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的小宇宙

有風，有雨，在那些日子以來

在每一個瞬間的現在，在未來的人生路途中

心存感激，遇見一起飛翔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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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佩伶、連芝淇

   我非常肯定士商的社團跟課外活動。站在學校教育的立場，一定要開放很多

各種學習機會讓學生學習，所以，除了在教室裡面的課程之外，例如團體活

動，早上朝會如何集合？參加社團如何互動？參加班際比賽如何團結面對？然

後完成目標，或者個人擔任服務隊或者志工，學會犧牲奉獻的精神，這都是學

習，因此我們的社團跟課外活動是值得肯定的。

　　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多元的生活，但多元的生活就代表有很多選擇，而要選

擇甚麼樣的人事物，多與少，沒有一定的標準；自己要花多少時間讀書？要花

多少時間跟同學互動？用Line或FB？花多少時間參加社團？花多少時間休閒娛

樂？聽音樂會或者是去逛街？沒有一定的標準。重點是，是否清楚自己在士商

要學習什麼內容。如果自己很清楚知道以後要進什麼職場，這個職場對我的要

求是甚麼，那我就必須花時間做準備。而自己的特質一定有優點與弱點，所

以，就去做發揮優點與改善弱點，那接下來的學習就依此規劃：功課要多少？

社團要多少？其他各項要多少？

　　當年校長考上師範大學，我的第一志願就是準備當老師，這就是我的目

標，大學四年就必須好好為成為老師做準備。我擅長跟他人互動，但更需要知

道弱勢學生的需求，所以我那時候就讓自己每個寒暑假都去當義工，去山地偏

鄉，去孤兒院，去接觸其他人。於是我擔任過國小、國中、高中職的營隊輔

導，去學習如何更進一步跟他人互動，知道他人的需求是什麼，這樣，我以後

當老師就可以全方位的幫助學生。所以，面對多采多姿的高中生活如何去平

衡？除了知道自己的動靜特質，接著要清楚自己的學習目標，接著要知道如何

達成自己的目標，這些清楚之後才開始去看自己的各個時間、各個領域要花多

少精力與時間，才會有平衡。

青春的舞臺－－歡喜來「鬥陣」

    對於學校，我當然希望不管哪方面都能更均衡發展，而且有更優秀的結果，

也就是我們的德智體群美、我們的升學、我們的入學，都可以越來越好。

　　對於學生，我真的非常希望士商的學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要

如何去完成自己的目標？設定目標之後全力以赴。當自己朝向目標全力以赴，

縱然跌跌撞撞，縱然流血流淚，一旦完成自己的目標就是自己的榮耀，這個過

程最後 產生的結果，我個人認為這就是校刊的主題－－青春。青春不是用來揮

霍，更不可以留白；青春是因為比從前的自己更有動力、更有熱情，比從前的

自己更了解自己與他人的個性特質，自己的小宇宙正在探索自己面臨的世界，

正要開始發揮更飽滿的動力與熱情，立定自己清楚的目標，用對方法，堅持到

底，全力以赴，不怕任何困難挫折與艱難打擊，達標後，分享或是展現自己的榮

耀，這就是青春。

青春的未來－－展望與期待

◎309班張瓊之同學，參加臺北市107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

  類）閩南語朗讀比賽，榮獲佳作。

◎廣設科參加107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囊括平面設計類、漫畫、版畫、西

  畫、水墨、書法各類前3名和佳作共23人。

◎106班吳佳柔同學參加107年中華武道盃全國傳統武術錦標賽，榮獲內家形意

  拳高中女子組第二名。

◎本校學生參加「臺北市107年度高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獲得佳績。

◎本校余熒熒教練參加107年全民運動會摔角項目榮獲金牌。

◎本校田徑隊參加107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榮獲佳績。

