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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三生講會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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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光大學自許成為一所以「人文精神」為依歸，以「義正道慈」為
內涵之森林大學；也是一所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之小而美的書院型大
學。於是，佛光大學以「全人教育、溫馨校園、終身學習」為辦學理念，
推動「體驗生命關懷、提升生活素質、追求生涯發展」之「三生教育」；
進而培養知書達禮、兼具「品德、品質、品味」之社會中堅人才，以成
就「三品教育」的理想。奠基於此，本校進而希望其所培育的學生，能
夠在關懷社會的書院文化之薰陶下，不僅得以在職涯發展的場域中，學
以致用；也樂於服務社會、並落實公民實踐，從而得以在社會志業的場
域中，發揮所學。事實上，此種書院教育的理想，更有助於重建師生的
人生價值觀——即從關注個人私利之錙銖必較的私我層次，提升為憂道
不憂貧、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並體現出一種入世且利他的宗教情操，
以及救國救世的社會責任感，從而表現為一名現代社會中有守有為的公
民。堅定如此信念，正是佛光大學的辦學特色、自我定位與發展方向。

準此，本校近年來嘗試推動品德教育，強調品德培養乃是書院教育
的基礎工作，而有品味的生活與有品質的生命則為人的意義之所在。因
此，本校透過「三生教育之課程實踐」、與「知情意全方位品德教育精
進」的正式課程，以及「三好運動推廣」之非正式課程而予以落實。其
中，列入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的三生教育，規劃了以道德思考與人生
哲學為基礎的「生命教育」課群、以生活美學為底蘊的「生活教育」課
群，及以生涯發展為主題的「生涯教育」課群。其次，知情意全方位品
德教育精進方案，則在「品德教育」部分，除了道德思考課程之外，另
透過「歷史人物傳」與「三生講會」等課程來琣養道德情操；至於道德
實踐部分，則推動校園「三好運動」—包括：培育佛光三好青年，並透
過生活實踐(例如：飢餓三十體驗活動、淨山、淨灘、尊師、孝親、社
區關懷與服務等)，以落實「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三好運動—
以及強化原有的「服務學習」課程，培養學生成為具「服務力」的書院
人才。

另一方面，有鑒於國家社會之經濟部門以外的社會場域所需要的服
務人力，亦亟待培育養成。本校特推動「形塑社會關懷意識」、「專業
服務公民能力」、與「社會企業育成培力」等培訓課程，以培養具備公
民服務力的優質人才。亦即，本校除了重視道德教育，強調人文素養外；
更引導學生關懷社會、服務社會、並展現為社會實踐的具體行動，為建
設理想社會而貢獻心力。再者，本校另願以推展「社會企業」為理想，
企圖結合利己與利他的人生哲學，希望發揮善的力量、創建愛的志業，
以變革社會、促進世界邁向更美好的願景。此所以，佛光大學願以建立
書院型大學為實踐策略；而培養學生能從注重小我的道德修身作基礎，
進而推擴為大我的社會關懷與實踐，則是本校教育志業的終極目標。

三生講會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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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書院品德教育發展實驗計畫」即針對本校的教育志業而
規劃，正是為了突破目前道德教育實施的困境，希望從學生之「知、
情、意、行」等道德面向入手，首先依據「講明義理」的宗旨，培
養學生進行「道德思考、道德判斷」的道德認知；其後透過「修其
身」的原則，涵養「觀照內省、克己復禮」的修為；最後臻至於
「推以及人」之理想，育成「關懷社會、兼善天下」的道德情感與
具體行動。本計畫希望兼顧道德實踐的認知、情感與行為等層面，
嘗試建構本校書院品德教育目標的新模式。本計畫項下的各子計畫，
更將整合以「慈悲、正義」為核心價值，透過重點課程發展，設計
新的教材、教法，發展評量工具及師資培訓，以彰顯本校為一所具
傳統書院特色德智合一的全人教育大學。

基於前述，在本校的品德教育課程體系中，「三生講會」課程
實佔有重要地位。因為該課程目標的演進，正是一段引導學生從
“生命探索＂轉到“社會關懷＂的實踐之路；而從非正式課程的
「三生講堂」，轉變為「三生講會」正式課程的過程，毋寧更展現
了本校推動品德教育的積極決心。因為在本校的「書院品德教育」
體系中，首先從講明義理的角度培養學生道德思考能力以及道德判
斷能力；進而培養學生反思觀察能力以及自省能力，以達到修其身
的目標；最終更希望學生能推以及人，培養其關懷社會的意識以及
兼善天下的胸襟。而「三生講會」課程，正是從「修其身」轉進為
「推以及人」的重要環節。如何能保證該課程的教育目標得以落
實﹖正是本項「從生命探索到社會關懷—『三生講會』的實踐之路」
子計畫，在落實總計畫「書院品德教育發展實驗計畫」整體研究目
標的任務。

