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的地圖上找到自己》南商巡迴全紀錄

國立臺南高商《讀書會專刊》第128期特別出刊

串起的緣分，綿遠流長— 南商行動圖書館系列活動：漂書集

如果不是我們，那又有誰?

如果不是現在，那要等到何時?               嚴長壽先生

這二行字如堅石，深深打動我們，他對國家的關心，對教育的付出，

是眾人皆知的。感佩前輩嚴長壽先生，以宏圖視野、寬廣角度，盡各

種努力支持教育現場，此精神深感敬佩！

感謝天下文化出版社關懷青年學子的教育，贈送30本《在世界的地

圖上找到自己》給予敝校，開啟了這段與書，與嚴先生的緣份。我們

學校一向鼓勵學子探詢自我，並對臺灣現況的認識與做出反思，因

此身處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校內師長，決定藉此良機，辦理全校行動

圖書館漂書集活動讓嚴先生的書在南商走透透。

2017年9月由南商黃耀寬校長開啟序幕，率先撰寫推薦文，並於本

校《圖書館館訊》發表。接續，我們讓這30本書，利用一年時光，歷經

6個班級、218位同學：商業經營科一年乙班、國際貿易科二年丁班、

一年丁班、觀光事業科二年甲班、應用外語科一年乙班、高三國文

課程集訓班。(感謝郭威廷、葉玉琄、張淑真、葉孟慈、蘇莉雯五位導

師的協助)

書本在各個班級駐足、漂流，透過共同閱讀，撰寫心得，同學們與嚴

老師的書深深結下緣分，最終我們接收到近百篇孩子們的反思與

回饋，再經精挑細選，由廣設科同學支援美工設計，我們這一期《讀

書會專刊》的特刊「《在世界的地圖上找到自己》南商巡迴全紀錄」

就這樣產生！(感謝徐偉能老師協助指導)

感謝這段情份，有嚴長壽先生的前瞻，有天下文化的公益，相信為

臺灣、為未來，這份綿遠感動，必能流長流遠，啟發臺灣民眾、校園

師生，讓我們一起為社會思考，讓臺灣更加美好！

編輯小組

校長推薦文

國文課程的共讀分享

漂書集活動小卡

漂書實況全紀錄活動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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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二甲 黃詩彤