◎本校棒球隊參加107年臺北市學生棒球聯賽青棒乙組第二名。

◎胡慧兒老師參加107學年度性別與情感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榮獲佳作。

◎本校教師榮獲台北市第19屆行動研究高職組佳績。

◎本校柔道隊參加107年全國中小學柔道錦標賽榮獲佳績。

◎進修部205陳諭樺錄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度新南向中學教育雙

  向多層次沉浸式學習與交流活動」正取人員。

◎臺北市107年度高職人文閱讀活動績優表揚暨校園閱讀代言人成果發表，本校

  榮獲卓閱學校獎。

◎進修部205陳諭樺同學參加台北市107年度「姊妹市青年大使交流活動」甄選

  活動，以正取第一名入選。

◎進修部同學參加107年外語群專題及創意製作複賽榮獲佳作。參賽學生：古尚

  賢、黃品瑜、李詠馨、陳可恩。

◎進修部304吳亭儀同學獲選新北市躲避球隊員參加107年全民運動會榮得第二名。

士  商  榮  譽  榜

  士商學生這幾年的學習，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比較主動，學生的自我意識也

比較強烈，這個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優點是如果同學很清楚知道某項學習對自

己的人生有幫助，通常主動的同學就會主動規劃，然後就可以好好規劃學習的

時間、進度與內容；但如果缺少目標，越主動越活潑的同學，可能就會到處游

離，定不下心來學習，某些課可能聽課，某些課可能選擇放棄，某些活動可能

參與，某些活動可能就不願意參加，這就很可惜。士商很棒的學習環境，如果

不能在此好好定下心來學習，三年時光很快就過去了。因此，我要勉勵各位同

學，主動、積極是對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青春的脈動－－士商人的學習狀況？

   士商的學生動靜皆宜。首先，士商的同學在面對未來挑戰的時候，要很清楚知

道未來的社會職場需要什麼樣的人才。第二，認識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可能非常

活潑，或是可能比較文靜，這是士商同學必須思考的；更進一步的是，如果想清

楚自己的特質是什麼，想從事的工作是什麼，那在士商三年要學習什麼。

　　士商同學的特質都不同。有的人很活潑，可以走社團，可以走團體服務，

公共服務；有些人很會讀書，可以在課業上加強；有些人技能很強，可以走技

能競賽檢定。每個人特質都不同，大家未來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但是無

論哪種特質，同學們請記得這三個點：第一，要對未來的企業認識；第二，知

道自己的特質；第三，我在士商要學哪些東西，以便邁向未來的目標之路。  

青春的小宇宙--士商人如何發揮自我的特質

給正值青春的你們　　家長會會長　杜昭瑢

   高中生的你們正值青春年華，但也代表你們都長大了，這時候某些父母卻也很委屈的要看孩子們的臉色過日子；就我家那個有

些難搞的兒子，他那特異思想的行為模式一直都在持續啟動中，平常在家都用耳機塞住耳朵，只選擇他想聽的問題回應你，這個兒

子最近還把家裡當作飯店在住，回家只為了洗澡、睡覺跟換衣服。或許青春無敵，但是在你正值青春期的同時，也請你不要傷害到

你身邊的親人，因為唯有家人是無怨無悔、不求回報的願意對你付出的人。

　　青春也是活力的象徵，所以我總是鼓勵孩子要在快樂中學習，在學習中肯定自我；成績雖然不代表一切，但是孩子們，未來必

須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所以你們需要具備更多的能力才能面對外界的競爭。

　　林書豪也說過：「機會是留給隨時準備好的人！」現在的你們平時就要好好地充實自己，多方面的吸收新知，千萬不要因為一

點小挫折就退縮，拿出你青春的戰力指數，不屈不撓，不放棄夢想，機會來了，也要懂得把握，認為對的事，就迎面去做，找出自

己正確的方向，才能如願以償。青春期後即將成年，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都要負起更多的責任，除了道德的責任，也包含法