本校「三生講會」課程，乃品德教育課程中從「修其身」轉進
為「推以及人」的重要環節。因為，從修身以至於推以及人，即是
由「獨善其身」邁向「兼善天下」的道德發展過程；也是從建構
「獨立的自我」，到體會「互賴的我們」之關懷(caring)倫理的確
立過程，涉及把自我從「獨立」的觀點引向「互賴」觀點，其中社
會關懷意識的培養，厥為關鍵。「三生講會」課程希將學生的道德
認知，導向於涵泳社會關懷之道德情感，並為將來投身社會實踐之
道德行為而預埋種子。也就是說，本課程希望使學生認知其存在與
關係是與他人互相依賴的、而別人的問題也是其問題，如Noddings
之強調「人存在於關係中，無法逃於關係之外，而理想的人際關係
即是關懷的關係」；進而培養學生與人們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的能
力，使其能夠與他人和諧地共同生存。基本上，Noddings 所重視的
關懷情感與關懷關係，是一種建立在設身處境、感同身受的同情
（sympathy）與同理（empathy）情感之基礎上所建立的關懷關係。
Noddings認為關懷是一種對他人承擔責任的情感，因為關懷能力使
關懷者與被關懷者均能在關懷關係中感受到情感交流的快樂，增進
對道德的承諾，也更能承擔道德責任，從而在互相關懷的關係脈絡
中實踐對他人全力關注的行動（Noddings, 1984,轉引自游惠
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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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早已指出，連結道德思考與道德行為的道德情感教育是必要
且迫切的課題（Simons, 2009；Tanqney et al., 2007）。因此
Walker （2004）主張，如果道德教育不觸及個人的核心價值、生活
方式、人生目標、自我認同、人格等心理層面，必然徒勞無功。他引
用明尼蘇達學派Rest 等人所發展的道德四成份理論，認為道德實踐
能否成為可能，須視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道德推理
（moral reasoning）、道德動機（moral motivation）以及道德認
同（moral commitment）等四個因素之共同作用（Bebeau, 2006；
Bebeau, Rest and Narvaez, 1999；Narvaez & Rest, 1995；Nucci
and Narvaez, 2008；Rest, 1984）；因為道德行為並非認知或情緒
等特定歷程的運作結果，而是這四個有認知也有情緒的心理歷程之互
動結果。此外，他具體主張，道德是人類之所以能夠發揮生活功能的
重要基礎，有人際的一面，也有個人的一面；故一方面道德行為是受
到個人認知與情緒等內在心理機制所主導之自發性行為，另一方面也
將發揮社會與人際功能。然則，如何從社會關懷意識，進一步落實為
關懷社會(prosocial)的道德行為，則有待研究；再者，正如林文瑛、
黃麗嬌及嚴奇峰（2011）的研究所發現，關於學生在道德情感及道德
行為層面的探索方面，迄今尚缺乏良好的指標與評估方式。

有鑑於本校企圖發展的品德課程新模式，乃是一種改革德育課程
的「教室實驗」（Elliott，1998)。而此課程改革能否成功，則取決
於以下三項因素：（1）學生特質的理解（包括價值觀與人生目標）：
務實地根據學生當下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狀態―尤其
是了解學生的道德實踐潛力，據以設計教育模式，顯然至關緊要
（Hart & Matsuba, 2009）；（2）落實教學目標的教材教法：設法
釐清足以影響道德思考、道德情感、道德行為的教學因素，特別是教
材與教法的影響，乃是影響其推以及人的道德實踐能否成辦的關鍵；
（3）有效的課程評估工具：有鑑於品德教育的成效測量，尚有待於
針對測量方法、測量工具、與測量結果之間的關連予以深入探討，方
足以掌握進一步檢討改進的改善策略。基此，本項研究子計畫，亦希
望採用教學領域最實用有效的行動研究法，據以發展「三生講會」課
程及其創新教學方法；進而針對其教學目標，發展出評估指標、評量
工具，俾能據以評估學習成效；最終希望能透過發展課程、創新教材
教法、評估成效之實驗過程，建立品德教育中足以引導學生由「修其
身」、發展為「推以及人」的道德實踐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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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發展