觀二甲 李奕嫻

觀二甲傅勻

嚴長壽先生的書帶給了我很多啟發，

很多時候只是在於「角度」的不同，就像一

件事對每個人的影響都不同，像嚴長壽先

生所提的「科技」對於我們學生來說是很

便利的工具，很多知識都可以在網路上找

到，但這漸漸了代替老師的功能，現在有

許多行業慢慢被機器取代了，這樣人類該

如何生存呢？但某些事是機器無法做

的，像互助合作、溝通。現在的教育要逐

漸走向「科技化」及「全球化」，英語成為

了全球語言，但我們的語言能力卻不足

，無法跟上世界的腳步，或許可以多多

推廣全英文上課，對我們的學習更有幫

助。「危機」也是轉機，我非常贊同嚴長

壽先生的，有了危機就代表要改變，改

變了才會越來越進步。感謝嚴長壽先生，

讓我更加喜愛觀光這個產業了，因為喜歡

服務別人，能夠用行動來感動旅客，讓他

們更加喜愛台灣這個國家。觀光，讓我們

更加國際化，能夠融入世界，讓全世界認

識我們台灣。人生要經過許多次失敗，以

及改變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與目的。

書的一開始就提到：「人工智慧將會

使所有產業受到衝擊」，在科技越來越進

步的時代，我們應該怎麼應對，才能讓自

己不被取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嚴長壽

先生以「醫生」為例，人工智慧雖能精確的

判斷病症，但無法取代的卻是醫生關懷病

人的那份愛。嚴長壽先生說：「英文是萃取

全球知識的基本工具」。再加上自身去

飯店時實習的經驗，真的使我體悟到許

多，當客人問你問題，而你卻聽不懂時，

真的非常尷尬，而為了避免這種窘境發

生，就應增強自己的語言能力。以歐洲

小國舉例說明，處境和我們相似，但他

們卻能運用現有的資源，創造出最大的

優勢，所以嚴長壽所提倡的就是：台灣

應即時發現本身的特色，並積極拓展觀光

產業，努力的讓世界認可我們，成為國際

上的一份子。我最喜歡書中句子：「一輩子

也許無法做太多事，我們既然選擇要做，

就讓它精采絕倫吧！」透過這本書，我知道

了自己的不足，也了解日後應朝什麼方向

多加強，為了不被取代，為了更美好的台

灣，我會讓自己變得更好。

嚴長壽先生的書，給了我很多啟發，

像是在科技的浪潮下，要如何在未來生存

？在愈漸進步的時代，人工智能已經打擊

了人類智能，想在未來生存，就得要活到

老學到老，將弱點翻轉成優勢。而對於人

才的利用，我認為使用「埋樁計畫」是很好

的，在世界裡探索自己的興趣，如果能沒

有疆界的學習，也是嶄新的一種體驗！如

何在世界的地圖上找到自己呢？嚴長

壽先生說，要「看見自己的優點」、「認清

自己的真實處境」，只要能做到這些並

不背離初心，相信我們都能在偌大的世

界裡找到自己的定位，台灣也一樣，用

以上這兩點並發展出屬於本國人的精

神，我們的文明、宗教、文化和怡然的生

活方式，都能吸引到許多遊客前來探訪

。我認為，嚴長壽先生說的「把感動放在

最前面」是非常正確的。如果只想牟利，將

生意放在前面，短視近利，最後只會讓遊

客在「走馬看花」中，賤售自己，造成衰敗。

讓感動在最前，並懂得化危機為轉機，才

能讓台灣真正被大家看到。有能力的人才

，能把廢墟變為仙境，也能將台灣推向世

界！

臺南高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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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二甲 黃湘雯