律上的責任，因此你們也必須學會對自己的言行舉止負責，待人處事更要合乎規範禮節。無論何時，千萬不要讓自己的青春歲月白

白地流逝了，繼續展現出你們的熱情，活出自我，選你所適、愛你所選。青春無悔，加油！

人生中的苦與樂　221李妮

　　有時，總被壓力的枷鎖困著；有時，又被時間的流逝追趕。在無形的砧板上，

似被刀俎的魚肉，巧妙地被分割，人生像極了待處理的食材，任由瑣碎的事物徐徐

宰切。

　　經常性的習慣陷入沉思，思考中卻屢屢充斥著繁雜事物，他們能左右我的情

緒，亦能使我對自身開啟無限探討，每每逼迫到一個極限，就讓我想闖入桃花源肆

意妄為。通常這些苦惱的事不完完全全地源自於一個出發點，正是因為他們起源地

不一致，才促使我感到非常懊惱。只要開始一一處理事情時，肩上彷彿扛著無限重

擔；只要時間急匆匆地奔跑時，我就得背負著重擔，開始沉甸甸的加快步伐。每當

跑到氣喘如牛，心中便會想：「即使精疲力盡，雙腳還是必須邁出。」人生道路上

就算是再艱難、再險惡，人們何嘗又不是咬著牙、硬著頭皮跨過阻礙？而人生看似

困境無窮，毫無喘口氣的機會，卻又往往不是如此。

　　登山者在爬山之時，總是汗如雨下、氣喘吁吁，但之所以能站上頂峰，便是適

當休息的功勞。登山步道上，總會在一段距離之內設立數個涼亭與觀景臺，累了，

不妨停下步伐，立坐於涼亭，沐浴著清風，聆聽著蟲鳥鳴奏，等待有精神了，再繼

續向上而行。在登頂的過程固然疲倦不堪，這是「苦」；在涼亭稍坐之時，所觀看

的美景，所品嘗的氛圍，便是「樂」。人生不也如登山一般，在打住步伐間，尋覓

平日裡所察覺不到的幸福嗎？

　　在到往成功的路途中，人猶如待宰的羔羊，緩緩被分割；在邁入美好的階段

裡，人又似想征服艱困，爬上頂峰的登山者，徐徐地喘著。而在這些過程中，休

息、放鬆、娛樂便是最好的快樂。累時，不妨仰望天際，或許會意外發現，今日的

天空有別於往日的湛藍。

能力　309葉禹彤

　　多數植物都長在泥土中，與其他草本一同生長、一同競爭，成長速度較快的，

自然會成為一棵高大壯碩的大樹，但其餘較弱小的，不但沒有足夠的養分，原本屬

於自己的陽光雨水分，也被一旁的大樹吸收了。

　　在窗邊的這株幼苗卻不一樣，雖然沒有泥土，卻可以獨享水分及陽光，不必與

其他植物爭取，相對的，沒有可以紮根的地方，也就無法長得像旁邊花園的樹一

樣，自己得珍惜每滴水，也須珍惜每一束灑下來的陽光。

　　有人想在具有競爭力的環境下成長，希望自己能成為站在最高處，得到最多資

源的成功人士，但強求自己做不符合本身能力的事是求不來的，不如像窗邊的小

樹，按照自己的規劃，運用稀少的資源，不但不會遭受社會淘汰，也能在自己的一

方角落生長茁壯。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不是這個年代的代表詞，人人都有生存的權力，只取