本校「三生講會」課程，開講迄今屆滿四年，卻歷經了從「三生講

堂」到「三生講會」的課程發展課程。102-2學期始，本校在三大宿舍

首辦「三生講堂」，即將三生教育定位為書院品德教育，藉以涵養學生

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實踐能力。故由生涯發展中心邀請了36位老師分享其

生命、生活與生涯歷程的人生選擇，例如：人性的弱點、興趣與自主學

習、大學生該學什麼、我的人生轉彎處、生命中的多次轉折等等。該講

堂「希望能培養有教養的思考，進而能夠善於提問，引發學生自覺得行

動，涵養其價值判斷與行為實踐的能力，型塑堅韌生命、不屈流俗、無

法摧折的生命氣概」。103-1學期，「三生講堂」正式轉型為書院通識

課程，更名為「三生講會」，屬於「生涯學群」之一。其主要課題為

「人生的意義、價值與選擇」，藉由積極落實書院教師的經驗傳承，提

供同學對於生命、生活、生涯的新體驗與生命價值判斷的參考。103-2

學期，「三生講會」將授課目標鎖定為強化社會關懷、關注社會實踐行

動的生命經驗，期望能引導學生關注社會議題，並探索助人利他的生命

意義，以培養智德合一、關懷社會的書院人才。故將「三生講會」的主

題再予擴增，授課班級數亦增為6班―計有「社會關懷」1班、「文化反

思與行動」2班、「媒體與資訊」2班與「臨終關懷」1班。至於104-1學

期的「三生講會」課程，則依然著重於培養學生關懷社會與從事社會實

踐的能力；惟更進一步強調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的重要性，鼓勵同學

們將社會關懷意識轉化為社會實踐的具體行動。105學年度的課程主題，

除了原有的「臨終關懷」1班、「文化反思與行動」2班、與「資訊與媒

體」2班維持不變外；另將「社會關懷」主題增為2班，總計7班；106學

年延續105學年的開課主題，安排開設「臨終關懷」、「文化反思與行

動」、「資訊與媒體」與「社會關懷」課程；於107學年，授課目標始

修改以「我的學思歷程」或「我的社會觀察」為出發，期從講者的人生

經驗傳承中，使學生能知所效法。

基於前述基礎，「三生講會」課程將繼續發展，進一步朝向整合

“生命探索＂與“社會關懷＂的主題。也就是說，本課程試圖藉由老師

們所分享的個人生命經驗，為同學揭示如何基於特定生命情境中的價值

抉擇，進而引導其投身社會參與的道德實踐之歷程。藉此，希能結合個

人的小我生命自省、以及大我的社會關懷，最終落實為利他助人的社會

實踐，從而實現其道德人格的自我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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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目標
前述從非正式課程的「三生講堂」，轉變為「三生講會」正式課程

的過程，即是一段試圖引導學生從“生命探索＂，發展為“社會關懷＂
的實踐之路。基本上，「三生講堂」著重於啟發學生進行自我生命的探
索，希望藉由老師們的現身說法，開啟學生們反觀自照的動機，引發其
對於生命願景的想像。此後，隨著「三生講會」課程目標的演進，則企
圖啟動學生由追尋獨善其身的生命意義省思，逐步開拓生活境界、邁向
濟世利他與兼善天下的生活理想。

基本上，「三生講堂」與「三生講會」所關注的生命探索主題，著
重於引發自我探索、提示人生抉擇的價值原則。因此，其「生命的變動
與選擇」系列，從認識自己出發，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探索與生涯規
劃」；並「從日常生活透析人性弱點」。進而體認人生道路的多元選擇、
與生命境界之無限寬廣；而透過老師們所分享的「多樣的人生」、「人
生價值停、看、聽」、「我的人生轉彎處」、以及「生命中的多次選擇」
等生命經驗，期使同學們見賢思齊、興起「路是人走出來的」勇氣，且
擁有「不悔與不怕」的意志力。

另為了加強學生的實踐力，「三生講堂」規劃了「敢夢與行動」系
列，著重於引導學生發掘興趣、確立實踐方向。因此，安排老師來分析
「大學生該學什麼?」提示「興趣與自主學習」、「興趣不只是玩玩而
已」，期使學生立志要「培養能力，迎向未來」，並學習「背包客克服
困難生活」與「逆風飛翔」的勇氣。其中，老師們所分享的經驗，包括：
「留學經驗漫談」、「學習研究甘苦經驗談」、「我的大學學習經驗談」
等學習經驗；也包含「行旅、閱讀、人生」、「我在美國的日子」、
「泰國生活教我的事」等生活感悟；另外也涉及「創業管理」、「創業
經驗談」等創業行動。藉由講員的現身說法，讓學生心生有為者亦若是
的典範學習效果。

其後，「三生講會」課程的重點，轉向培養助人利他精神、孕育社
會關懷意識、進而落實為改善社會的實踐行動。此一課程目標的轉折，
正是企圖涵養「慈悲」與「正義」的道德人格。因此，課程主題的設計，
希望同學們從關懷社會、認識社會問題開始，進一步發現個人所身處的
社會環境存在哪些亟需改善的課題。其次，引導學生認識到個人無法置
身事外、必須「推以及人」的道德責任，以促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的道德情操；並嚮往能以利他精神來追求個人生命的自我實現，落實小
我與大我之協調融合以兼善天下。再者，本課程期待透過講者分享其社
會實踐的生命經驗―尤其是基於個人生命探索之省思，而確立關懷社會
的生命軌跡，應足以樹立典範而使學生能知所效法。

於是，根據本校老師的專業背景與實踐經驗，「三生講會」課程的
主題，遂由「我的社會實踐」、「文化反思與行動」、「媒體與資訊」、
以及「臨終關懷」等範疇推一步擴大至「我的學思歷程」及「我的社會
觀察」；由具體涉及的社會議題，包括：精神疾病、社會福利、社會工
作、臨終關懷、核能風險、高齡社會、教育改革、社會企業、非營利組
織、政治文化與政府行政…等等，回歸於讓同學啟發自身懵懂學涯之講
題，如：人生探索、留學經歷、享受失敗、社會倫理爭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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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師們所展現的社會實踐方式，則有面對面微觀層次的助人行為、
社會工作、疾病關懷；以及巨觀的面向社會層次之文化評論、社區營造、
社會運動、投身NPO實踐、政治實踐、參與社會企業、乃至於相關的專
業服務行動。在學習方面，進一步提醒同學，在課堂外保持其好奇心，
享受人生不誠無物之道理。

