西？這些是知識？資料？廢
話？還是可能和我的生命有關的東西？讀了幾學
期，一點觸動和心得都沒有，糊裡糊塗地進了大
學，以為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興趣，台上
老師講得費力使勁，台下的我卻搞不清楚心中是
悶？是無聊？是想要什麼還是不要什麼？總覺得
老師你講你的，我每天上課下課、逛街、上網、
msn……，晃過一天，不知缺乏什麼，但也說不
上哪裡不對勁，難道大學真的就這樣過了嗎？
   以上的故事，也許有幾分神似自己，彷彿也道
出你周遭所認識同學的心聲，對大學生活的無
奈，但也可以正向的角度來看，是一種處於自我

探索生命的方向或意義，以及生涯規劃前的困惑
與掙扎時期，這個階段大部分的人，從青少年心
態蛻變為成年的階段，能如上所述在懷疑或思考
者，其實是不簡單的，開始從「生活」、「存
活」，走向另一種層次的生命態度，試圖從被動
執行生命過渡到主動定位生命方向的思想！
   然而這樣的過程多半不會自動過渡完成，很多
的人偶而想想上述的生命問題，想不出心中煩悶
的原由，就轉移注意力用逛街、打電動、上網等
打發情緒。疑惑未解、方向不清，於是後繼無力
沒有行動改變，僅能日復一日停留在「存活」階
段，沒目標的生活，也是紓壓的一種方式，但如
果生命只停留在這個層次就太糟蹋生命了，我們
如何活出自我生命價值呢？

　一、開創生涯、追求生命目標動力：首先自我
詮釋目前正在做的事、學的科目等意義，找出意
義給自己一個目標，如：發掘自我未來工作興
趣、自我長處的了解、親密愛情關係維繫技巧的
學習經驗、瞭解世界發展趨勢、生涯規劃等，也
可透過與諮商輔導老師約談，多一些自我了解與
肯定，如此動力就會漸漸出來。
　二、開拓人生目標：多方面地嘗試、遊走參觀
社團，最後擇一社團用心深入學習經營，另去找
資料研究啟發自我，與同儕討論訪談學長老師們
的經驗，或實際參與體驗再後續反思、反省或找
人談談，也可參加諮商輔導的講座、團體工作坊
等活動，進一步探索自我、了解自我、進而肯定
自我的目標抉擇。

　三、生命的意義有時不只在個體本身的發揮，
也需要與其他生命接觸、聯繫過程中交織出結
果。因此，個體生命追求若與社會、世界發生關
連，更能豐富個人追求之動力與意義性。多參與
社會活動或服務，在投入過程中，更進一步肯定
自我能力及深化自我生命的意義，除此之外，不
斷從自我行為決定，如學校學習、工作或事業中
檢視如何去參與可以豐厚自我與其他人的生命價
值，經過重新詮釋及定義或修正心態去進行，不
單只是活著而已，而是可以帶著光彩的，才是活
出意義與價值性的青年生命。

　人生什麼時候最精華？大學是最沒爭議的答案。既然是人生最美
好的時光，那該如何度過呢？盡情享受生活，是一種方式；努力建
立未來事業基礎，則是另外一種方式，這是選擇天平的兩種極端。
在我來看，兩個極端都好，渾渾噩噩過日子才叫真正的浪費，特別
是在大學文憑滿天飛的此刻。
　淡江大學，顧名思義離淡水小鎮很近，離淡藍海邊只有十分鐘車
程；如果往陽明山走，走登輝大道的小徑就會到，所以無論是看山
看海、遊憩玩水都很方便。如果是夜貓子，有士林夜市；如果要夜
遊，同學隨口可以講出五條路線；偶爾到天母球場看個棒球也是很
好的享受；如果你是只習慣都市生活的人，捷運坐20分鐘就能感受
繁華都市型態。
　簡單說，淡江大學的地理位置上，適宜讀書也適宜玩樂，全看你
的決定。就像出了社會後，長輩總是告誡「態度決定高度」一樣，
要過怎樣的大學生活，要過怎樣的人生，你都有百分之八十的決定
權，剩下百分之二十才是佛曰不可說的機緣。
　我的例子，可以讓想要成為天平其中一端的你，做為些許的參
考。 正當大一大家忙著必修與熟悉環境的時候，我已經有三份媒體
工作，而我念的是大眾傳播系。迅速累積工作經驗，不知不覺中成
為日後的起跑優勢，我清楚我要什麼，所以目標明確，但「不知道
自己興趣」卻是大學生最常面臨的困擾。
　我只能說，如果你18歲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通常到22歲也不
會知道，然後30歲開始更加徬徨。你可以想要有錢、想要成為好
老師、想要當大官、想要當個老闆、或是要當個創業家，創造「臉
書」以外的眼書、耳書、嘴書……隨便你，總之你必須要先知道，
你究竟想得到的是什麼。志向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一定要
有。
　「我是誰？」、「我的興趣是什麼？」、「我想要成為怎樣的
人？」、「我以後想要過怎樣的人生？」、「有沒有誰是我的榜樣
及警鐘？」。我覺得，這些基本的問題，比起課堂上的書本更為重
要。
　我31歲時，在大學當過兼任講師，所以上述這些話，應該更有說
服力一些。我覺得大學生必須先有方向，才有目標；有目標開始再