決於自己如何掌握自己的權力，找到自己的一小塊地，等到時機成熟，將會成就一

座美麗的花園。

處處留心皆學問　109林云熙

　　論學習，很多人總想到眼花繚亂的筆記、深奧艱澀的課本內容或課堂教室裡的

沉重壓力，但我們往往忽視了那些存在生活中的小學問、大道理，我們是不斷在學

習的。

　　小至擦身而過的路人，大至大自然的奧秘，其實我們身邊都充斥著許多「老

師」。小時候在雨過天晴的校園花圃觀察螞蟻大遊行，見螞蟻們在磁磚間穿梭，匆

忙卻有條理，密密麻麻聚在果子前，再浩浩蕩蕩回到花圃裡，怪有趣的。團結的力

量真是偉大，現在回想起來，的確，螞蟻們為我上了一課：若想成為優秀的領導

者，或是團體裡有貢獻的一分子，就必須如此有效率與紀律，才能做好每一項任

務，這或許是牠們與生俱來的天分，值得我們效法。

　　有沒有哪一次萍水相逢，遇到美麗的過客？有些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人，就是

為了幫我們上課，啟發我們的生命智慧，然後轉身就走。有次搭公車，正值大年初

一，經過行天宮時，乘客如潮水湧入車內，其中有位老婆婆扶著小推車緩緩靠過

來，我下意識立刻讓座給她，她微笑道謝坐下後，便和我聊起來：「我從永和一個

人坐車來」她說「我已經九十七歲了。」我當下有些訝異，看看老婆婆的手確實佈

滿歲月的痕跡，「好好珍惜現在的自己呀！」簡短的話語卻觸動我的內心。我聽

過、讀過無數「珍惜光陰」的句子，卻不曾有過那時當下的感動，「我會的。」我

回答。

　　生活中，總有許多不經意卻深深影響我們的人事物，用不同的方式帶領我們學

習。每一處、每一剎那都有知識的殿堂，處處留心皆學問。

處處留心皆學問　118洪以理

　　「學習」是有起始卻沒有終點的動詞，我們每一刻何嘗不是學習？至於學習

的對象，又有甚麼分別呢？現實生活中，路邊的野貓、野狗、小花、小草……都

有可能使我們領悟，發覺那位我們一直追尋答案的生命導師。

　　幼小開始，我讀遍數不清的童話故事和教科書，也認為自己的基礎是爸爸媽

媽用心栽培，一直不斷施肥澆水而來的成果；但自從那天起，我就完全沒有勇氣

說自己是完美無缺。

　　一天早晨，窗外的天空還是一樣的湛藍，我在家隨意翻閱報紙，剎那間，眼

睛被一則新聞標題吸引：兩位高中女同學為坐在路邊患有尿失禁的老伯伯擦腳。

哇！真的非常不得了，居然有人冒著被弄髒的風險，去靠近那位老伯伯，如果是

我，當下一定認為與其麻煩纏上自己，不如不要理會他，能閃多遠是多遠，但她

們的想法與做法卻跟我截然不同。驚訝之餘，不禁細細探究這篇報導。

　　她們的想法很簡單，就只是覺得老伯伯可憐，想去幫助他，不管自己有事情

要忙、要趕，也不是想讓自己的善行被大肆宣傳，就只是單純的想把老伯伯打理

乾淨，送他回家。但是這樣的善行對我來說，不單單只是小小的舉動，而是像一

記耳光重重地賞在我臉上，教訓我自尊心太高，教訓我態度太傲慢，教訓我自我

感覺太良好。

　　我曾經是那樣傲慢，卻透過一個無心的舉動，讓我得以反省，不再重回那高高

在上的過去式；原來，短短的一則社會新聞報導，也可以是轉變我生命的導師。

校長專訪

如果當時　322李佩佳

　　「明日是父親節，大家來寫卡片吧！」孩童此起彼落的應答聲迴盪在耳邊

……。有人喊著自家老爸有多邋遢，有人怨著父親嚴厲又可怕。我莞爾笑著，不曾

理解擁有一個從未擁有過的事物是怎樣的感受，我曾以為我會一輩子地不以為意，

但誰又知道是否我的潛意識中，還藏著那一點渴望？

　　如果有那麼一天，我能走進我本不該存在的平行時空，暗示也好，託夢也好，

只是告訴那個人：「你真的要這麼做？能否更加謹慎、更加小心地確認，此刻的決

定不會帶走幸福，不會帶來悲傷，而你所執著的未來，並不是空無一物。」試著大

膽地假設他聽見了，也實行了，並且他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了。那麼，三歲前，母親

不再需要疲於奔波，她能擁有健康的身心，和另一個人一起照護我，我們一定美好

得像電視廣告上的全家福；七歲時，我會拿著撒滿房間的塗鴉，急著分享給那位據

說與我同樣癡迷於繪畫的人。兩人吵架時，會有一人調和；一人忙碌時，會有一人

伴我，掛在牆上的純真畫作裡，會繪著幸福的一家三口。

　　可惜，人生沒有「如果」這個按鈕。在歡笑聲落幕後，迎來的是往幼兒園出口

的無盡盼望，直至最後一聲稚氣的「拜拜」落下，我仍在等待。逐漸地，薄暮之時

的靜候已成為常態。放學時，伴著電視裏的熱鬧，一邊啜飲點心；六點窺著母親疲

憊的臉龐，咽下晚餐，平凡的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一分一秒構築出我的遺憾。

　　「今天做妳最喜歡的三杯雞唷！」母親揚起的笑容，驅散了她臉上原本的憔

悴，無論如何辛勞都不吝嗇於給予我擁抱，美味的飯菜軟化我的味蕾，溫柔的笑靨

滲透我的心扉，屬於愛的溫度一點一滴造就了我。人生沒有「如果」鈕，似乎也不

需要，有酸有苦、有甜有美好，短暫浮現的那一點可惜，不過是生命的調味劑。比

起冀求冰封在潛意識裡的如果，不如把握當下的暖陽，沐浴在專屬的日常幸福中。

採訪：簡佩伶、陳忻伃、張雅茜

青春的書寫
青春的書寫

中華民國法務部反賄選專線：0800-024-099 #4
網址：https://www.moj.gov.tw/cp-225-45186-efbc9-001.html

