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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因爲夢想而偉大，因為感恩而幸福，因為學習而改變，因為

行動而成功。 

最近有個機會跟兒子促膝長談，瞬間覺得那個一直叛逆長不大的

小屁孩，居然轉變成為大人了！原來跌跌撞撞一路走來，兒子從

懵懵懂懂中，找到了自己的夢想跟目標，因為人生有了方向，也

填滿了他空虛的心靈；我告訴他：有些人茫然了一輩子，都還不 

確定自己將來要什麼？而你卻在18歲就立定了自己未來要走的路，為此我替他感到開心與感動。但是在學

習奮鬥的過程中，多少難免會遇到許多挫折，記得「放棄只需要一秒，但後悔是一輩子」，如果你選擇了

放棄，將來就不要有所抱怨；雖然你可能不信，但是人生的路還很長很長，也許走著走著就開闊了，虛心

學習得來的，都是你人生的智慧，也終將成為你生命中的養分；所以不要害怕失敗，因為它是成功之母。 

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每個人都要通過不斷地努力，才能去決定自己想要生活的樣子，無論人生的路是難或

易，都必須走過，就算將來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在一定的反省下讓自己變得更強大、更獨立、無人能敵、

百戰百勝；切記在成功時要懂得感恩，遇到磨練時要學會堅韌，隨時預備好自己，等待下一個翻轉的契機。 

會長期許各位同學，畢業後好好發揮你的智慧，創造自己美麗的人生，成功之餘别忘了老師的諄諄教導，

更別忘了父母的養育之恩。最後僅代表家長會祝福各位同學鹏程萬里，畢業快樂。 

 

家長會會長  杜昭瑢勉字 



  即將離臺飛往紐約的倒數一

週，我前往位於西門的聯合醫院

進行一次例行篩檢。方坐下，處

室人員遞了張問卷給我，提筆一

見首題便是：「您的性別是？」

我頓了一秒，勾了最後一項：

「其他」，便接續著作答。閱答

完畢，負責人一手騰過那張問卷，

準備與我一齊評量自己的風險。 

  「欸？其他？」他瞥見第一

題的答案，張口便要問，「好特

別啊。」他連著說下去，「一般

我看到都是男性或女性，也有看

過勾『跨性別』，但『其他』還

真的很少看到。」「因為我不認

同自己是男性或者女性。」我靜

靜地解釋。 「那很好啊。代表你 

一個「其他」的人： 
你還堅信性別光譜嗎？ 

性別也許不只存在 
「男性」與「女性」， 

而是一道光譜， 
其間蘊含著無限可能的型態。 

還在…」他停下，似在忖度著用詞。我想著，

你可別說出「還在摸索」等類的話。「你知

道，性別是種⋯⋯」光譜？「維度。」他最終

艱難地吐出二字。我淺淺拉斜嘴角，「嗯。」

他咧開一張笑臉，散著種正能量，我無由地

感到胃部有陣酸軟。 

  望向問卷的後頭，於尾聲時，他冒出一

句：「所以你現在身分證上應該還是男性嘛，

將來你也可以換成女性⋯⋯」「我不認同自己

是男性，也不認同自己是女性。」我開口，

又給了同樣一句，不慍不火地。「喔！」他

看來有些侷促，但隨即又調回一貫的正向頻

道，「做自己，很棒。」最後他補上。 

  步出醫院後，我不斷思索此次經歷。一

方面感嘆人類的分類本能，對於無法歸類的

事物感到恐懼；一方面更無奈，二十世紀的

婦運、同運至今，人們對於性別的理解，並

無根本上的改動。許久以前，人們開始意識 

影像來源/Pinte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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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性別也許不只存在「男性」與「女

性」，而是一道光譜，其間蘊含著無限可

能的型態。於是我們有了「中性」及「跨

性別」等概念。 

 