因此，參與「三生講會」課程的同學，不儘可以擴大其社會關懷的
視野；也可以同時學習到微觀與巨觀層次的社會實踐模式。藉此，相信
可供其考量個人秉性之特質，選擇適合的社會參與管道。也就是說，本
課程希望能：（1）讓同學真正體悟到老師們現身說法的個人生命歷程，
正足以彰顯社會關懷的道德意義與核心價值；（2）讓同學對生命情境
中的道德選擇有辨識的敏感度；（3）讓同學能被社會關懷的利他與助
人道德光輝所吸引，並對社會冷漠與袖手旁觀的行徑有情緒上的排斥感；
進而（4）讓同學心生社會關懷意識，並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動機。

3.教材
迄今為止，「三生講會」課程係以教師經驗分享為主，並強調學生

與老師的現場互動與當機點發，故尚未發展教材。然而，如果能從老師
們的講說內容中提煉道德原則，編寫出版，當更有助於選修學生於課前
預習、課後反思。因此，本研究將編寫教材，期使教學成效更為提升。

4.教法
本課程於「三生講堂」階段的教學方法，係透過老師漫談式的分享、

而非學術性的演講而進行，期使學生正視自己存在的意義、省思對生命、
生活與生涯的實踐。至於「三生講會」時期，則為了讓同學們更易於接
觸不同學系的老師、聆聽他系老師的經驗；更增加其與其他宿舍同學之
交流，特規劃了自由跑班聽講的制度，使同學可自由穿梭三大書院聽講，
而不限於原選課班級上課，以求開拓其人生視野。103-2學期至105-2學
期，更令第1至4週為共同週，強化其共同課程，包括：課程宗旨說明、
書院精神現代實踐概論、社會實踐概論、課程主題概論等四個項目。此
四週內，各同學須於原選課班級上課；但至第5週起，方能跨班聽講，
此後同學們依然能自由跨班上課，得與不同領域教師共學，以擴展視野；
而106學年度取消原有的第5週起方能跨班聽講，此後同學得以在選擇的
主題內充分學習，也能藉此比較兩種上課方式何者對學生為最佳的學習
方式。但該制度目前又於107學年度修改恢復原有跑班制度，講師皆對
此抱樂觀心態，期發揮其學生自主選課之課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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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三生講會」課程的教學方法，採行的是近似Walker 所建
議的「道德典範」教學法。亦即，以現實生活中的典範人物（老師）為
榜樣，使其先介紹個人生命故事（life story）所面對的社會問題，繼
而剖析其所面臨的是否參與社會世界的道德抉擇，最後敘述其基於社會
關懷意識、進而投身社會參與行動的道德實踐過程所獲致的成就感與意
義感。透過如此見證，同學們可以瞭解老師道德行為背後的心理動力或
心理機制；進而深化其如何因為社會關懷意識之啟動「道德實踐」的認
知，引導其反思個人價值與行為選擇之間的關係。乃至於終能體會：基
於社會關懷的道德實踐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成熟個人的思考核
心（Walker, 1999），因此得以強化其見賢思齊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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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三生講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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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內容 師資

1(02/18) 課程說明 汪雅婷 老師

2(02/25) 如何進行討論 汪雅婷 老師

3(03/04) 如何做筆記 汪雅婷 老師

4(03/11) 老師的叮嚀 汪雅婷 老師

5(03/18) 考試不代表ㄧ切-實踐中學習 詹丕宗 老師

6(03/25)
命運與運命：

從童工女工到教授的學術之路
張美櫻 老師

7(04/01) 「思考」對我而言 林緯倫 老師

8(04/08) 從媒體創意看社會設計之實踐 羅光志 老師

9(04/15) 期中學習反思 汪雅婷 老師

10(04/22) 入戲太深？戲劇裡的人生滋味 張家麟 老師

11(04/29) 學習活動週

12(05/06) 社會與藝術領域的漫遊者 羅中峰 老師

13(05/13)
從教育到圍棋-

我走、我思、我實踐
林安廸 老師

14(05/20) 男女大不同，情感面面觀 楊俊傑 老師

15(05/27)
生活旅療~

愛生活。愛學習。愛自己
陳碩菲 老師

16(06/03) 禪·莊子·後現代-我的美學歷程 林明昌老師

17(06/10)
做得到的滋養；想不到的開展！

-求學之路與社會實踐分享
吳素真 老師

18(06/17) 期末學習反思 汪雅婷 老師

汪雅婷 老師
星期一 10.11節 雲起樓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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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稚棉 老師 高淑芬 老師
星期二 10.11節 雲起樓504-1

週次 內容 師資

1(02/19) 課程說明
曾稚棉 老師、
高淑芬 老師

2(02/26) 如何進行討論 曾稚棉 老師

3(03/05) 如何做筆記 曾稚棉 老師

4(03/12) 老師的叮嚀 曾稚棉 老師

5(03/19)
台灣人高/強/傲之處：

多語言能力
黃東秋 老師

6(03/26)
"我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永遠的人生探索之旅
汪雅婷 老師

7(04/02)
Good to be young!

