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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的當代趨勢
◎系發中心／陳育文
去年 7 月，是人類登陸月球五十一週
年紀念，於此五十一年間，人類的航太
科技發展當然已更上一層樓，同樣於去
年又有另外兩項創舉，包括拍攝到史上
首張黑洞照片，以及美國的「新視野」
號探測機成功飛越太陽系邊緣，是人類
對太陽系天體探測最遠的一次，代表
人類的足跡正在「飛向宇宙，浩瀚無
垠」！

洋基礎知識的缺乏，以及在海洋教育傳
承上的不足。

新年新希望

臺灣海洋保育的里程碑
過去政府的海洋相關事務分屬於眾多
不同主管機關，權責區分不清而有相當
多的困擾，以保育類生物為例，海洋裡
的保育類生物，依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
的中央主管機關，卻是農委會林務局。
在經過民間及學界持續公開呼籲奔走多
年，才終於修正並通過《行政院組織
高深莫測的內太空
法》，將複雜的海洋事務統整於一個主
無窮無盡的外太空，象徵著人類的旺 責機關，並於 2018 年正式掛牌成立「海
盛好奇心，也反映出人類對於瞭解自身 洋委員會」，同時於其下增設「海洋保
存在與定位的渴求。然而除了地球以外 育署」，承接海洋保育與資源管理的重
的外太空，在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旁，其 責大任，今年四月亦成立了國家海洋研
實就有一個「內太空」──海洋，人類 究院，這些改革代表著臺灣終於邁出成
所能探測的海洋僅僅只有 5%，對其瞭 為一個海洋國家的重要第一步。
解程度與外太空相似，同樣也僅是九牛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與大陸型
一毛。
國家相比，臺灣的飲食習慣中，海鮮類
多年前，在環保團體中就流傳著一 飲食確實占了相當大的比例，但國人在
句玩笑話：「臺灣雖然是一個海島國 大啖海鮮的同時，卻因為對海洋生物資
家，但是卻沒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鮮文 源認知上的不足，海鮮漁獲可能以破壞
化。」這句話描述海洋保育長久以來被 棲地、過度捕撈與浪費的方式取得，長
國人輕忽，以及對海洋資源予取予求、 期竭澤而漁的作法導致海洋生物資源逐
缺乏永續經營的方針，終將迎接海洋生 漸耗竭殆盡。
態系崩潰、資源枯竭的窘境；除此之外，
這樣的情況其實已直接反應在我們的
也凸顯國人長久以來對海洋的疏離，海 生活與餐桌上，當我們發現市場上、餐
◎作家／何傑
從小到大每當歲末或年
初時，作文課老師都會出
「新年新希望」這個題
目，每個人都有希望，但
這希望每年不同嗎 ? 可以
達成嗎 ? 為什麼要有希
望 ? 希望導致失望！隨遇
而安，無欲無求不是更好
嗎?
因此來分享一下我的新
希望，記得小時候總希望
趕快長大，並且身體強壯
健康。如此打架時可不受
到同學們的欺負，可惜先天不足又
後天失調，不論是上課或排隊總在
最前面。但也因此讓我體認到在課
業上必須更加努力，不然的話人生
將由彩色變黑白，如何面對生我育
我之父母，與栽培我們的師長們？
入社會後也證明升遷是靠自己的努
力而非身高與容貌，人與人交往在
於長期的合作與信任，而非欺騙與
利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所以我的新年新希望是擁有一顆
善良的心，與言行一致。並非一定
要做大事，小事一樣是行善。例如
清晨起床就到門口清掃巷子，因為
前院種有兩棵三樓高的櫻花樹，不
停飄落葉子到巷子馬路上。如此上
班族與學生們經過時不會因破窗效
應，將飲料空瓶子、香菸菸蒂與空
菸盒、食物包裝塑膠袋亂丟，也可
避免遛狗的人任意留下狗便，更能
找到隨地吐痰的人加以勸導，因此
早晚掃樹葉已成每天的習慣，也是
我的第二專長。
由於新冠肺炎的關係，航空、船
運與旅遊業都遭受到衝擊，因此原
來計畫國外旅遊改成參加國內旅行
社的活動。上個月才與二姊、二妹
家人們到宜蘭一日遊，共享蔥油餅
製作，落雨中欣賞落雨松，磚窯拍
照留念與下午茶敘的樂趣。
去年每週會有兩到三天幫忙帶孫
子，清晨六點半兒子送小孩過來、
補眠到七點半，吃完早餐後約九點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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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來接，是我們夫婦愉快的含飴
弄孫時間，有點累又不至於太累。
每週二到台北天主教古亭耶穌聖心
堂參加聖母軍會議，並配合團長拜
訪教友，送聖體服務，唱歌時配以
口琴伴奏，讓大家都開心。每週五
上午到楊梅天主堂參加林思川神父
主持的讀經分享班，分享自己每週
讀聖經的心得，下午再到台北參加
古亭天主教教堂的祭台服務與彌
撒。每週日一樣到台北參加聖詠團
的主日彌撒服務，只要有機會就利
用時間，在教堂內練習彈鋼琴，每
次一小時可不看譜，將會唱的歌配
和弦彈出來。每月第四週週四下午
探訪輔大神學院的退休神父們時，
我還可以擔任司琴配合聖母軍們歌
頌祈禱！自娛娛人，非常高興，以
上教會活動希望今年繼續保持。
身體的健康是所有活動的基礎，
所以希望新的一年，能避免整天坐
著不動。只要出門採買，經過桃園
西門國小的運動公園 ( 有爬竿、單
槓、天梯 )，或南門市場旁公園 ( 有
單槓、滑步機 )，都利用時間運動
一下。只需幾分鐘便可練習爬竿，
引體向上、雙手懸吊、倒掛上槓、
訓練握力、腿力，保持肌肉不流
失，骨質密度不疏鬆。短程能走路
最好，五公里內可騎單車，盡量避
免騎機車與開車，如此核心肌肉有
力，身材不變形。
由於經常往返桃園與台北之間，
在大眾運輸工具如火車、汽車上，
遇到需要幫助的婦孺弱小。都會主
動伸出援手，不論是照顧小孩或是
協助行旅箱搬運，自己也會感到助
人為快樂之本，當然前提是須經過
當事人請求或是同意才行。
以上簡單分享是希望每人都能檢
討過去一年的思、言、行為，如果
沒有做好就應修正，繼續朝健康、
正向的目標前進。大家自然生活在
愉快的空間。如果歸錯於他人，自
己卻不願努力執行，那麼希望永遠
不會達標，與大家共勉之！祝大家
都有一個良善的新年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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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的魚和過往相比，過去長輩在市場
魚攤上常購買的「現撈仔」（漁船至漁
場打撈後當天趕市集拍賣的鮮魚），如
今已不多見，魚的尺寸比以前小之外，
價錢也上漲了不少。也就是說，市場販
售魚貨的種類、尺寸、數量皆與過往不
同，反映出目前近海漁業資源已經崩
潰，幾乎無法再像過去一樣，在相同作
業時間，於近海漁場內捕撈到足夠的漁
獲。