觀二甲 鍾谷旻

觀二甲 楊婕炘

科技浪潮下，青年的未來在哪裡？現

在的科技日新月異，人工智慧逐漸取代人

類，我很認同書上寫的人要獨一無二，而

不是一直接受填鴨式教育，一是因為我覺

得這樣沒有自我的想法；二是因為現在台

灣的教育都以成績為重，也許暫時擁有成

就感，但現在所學在未來未必用得到。

倒是我非常欣賞荷蘭的教育模式，因為不

僅能讓孩子學到各方面的事務，還能讓

他們在社會上成為獨一無二的人。更讓

我敬佩的是，荷蘭不曾停下腳步，仍然

努力繼續向前。希望台灣可以嘗試國外

的教育，這樣一來台灣會更進步！

大師消失典範難尋，知道聖嚴法師的事

件後，讓我學到「傳承」，並不是一個人

的工作，而是需要每個人共同努力的，

這樣才能真正把精神流傳下來。也讓我

學到身為領導者，應該要懂得分工，不要

過度插手，讓部下有發展的空間。懂得傾

聽，不一味遵循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加了

解更多想法，這也是我需要學習的地方。

也要懂得善用人才，在成為人才以前，要

經過十足的訓練與經驗的累積，多多讓員

工們涉足不同的領域，使他們能夠專精更

多事物。

這本書有別於我曾經看過的所有的

書，比較像是在議論或講述現今台灣的現

況與未來走向趨勢的問題。我覺得未來AI

人工智慧的發展給現今台灣青年帶來了「

少許」危機感，有太多青年還沒意識到未

來可能會被取代，當有天機器取代了人類

的知識與技能時，我們能扮演的角色或許

只有監督，給予別人溫暖和安慰自己，不

再需要大量的人才了，唯一感到該慶幸

的是，AI機器始終無法取代的是人性，

但也僅此而已。把感動放在牟利前面，

一個細膩想法、念頭，就有可能感動別

人，不該是短視近利，這樣只會使台灣

走向衰敗，無法達到長久經營。我覺得

我們要加強外語能力，走向國際化，打

破我們與世界溝通的這層障礙，再透過

我們的文化與文明發揮影響力，立足在

這世界上。看完這本書後，讓我有了危機

意識，我認為台灣應該要更會利用自身的

優勢走入國際，且不斷的創新並追求永續

發展，更要有勇氣改變現況，而不是退縮

與陣亡，現在的台灣處於水深火熱的環境

中，我覺得民心也要團結，羅馬不是一天

造成的，要改革也要大家一同凝聚，慢慢

地循序漸進，期望未來的台灣能站在國際

舞台上與各國競爭。

從這本書中可以得知嚴長壽先生是

多麼喜歡為人服務，儘管他認為台灣正處

於前所未有的嚴峻處境，而也已經錯失太

多機會，此時應該全民一起不分黨派，排

除萬難共同攜手合作，台灣才有機會再次

站上世界舞台。在這本書中我最喜歡的一

個章節：「伸出友誼手，把感動放前面」，這

個章節在描述著嚴長壽先生對觀光產業

的熱忱，很喜歡為人服務的他，連一刻

也閒不下來，而卻只希望每一個來到台

灣的人都能喜歡台灣，看見台灣的美，

台灣的好，而下一次旅行時也能再一次

選擇來到台灣玩。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

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忱，或許不是每個

人都滿意自己的生活，但其實都是在為

台灣盡一份心力吧！台灣目前所面臨的

問題和困難，只是我們還不太肯去面對

，但是不是我們發現問題所在，並找出解

決的方法，也能讓別人更重視我們一點，

台灣的人民應該一起攜手同行，也為台灣

一起邁向國際之路！我很喜歡嚴長壽先生

寫的書，從《我所看見的未來》到現在這本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嚴長壽先生描

述了台灣的處境，也希望台灣能變得更好

，他為社會貢獻了很多心力，而我們也要

更加努力，為台灣開創一片美好的未來。

《讀書會專刊》第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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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二丁鄭琬璇

貿二丁蔡孟修

貿二丁歐書維

從這本書可以看到台灣逐漸失去原

本的優勢，讓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感

到震驚，雖然知道台灣已經過了全盛時期

，但是我卻沒想到原來我們失去了好幾次

應該要把握住的機會，而在這段時間，其

他國家已增進自己的競爭力和實力，用屬

於他們的方式在世界站穩。

台灣並沒有不好，只是還沒找到屬於自

己能夠在世界站穩的方式，不管是經濟

、教育.....等各方面，我們常常到國外考

察、研習，回來卻只是一味模仿，沒有融

會貫通，找尋台灣真正適合的，這點是

身為一個接受十二年國教學生的體會。

可是這點，在台灣的美食中卻相當成功

，台灣有很多來自各地的美食，不過商

家總是能夠融合「台灣味」，讓台灣人能夠

輕易接受，台灣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我時常在Youtube看到來台灣留學的學生