青春夢想     進201康晏綾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從小，我們透過各式各樣學習，其目的就是從中探討、

發掘自身的天賦、興趣，進而自我設立一個目標，這就是夢想；或因仰慕某些偉

人，以他為榜樣，自許自己能與之並肩，這也是夢想。人們的夢總是千奇百怪、夢

幻無比，希望能藉由名為夢想的顏料，在人生的布幕上塗上顏色，使人生不留白，

活出屬於自己的驕傲及精彩。

　　「有夢最美，逐夢踏實。」雖然我們在追尋夢想的途中，難免感到遲疑或無

奈，彷如迷失在無邊森林中，不知道要往何處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疑惑雙腳要走

往何處、目光要注視何方？雖然夢想有些狡猾，它總是躲在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

卻又好像沉在我們內心的汪洋中，只是還沒浮出水面；它是如此模糊、令人無力的

存在，卻又有極大的吸引力令人難以捨卻。

　　年少如我，正處在最徬徨的時刻！我凝神眺望著：前方好像有道路，那兒似乎

有曙光；可是各個都不是我的答案，我仍然要前進，依然要繼續尋找！雖然很累、

很無力；可它就是那麼有魅力，令人想找出它、得到它，在人生中填滿色彩，活得

熠熠生輝，燦爛絢麗！

　　九把刀曾說過：「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有實踐的價值。即使跌倒了，姿

勢也會非常豪邁。」每位追尋夢想、實踐夢想的人都活出生命之美，他們任意在人

生的布幕塗上亮眼耀目的顏料，揮灑個人特有精彩絕倫的色彩；反之，無夢之人是

活得如此暗淡無色。我想，青春是夢想最大的奢侈。



　　我目前就讀台北商業大學夜間部資訊管理學系二年級，現階段與家人同住。

大一升大二的暑假因為個人規劃的關係，決定暫緩腳步休學一年，並開始將目光

聚焦於職場上。休學後，在貴人的推薦之下，進入企業補助的法人機構工讀，並

於現在擔任產創平台計畫辦公室資訊管理工程師（ＭＩＳ）一職。

　　由於就讀夜間部的關係，平常並沒有什麼機會參與社團活動，假若學弟妹對

於大學生活的各式活動抱有憧憬的話，可能就不太適合選擇夜間部的相關科系。

大學時光，除了盡情玩樂體驗外，如何在這短短四年間精進自己亦是十分重要的

事，以下是我個人給予學弟妹的幾點建議：

   一、遊刃有餘的運用時間：無論是面對高三的備戰時光，或是時間十分彈性的

大學生活，有效率的安排時間都是非常必要的－－「不要將過多的時間花費在無

意義的努力上」每一天的時間就那麼多，如何用同樣的時間換取一整天執行上的

最大效率，我相信這是每一個人都需要進行思考的課題。

   二、從電玩學習目標規劃：很多電動遊戲都是以破關的方式進行，可能是讓你

拯救公主，也有可能是奪取莫名其妙的寶藏。其實規劃自我目標也可以用這種方

式進行，先設立一個最終的目標（如拯救公主）並在這個目標前面規劃出一格一

格的階梯（小關卡）。就這樣，突破小關卡的成就感與踏實感將會督促你更願意

繼續走在達成目標的路途上，是一個很有效果的規劃方式。

  三、善用「學生」的身分累積實務經

驗：大學後的打工盡可能以「學習目標」

為目的去尋找工讀與實習機會，大學期間

的打工生活，正是累積經歷與實務結合的

大好時機，不該再以純粹的賺錢作為短期

目標。畢竟在職場上，「學生」這個身分

真的是非常有力的免死金牌！

　　最後，期許大家都能走在自己想要的

道路上。祝福你們。

   大家好，我目前就讀嘉南藥理大學保健營

養系三年級。大一大二時，因為對校園及周遭

環境還不太熟悉，故住在學校宿舍，等三年級

較為習慣時就搬出去住了。一般來說，會想住

外面不外乎幾個理由，例如想要有自己的空

間、想要和自己喜歡的人住或是本來就不習慣

與他人同住等等。在經歷了兩年的宿舍生活，

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那就是：好的室友

帶你上天堂，壞的室友帶你下地獄。

　　住宿舍必須意識到，這並不是自己個人的房間，環境整潔是要共同維護的，

彼此相處要有互相幫助的心。宿舍中最令人煩惱的大概是左右鄰居太興奮晚上不

睡覺擾人清夢一事，面對這種事，建議學弟妹們可以先跟對方溝通，若是情形未

改善就務必要告知舍長做處理。

　　上了大學，若是住外面，會明顯感覺到自己的成長，因為這是第一次學著照

顧自己，生病了自己去看病，餓了就想辦法餵飽自己，而非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要學習運用有限的零用錢，學習自主規劃讀書進度與時間等。此外，大學的交友