講求方法，然後盡力往你要的人生靠近。書本，不是最重要，有時
候甚至不重要。分數，更輕如鴻毛。
　我很早就知道，我想要走媒體記者這條路。因此大一延續高
中的社團，參加健言社，當中得到社團指導老師的介紹，讓我
得以在電台主持半夜節目，那時，我大一下學期。
　我跟電台主管說，我可以不要酬勞，時段可以很冷門、角色
只要跑龍套，只求累積工作經驗。同時間，我也在電視台擔任
兒童節目的執行製作，假日負責發通告、偶爾還要客串採訪一
些小朋友。我跟淡江時報結下的淵源，也是大一下就開始。
　我想要當一個傑出的媒體人，所以願意付出200%的努力。
平常唸書應付考試，只是生活的一小部份，因為我還要寫淡江
時報的新聞，假日的白天到電視台作一些最基礎的雜事，半夜
則到古亭開始進行電台的錄音工作。隔天一早還要上課，雖然
我常睡過頭......。
　記得，我在商業周刊時，原排定負責赴香港專訪周星馳，但
後來另有國際採訪任務而作罷。據同事的親口轉述，周星馳在
兩個小時的訪談中，他說當初為了要露臉曝光，光是「喜」，
就要逼自己練出12種的喜悅表情；喜怒哀樂最少要有48種表
情；為了10秒種的戲，可以排練48小時。
　周星馳強調，人生必須要不斷努力再努力，才會有一點點小
小的成就；如果還沒有小小成就，就代表還不夠努力。後來，
同事從香港採訪完回台後，就立刻把這段話寫在辦公桌前，勉
勵自己。
　當我畢業時，我同時擁有電視、電台、報紙各三年的工作經
驗，履歷表上至少可以這麼寫著。另外，我也擔任過淡江大學
的學生議會議長；社團，至少我在大學也算是玩過了。至於功
課呢？還好沒有被當掉任何一科，畢業前還「撈」了一個政戰
預官，畢業後僥倖考上政大新聞所。研究所當中，我找到「財
經新聞專業」作為努力目標，所以在商學院所修得的學分，竟
然比新聞所還多，頓時又成為新聞所的異類。
　從畢業十年路，一路走來，從中廣播音員、TVBS、商業周
刊、經濟日報，工作與人生堪稱平順，而這些都是在淡江大學

就讀時，點滴累積的人生基礎。你以後要過怎樣的生活，通常在大
學階段，大概就決定了。

二、填入適當的字

一、重要單字

三、答案

編 者 按 ： 本 報 開 放 教 職 員 工 來 函 反 映 意 見 ；
另 與 學 生 會 合 作 ， 學 生 若 有 任 何 疑 問 可 向 學
生 會 （ S G 2 0 3 、 校 內 分 機 2 1 3 1 ， 或 e - m a i l ：
rightfighting@hot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
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郭月娥教授總統設宴表揚

　中文四黃雅雯於暑假期間，至台南市南區的
光明里社區擔任暑期志工，為當地學童進行課
業輔導。由於輔導對象大多為家庭不完整的學
童，除了單親家庭外，亦有重組家庭或是隔代
教養的小孩。她感慨地說：「除課業外，小朋
友們也常常與我分享家庭的生活點滴，當我聽
到他們用一種小大人的口吻說著，自己沒有媽
媽，讓我覺得這世界上需要被照顧的人真的很
多。」（張靜怡）

60週年校慶淡江時報之友系列徵文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 ）小布將一本義大利文的小說原著翻譯成英 
文，小薰再將英文版翻譯成中文，若小艾要將中文
版拍成電影，請問要得到誰的授權？
  （1）只要小薰的授權就可以了。
  （2）只要小布的授權就可以了。
  （3）要得到義大利文原著作者、小布（英譯本 
            作者）及小薰（中譯本作者）3人的授權。
2.（ ）小明為了寫報告，要如何利用他人的著作，
才不會違反著作權法？
  （1）因為是寫報告之需，所以可以大量引用。
  （2）在「少量引用」並註明出處的情形下，就不
           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3.（ ）小傑非常喜歡小薰，所以寫了一封情書希望
能夠打動小薰的心，結果小薰將情書貼在佈告欄，
請問是否違反著作權？
  （1）沒有違反！貼在佈告欄不構成侵犯著作權。
  （2）最好不要！這會侵害著作人享有的公開發表 
           權。