(年輕真好！)
徐明珠 老師

8(04/09) 鐵道上的旅 曲靜芳 老師

9(04/16) 期中學習反思
曾稚棉 老師、
高淑芬 老師

10(04/23) 我投入高齡研究的歷程與感動 葉明勳 老師

11(04/30) 學習活動週

12(05/07) 我的大學生活 張家麟 老師

13(05/14) 江湖闖蕩--我曲折離奇的工作經歷 林明昌 老師

14(05/21) 媒體報導的社會影響與責任 宋修聖 老師

15(05/28)
"其實妳/你不懂我的心!"—

溝通的性別差異?
高淑芬 老師

16(06/04) 學習如何學習 韓承樺 老師

17(06/11)
「能」怎麼轉?

台灣能源轉型的社會觀察
高淑芬 老師

18(06/18) 期末學習反思
曾稚棉 老師、
高淑芬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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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麟 老師
星期三 10.11節 雲起樓501

週次 內容 師資

1(02/20) 課程說明 張家麟 老師

2(02/27) 如何進行討論 張家麟 老師

3(03/06) 如何做筆記 張家麟 老師

4(03/13) 老師的叮嚀 張家麟 老師

5(03/20) 教育部教我蹺課喔～翻轉教室 韓傳孝 老師

6(03/27) 動機與毅力成就夢想 林純瑜 老師

7(04/03) 我在美國留學的日子 高淑芬 老師

8(04/10) 斜槓的人生組合，從哪開始？ 曲靜芳 老師

9(04/17) 期中學習反思 張家麟 老師

10(04/24)
所謂「功課」：

我在教室外的學思歷程
張家麟 老師

11(05/01) 學習活動週

12(05/08) 高雄要如何發大財？ 林錚 老師

13(05/15) 學思多角化 傅信豪 老師

14(05/22) 人生遊學路上的風景 曾稚棉 老師

15(05/29)
直擊城市的內臟：

下水道、廢棄物、鼴鼠人與全球空間
張懿仁 老師

16(06/05) 表演藝術之路教會我的事 汪雅婷 老師

17(06/12)
從教育到圍棋-

我走、我思、我實踐
林安迪 老師

18(06/19) 期末學習反思 張家麟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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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中峰 老師
星期四 10.11節 雲起樓504-1

週次 內容 師資

1(02/21) 課程說明 羅中峰 老師

2(0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

3(03/07)
1.書院教育與佛光志業

2.如何做筆記
羅中峰 老師

4(03/14) 願景工程與社會實踐 羅中峰 老師

5(03/21) 文化行動與地方創生 羅中峰 老師

6(03/28) 我的文化資產志業 蔡明志 老師

7(04/04) 兒童節放假

8(04/11) 我所關懷的老化與長照志業 葉明勳 老師

9(04/18) 期中學習反思 羅中峰 老師

10(04/25) 宜蘭文史關懷志業 莊文生 老師

11(05/02) 學習活動週

12(05/09) 文化資產保存專題
羅中峰 老師

13(05/16) 藝文實踐與地方創生專題 羅中峰 老師

14(05/23) 里山生活與農藝復興專題 羅中峰 老師

15(05/30) 土地倫理與環境正義專題 羅中峰 老師

16(06/06) 愛與社會企業專題 羅中峰 老師

17(06/13) 探索台灣新美學專題 羅中峰 老師

18(06/20) 期末學習反思 羅中峰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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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三生講會
課堂要求與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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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講會課堂要求與評分標準

一、出席：
1. 統一於每次上課結束時蓋出席認證章，但
18:50後不得進教室（不予出席認證），出席章蓋
在課堂筆記上。
2. 基本出席次數: 15次。
（1）第1至4週與期中、期末考週皆不跑班。
（2）第5週起可以跑班聽講。
（3）一週聽講至多認證兩場。
二、貼紙或蓋印章：學生與講者互動或有特殊優
良表現者，由講者或開課老師發給貼紙或蓋印章
做為加分項目。
三、心得：
1. 基本篇數: 10篇 + 2篇（期中與期末心得）。
2. 心得篇幅：內容長度至少需達書院筆記一頁。
3. 有出席認證(章)之場次方得撰寫心得。
四、未達基本出席與繳交心得次數者，學期成績
以不及格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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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三生講會
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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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叮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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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芬 老師

介紹三生講會由來及課堂要求與評
分標準。跟同學說明三生講會的授
課內容及規定，並分享自己人生中
一些大小事。討論何謂是非對錯，
是否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如何分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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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麟 老師

我們到底要聽什麼?為什麼要聽?怎麼聽?
看見這些故事的價值-即使故事有時既不美好，
也不完美，即使比你期待的更加真實，你的

故事即是你的一切，永遠代表你，為你所有。
老師鼓勵學生，學習看見每件故事的價值，
訓練對人事物的觀察力，要用欣賞的眼光，

看見世間故事柔性的一面，對事情有敏銳度，
期許同學練習每一週講師分享的故事(學習看

或聽故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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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稚棉 老師

透過跟老師互動、討論、聊天的方
式，在互動之間，學生可以促進思
考，回應想法，訓練邏輯思考的能
力。18-23歲的階段，不是要學習
要怎麼成功，而是要學習面對挫折
和失敗，學習接納生命的不完美，
有困難、失敗、挫折、挑戰，唯有
發現走出去，多與人接觸時，會發
現自己不足的地方，投資自己，把
價值提高，要讓自己與眾不同，找
出自己的特點，從吸收學習中，提
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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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雅婷 老師