，很容易就愛上這塊土地，身為這塊土地

的一份子，之後希望也能為台灣出一份心

力，繼續把這塊土地發揚光大，也希望我

能夠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這本書我覺得很為人民寫，也不會難

達成。台灣過去有的豐功偉業都是大家努

力得來的，而如今卻把如此好的機會放掉

了，留不住人才及經濟耗竭都是其中的原

因。每當政黨輪替時，是人民復然，也是謾

罵，選前說得很完美，選後畏縮的無可奉

告，已經沒什麼未來的台灣，有沒有機

會不分黨派，放棄一些成見，攜手合作，

排除萬難，而不是天天都埋在吵架的陰

霾中。如此台灣還有可能再創下一個奇

蹟，重回世界的舞台，讓世界知道台灣

是可以的。我很欣賞嚴長壽先生能夠把

台灣問題點出來，而非指責哪位政治人

物，大家都是台灣人，有福同享，有難同

當是必須的，或許現在不盡理想，未來未

必如此，我很希望台人能團結一心，地狹

人稠，人心才更該凝聚一起，總使人數不

多但每個人都把自己的長才發揮得透徹，

一個小小的台灣也能擁有不容小覷的國

際地位。

 作者筆下滿是對於台灣的關愛及認

知我們現在的困境，除了提升自己還須與

世界接軌，執行可用的方法尋定自己的定

位，這是首要之勢。善用自身的優點，我覺

得十分重要，但是須先了解自身的長處何

在，位於亞洲大陸的樞紐，使用未來將

會是最多人使用的語言，位於第二強國

的東南方，與其有十分密切的歷史，人

民又親切，民主開明的包容力。但我們

卻不擅用，在國際上沒有清楚的定位，

國與國的貿易處處吃虧，十分的為台灣

的未來感到擔憂，因為有能力的人只為了

自己利益，不為人民著想，慶幸的是，人民

有權力為自己發聲，還有新的政治勢力抬

頭，希望此書能被更多人看到，值得看的

好書，給了許多反思的問題。

臺南高商圖書館



4

貿二丁　黃珮茹

貿二丁　卓岱瑾

貿二丁　陳亦萱

  在這個大多數人因眼前所遭遇的困

難，而感到灰心喪志，坐等有個願意奮力

改變現況的人的世代，難能可貴的是，還

能有個像作者這樣，自發性地為台灣後代

生路、指點及教育，更透過此書傳達對台

灣這塊土地的用心和愛護，希望身在社會

上的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別一

味的因外在因素而改變自己。

who are you？每個人都應該要好好思

考為自己定位，廣泛擴充自己的價值，

而不是成天炮罵政府的失能，極力使自

己成長才是可行的，為何要浪費不必要

的時間去做完全沒有影響力的事。希望

自己也能成為像作者一樣的人，極力的為

這社會付出，而不僅僅自顧自地活著，也

能找到自我價值和長處，利用我的長處去

改變些什麼，身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子民

，我願為開滿花朵的未來所努力、盡力、賣

力。

  此時此刻，台灣正在懸崖的邊緣，若

不能翻身躍起，便會向下沉淪。作者將這

本書分成四部，我最喜歡「在世紀地圖上，

找到台灣的定位」，身為台灣的公民，當然

要關心自己的國家，台灣很迷人，有深厚

的歷史和文化，但台灣的經濟，卻面臨很

多問題。我們一直用大國的尺度，錯誤

地丈量自己，造成各種施政的誤導，過

去的歷史因為冷戰及地緣政治的關係，

台灣深受美國影響，雖然給了我們很多

正面的影響和商機，但也給了很多錯誤

的觀念，台灣應該調整自己的學習座標

，向世界真正有獨到之處的小國學習。

其他小國，他們擁有清楚的自我定位，堅

定的自信和強烈危機意識，顧及利益同時

也要向世界開放，是台灣應該保有的氣質

。這本書讓我有深刻的感觸，希望在未來，

自己也能對台灣有所貢獻。

  在未來的社會，或許會被AI人工智

慧完全取代。但是，卻還是要有設計AI程

式的人員，所以我們台灣應該要改變教育

的政策，而不能停在原地或改變不必要的

政策，要是我們繼續停滯不前，只會更加

封閉。雖然原本就知道台灣大概的情況

，但看完後，才深刻體會到現在台灣社

會及經濟處境，如果我們能學一點其他

國家的教育制度及環境，我相信我們也

能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未來的我們

，弄不能在社會上好好生存，只能靠著

不斷提升自己，學習程式，跟隨未來趨勢，

寫程式或許會成為未來每個人應具備的

能力。還有，我想，我們要和國際上各個不

同的國家，維持友好關係，確實做好外交

工作，才能讓台灣從世界地圖上浮現！

《讀書會專刊》第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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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一乙林羽蓁