那「其他」是什麼 

  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1990年出

版的性別、酷兒理論鉅著《性別惑亂》，

迄今近三十年。而其作中提出最驚世亦最

經典的概念便為「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意即性別是透過不斷

重複實踐概念中理想的性別形象來鞏固的

一種文化理念與積習，無人生來即為「男

性」或者「女性」。反之，人們皆透過永

恆的規訓而被陶鑄成為某種性別。 

當每一個人都能夠安於成為「其他」， 
便再無其他。 

真正地，還給所有人作為一個「人」去
淌流血淚的一生，純粹的自由。 

們不僅得意識到性別本身的操演性，

更須從根本上打破性（Sex）及性別

（Gender）的二元性。 

  2017 年，我終止了自己的「男

性」認同，既不再是男性，即使喜

好性別為男性的個體，我亦不再為

「同志」。一併近幾年來與男同志

社群的風氣與理念齟齬，亦拋開了

「男同志」的認同。意即，一方面

不再於男性的身分認同下與另一個

擁有同樣性別認同的男性開發情／

慾關係；同時，亦遠離了臺灣或／

及全球男同志主流文化脈絡下的認

同模板，如崇尚陽剛、肌肉膜拜、

賤斥陰性等。進而轉向性別與性向

上的「酷兒」。 

  酷兒不僅是異性戀的「其他」，

更是同性戀的「其他」。從男性與

女性的二元，再至同性戀與異性戀

的二元，酷兒是錯錯疊疊的二元網

絡裡永恆的他者。   

  但若可以，誰願做一個「其他」

的人？我更想當一個「人」。 

  站在十字街口，右臂上的針孔

仍是涼涼汩汩的。我欣慰自己非為

「男性」亦非「女性」，而是作為

一具「其他」的肉體正活著。 

  期望有天，人們能夠不必再戰

戰兢兢地對任何人發散正能量或者

展開歡顏地給予支持，而是深刻地

看見與擁抱每個個體的生存樣態。

當每一個人都能夠安於成為「其

他」，便再無其他。此後不再有性、

性別、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性少數或者酷兒等分類與

價值評判，而是真正地，還給所有

人作為一個「人」去淌流血淚的一

生，純粹的自由。 

         文／江峰 

不論是「陰柔的男性」或是「陽剛的女

性」，都再再加強著性別氣質與性別的無

稽勾連。即便「跨性別」一詞，仍是鞏固

了終極的二元價值。若本無限無界，又何

言「跨越」？ 

  對我來說，「其他」意味著新的可能，

一種超脫二元死巷的全然自由。在巴特勒

的語彙中，這便是「酷兒」。 

  臺灣近年有關性別教育的爭執頻繁，

至今仍對於「性別光譜」的適教性僵持不

下。卻不知，此等思維早已不敷於現今異

彩紛斕的酷兒時代。如同巴特勒所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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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長大的你，讀過很多書，看過外

面的世界，取得了不錯的學位，甚至已經

在工作上獲得了肯定。你感到對自己的世

界越來越有掌控力，好像已經找到自己的

節奏，並朝著一種越來越好的生活靠近。

可是，只要一和家裡有 

接觸，這種掌控感會立刻分崩離析。美國

當代精神導師拉姆·達斯（Ram Dass）說：

「如果你認為自己已有所悟，回去和家人

待上一個星期吧！」 

  你不能理解你的家庭為什麽是現在的

樣子，不理解你的父母和親人，並且，你

已經不再願意去思索這些問題——「一想

到就煩」，因為你曾經嘗試思索，但這種

思索並未給你帶來任何幫助。你能做的只

有逃離，不是去改變，更不是去拯救，只

是從中逃開，似乎這是你唯一的希望所在。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本能的欲求：我

們需要“make sense of things”。我們

需要理解事物，讓它對自己來說能「說得 

重新理解你的家庭，那是一
切開始的地方 

我的家庭在我的一生中 
為什麽會呈現出它所呈

現的樣子？ 

影像來源/Pinterest 

   

通」。如果我無法對自己說通一件事，這件事就會

引起我們的注意，並喚起各種各樣的情緒。我們會

對極品故事如此感興趣也有這部分的原因。很多時

候，我們覺得無法make sense我們的家庭——我的

家庭在我的一生中為什麽會呈現出它所呈現的樣子？ 

  

  

 

 

 

 