情況跟高中不同，自己未必會每天都見到同班同學，所以同學彼此間的感情可能

不那麼深刻。不過大學裡也是有充滿光彩活力的一面，端看自己怎麼去爭取、去

改變態度、去放下成見，就像人與人之間，若交朋友還要看他身上的行頭或是因

為同學沉默寡言就覺得對方孤僻難親近，又或者想成為受歡迎的人卻不參加任何

活動等，一味地用貼標籤及抱怨心理去看事情，如何能開心地過大學生活呢？

　　因為學校在臺南，故不常回家，又因為沒機車也無法騎出去外面蹓躂，只能

靠同學載，比起台北的交通發達和秩序，完全是相反世界，但即使如此，台南的

幾個大景點還是都去過了，最喜歡的大概就是漁光島－－沿著蜿蜒的樹林小徑走

入，是一片碧海藍天，踩著沁涼的海水，順著海岸線信步而行，隨手堆起一座沙

堡，在時光緩慢推移下漸漸地一抹橘紅染上天邊，催著人們歸去，漁光島，對我

來說，是臺南的浪漫。

　　高二下，我經歷了一段自我懷疑、探討的過程，終於選擇跨考別的類科，於

是高三的我，只能用一年的時間來準備別人學習了三年的課程，縱使辛苦，我卻

甘之如飴，偶爾也會有心很累的時候，朋友間互相加油打氣，為彼此的目標努

力、老師的支持及家人的關心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最重要的是適當的休息，找

幾件能讓自己放鬆的興趣，像我就是聽搖滾樂，甩個頭，聽著他們的嘶吼，感覺

我的煩惱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或是看部感人的電影大哭一場，也是個不錯的選

擇。

　　希望學弟妹們能夠好好思考自己未來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如能提早想好，便

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支出與精力，若還是對未來感到茫然，不如選定幾個方向

試試看，不要害怕失敗，人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縱使讀了喜歡的科系依舊會碰

到問題，但曾經有句話說：生命是我們自己的，它長什麼樣子都應該是我們自己

的責任。怪罪給其他人，太懦弱了，那都是為自己的不勇敢找藉口。勇敢嘗試，

慢慢前進，一定要相信自己是獨特的，不羨慕、不模仿、做自己，找出屬於自己

的路。

　　我就讀台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一年級。住在學校宿舍，六人房。畢

竟是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剛開始多少都會有點害怕或者不適應，剛搬進宿舍時花

了整整一個禮拜來習慣周圍的環境，還有與剛認識的人同住通常都會有點拘束，

但現在比起剛開始好很多，不僅是與室友相處得很好，還有一種家人的感覺，一

個禮拜至少都會一起吃個飯。

　　我覺得現在跟高中的差別大概就是課程安排比較彈性，偶爾老師上完進度就

會提前下課，然後讀書真的不像高中老師一樣每天都會盯，然後出一堆的作業，

變得很多事情都要自主。加上課表有空堂的緣故，班上並不會跟高中一樣會一直

待在一起，以前都會收手機，但是到了大學手機成了上課常會使用到的工具，偶

爾老師就會在課堂上叫我們把手機拿出來查詢一些重要的資料或者是分組討論的

時候可以使用。

　　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一出校門口對面就是一中商圈吧！但也因為這樣所以

學校沒有學餐，還得走出學校才可以吃到飯，但日常所需的東西都可以以最快速

度最短距離買到，也是有好處的，雖說高中附近也有士林夜市，但兩個差太多太

多，畢竟一個是各種東西都有的商圈，一個只給觀光客或著學生下課逛逛。

　　社團方面，我參加系籃，球隊的練習時間是在星期一二三的早上及晚上，我

覺得要看每個人參加的是什麼社團，就我來

說練習完都會很累，變得不想讀書，但是只

能告訴自己不讀不行，看書這件事情是要慢

慢培養的，如果哪一天你突然怠惰就有可能

會一直怠惰下去，所以不管有多累我都會在

練完球洗完澡後多少看一點書，大一雖然有

一堆的必修讓自己覺得時間不夠，但聽學長

姊說過，大一也是四年中最輕鬆的一年。不

要害怕，想做甚麼就做甚麼讓大學生活精彩

一點。

　　我一直在成績方面對自己要求很多，也

或者說是有種不服輸的心態；雖然不是全科都很厲害的學霸，但至少我有達成自

己給自己的目標，每個人的學習方式都不同，但我自己在科目分配上沒有特別規

定甚麼時候讀什麼，想讀什麼就讀什麼，然後一定要跟著學校老師的進度，我高

三不像一些人會選擇去補習，因為我能感覺到學校老師的教學方式很好，不會就

要問，作業一定要按時寫。自我鼓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的

話，不管別人說甚麼都只是暫時撫慰心靈的話語，而且這可能是人生中面對的最

後一次大考，為何不用自己的全力去準備？雖然過程中一定會遇到挫折，但要相

信自己的能力，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全看自己願不願意。

　　最後，學弟妹們！雖說高三的生活挺苦的，但不要想太多，再苦也只苦這一

年，祝福各位都考600讚讚讚！備審都可以拿高分，面試都可以被教授喜歡，模

擬考也可以考得很好!

　　我就讀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二年級。目前在校外租房，兩人同住。住在學校的時候是真的很方便，都可以回去睡午覺，東西忘了拿走回去就好。室友的好壞真的

是看運氣，有時候不是不好的室友，就只是單純不合，那也沒有沒關係，畢竟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不要太介意。