商一乙鄭佳雯

商一乙姜雯晴

學校讓我們讀了一本對我來說深奧

的書，書中的內容是希望台灣必須認清自

己，重新定位自己的優勢，打開大門，與世

界做朋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最新

的科技下，機器人可能會取代人類百分之

七十的工作，以後的年輕人很難找到工作

，所以必須培養出機器人奪不走的技術，

現在教育要做的就是要讓人成為「真正的

人」，建構出科技無法取代，不可替換的

特質，培養運用知識的創造能力，發展

出自己獨一無二的天賦，因為科技最終

又回歸人性，畢竟機器是不會像人有這

麼多情感的。嚴長壽先生希望我們多和

世界交朋友，因為世界就是校園，是可

以讓我們學習的地方。想要把弱勢轉成

優勢，首先必須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

找出適合自己的模式與教育，並看見自

己的優點。除了台灣要走出去之外，也要

讓世界走進來，讓世界認識台灣。「不要小

看自己，放膽作夢」我覺得這句是我很喜

歡的話，人生並沒有很長，要找到自己的

夢想並實現，不要怕自己的夢想有多難實

現，只要堅持並拚盡全力，我相信總有一

天會實現的。

看完這本書後，深刻地感受到台灣目

前所處的優勢及劣勢。的確，台灣曾經繁

榮過（當然不代表現在不繁榮），但總是一

次次讓機會溜走，而導致現在的情況，且

大多數人並不自知。首先，台灣不管對內

或是對外都必須認清自己所擁有的優缺

點，並且針對這些部分，做出相應對的策

略。再來，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是在同一艘

船上，需要一起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人

多力量大。不管是什麼樣的問題，好像

都能用這個方法去思考。台灣人才不少

，但大多選擇出國，以賺取更多經驗及

金錢，這大概是現代社會所帶給我們的

影響，出去開闊眼界必然是好事，但人

才流失卻不是樂見的事。讀完這本書的

同時，也很驚訝嚴長壽先生做過那麼多

以公益為目的之事。且熟識許多著名的

人物，且沒有因此變的驕傲，反之，把目光

放到台灣身上，不停地提出觀點，就是想

讓台灣能被世界重新看見，不僅是為了自

己的國家，也是為了後代的社會大眾。希

望這本書能被更多人看到，大家都應該要

有像嚴長壽先生一樣的遠見，才能讓台灣

被世界看見。

第一次去閱讀這種關於生活議題的

書，也就引伸出了許多問題，當世界在改

變，我們該如何做才能佔有一席之地，現

在的我們過於安逸，以至於不知道怎麼去

解決遇到的問題。可以揣測他在寫這本書

的時候有多麼希望台灣能夠被改變。也許

一本書不會產生多大影響力，但他仍舊不

忘他的初心，希望能讓台灣在世界地圖上

發亮。每一個國家必有不可限量的能力

，台灣也處在地理位置佳的地方，卻沒

有將得來不易的機會牢牢地抓在手裡。

書中提到：「如果無法找到自己組織的

核心價值，無論是誰，都無法永續的傳

承。」我想是吧，當我們擁有了能被關注

的物品卻不知它的用處及意義，反而是

浪費，也許我們還不確切的明瞭到我們

的「核心價值」才使許多機會流逝。嚴長

壽先生在第三部敘述了不同地方各有

的精采，每一處都擁有著自身的價值，一

個小觸及有一種影響卻個個都是獨特的。

「改變」的過程也許讓你覺得難熬，但若我

們不將它把握住，會逐漸在世界的舞台上

消失，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唯有跨出那

一步，才能將我們的獨特給更多人知道，

雖然艱辛，卻又是最美好的一場征戰，這

塊土地就讓我們一同改變，讓世界看到的

我們是不同凡響的。

臺南高商圖書館



6

商一乙郭宜雯

商一乙蘇靖蓉

商一乙鄭蒨愉

這本書給了我一場震撼教育，「聽君一席

話，勝讀十年書。」內容暢談教育的事情，

嚴長壽先生在職場裡馳騁風雲後，又「移

駕」到教育界及公益界裡，繼續為台灣貢

獻一己之力，他曾經將觀光發展到極致

，現在轉換到教育界，想為台灣奠下基

礎，教育乃根本，教育若是失敗，國家就

更別談要更好了！台灣現在的國際地位

，簡直就是岌岌可危，不論是政治或是

經濟，我們已經成了這個地球村的邊緣人

！嚴長壽先生所想要實現的教育願景也正

是我所支持的！感謝他為台灣做的一切，

真心想對他說一聲謝謝！

對於《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這一本書，

我覺得不難理解作者苦心要提醒我們台

灣已經從繁榮的階段往下坡走。但意識到

這件事的只有少數人，然而少數人的改變

對於現狀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這本書的

內容充滿著對台灣的關心與期望，對於這

塊土地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

這樣的書寫，如同醍醐灌頂，讓人警醒。

但是另一方面令人無奈的是，這樣的提

醒，始終未見有任何一位執政者做出改

變。在這個變遷快速的年代，台灣卻有

許多方面都處在停滯不前的狀況，如果

執政者或是人民再不做出任何改變，那