答案：1.（3） 2.（2）3.（2）

為什麼課本不重要？

演講題目：努力，讓人生精彩
演講人：游文人（Google台灣業務總經理）
日期：10月5日下午1時至4時
地點：B119

都能在網路上找到，不過還是有許多東西，是
無法在Google找到的，像是各位的「夢想」。
因此，找到夢想，然後努力，讓人生更精彩！
是每位超世代新鮮人，所必須培養的態度。
　首先，必須找到改變的力量。每個人都希望
明天會更好，但是如何在持續同樣狀態的你，
期待明天會更好呢？因此，如果不想改變，怎
麼會變更好。小時候的志願常常都會受到許多
因素，形成化學作用而影響，如：社會、家
庭。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不管這句話出自
哪裡，是人生中十分受用的一句話。夢？夢想
是什麼？我們必須去定義「夢想」，對我來說
夢想就是當你離開的那一天，無論是平靜還是
突然地死去，不帶著遺憾離去，那就是夢想。
你期許的，你不做就會後悔的，那就是你的
夢。夢想會驅使你，朝你想要做的方向前進，
不管怎麼樣艱難或是充滿挑戰，你都會去做，
那就是夢想。
　空有夢想，是不能達成的，必須要有計畫。
當然夢想不是「逐夢」，而是「築夢計畫」，
追逐夢想，追著夢想跑，不如建築起夢想。實
現夢想，其實就像是蓋房子一般，層層築起。
　●第一層是，發覺你的「缺點和弱點」，是
為「補強計畫」，最簡單的例子，小時候最不
想做的暑假作業，其中可能有英文。從放假開
始，就信誓旦旦地要每天讀英文，但是到開學
前一天，發現從未付諸，那個就是你該補強的
地方。
　●第二層則是「機會在哪裡」的「公車理
論」。等公車的方式有很多種，站在公車站牌

前慢慢等？算準時間再過去？還是追著公車跑
呢？當然也有可能過站而不停。所以知道機會
在哪裡，你就知道該怎麼去建築你的夢。
　●第三層則是「沈船理論」亦即「最痛理
論」，大家應該都看過鐵達尼號吧！最後接近
結尾時，傑克救了羅絲，然後就離開了。如果
是你，只能救一個人，你會怎麼抉擇呢？除了
自己，就是救最痛的人，對你而言讓你失去後
會感到很傷痛的人，亦即能讓你活著的人。就
之前的金融海嘯來說，如果你是老闆，但是無
可奈何必須裁員渡過，你會裁怎麼樣的人，留
下怎麼樣的人呢？選擇應該很明顯！
　經過找到缺點和弱點的「補強計畫」，機會
在哪裡的「公車理論」，最後沈船理論的「最
痛理論」，最上面的就是「夢」了！不過很重
要的是，要找出你的夢。
　就拿我來說，你可能想不到，我是念私立高
中，然後大學落榜，最後以專科畢業，再去政
大讀碩士和博士。我曾經是個被學校拒絕的學
生，因為大學聯考連一百分都不到，只能淪落
到高四班，那時我才發現，原來我處於這樣子
的狀態。20歲的那一年，我在新竹的空軍基地
很嚴肅地問自己，我到底要什麼？我的夢想為
何？
　我很確信，我想要成為「總經理」，所以我
從業務開始，因為這是最能走上總經理的路。
開始努力，開始了解所欠缺的是什麼，進而補
強，於是我進入Oracle甲骨文公司。那時候我考
慮的因素是甲骨文公司員工才20個不到，進去
是相當有發展空間的。就像是幾百盞日光燈下
的LED燈，沒有人會注意到；相對的，較暗的

地方，才能看見你。
　除了第一份工作，是尋著報紙，其他都是
「毛遂自薦」。因為知道我要的是什麼，當自
己準備好後，看到公車來，就要趕快追上去。
有時候，當你離開一個職場到另外一個職場，
不一定會較好，可能還會更挑戰。這時「跳高
理論」就相當重要，有石壁需要學會蹲下，因
為當你蹲下後，才有可能跳的更高。另外，當
你小有成就的時候，要考慮「你要依附在大傘
下，還是要證明自己是大傘？」就如我在英國
電信時，就是以這樣的心態，讓我成為外商公
司最年輕的總經理，讓公司獲利增加。不過我
並不安於此，還有更遠大的挑戰。就如同「海
浪理論」，海浪可分為四段，浪初、中、頭和
尾，聰明的人都會在浪與浪間跳到更大的浪
上，如果只守著原來的浪，是不會前進的。
　最後階段的學歷非常重要，因為徵才的時候
只看最後一個文憑。因此，在撰寫履歷表時，
必須挑重點，像Google總是收到很多求職信，
所以在文章中放入「關鍵字 Key Word」是十
分必要的！因為這個資訊的時代，有特別且專
精的關鍵能力，往往是選才的重點，要讓人一
Google就能看到你。
　關於夢想，沒有對與錯，只要好好的想清
楚，不要做害人的事，找到意義和目的，你就
應該可以開始執行了。專業能力是必要且基本
的，然而「態度」和「熱情」更是支持你，讓
你更上層樓的利基。好好想一想，好好和自己
談一談，和老師談一談，夢想就在你手裡。透
過努力，讓你的人生更精彩。

文／溫建勳（經濟日報記者）
經歷：中廣編播、TVBS財經記者、商周周刊資深記者、萬寶周刊採訪主任

圖／林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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