確實事關重大。威爾森指出，守護地球
生態環境有三個重要關鍵支點：人民組
織、科學技術以及政府，也就是說守護
地球並非僅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民眾
的力量同樣是不可或缺。事實上，我們
每個人的手中，都握有兩種票可以來改
變我們的生活，一種是象徵民主制度的
選票，用來選擇我們所期待的政府；另
一種則是鈔票，也可以用來支持我們所
期待的消費模式。目前國人已經逐步建
立起新的觀念，當國人發現健全的環境
海洋保育從餐桌做起
與自己所吃的食物來源密不可分，同時
生物多樣性之父——愛德華·奧斯本· 也認為食品安全是一項相當重要且切身
威爾森（Edward Osborne Wilson）曾 相關的民生議題時，就會轉而去購買友
說：「砍掉一棵樹，失去的絕不僅一棵 善環境且健康的食物；當我們開始在餐
樹，而是失去已知及未知的生物。」在 桌上意識到自己食用海鮮的習慣可能會
豐富又繁雜的生態系裡，每個物種、族 影響海洋生態系的健全時，購買海鮮的
群及所屬的群落都具有獨特的連繫，彼 消費模式就可以轉去支持具有永續概念
此制衡消長，構成微妙的動態平衡。以 並且友善海洋的海鮮產品。國內的知名
海洋來說，海藻不僅只是大海中氧氣的 海洋學者亦長年在推廣永續海鮮的挑選
重要生產者，其所排放的二甲基硫醚進 消費原則，並提供精美的指南資訊可於
入大氣中並氧化過後的產物，是生成雲 線上下載。
凝結核的重要成分，改變陽光的折射與
最後，不論人類是否能在探索外太空
反射，也深深地影響地表與海水的溫 中開拓何種新視野，我們都必須體認到
度，是調節全球氣候的重要關鍵推手。 這顆美麗的藍色星球，對居住在其上的
若當海洋裡的魚類族群滅亡，海洋生態 豐富生命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唯一存
系鏈結瓦解，海洋裡生產者及消費者之 在。
間既有的關係失去平衡，那麼對氣候變 臺 灣 海 鮮 選 擇 指 南 Seafood Guide
遷的影響以及對全人類的衝擊，亦是我 Taiwan 網 址：https://fishdb.
sinica.edu.tw/seafoodguide/index.
們目前所無法估量的。
因此，海洋對人類的永續發展而言， html