 這些還只是一些常見的、寬泛的問題，每個人都

能針對自己的家庭問出更多更具體的問題來。 

  一方面，因為大部分人只有一個自己在其中長

大起來的家庭，沒有對比，我們因此無法識別出家

庭中的特異之處。我們誤以為這就是常態。當我們

懷疑自己的庭並不「正常」的時候，那種「習以為

常」也會讓我們不容易客觀地「看清」自己的家。 

  

為什麽母親在家庭中特別強勢？ 

為什麽父親會為了特別小的事情發火？ 

為什麽我明明脾氣很好， 

但在家人面前就會很容易失控？ 

當時父親／母親為什麽會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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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在我們還小的時候，

我們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父母出

於保護我們的目的，往往也會篩除

一部份信息不向我們暴露。因此，

我們頭腦中和記憶中的家庭，往往

是基於不完整的信息形成的。這種

信息的不完整，成了我們“make 

sense of it”的障礙。 

  如果我們留心，我們應該會發

現，自己對於這個家庭的認識，尤

其是兒時的家庭，很大部分基於模

糊的印象和記憶中的隻言片語。你

並不真正了解你的父母是如何長大

的，他們的一生中經歷過哪些重要

的事件，這些事件如何影響了他們

成為現在這樣的人？你也許也並不

真正了解他們之間的關系，他們過

去是如何相愛的，他們現在如何看

待對方在自己世界中的位置？即便

是在你出生之後發生的事情，你所

能記得的，往往也只是事件的最表

面。當時家裡有沒有經濟的困難？

當時他們的想法是什麽樣的？ 

  這一切信息的缺失，就像一幅

不完整的拼圖，讓你無法得到一個

完整的故事。我們每個人都是故事

的一個部分。當我們看不到整個故

事的樣子的時候，我們也就沒辦法

真正理解裡面的某個部分。 

  斷章取義，讓我們有很多情緒。

我們習慣了家庭中的相處模式，所

以在長大以後，我們也已經習慣了

這個不完整的故事——在我們的感

覺中它已經是完整的，雖然這個完

整有很多我們的想像所組成的部分。 

  但一個真實的、完整的故事，

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

的。當你看到故事的全貌，你會看

到家庭裡的每個人，是為什麽會在 

當你看到故事的全貌， 
你會看到家庭裡的每個人， 
是為什麽會在這個家庭中， 
以他現有的方式去行動， 

你會看到你的家庭之所以運作的原因。 

這個家庭中，以他現有的方式去行動，你會

看到你的家庭之所以運作的原因。你會理解

你的父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而不是僅僅作

為父母的一個切面——在他們成為你的父母

之前以及之後，他們都還有其他更多的身份，

在那些身份中，他們是否令人尊敬？是否和

家庭中你最多體會到的一面有很多不同？ 

  這個故事的全貌，首先能夠讓你屏除一

些基於幻想帶來的負面情緒，比如「他這樣

對待我一定是因為他不愛我，我不值得人

愛」。也許看到全貌之後，你的結論仍是

「他不愛我」，但此時你會對於他為什麽不

愛你有更客觀的認識。你既能理解到他們好

的動機，也能理解到他們一些壞的處理方式。 

  簡而言之，一個故事的全貌，能夠讓你

對家庭、對自己的遭遇、都形成更客觀的態

度。你的情緒會平和下來，因為真實是能讓

人平靜的。 

  請不要對一種不夠幸福的生活習以為常，

不要覺得一切已無法改變。必要的時候，你

可以選擇先逃離，等你更強大的時候，還是

要再次走到屬於你的那個故事裡去。因為那

是一切開始的地方，它奠定了你人生的底色。 

  看清楚那個故事的過程，就像翻一座山，

翻過去之後，你會感受到更充沛的生命——

言語很難描繪這其中的感覺。我們在山的那

邊等你。 

         

             文／女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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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別人的生活比你美好？ 
小心你的IG正在傷害你！ 