討論、溝通、聊天、分享 如何分別之間的不同？
討論：有主題性和議題，彼此意見互相交流，雙方

會有討論，達成共識與平衡點。
溝通：有技巧，如談判，需要具備條件，傾聽別人
的立場，會有言語以外，彼此之間的互動，重要的

是自己的情緒管控。
聊天：很輕鬆的方式說話，會忽略到對方的感受、

想法、情緒。
分享：有啟發性，互相學習彼此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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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思歷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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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故事當中，主要是透過回顧
的方式讓學生了解人生當中很多的
歷練其實都有它的意義，可能現階
段不能理解，但回顧後會發現凡走
過必留下痕跡。
學生的提問也相當有水準，有備而
來，除了教學之外，自己也有一些
回顧後的成長。
結論: 
1) 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 
2) 什麼時候會用到，不知道;
3) 限制往往都是自己給自己的。

林安廸 老師
從教育到圍棋—我走 我思 我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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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櫻 老師
命運與運命：從童工女工到教授的學術之路

只要肯努力，就有錢賺。
如何做取捨?想想做這件事的目的。
我不能決定遭遇到什麼，可是我可

以決定我的心態。
希望可以傳達給同學：

1.愛是自己的責任
2.命運是自己的課題
3.生命是自己的創作

生命是在諸神的祝福之下降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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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緯倫 老師
「思考」對我而言

思考常常被自己的價值觀框住。
以三段式論證:前兩個論點為真，
判斷其推論是否正確。
什麼是思考心理學？
對外界＆已儲存訊息的進階處理
強調rationality (理性) 與
probability (機率)
包括：Problem solving (問題解
決)、Reasoning (推理)、
Judgement & decision making 
(判斷與決策)
現代人需要的4C:溝通、合作、創
造、批判性思考。
其中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是關鍵能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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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中峰 老師
社會與藝術領域的漫遊者

老師講述他為個人興趣而轉換跑道，為生存而
工作，又毅然決然決定離開當時的工作，繼而
留職停薪前往中國學習美術史的半生經歷淺談。
人的過去總是會反映他的現在，而這段往昔又

精彩非常。
彷彿在告訴同學，經常歸零後，重要的是學習

如何再重新出發。
如果我現在不做，以後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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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素真 老師
做得到的滋養；想不到的開展！
—求學之路與社會實踐分享

沒有一種工作是不委屈的。
社會關懷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用你會的、
能做到的來實踐。
人生風光的背後，或許都是很多辛苦換來
的:人生中的傷痕，將人們導向兩個極端。
看看別人，會發現自己有多麼幸福。
老師持守著「行拳山水• 祈福台灣」初衷，
藉由同行善友的筆、畫作、與願力，
記錄護山愛水的每月行腳，
將出版品所有版稅收入做公益活動。
期盼每個畫面、每個字句，
將我們的信念擴散出去，為這片大地與生
靈帶來正面的、良善的、護生愛地的、永
續生存的影響力，
回饋一直如母滋養我們的這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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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昌 老師
禪•莊子•後現代—我的美學歷程

美學是一種感性之學，是可以被培養的。
文字上學到的沒有實際去體驗，那都只是紙上

談兵。(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驅動天下的，不只是武力和金錢，美的事物也

具有足以撼動天地的力量。
故明昌老師勉勵同學時時保持探險的態度

1、保持好奇
2、接受未知
3、習慣變化

4、評價
4、虛構的真實
5、逍遙的智慧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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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俊傑 老師
男女大不同，情感面面觀

創作是需要豐沛情感的:談戀愛與失戀。
接受不一樣的可能與理想未來。
穩定的感情是可以協助雙方各方面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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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東秋 老師
台灣人高/強/傲之處：多語言能力

1.全球化時代該具備的競爭力：
a.多語言能力b.跨文化溝通力（立足台灣、胸

懷中國、放眼世界、征服宇宙）。
2.脫離貧窮唯一的捷徑-讀書。

3.老師分享國外留學的經驗，26歲開始學英文
的歷程，學好英文，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
4.語言文化（活力化）--有能見度，功能度，
使用度，語言是種享樂，是溝通的工具，學習

要融入在裡面。
5.分享：

雙Q=Quality、Qualification
雙A=Appreciation、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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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雅婷 老師
"我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永遠的人生探索之旅

你/妳自己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
很精彩。
要抉擇未來方向時，到底應該從什
麼方面來選擇。
沒有不公平的事，遇到難題一步一
步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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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明勳 老師
我投入高齡研究的歷程與感動

老師分享自身經歷故事，因為與爺爺爺孫
關係的遺憾，人與人之間珍惜的過程，願
意投入銀髮的議題，老人學的研究領域。
投入社會企業的感動與現實（市場競爭壓

力、投入社會企業辛苦）。
社會觀察方式：需要透過互動、理解的方
式來了解，情境脈絡的建立很重要 不同的

時空背景，觀察到的就會不一樣。
自我反思，會讓我們有機會<停一停、想一
想>，有更多空間和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

反思是進步的關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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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麟 老師
我的大學生活