沙漠中智慧覓甘泉
◎作家／樹枝
沙漠自古以來就是地獄荒野，是連草木都
難以生存的乾熱地帶，動植物要想生存，除
非找到水源，否則……。在沙漠中生活中雖
然困苦，但還是有些土著在這艱難的地理環
境中戮力求生存且奮鬥著，他們是如何辦到
的呀！人類與動植物不管困境如何，其求生
本能多少存在，總會想盡辦法去克服萬難。
喀拉哈里沙漠是非洲南部的一大沙漠。沙
漠本身處於同名的喀拉哈里盆地中央。覆蓋
總面積約 900,000 平方公里。覆蓋波札那中
南部，奧卡萬戈三角洲南面，馬卡迪卡迪鹽
沼南、納米比亞東南和南非共和國北開普省
北的喀拉哈里盆地大部分地區。
沙漠內部氣候乾燥，潮濕季節為每年的 5
至 10 月份，年均降雨量約 200 毫米。地理
學家認為此沙漠在 1 萬 6 千年前形成。儘管
乾旱，喀拉哈里沙漠仍有多種植物群。原生
植物，包括金合歡和許多其他草類、還有刺
角瓜。喀拉哈里沙漠雖稱為「沙漠」，但是
不夠乾燥，作為具有降雨量的沙漠，它不是
嚴格意義上的一片荒漠，因為沙漠通常接
近 100％無降雨量。而真正 100％無降雨的
主要區域，是在喀拉哈里沙漠西南部（南非
西北部和納米比亞東南部的卡拉哈迪跨界公
園）。
喀拉哈里被發現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包括
大型食肉動物，如喀拉哈里沙漠獅子、獵
豹、金錢豹、鬣狗、狒狒和非洲野狗。猛禽
包括蛇鷲、猛雕等鷹、巨大的乳黃雕鴞和其
他貓頭鷹、隼、蒼鷹和鳶。其他動物包括牛
羚、跳羚等羚羊、豪豬和鴕鳥。有些喀拉哈
里內的區域是季節性的濕地，如波札那馬卡
迪卡迪鹽沼澤。這個區域則有多種嗜鹽物
種，例如數以萬計的紅鶴會在雨季造訪這些
鹽沼地帶。
處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水資源非常珍
貴，沒有水就同等於沒有生命。非洲當地的
狒狒對水資源相當瞭若指掌，土著（馬卡拉
人）為了尋找水源，會利用狒狒尋找水源的
智慧代為尋覓。他們是如何辦到的呢？通常
狒狒有一種好奇的心態，看到不一樣的東
西，就很想要知悉究竟。因此當地土著善用
狒狒這個弱點，做出小小陷阱（比如用野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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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1.29( 五 )~2.27
( 六 )11:00-19:00
林口臺地藝術家聯
展（A8 藝文中心）
2.1( 一 )19:30
靈感 啟發 洪于淳
大提琴獨奏會（國
家兩廳院演奏廳）
2.2( 二 )19:30
花 漾 箏 情（ 國 家
兩廳院演奏廳）
2.2( 二 )19:30
《Dactyl》 — 何
美恩與台大交響
（國家音樂廳）
2.3( 三 )19:30
2021 絲 聲 竹 韻
( 一 )（ 國 家 兩
廳 院 演 奏 廳 ）
2.4( 四 )~2.25
( 四 )9:00-17:00
台灣陶瓷雕塑學
會 會 員 聯 展（ 桃
園 展 演 中 心 ）
2.4( 四 )19:30
琴逢笛手－為長笛
及鋼琴所作（國家
兩廳院演奏廳）