沒有約的周末，在家裡什麼事都沒做，

打開手機社交媒體瀏覽著大家的一天。

一則接著一則，一不小心你就看完了

大家豐富而精采的今天。關上手機，

看過別人的社交媒體，你頓時感到空

虛無比，「大家都過得很開心又充實，

而我呢？」你無法阻擋這樣的念頭不

停冒出，於是你打開手機相簿，試著

選出一張能張貼的照片。腦中構思著

待會要打的文字；但你隨即打消了念

頭，因為你覺得自己的生活不夠精彩

或有價值到能與他人分享。於是你再

度打開社交媒體，刷新著大家的生活。 

你的焦慮，也許是Instagram給你的 

  事實上，已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

的壞處：使用時間與焦慮感有正相關

的關係。社交媒體加劇不同自我評價

的人在心理健康的差距；高自尊的人，

社群網站可膨脹其自我優越，低自尊

的人，會感到更自卑與比較感強烈。 

     

  你是否也有相似的經驗？也許情

境不完全吻合，但你是否曾在發生一

件覺得自豪的事之後，便盤算著要怎

麼在社交媒體上呈現。在你發佈後，

內心開始想這則貼文合不合適，朋友

們會怎麼想，因為擔心又將它刪除或

重新編輯？又或者你是否也曾在瀏覽

完社交媒體後感到莫名的煩悶、焦慮

與空虛？ 

影像來源/Erik Lucatero on Unsplash 

  在某種程度上，Instagram迫使用

戶們將不切實際、精心策畫、濾淨修

飾過後的自己與他人比較。這種要

「好好呈現自己」的壓力，正是焦慮

的來源，Instagram帶來一種「生活多

美好」的假象，使得用戶們為了要維

持光鮮生活的常態，處心積慮的表演。 

  研究指出，Instagram是以「視

覺」為導向的社交媒體，而相片堆砌

出的社交世界，極其重視相貌、裝扮、

行頭、奢侈品，等生活表層的東西；

這種直接、淺薄、表象的社交，更容

易引發年輕人的自卑與焦慮。 

Instagram是怎麼折磨你的？ 

 無止盡的想刷新換來無止盡的空虛感 

  透過日復一日的使用，我們的大腦

已習慣每天要登錄社交媒體查看資訊，

社交媒體讓人暫時逃避現實，並且可以

營造出一個看似積極的世界；我們可以

塑造自己想呈現的形象，得到讚美與回

饋，也因此我們會產生愉悅的感覺。 

  我們的腦內會釋放多巴胺，讓我們

對社交媒體有更多期待，無可自拔想一

直體驗。然而，並不是每次的體驗都是

如此振奮與正面，但我們的大腦已經記

憶了那些愉悅的感受，因此會一直驅使

我們使用社群媒體，我們也很難抗拒多

巴胺的誘惑，而這時候的體驗只會更加

空虛，這種下意識的習慣是無法抗拒且

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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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比人，氣死人 