　　大學生活太自由，空閒時間太多，所以一定要做好時間規畫管理，有空的時間可以做點自己想做的事。

　　臺中很少下雨，天氣都蠻乾的，很棒。車況很亂，騎車要很小心。我在服飾店擔任美編，對於設計系的學生是個很棒的工作，因

為設計系已經很忙，而這份工作打工時間算短，一個禮拜只有兩天，很好取得平衡。雖然跟我們學的沒有太大的關係，但可以學到很

多不同的技巧與知識，也學會如何與人互動。

　　高三準備升學考試時，最主要的原則就是：一定要睡飽。有些人會為了讀書熬夜，我非常不懂，熬夜的時候腦袋已經昏昏脹脹的

沒辦法思考，花再多的時間在課業上也沒有用。

　　最後建議學弟妹們，該玩的時候要好好玩，但該讀書的時候還是要好好讀書。畢竟大學只有四年，但未來卻是無限，不要讓未來

的自己後悔。

　　我目前就讀於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創新經營學院

商業設計管理系四技二年級。我們學院是設在桃園

的平鎮校區，面積與士商差不多，校內有三棟學生

宿舍，都是四人套房，有獨立的廁所及衛浴設備。

在外住宿，可以聽不到爸媽的碎念，但是需要自主

管理好自己的一切，尤其是洗衣服、吃飯與宿舍室

友的人際相處。如果室友生活習慣不同，對自己的

學習會很不友善，能換就需把握機會。另外困擾的

事情就是吃飯的選擇不多，因為學校位於交流道附

近，周圍商家甚少，若想吃不一樣的餐點通常都要搭公車或私人交通工具到稍微

熱鬧的路段，或者和同學一起叫外賣。但是平常要找同學或者找老師都很方便，

因為同學們或老師大都會待在學校。

　　大學上課是依科目到不同的教室上課，大學的老師都有自己個人的研究室，

少數則在一間大辦公室。至於課程時間，一堂課都是二或三節課，除了必修課，

還有選修課程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課表由自己決定部分課程，因此每天

的作息就不會像高中時那樣規律。學校也常舉辦商業類型或是設計類型的演講，

每次聽完都是收益良多。人際方面在大學同學之間可能小團體互相較熟悉，可能

會和某些同學沒什麼交集，因為一個班級都有五十人左右，可能半個學期才認完

全部的同學，因此，請學弟妹們務必珍惜高中同學共同相處的時光！大學課程內

容當然會更專業，需要自己去學習的時間也更多，並不是老師上完課就結束了，

課前課後需要去學習的資料也要花比上課還多的時間去準備，有句話說：「前人

領進門，修習在個人。」就是大學的寫照。

　　學校位於交流道附近，如此偏僻的地方，好處大概是看夜景，在教學樓的樓

頂可以觀看流星雨，天氣晴朗的夜晚都能看見繁星點點高掛天空，像極了到大學

過鄉下生活，四周都是田園和公路，在學校後面有座落羽松林，秋天時很美，非

常適合拍照，網美照垂手可得。週末的中壢火車站商圈有種身在東南亞城市裡的

感覺，所以週五我會回家，而且我不會選擇在週末回學校，不是不喜歡他們而是

不喜歡那種奇怪的氛圍。

　　社團方面，我參加了攝影社，目前是副社長兼器材兼財務（因為幹部只有三

個人），每週都有外拍或校內拍攝的社課；我也是商設系學會的一員，商設系學