老師分享大學時代的生活（社團、愛情、課業）。
包含得到大學老師的鼓舞，讀書唸得很開心，成績上得
到很好的回報。
歡喜做，甘願做，辛苦是值得的。
明瞭讀書要靠自己（唸書會改變自己，會變得不一樣）。
當大學決定要延畢時，得到父親的一句話：你好就好。
重點是，你知道是怎麼回事，放對軌道的重要性，當下
真誠對待就好，認真持續的做一件事。
想法、說詞、行為越一致，會活得比較純粹，多嘗試，
認真做，用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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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昌 老師
江湖闖蕩--我曲折離奇的工作經歷

工作經歷--太極拳家教老師、出版社編輯、
印刷製圖廠工作等……。

大學時代，學生須學習邏輯思考，表達能
力，推理能力，培養奠定基本能力，隨時

保持互動，學習的心，才能在職場上競爭。
人生有夢想，回到校園讀書，變得有學問
的人（讀碩班研究所），敢問問題，什麼

都問，問得很有信心。
人生觀--人家找我做事，很少拒絕的，一

定答應對方，而且全力以赴。
什麼都喜歡嘗試，人生就是要挑戰。

人生不斷學習，不斷工作，把每一件事情
都做的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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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傳孝 老師
教育部教我蹺課喔~翻轉教室

以活潑的方式與同學互動探討「蹺課」這件事，
並分享自身「蹺課」經歷及輝煌事蹟。與同學
討論學校的意義是什麼?大學的重心在哪?何謂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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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純瑜 老師
動機與毅力成就夢想

開頭以鈴木一朗成為職業棒球選手為例，
告訴同學在鮮亮麗的外表下定有他不為人
知的一面。並分享自己以前做物理治療師
時發現自己並非真正想做這個職業，於是
開始去尋找自己的另一片天地。並鼓勵同

學多多發展自己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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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芬 老師
我在美國留學的日子

從小「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奠定了自己想
留學的目標。「當自己處於弱勢時，別人不給
你機會，但你不能不給你自己機會」。告訴同
學，自己並非天才，只是做了很多努力才有線
在的成果。美國的留學生活中不論是讀書、工
作、旅遊都給予了自己很大的滋養，並積極鼓
勵同學勇敢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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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麟 老師
所謂「功課」:我在教室外的學思歷程

「只要你注意觀察，一定會發現什麼。」
分享自己功課外的功課是文學、音樂、運
動。告訴同學自己如何與這些事物相遇並

發現樂趣就在其中，而講究細節就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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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信豪 老師
學思多角化

夢想在哪？選擇等於賭博?人生只有一次，鼓
勵學生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介紹自己喜愛的樂
高在面臨挑戰時的選擇，多角化的經營能讓自
己更站得住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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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稚棉 老師
人生遊學路上的風景

分享出國讓自己感覺到了自身的無能，在
不同的國家感受到教育的落差以及文化衝
擊讓自己備受打擊。告訴同學要懂得如何
去平衡親情與友情。人唯有接納自己的不

完美才能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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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雅婷 老師
表演藝術之路教會我的事

汪雅婷老師與同學們分享自己在求學與追尋夢
想的心路歷程，這當中是經過多少次與家人的
磨合、內心的糾結到最後用正面的態度去堅持
夢想，身為表演藝術者的汪老師，扭轉了同學
們對於表演藝術者的既定印象也讓同學們認識
到表演藝術者該有的基本守則和必須面臨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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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社會觀察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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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光志 老師
從媒體創意看社會設計之實踐

設計就是在解決問題。
社會設計:針對改善人類生活角度
出發，所做的設計。(洞見、觀察、
同理心)
只要有心，沒有什麼不可能。(如:
哥倫比亞52年內戰終結)
老師以媒體創意在社會設計之實踐
來做開場，敘述何謂社會設計，就
是為"人"設計，針對改善人類生活
角度出發所做的設計。包括三項思
考:洞見、觀察、同理心，並分享
許多案例或是學生作品或國外演講，
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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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麟 老師
入戲太深？戲劇裡的人生滋味

在張家麟老師的「入戲太深？戲劇裡的人生滋味」
中，張家麟老師將平日觀看日劇、韓劇或美國影集

的感想，以截圖搭配短文的方式發表在個人臉書上，
在三生講會和同學分享這些讓他心有所感的片段。
例如：日劇《產科醫鴻鳥》裡鼓勵適時放鬆、肯定
自我的「那就多認可自己一些吧」；又或是以美國
影集《宅男行不行》中主角所說的「天哪，一旦對
別人感興趣，你真是打開了廢話的話匣子」說明生
活中做實事和務虛八卦的區別；以及日本晨間劇

《一半藍色》「井底之蛙，不知海深，卻知天藍」，
鼓勵同學正向看待自身的處境；另一集裡遭遇瓶頸
的漫畫家如何意識到休息太久變成逃避：「這些是
我們浪費的時間的累積啊！」。以上僅為幾例，講
者希望透過戲劇的片段來跟同學分享面對不管是生
活、生命、或是生涯的種種處境時，如何能產生洞
察，強調覺知的重要，有所覺知方能有正確、正向

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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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碩菲 老師
生活旅療~愛生活。愛學習。愛自己