麼台灣勢必會在這群雄爭霸的世代殞落。

況且現在人工智慧逐漸進步，其對社會得

衝擊是無法估計的，AI可能會在幾年後，就

會奪走我們人類將近一半、甚至超過一半

的工作機會，若是如此，往後的失業率，將

會大幅度的上升，因為能工作的地方都被

人工智慧給奪去。

看完這本書，嚴長壽先生告訴我們，台灣

已經錯失機會的雲朵了，還不趕快重新認

清自我，找到新的定位。我很認同他的看

法，世界各國正在不斷的進步，而台灣還

停在原地進步，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沒

有一個好的體系，如何更上一層樓，就如

同她所說，政策主導者是「龍頭」，政策

的執行是「龍身」，頭動身不動的話，一

點意義也沒有。然而，我們台灣應該積

極，努力找到定位，為Taiwan的未來盡

一份力，讓我們站上世界的舞台。現今

的台灣，還活在「亞洲四小龍」的優越感

裡，殊不知，我們已經無法和世界接軌

了，落後了很多，原本應該帶領我們的政

府，卻還困在這裡搞內鬨，這樣，我們永遠

無法走入世界舞台。真心覺得台灣政治人

物和高等企業家都應該看看這本書，讓他

們帶動整個Taiwan一起走向世界。

《讀書會專刊》第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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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乙李政葳

應一乙許宸瑋

應一乙黃清雨

在看完圖書館組長給我們的漂流書，

嚴長壽爺爺給了我很多大的啟發，他說台

灣正漸漸消失在世界地圖上，在經濟、教

育、政治各方面，都幾乎停滯不前，或許我

們的教育可以向尼爾森創辦的Minerva 

Schools計畫學習，他發現當前的高等教

育不符合時代的需求，所以他做了Miner-

va的第一年設計課程，呼應了二十一世紀

最 重 要 的 四 個 C，也 就 是 批 判 思 考（

Critical Thinking）、合作（collabora-

tion）、有效溝通（communication）、

創造與創新能力（creativity）。4C是由

美國二十一世紀關鍵能力聯盟所訂出

的教育方向，Minerva Schools的計畫

或許可帶領台灣走向世界地圖，在地圖

上找我們自己的定位，也需要和世界伸

出手，和世界做朋友，先放下自己的身

段，而不是自負地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

因為我們早已經不是從前那讓人羨慕的

亞洲四小龍了……。

看完整本書後，我也開始漸漸擔心我的未

來，人工智慧在短短幾年就已經發展到巔

峰，能取代許多人類的工作，而我們人與

機器的差別，就在於我們有感覺，不像那

冰冷的機械，我們能傳達情感，能做出比

機器人更多的動作，總之機器做不到的地

方，才能展現人的價值，而不是從眾、齊

一、沒有思考的烏合之眾。「懂得經營自

己的優勢，換個腦袋思考，才能創造自

己的機會」。在台灣，填鴨式教育使得台

灣的學生無法自行思考，只有書中的死

知識而已，懂得自行思考，是我從書中

學到最好的知識，要思考，才能在未來

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看完這本書後，我深深體會到台灣目前的

處境。它也告訴我們台灣社會中有何需要

改進，有何需要了解的。其實我們已經錯

失許多良好的機會，可能就是因為意識阻

礙了我們，當缺乏了警覺心，就不好把握

現在該有的機會，也因此台灣會一直處於

危險中，要一直依賴別國的經濟貿易，這

樣我們永遠都不能翻身。我記得書中有提

到在國外有一個Minerva School，這

是一個很棒的例子，這學校沒有教室，

甚至連課程也沒有，只能利用網路來跟

教授學習，分享自己的觀念和看法，但

是重點來了，學生必須要有足夠的反應

，才能跟上課程，也因此造就了這些學

生，畢業後通常能當上很好、很高的職

業，都擁有超良好的邏輯思考和溝通表

達能力，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台灣目

前還沒有一間像這樣的學校，那些能力

是需要長期培養的，我相信我們要成立一

個這樣有效訓練表達能力的線上平台，台

灣的競爭力必定會提升。現代的社會我們

必須要找到一項機器取代不了的技術，否

則會很難生存下去。要怎去克服時代的變

遷是現代社會新鮮人的一大課題，如果沒

有一技之長可能被社會淘汰，所以我們必

須在一個或是多個專業領域中努力做到

技術精熟且無人可取代的地位，這樣才能

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

臺南高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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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乙楊蕙心