  最有殺傷力的不是別人過得比

我們好，而是「我們認識的人」過

得比我們好。簡單來說，我們不在

意比爾蓋茲有千億美金的資產，卻

會在意身邊的人買得起好車自己卻

買不起。 

  在心理學上有個名詞，解釋了

這個現象：相對剝奪感。它是指當

人們將自己的處境與某種標準或某

種參照物相比，而發現自己處於劣

勢時所產生的受剝奪感；這種感覺

會產生消極情緒，可能是憤怒、怨

恨或不滿。相對剝奪是一種感覺，

這感覺是我們覺得自己有權享有卻

並不擁有。這種剝奪感會產生是因

為人們不是與某一絕對的或永恆的

標準相比，而是與某一變數相比，

因此這種剝奪是相對的，這個變數

可以是其他人、群體，也可以是自

己的過去。 

  只要一打開Instagram，別人

的美好生活及光鮮亮麗便會撲面而

來，我們看著別人「各式各樣美好

的一天」，開始感到焦慮與失落，

因為覺得自己的生活過得比別人差。 

 深怕錯過任何一則資訊 

  限時動態有24小時自動刪除、一去不付

復返的機制，會讓人產生「害怕錯過什麼」

的感覺，因此會更有把限時動態全部點完的

慾望。再加上限時動態的設計是短篇且連續

性的，只要輕輕一按便能跳下一則，單則時

間又不超過15秒，常常不知不覺就把它點完

了，並且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害怕錯過任

何一則訊息」（fear of misssing out，簡

稱FOMO），是近幾年網路社群興起而開始被

科學家關注的現象，指的是人們害怕自己錯

失了某些機會，沒能參與某些活動的恐懼，

特別是經由社群網站得知相關活動的訊息。 

  這種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擔心錯過」，

也源自於人們找尋歸屬感，渴望隸屬於某個

團體的原始欲望。你看到自己不在場的每張

照片與貼文，都等於在提醒自己正被這個團

體所拋棄，而這又回到我們上述提到的比較

深淵，也是焦慮永無止境製造的原因。 

如何將自己從Instagram中解放 

  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都是他人精心製

造出來的「結果」，卻反射性忽略他們在承

受的過程跟掙扎，因此這種落差讓我們痛苦

難耐，但我們是可以選擇減少落差感的。 

  在Instagram瀏覽他人的生活，我們會

將自我期待提高，期許自己也要過跟他人一

樣的生活，但在真實生活中，我們卻達不到

這樣的期待，因此焦慮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而當自我期待與實際成就之間的差距越

拉越大，我們的自尊心就會嚴重受挫。所以，

消除焦慮感的核心就是：在每個人生階段中，

都要設立與自己實際能力相符的目標，並且

坦然接受結果中的運氣成份，盡人事、聽天

命，便能保護自尊、遠離焦慮。 

 

                          文／Cady 

設立與自己實際能力相符的目標 
坦然接受結果中的運氣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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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片推薦：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要說的不

是如何分辨善惡，而是如果不睜開

眼睛看清楚這個世界，人將無從善

也無從惡。 

  記得日本心理學家河合隼雄說

過：「一味地『排除惡』，恐會引

來更大的惡。」畢竟排除惡是方便

的，因為幫助我們最早有社會化的

常是童話，但也是誤導我們對善惡

的標準。童話中通常引導我們生來

是一個主角，這幸運的本位讓我們

看事情充滿盲點。 

  許多童話中「主角」的證明是

他對善惡一無所知，無論是灰姑娘 

或是小紅帽等，彷彿對惡的無知是我們以

為「好」的正統性。許多童話中「主角」

的證明是他對善惡一無所知，無論是灰姑

娘或是小紅帽等，彷彿對惡的無知是我們

以為「好」的正統性。這類建構出自戀視

角的故事，使得我們對惡很容易呈現歇斯

底里的反應，我們經年累月的受害者情結

也開始產生，以為那是自我純潔的象徵。

善惡說穿了，在沒有好的教育基礎下，在

當代無疑是各種自戀形式的裹腳布。 

 

  因此《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固然以

為死刑犯辯護的律師王赦被群眾潑糞為

爆點，但人物線眾多，它的主角其實是

廣大群眾，當然包括煽風點火的鍵盤俠

與記者，一起連結出一串人形蜈蚣，成

為一種集體附魔的狀態。 

 

對惡的著迷與追打，是疏離社會的附魔

群像 

  一開始或許有人是善意上網留言，

但陷入群體狂熱後，常會陷入一種道德

亢奮的狀態而不能自己，不斷會關注那

個犯人、不斷搜尋著那人的傳聞，而成

為一種成癮狀態。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對盲目人群的觀察：

「這些群眾的主要特質不是殘酷和落後，

而是孤立以及缺乏正常的社會關係。」 

   

對加害者丟石頭，更能成全自己的自戀 

  當我們論述善惡時，只要意識有人在

觀看，我們就有種亟欲表態的衝動，像猴

子當街表演一樣，沒有比對加害者丟石頭

這件事更能滿足自己的自戀感。這是《我

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書裡的眾生相。 

  裡面的多數角色，都有著跟人群向惡

人丟個石頭便感到滿足的潛意識，生怕這

世上沒有好事之徒，隨時等待著下一波熱

鬧，並非因為正義感，我們對善惡的沉迷，

更多是我們的自戀有了更多的表述出口。 

 

 

影像來源/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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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這疏離社會下的附魔

狀態，一如書名本身就是個提問，我們與惡的距

離比你想像的近，因為我們往往假善惡之名，行

自我證明之實。只要是快意恩仇都是充滿了一念

無明，哪裡來的善惡。 

 