探索自我:最近的我、別人眼中的我、
我理想中的我。
我的解讀:圖片中我看到了什麼?我
如何詮釋?
保持對生活的高度興趣，去拓展你
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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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靜芳 老師
鐵道上的旅

老師分享他觀察到的，
每個國家都有鐵路（a.講師發小紙張讓每一位同學
寫下火車的名稱和交通工具 b.坐火車的感覺）。

旅~行旅典故（旅客，旅行，行李）。
鐵道給我們很多遐想的空間，有一路好景，陪伴，

驚喜，與穿透的空間感（穿越時空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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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珠 老師
Good to be young! (年輕真好！)

年輕有5好：體力好、視力好、記性好、勇氣
好、學習力好，所以要趁年輕時多多利用。
趁年輕時，有體力，能走能跑，可以到處走
走看看，錢雖好，但健康更可貴，沒了健康，
哪兒也去不了。
鼓勵年輕人的話：要有健康，好的態度和多
多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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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修聖 老師
媒體報導的社會影響與責任

1.媒體的社會道德--假新聞（不實的新聞消
息，應予以更正）。

2.了解組織媒體的運作和節目菜單。
3.未來是一個表達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社會，

要有自己的觀點。
4.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觀點，看待事情的

角度也會不一樣。
5.培養一個人成為耳聰目明的觀眾和讀者，
必須對媒體有深入了解，使我們不再消極地
閱讀和接收媒體資訊，成為具有媒體素養的

閱聽人。
6.假新聞已經是一個高度成熟的市場（市場

包裝）。
7.了解公共媒體與商業媒體的本質差異，也

可幫助我們深入洞察媒體運作的邏輯。
8.媒體教育目的，藉由了解與分析電視、廣
播或網路等各媒體運作與操作，學會如何

「看」、「聽」並思考媒體所傳達的訊息，
以及可能對我們每個人與所處的社區有什麼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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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芬 老師
"其實妳/你不懂我的心!“
--溝通的性別差異?

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
語言型態的差異--男性的語言溝通通常較為
果斷有力，而女性則多採用試探性語言。
老師分享學生留學美國時，亞洲學生和西方
學生在學校，稱呼老師的用詞（文化差異）。
性別溝通時，可以退一步想一下，保留餘地
說法。
非語言溝通--眼神接觸、臉部表情、肢體語
言、聲音線索。
報告式對話V.S.情感式對話。
當雙方有情緒時，該如何理解對方並正確溝
通—1.想好再溝通，找對的時機
2.想好溝通重點，不要失焦
3.少翻舊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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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承樺 老師
學習如何學習

1.主動且自我要求的讀者，是帶著問題去讀。
2.學習是主動的去閱讀。

3.閱讀，對書中的內容提出問題，自己去尋
找書中可能的解答。

4.有效學習方法PQRST。
Preview : 預覽
Question : 發問

Read : 閱讀
State : 陳述
Test : 測驗

5.學習要有熱情。
6.強化記憶和大腦。

7.學習化被動為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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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芬 老師
「能」怎麼轉? 台灣能源轉型的社會觀察

為了促進經濟與追求舒適，必須嚴肅正規能
源轉型的重要性。
能源轉型:脫離依賴化石燃料，以一種不危害
環境與人體健康之方式生產。
台灣再生能源有發展潛力。
能源轉型的關鍵元素 : 認知規範、物質文化、
能源行動。
能源轉型節能減碳 : 提升能源素養、參與公
民電廠、社區效益（在地創造就業機會）。

52



曲靜芳 老師
斜槓的人生組合，從哪開始?

從小遊戲中先讓同學深刻體認到目標與方向
的重要性，因若要具備斜槓的特性與興趣，
先必須認知培養自我的方向與策略。接著，
再介紹斜槓的定義與相關書籍內容，其目的
是為了讓同學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馬上瞭解
斜槓與兼差不同、斜槓與單純角色也不同。
最後再以不同實例與人物，說明現在有些人
的生活型態就是斜槓的人生表現，不論自我
評估後，自己是不適合當斜槓青年，都沒關

係，因為在對的時間裡，作自己是很重要的，
現在也許無法達成多重就業能力，也不代表
日後完全無希望，隨時保持學習的熱情，是

斜槓人生開端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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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錚 老師
高雄要如何發大財？

以當代政治話題切入主題，與同學探討九二
共識這個話題。讓學生思考其背後隱含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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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中峰 老師
藝文實踐與地方創生議題

老師與同學分享幾個影片，其中包含：
音樂老師辭去教職，返家經營咖啡店實踐心
理念、在稻浪裡的藝術耕耘－董事長柯文昌
專訪、涌翠閣的地方創生等影片，目的希望
讓同學由這些生活中的真實人物故事，啟發

藝文實踐跟地方創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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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懿仁 老師
直擊城市的內臟:
下水道、廢棄物、鼴鼠人與全球空間

城市並不如外表所見的光鮮亮麗，其背後隱藏的面
貌是比我們想像中要更加糟糕的。例如下水道所代
表的衰敗、死亡。讓同學思考如何安置城市空間的
廢棄物，以及「鼠族」與我們的距離與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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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IVE

三生講會
學生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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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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