應一乙楊椀棻

段考完的下午，圖書館組長到我們班上推

廣一本書，是嚴長壽先生的《在世界地圖

上找到自己》，從書名就能了解這本書的

用意，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定位。我現

在只知道自己的定位是學生，但對於未來

的路卻一點規劃都沒有，只能走一步算一

步。嚴長壽先生在這本書寫到世界的變

化，希望台灣的學生能善用科技資源，

到世界各處去學習，書中還提到，英語

是走遍世界的基本條件之一，學會了外

文即使不用踏上該土地，也能在網路上

習得很多知識。既然如此，身為應外科

的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努力學習，要怎

麼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特長，

或是，如何才能有效的運用我們的特長，

我想，這才是我們應該探討的。很感謝圖

書館推薦這本書給我們，讓我可以更了解

世界的趨勢。

在二段結束時的下午，圖書組長拿著一本

書來向我們介紹，這本書就是嚴長壽的《

在世界的地圖上找到自己》，它分成了四

個主題，分別是「青年」、「台灣」、「地方」、「

宗教」，作者以這四個部分來告訴我們，我

們要如何找到自己得定位，他也告訴了我

們台灣現在遇到的困難，只要我們勇敢

去面對，找出問題並解決，那麼我們就

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而在這本書中

我覺得在「青年」這個主題裡，作者所提

到的「AI人工智慧對各種產業的衝擊和

影響」，其實我認為AI有些東西還是不

能取代人類的。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人

的溫度」，無論是人體的體溫或者是待人

接物的溫度……等等，這些都是AI無法取

代的，所以我覺得無論科技再怎麼進步，

有些東西終究是科技無法比擬的。

《讀書會專刊》第1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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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一丁陳怡安

貿一丁吳蕙伶

世界一直不斷的改變，台灣正處於前所未

有的嚴峻處境，可是呢，台灣不論在經濟、

教育、外交上都停滯不前，雖然我們台灣

是有機會可以更好的，但我們卻一直把機

會給浪費、放棄了。曾經我們是亞洲四小

龍，可是現在呢？其他國家一直不斷在進

步，但是台灣一點都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有

多危險。芬蘭現在的教育除了之前傳統的

教育外，注重「主題式學習」，學習注重現

象和事件。如果要贏過機器人，就必須

要有獨特的思想，畢竟科技始終於人性

，機器人也是人類所研發出來的啊！所

以我覺得台灣的教育方法也應該要換

了，不要一直注重教科書。接下來台灣

對於觀光、文化方面來說，台灣對於許

多外國朋友來說真的是觀光的好去處

啊！不但社會安定，旅費相較其他國家

而言也便宜許多。但是台灣卻只看短不

看長，因為一時的浪潮開了許多飯店，

可是大陸客不來了，那些飯店或許都剛開

始經營，卻面臨快倒的危機，只因為那些

業者都覺得大陸人不來就沒生意了。其實

也可以台灣變成一個國際的中繼站，因為

不管東北的日本或是北中國要南飛到菲

律賓；甚至美國要飛新加坡，也都需要經

過這裡，所以台灣理當能成為他們最佳的

中繼站。一切就看我們什麼樣的格局來看

自己的未來。懷抱怎樣的心態去設計、營

造自己的優勢。

台灣在90年代時，不僅經濟蓬勃發展，民

主更是有著巨大的進步，正如書中所提到

的，在那個良好的環境及機會下，我們幾

乎什麼都沒做，當其他國家早已遇見未來

並開始打算時，我們卻沉浸在經濟提升及

民主的喜悅中，也為現在的我們及社會埋

在隱藏的伏筆及危機，這或許是當時的我

們沒料到的事。而現在的教育及我們身

為學生的怠惰及不自知，當回過神來包

括我在內的所有人，早已缺乏身為世界

公民的我們應有的國際觀及危機意識。

學習和培養國際觀或許早已是台灣人

民最主要的課題，在語言方面，在好幾

年前英文早已成為國際間溝通的趨勢，

但卻一直是台灣的不足之處，或許加強

及養成說英文的能力才能讓我們與世界

有著更進一步的接軌。而台灣的觀光產業

因短視近利所造成的危機，勢必需要一場

改革，身為學生的我雖然並非全然不懂，

但也沒有涉獵，卻也清楚改變及調整是必

然的。或許只有當我們看見自己的優點及

重視自己缺點的時候，才能找到自己在世

界地圖上的定位和位置。

臺南高商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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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一丁吳佩蓁