發 表 與 出 版
Presentation and Publication
◎航空所／張瑞釗
科學研究的目的在創造知識、傳播知識及應用知
識，此亦為本院名為科學研究應負有之重要職責。其
中，傳播知識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本院工程師等公餘兼任大專院校教師、撰寫研究記
錄報告、碩博士論文撰寫、院內外期刊投稿、著書等
之發表與出版，皆是知識傳播之途徑。而投稿與著書
更是接軌國際的第一類接觸。
碩、博士論文之五大主軸：主題、貢獻、理論、方
法及發表中，研究之最終目的亦為發表。因此，如何
將內容發表，並為學術與實務界所認同與接受，是為
每位研究人員的共同目標與責任。
發表與出版
在逸光《英語教與學的革新》本欄耕耘已三年有
餘，本期同時也是在本院工程師生涯中的最終篇。有
幸，三年來參與本院各式期刊、文宣、海報之英文編
修，在英文寫作、翻譯及教學也累積相當之經驗與創
作。因此，與此同時將三年來之內容結集成冊，名為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共享院內外更多的
同學與朋友。
本書由英文句子結構之五大組成，分別賦予六個顏
色。透過著色後之主詞、動詞、蛻變片語及進化子句，
徹底了解句子組成，接著可以「速讀」任何英文句子，
增進閱讀能力。配合音節發音法 [1]，「速記」任何
單字。

回憶國小六年學國語的過程，在低年級時，每當看
報紙總是碰到生字以及複雜句子而受到挫折。然經過
中年級到高年級六年畢業時，寫起作文，已可順理成
章。
由此可見，語文能力的養成在於單字的累積以及句
子組成的熟悉程度。此兩者能力之建立完全是透過閱
讀。當我們能毫無困難且具有節奏及韻律地讀完並看
懂句子任何組成，就算獲得解析該句子的能力。
James 告訴我們 [2]，廣泛的閱讀可以填補英文能
力的漏洞 ( 如圖 )。漏洞即指單字及句子解析的缺憾。
英文能力養成的過程猶如國小時國語能力由低年級至
高年級一般，漸漸地將漏洞補滿。

詞。
「聯繫交流彼此情感，培養團隊默契，讓工作與生
活同樣精彩。」
“We cultivat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P2) with each
other in the team (C1) to achieve work-life balance.”
說明：此句以介詞片語 (P2) 及蛻變 1(C1) to+V，
當副詞片語修飾動詞 cultivate。另中文比較注重形容
詞，顧及旁白時間限制，以 positive relationships 及
work-life balance 表達中文的意義。
「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共同迎接航空新世紀。」
“(C3) Continuing a legacy of glorious history, ASRD (P3)
ushers in a brilliant new age of aviation.” legacy: 傳統，
usher in 即 lead in: 帶領，引導。
模仿與練習
說明：本句以蛻變 3(C3) V+ing 現在分詞片語當
除了出書，同時發表航空所形象影片 110 年版之旁 形容詞修飾主詞 ASRD，為常見的表達法，可多模仿
白英譯 [3]。一般寫作，實況的具體描述易，意義的 應用。此句用了兩個常用，但一般學子陌生的單字
抽象表達難。工作與職掌等內容屬於科技或半科技語 legacy 及動詞片語 (P3) usher in。
言 (semi-technical language) [2]，任何人的表達都不
記憶 legacy 及 usher in 之不二法門：查字典。朗文
致於有太大的差異。
線上字典 (Longman dictionaries online) 即可查到。查
然而，當我們看看片尾的結論與感言時，句子組成 到合乎本句意義之 legacy 及 usher in 後，將英英解釋
之用字遣詞及表達，則會有極大的不同。如何表達？ 與例句等內容，合併本句編入你的筆記字典。隨時重
秘訣無他，重複與密集的閱讀、寫作、模仿、練習而 複閱讀筆記字典，即可逐漸養成單字及寫作的能力。
已。以下是影片的片段。
「集眾學識智慧，熱情埋首於工作的同仁，是航空 寫作與投稿
所最寶貴的專業財產。」
很快的，40.5 年工程師的身份已告一段落，下期開
“Every employee’s intellectual knowledge and passion 始我將以另一角色，進入碩博士班學生相關的論文寫
for their work are ASRD’s most valuable assets.”
作篇幅。進修碩博士，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發表與
說明：本句用 and 連接兩個對等名詞形成較長的主 出版，亦即寫作與投稿。
相信基於本刊內容既有的基礎，加上以後各篇有關
論文章節寫作要領，可以裨益本院研究人員及進修的
同學。（待續）
參考資料
[1] 口齒清晰 : How to Articulate. 逸光 796 期 , 108.8.16.
[2]James B. De Lange, How to Improve Your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Business English Services &
Training Co. Ltd., November 2015.
[3] 航空所形象影片，110.1.12.