眾聲喧譁的世界，你能分辨哪一句是真實的嗎？ 

  故事中的角色們每日在這些真假輿論的回聲

中無法思考，包括自媒體的本身就容易有一種過

於自曝的躁鬱情態，以至於故事中新銳導演思聰

出現幻聽、李曉明跑到戲院隨機殺人、一個學生

模仿著李曉明在街上傷害路人，這三個加害者都

呼應了這社會太多的回聲，每個人聽到的話語雖

多但都處於無法入心的封閉迴路。也就是漢娜．

鄂蘭說的「孤立」，並非沒有朋友，而是這吵雜

世界裡人人隨時會感受同異的孤立。 

看待」等，這些你我都聽過上百次的 

話，也是這齣劇力圖呈現的，當每個

人都接力說出一樣的話，當我們聽到

的聲音不斷重複到能背誦時，你，身

為一個人，有自信在長期喧譁中，不

學人做一隻學舌鸚鵡，而是觀察除了

受害與加害者外，其他人的群像又是

如何？自己從四方雜音中聽到了幾分

真實？智者尋因，愚者問果，從眾太

容易，但它卻是更大的惡。 

  這齣劇本不是要批判誰是善惡或

廢死與否，而是在這噪音世界中，如

何能當一個清明的人。不清明，以為

所行之善事，遲早會為惡鋪路，如政

治哲學家海耶克（F.A. Hayek）的名

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

成的。」故事中所有人比起黑白都更

接近灰，而你我，又能論誰黑白？ 

    文／馬欣（作家、影評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把這個

雜音密室呈現給你看，惡從哪裡來？

善從哪裡生？環境造就的眼瞎心盲更

接近當代真相。 

  裡面無論好人與壞人都在這些巨

大的回音與噪音中無法思考，包括人

權律師王赦的生活是崩壞的，也包括

心理醫生的大量病患負荷，整個故事

裡的每個成年人在巨大的重複噪音中，

都無法冷靜思考，只能從蚌殼的迴聲

中找尋近似自己想法的重複說著，或

是更清醒者最後能找出一條比較接近

良知與平靜的道路。 

 

從眾太容易 它卻是更巨大的惡 

  有趣的是，裡面令人最有印象的

台詞：「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

人，你有標準答案嗎？」我們在留言

板上最常看到的回應是：「這種爛人

不用跟他囉嗦」、「亂世就只能用重

典」、「如果發生在誰家，誰能平靜 

到底什麼是好人， 
什麼是壞人， 

你有標準答案嗎？ 

小編提醒：支持正版 
共同維護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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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網路上讀過一篇文章