貿一丁蔡旻均

貿一莊甯雅

在這個全球關聯的時代，每個國家之

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密不可分。例如：全球

油價的漲跌和經濟股市互通等，都和我們

的生活息息相關。但有捨必有得，在這個

全球化的趨勢下，要在眾多的國家中脫穎

而出，就像在夾縫中求生存般困難。所以，

每個國家都應該要去思考，在全世界這個

大舞台上，自己佔有著什麼優勢，是否能

端的上檯面，給自己定位，衡量自己存在

的價值和意義。許多人都說台灣普遍的

教育是失敗的，因為我們找不到自己要

的是什麼。許多人認為台灣的教育比不

上美國的教育原

因是「法規」的問題，卻沒想過是否

我們的「態度」才是真正出了問題。在〈

哲學家皇帝〉一文中有提到，「希臘哲人

蘇拉底想出一種訓練帝王的方法，這種

辦法是讓他『從生硬的現實上挫斷足脛

再站起來，從高傲的眉毛下滴下汗珠來

賺取自己的衣食。』」這也是美國青年所具

備的人生觀。現在的台灣正處在水深火熱

之中，想要改善這種情形，就必須先改變

自己的想法。美國詩人朗法羅說道：「人生

是一奮鬥的戰場，到處充滿了血滴和火光

，不要做一甘受宰割的牛羊，在戰鬥中，要

精神煥發，要步伐昂揚！」這就是我們該效

法的積極奮鬥的人生觀吧！

看這個寒假看了一本叫《在世界的地圖上

找到自己》這本書。是在講述此時此刻的

台灣，處於非常險峻的情況，作者嚴長先

生認為台灣必須看清自己，仔細深入了解

自己的優勢，當然需要靠你我一起共同努

力，重新讓台灣與世界接軌，書中提到台

灣這塊土地的未來，這些年來，科技的發

達、網路的傳播，再加上一些媒體推波

助瀾，使得人民對於土地和文化的認同

逐漸感到茫然，或是不斷地貶抑自己，

或是高調地張揚自己，找到定位的關鍵

在於，我們不需要仿效強國的崛起，也

不須誇大自身的存在。而是回到眼前嘗

試著尋找屬於自己的獨特存在，從自身

做起，那是起步，改變也是一種幸福，更

是一種影響。如果說台灣當初有把握時機

趁勢而起，那樣不也可以試著在目前的危

機中，重新找回自己。這些年台灣教育走

向大量人才複製，也因此踩穩知識普及的

角度，也可以藉由這挑戰，重新檢視更深

的文化涵養，只要願意跨出第一步，那是

機會，也是希望，更是幸福。

常常看到新聞上出現許多生意人在抗議

陸客大幅縮減的遊行，我覺得陸客來回固

然是可以為台灣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

常常看到陸客們沒水準的丟垃圾，隨意破

壞我們的生態環境也不會感到羞恥，而人

們為了賺錢也只能把怒氣往肚子裡吞，這

就是巨大經濟效益帶來的反面效果，我

也是想不通為什麼人們上街抗議就只

是為了要讓那些破壞我們環境生態的

陸客們回來呢？為什麼不再想想除了

陸客到底還有什麼方法能夠讓自己吃

的飽？如果可以像嚴長壽先生慎選客

人，台灣歡迎的客人應該是懂台灣的溫

暖、懂台灣的美景，而不是那些走馬看

花隨意破壞環境的客人。大家常說台灣人

很溫暖很幸福，那是因為我覺得台灣是一

個很熱情很有人情味的國家，我們都不知

我們在創造感動，敞開心胸給真正來台灣

真正懂台灣的觀光客們。所以往往在觀光

客稱讚我們時，我們都會感到意外和開心

，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無形中的關心就是

在為他們創造感動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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