速記與速讀
2.5( 五 )19:30
台北柳琴室內樂團
全創作音樂會（國
家兩廳院演奏廳）
狒狒找到地下水源
作餌）引誘狒狒上當，趁機抓住牠並綑綁於
樹幹上，然後餵食鹽塊，這時狒狒會很高興
地把鹽塊當糖果吃，並且津津有味地猛啃。
（註：平常狒狒也會常找尋有鹽分的泥土來
補充鹽分）
狒狒思想很單純，不會考慮後果，鹽塊吃
完後會感覺很「渴」，急需補充水分。隔天
早上土著回到樹幹旁，看著狒狒眼神，便知
道渴得急著想喝水，於是把繩索解開，此時
狒狒連頭都沒回，拔腿狂奔去尋找水源。馬
卡拉人接著緊跟在後一路追，果然狒狒很快
地找到地下水源。這時馬卡拉人並不會去欣
賞水源美景，能找到水源才是最重要的。就
這樣，馬卡拉人順利達成「覓水源記」，也
算在困境中的生存智慧吧！
結論
人類生活在這複雜又競爭激烈的社會，遇
到困難在所難免，如何能在困境中找到方法
脫困，才是呈現智慧的最佳機會。一個生長
在貧困非洲荒漠地帶的土著（應該連受教育
機會都沒有），於艱難環境中都能善用天生
智慧，去解決生死迫切的民生問題。何況生
長在科技文明的現代人，在碰到困境的時
候，也能體會天無絕人之路，不恥下問地放
下身段，應用自己智慧婉轉化解小菜一碟的
窘境，期待能有美好的運勢。
就筆者來講，原是在夜間部讀電子計算
機，在 apple 2 尚未出來時，已經在寫程式
了。但由於一些原因，所以轉至專案計畫及
執行 ISO 文件，後來又當通信員、當過特約
記者，算是不務正業吧！轉換跑道後依然華
麗轉身至屆齡退休。筆者不敢說是有多高智
慧，最起碼挑戰成功而無憾。

2.6( 六 )~2.7
( 日 )14:30-16:00
2020 桃 仔 園 青 少
年劇場計畫《誰掀
起 暴 風 雨 》（ 桃
園 展 演 中 心 ）
2.6( 六 )14:3016:30 銀河谷音劇
團《國王的新衣》
（中壢藝術館）
2.6( 六 )19:30
中 華 國 樂 團 2021
新 年 音 樂 會（ 國
家 音 樂 廳 ）
2.6( 六 )19:30
2021 廖 珮 君 陳
慧如 雷怡蕙聯
合 音 樂 會（ 國 家
兩廳院演奏廳）
2.7( 日 )14:30
淡江聽濤 & 大湖愛
樂《 嘯 遨 江 湖 》
（國家音樂廳）
2.7( 日 )14:3018:00 桃園市街舞
文化藝術協會 - 第
五屆 Union21 高中
職熱舞社團聯賽
（中壢藝術館）

自我教練：八個簡單問句，讓你夢想成真(上)
◎作家／鄭家揚
教練心理學是現今企業界非常受到歡
迎的心理學新領域，然而會被命名為
「教練心理學」，顧名思義不難想見其
和體育運動的領域脫離不了關係，教練
心理學最早可追溯至 1972 年 Timothy
Gallway 出 版 的 一 本 暢 銷 書 "Inner
Game of Tennis"。作者原本為一名網
球教練，他無意間在某次訓練網球運動
員時，發現了教練式領導這樣的概念，
因而大大改變了其過往訓練網球運動員
的作風，教練不再主動指出運動員的
錯誤及提供改善意見，而以開放式的
提問幫助運動員探索，如此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帶來的成功，反而
使運動員能更有效地發揮潛能，自我發
現問題，並將以矯正。
教練心理學這樣觀點的典範轉換，讓
運動教練所扮演的角色充份展現了人本
主義 (humanistic approach) 精神，而
教練心理學相信每個人本來就有充足的
內在資源，這樣富有人本精神的視野，
使運動員不再像過去毫無思考地一味依
賴教練的指導，因而能夠自我反思，並
自我尋求更好的改善。於是自我教練的
觀點也相繼受此啟發，自問自答成為了
重要自我成長的關鍵要素，當你能夠問
出一個夠好的問題，可以認真去了解傾
聽自己內心的個別需要，往往就已經邁
向幫助自己解決困擾問題的一大半路
程，並且在經過這樣的自問自答，以及
在合適的提問反思後，你將能更了解及
發展自己。
當然可想而知，自我教練最廣泛應用
的領域是在個人的生涯發展上，因為生
涯的探索與發展，一直以來就是我們每