會是我們校區以活動多而出名的系學會，因此社團及系學會佔用自己很多的時

間，平時除了寫課業報告及畫（做）設計作業之外，其他時間都是準備活動，所

以，學會時間管理很重要！

　　高三時，高度集中的壓力、考卷與講義其實很難熬，而我的學習方式是跟著

老師的進度，每天留在學校晚自習，精神不好就回家睡覺，隔天早上再讀或者晚

自習小睡一下再繼續讀，到寒假過後就已經習慣了高壓的生活。調適心情的方法

很多：聽歌或者彈唱烏克麗麗，或是欣賞自己偶像的演出節目；每天回家會和媽

媽聊天說笑；和老師們聊天，和同學偶爾聚餐吃美食放，或者考完模擬考去唱

歌。

　　最後，請珍惜高中三年身邊的老師、同學、社團、服務隊的時光，上大學了

通常是自己一個人奮鬥。加油！考上自己想去的大學吧！

    我就讀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二年級，住在臺北家裡。 大學班級的感覺跟高中差很多:高中，一個班級每個人每天從早到晚同一堂課；但在大學，除了必修課

以外的時間，大家都是依照自己的喜好來選課的，所以要跟班上每個人都認識，其實很難。

　　社團方面，我現在是熱舞社的社長。一開始真的蠻難兼顧課業，但之後就好多了，因為學會了時間管理。我覺得時間管理非常的重

要！我有一本本子，我會把所有事情，像是考試、作業等，都寫上去。我會自己看哪個時候很忙，然後就要告訴自己哪些事要先做，做

好排序，這樣才不會所有事都擠在一起，然後弄得很累。對我自己而言，大學已經是自己最後一個學生身份的階段，我不想把我的四年

都花在學業上，這樣畢業回頭看，我的大學生活一點都不精彩。應該要好好把握這四年，不論是想玩、想交友、想戀愛，因為雖然這些

是出了社會一樣可以有，但那感覺跟心境是截然不同的！

　　高三時，我靠我的信仰－－禱告。而且上課認真上課，有問題馬上提問，不熬夜，以及適時的放鬆。現在回想起我的高中生活，都

還是會覺得很美好。士商有很多的競賽、活動，都是很好把班上的感情凝聚起來的。我們班即使在高三準備統測的時候，大家感情也非

常的好，因為大家是一起為著各自的目標努力，我很喜歡那個氛圍。高中生活也是要好好把握的！

臺北的天空　黃榮昌學長

臺南的天空　王昭惠學姊

臺中的天空　彭怡心學姊

臺北的天空　林承恩學長

桃園的天空　黃仁潔學姊

臺中的天空　張潔馨學姐

       青春的飛行奏鳴曲
青春的小宇宙，飛鵬遠颺，在告別陽

光 召喚鳳凰花的季節之後，笑

傲

天
際的姿態，依舊美麗，依舊帥氣

青春的小宇宙，美麗是必然的，帥氣是必然的

有風是必然的，有雨是必然的，遇見一起飛翔的夥伴，也是必然的

我們都在青春的小宇宙中，飛翔……

青 春 的 小 宇 宙 ， 幽 微 的 鱗 光 終 將 轉 化 為 耀 眼 的 羽 翼 ， 振 翅 的 飛 鵬 終 將 遨 遊 在 壯 闊 的 天 際 。 而 此 刻 ， 沉 潛 的 飛 魚 少 年 正 星 海 湧 渡 … …

  士商學長姐大學生活的天空彩繪

士商桃李慶六七

   風樓菁莪耀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