〈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其中

有一段話深深觸動我心弦。 

  這句話是這麼說的：「台灣

社會就像一盤豐盛的桌菜，到了

我們念高中大學時，桌上已剩菜

尾，到了我們準備就業時，已經

杯盤狼藉、吃乾抹盡。」 

  讀到這段話時，我的眼睛直

愣愣的無法離開螢幕，我盯著那

段話反覆地看啊想的，心裡無限

感觸卻說不出話來，唯一外顯的，

大概是感覺到眼眶熱熱的。 

台灣就像豐盛的桌菜，我們
只剩菜尾...你的「舒適圈」，
真的舒適嗎？ 

  台灣年輕人不再身處大江大海那個時代，這

裡沒有戰爭、沒有戰亂，我們從小衣食無缺，但

內心卻極度徬徨。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科

技快速變遷、文憑薄如一張紙、超級低薪、退休

年金快要破產的時代。 

  〈像我這樣七年級的人〉是這麼描述時代變

遷的：「與我同樣年齡時，我的父母已經有兩個

小孩，再過五年，他們已可在高雄市買下一間二

十八坪的小公寓；再過十三年，他們已湊足頭期

款換一棟透天厝…」 

  上個世代，是一個努力就有回饋的年代──

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那是工作幾年就買得

起房的年代，那是一個年輕人對於未來充滿希望

的年代，他們知道努力就會有收穫。 

  我出國時，帶著對全球衛生的熱情，或許也

帶著濃濃對於未來的茫然：就算我畢業後開始在

台灣當住院醫師，我的未來會是什麼？若想用我

的薪水在台北買房，至少得揹上二十年的房貸，

更不要提台灣惡化的醫病糾紛和動輒數千萬的潛

藏敗訴費。更令我茫然的是，我不知道如果今天

結束了住院醫師訓練後，除了在大醫院當教授與

開診所，我的人生還可以有什麼其他選擇？ 

這裡沒有戰爭、 
沒有戰亂， 

我們從小衣食無缺， 
但內心卻極度徬徨。 

影像來源/tinybuddha.com 

  在選擇走上和其他同

學不一樣的道路之前，我

曾經害怕，掙扎許久，甚

至花了半年的時間，不斷

告訴自己舒適圈到底有多

麼舒適──如果在台灣好

好地當醫生，至少是個收

入穩定、社會地位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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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然而，假設我今天放棄了在台灣

已經到手的醫師執照，到底是拿未來的什

麼來跟手上的籌碼去賭？拿一個連自己也

不知道是什麼的未來，去賭一個只要好好

走下去，就可以擁有的平順未來？ 

  然而，不論我花多少力氣告訴自己

──留在台灣吧！和同學們一起走上相似

的道路、結婚生子、安安穩穩地過一生，

我卻始終知道自己並不會因此感到快樂。

我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擠破頭思考，究竟

在舒適圈的我，到底有什麼好不快樂的？ 

  然後才明白，我以為的「舒適圈」，

或許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舒適」──

那些身為菜尾世代的艱難，長久以來，我

不敢放下已經到手的籌碼去闖，是因為被

自己想像中的「非舒適」給嚇著了。 

  為此，我認真地思考檢視，何謂舒適

圈？舒適圈的定義到底該是什麼？說來弔

詭，舒適圈最簡單的認定，大概就是自己

從小生長環境。 

  然而，這個我從小長大的「舒適圈」，

真的舒適嗎？很多人因為害怕未知、害怕

跨出舒適圈以外之後生活會不適應，可能

不只失去手中的籌碼，還會失去青春、失

去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於是抱

著恐懼繼續待在舒適圈。我們一直熟知、

稱之為「舒適圈」的世界，會不會其實一

點也不舒適？而我們誤以為舒適圈以外的

「不舒適」，會不會在經歷一段時日之後，

比原本的「舒適圈」更為舒適？ 

  或許究其所以，我是抱著這

個巨大的人生疑惑，與拿自己人

生做實驗的精神，而來到美國的：

跨出舒適圈之後，相較於如果不

改變，繼續過著我原本人生的

「舒適」，到底在很久很久以後

的未來，哪一個選擇才是「舒適」

的呢？ 

  我或許永遠不會知道這問題

的答案，人生選擇了一條路，另

一條的風景你將永遠不會知道了。

可是我真的想拿自己的人生去賭

看看，否則我知道我這輩子，就

會是我二十歲時想像我在五十歲

後將成為的樣子了。 

  有了這樣的自覺，我時常調

皮地問身旁的人：「再重新想一

遍。你認為的舒適圈，真的舒適

嗎？」想想處在菜尾時代的我們：

月薪22K，在台灣養小孩、準備

買房都極度昂貴，辛苦工作了一

輩子，未來到底有沒有可能領到

退休金？ 為了求安穩而不願意

出去世界闖蕩，你還能成為你想

成為的人嗎？ 

  如果可以，那麼恭喜你，舒

適圈對你真的是很棒的環境！但，

如果待在舒適圈裡一點都不快樂，

也無法成為你想成為的人，那麼，

到底是什麼阻撓了我們跨出去？

是未知帶來的害怕，還是無法放

棄手中雞肋的心態？ 

  如果舒適圈一點也不舒適，

何不硬著頭皮跨出去闖一闖呢？   

  誰知道跨出舒適圈後會是什

麼正在等著你？或許是一片更藍、

更大的天空？ 

文／Y.C.Hung 

https://bit.ly/300693m 

我們誤以為舒適圈以外的「不舒適」， 
會不會在經歷一段時日之後， 
比原本的「舒適圈」更為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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