個人必經的人生大哉問，是我們窮其一
生都無法迴避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
被賦予了獨立自主、自由選擇的權力，
然而每一段生涯選擇的決策都將開啟另
一段不一樣的生涯旅程。心理學生涯領
域的大師 Super 就曾提出生涯發展是一
個終生歷程的觀點，且其發展階段可分
為：
(1) 成長期 :0~14 歲
(2) 探索期 :15~24 歲
(3) 建立期 :25~44 歲
(4) 維持期 :45~64 歲
(5) 衰退期 :65 歲以後
從此一理論觀點，我們可以知道，我
們的生涯發展是一個一脈相承的過程，
因而不管你是處在哪一個階段，也會各
自遇到不同階段的生涯困惑與迷茫。
我們在生涯發展的路程中，生而為人
多少難免會膠著於人生的交叉點上，有
過遲疑與徬徨，當我們處於這個時刻，
腦中常常會跳出一些疑問，例如：「我
有什麼樣的興趣與能力？未來我到底要
過怎樣的生活？要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命
意義與工作價值？」然而當這些毫無頭
緒的問句充斥在腦海時，往往導致我們
困在問題中而無法自拔。而此時自我教
練就會是一個使用的好時機，以下將試
著藉由八個強而有力的問句，來協助你
探索與審視屬於你的美好生涯，讓我們
隨著這八個有系統的問句認真回答，你
將會發現原來你要的答案就在這些問句
之中。趕快拿起你的紙跟筆，跟著這八
個問句一一描畫出屬於你的美好未來。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我們常常會把焦點不自主地放在不想
要的事情上，而沒有放在思考自己到底
想要的是什麼，人們的注意力其實非常
有限，這一個問句將能讓有限的注意力
聚焦起來，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不想要
的問題上，往往我們就會製造出更多的
問題，但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未來想要
的成果上，就會創造出更多的解決方案
與力量。
為什麼這個對我很重要？
人們在做任何事情的背後往往都有一
個更高的意圖，而這樣的意圖正反映著
我們的價值觀，平常我們很少會和人談
論自己的價值觀，因為價值觀很少能夠
在我們的意識層面清晰地顯現，但價值
觀卻又實實在在影響著一個人的所作所
為，而當我們問自己為什麼這對我很重
要時，就會迫使我們開始去思考行為背
後的意義，避免重複沒有效果的行為。

人們常常都是活在自我的世界當中，
我們做決定常常都是根據自己的感受與
想法，很少會以別人的角度去考慮他人
的感受與想法，這樣的問句能促發我們
的換位思考，跳脫出自己的角度來看待
事情，並以一個全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
自己所想要實踐的目標，因而得以看見
更多新的選擇。
我如何知道我已經得到我想要的？
人們往往對於夢想都只是大致而籠統
的模糊想像，沒有一個明確可辨識的標
準可依循，這一個問句將可以讓我們把
原本含糊的目標設定變得更具體化，當
我們有了具體清晰的畫面後，就會更清
楚自己未來想要去的地方到底是長成什
麼樣子，並且也能清楚看出自己現在是
否有朝向我們所設定的目標前進。

10 年 後 我 會 如 何 看 待 這 件 事 情 的 成
功？
人們常只能看到當前所遇到的問題、
為了近期的遭遇而煩惱，因而往往看不
見更長遠的未來，這個問句讓我們得以
當我得到我所想要的，我會成為一個怎 跳脫出現在的時間位置，以更長的時間
麼樣的人？
跨度來評估思考現狀，通常在拉長的時
這是一個涉及對自我身分認同的問 間軸上來回看現今所發生的事件，原本
句，身分得以使我們區別與他人的不 的煩惱與擔心都會變得不再這麼可怕。
同，並展現出我們的獨特性，這一個問 （待續）
句會使我們開始去探索自我的內在，認
清自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這種身分的 參考資料：
認同將能讓我們更有力量去堅持我們所 戴釗《自我教練：邁向自我實現之路》
選擇的價值觀，而不
再是盲從外在他人對
我們的期望。
當我獲得我想要的，
會帶給別人什麼樣的
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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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