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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簡介
(一) 目的
i.

讀書小組計劃研讀標的的重要性：
我們身處在人云亦云的這個社會：常常聽到很多人說台灣的孩子很被動，不如美
國的孩子主動，但我們真的是這樣嗎？常常聽到很多人說，大學生畢業就是失業的開
始，但對於身為大學生的我們，真的是這樣嗎？
但事實上，機會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你就會是什麼
樣的人，這是《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這本書教會我的事，教會我如何去「想」
一件事、「想」的到就是你的、「想的大」是所有一切美好事物的開端！

ii.

讀書小組計劃目的之間的關聯：
此讀書會，由已是「想的大」的桑慧敏教授，帶領我們閱讀這本書，比起自己閱
讀，更能看到切身的實際例子，並有同好一起朝「想的大」這個目標邁進，彼此能相
互鼓勵！

(二) 進行方式
每次讀書會由桑慧敏教授導讀《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這本書，每個人輪
流唸此本書裡面的內容，每到一段落，桑教授會引導我們參與者一起討論；每次讀書
會結束前，會請參與者寫下當天的參與心得（約 50 字），並在最後一次的讀書會，每
個人要寫下自己在這學期的讀書會中，學到或是改變了什麼的實際經歷（約 300 字）。
(三) 進度
進度由導讀人桑教授安排，與時事相互結合。
(四) 預期成效


期望大家在參與這個讀書會之後，能勇敢作夢，勇敢實踐，時時提醒自己要「想
的大」！並且能相信自己與自己的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期望此讀書會能使導生與桑老師有更好的交流！

(五) 小組公約
1. 不能來、會遲到，要和意筑請假
2. 訂了便當要記得簽名
3. 便當要好好地吃完
4. 讀書會紀錄與心得請在當天睡覺前傳給意筑
5. 讀書會紀錄，每次意筑都會幫忙完稿
6. 保持輕鬆愉悅的心情來參加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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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書會內容
第一次讀書會心得
一、 讀書會名稱：在桑樹下喝楊肉筑筍湯配郁頭范
名稱由來：由組員與導讀人的姓名組合而成
二、 時間：10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 晚上 17:40 至 19:40
三、 地點：工一研討室 808
四、 導讀人：桑慧敏 教授
五、 成員：蘇意筑、楊俞萱、范恆瑀、湯忠憲、黃郁翔、范梓琳
六、 記錄人：蘇意筑、湯忠憲、黃郁翔
七、 導讀人介紹：桑慧敏 教授
桑慧敏教授是工工系的專任教授，是一位教學熱情的老師。桑教授除了是首位華人獲得美國工業工程博士
論文獎的頭銜，現在更是台灣工業界太陽能廠的品質顧問的一把手。桑教授平常常與我們分享她對於生活的體
悟，並用智慧且細膩的言語來向我們訴說這些體悟。 從老師身上，我學到的不只是機率統計、品質管制上的知
識。 我學到更多的是她分析事情的邏輯推理、優雅準確的用字遣詞, 不吝嗇地讚美他人的習慣。 最重要的是她
快樂積極, 正面思考的生活態度讓我們如沐春風。 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能與桑教授在同一個時間，同一間教室，
讀著相同的文章，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由她帶領我們「思考」與「表達」。
我們讀書會不只是要讀這本書，我們是要變成一個我想成為的人。書，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媒介；而老
師，則是引導我們，通往未來的一位嚮導。
八、 讀書會進度內容：
1.

章節頁數： Ch.13 How to think like a leader, p.212-p.226

2.

進度內容

(1) Four leadership rules or principles :
-

Trade minds with the people you want to influence.

-

Think : What is the human way to handle this ?
(老師認為此點與上一點 trade minds 重覆，所以兩個原則一起討論)

-

Think progress, believe in progress, push for progress.

-

Take time out to confer with yourself.

(2) Trade minds
(3) Think, Think progress
3.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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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九、 討論紀錄：
(1) Four leadership rules or principles
簡扼說明了想成為一位好的領導者必須有 4 項特質。而也舉了一個電視廣告經理人為案例說明。但是
老師提及，她並不想做一位領導者，他更想要引導別人，給更多的人幸福，老師的願景真是偉大！
(2) Trade minds
桑教授針對成為擁有 leadership 的人所需達成的四項準則發起討論，並將討論重點擺在「設身處地為
人著想」。討論過程中大家踴躍的發表自身的經驗來呼應主題，此外桑老師也對書中所舉的例子提出討論。
由於本書作者提出的例子是一名藝術家無法做出符合大眾期待的產品造成滯銷，然而桑老師認為藝術家之
所以能有創舉，就是因為他們有他們個人的獨特想法，所以此例並不是十分恰當的描述「設身處地為人著
想」。
老師也舉了一個實際的自身經歷：老師上學期參加研究所課堂上的錄影，提供給開放式課程教學平台使
用。老師麻煩負責單位幫她剪掉「1-2 秒」和「11-12 秒」的段落，但是後來老師發現，如果先剪掉影片前面
的「1-2 秒」，那麼之後再剪的「11-12 秒」，就不是老師原先要剪的「11-12 秒」了！負責單位沒有想到這
一點，所以導致所有的影片都剪錯了，要再重新處理。老師後來想想，應該要有個「防呆機制」，先剪「11-12
秒」，再剪「1-2 秒」，在信中把剪的順序對調，就不會發生上述的問題了！即是對於這個問題 ” Looking at th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meone who is new to this, have I made myself clear? ” 的切身實例！
且，在待人接物上，也是如此，桑教授強調。尤其是友誼、情誼的發展，在你接觸到對方之前，你無法
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也唯有真正熟悉過，你才會了解他是什麼樣的人；更重要的事，透過與許多人相
處的經驗，你會漸漸發覺你喜歡和什麼樣的人相處，所以，也許失戀並不是一件那麼悲傷的事，它使你可以
更清楚你更適合與哪類人交往。
(3) Think, Think progress
想，包含著至少兩種面向：「想的消極」與「想的積極」。想，是「想得大」的基本開端，但還要更
進一步「想的積極」，才會使你有擁有動力與方向，去接近你所「想」的事物！
老師提了一個他最近的遇到的實際情況：老師每個禮拜周末都會回高雄的家，在她自己家教導 7 個小
學生，但老師遇到一個問題：該不該讓家長一起上課？讓家長一起上課的話，小朋友覺得不自在；但是若
家長沒有一起來上課，當小朋友在學校成績退步，家長可能就會因為不瞭解小朋友在老師那裏學到什麼，
而不讓小朋友繼續去老師家上課。而且，在這個問題上，家長與小朋友在家裡相處時，也存在著衝突。
於是，老師拜託小朋友：『拜託你們，讓你們的家長也來上課。』
當老師說到這裡，我真的很佩服老師，竟然能想到這個解決方式、用如此謙卑的態度展現，但同時，
這對老師也充滿著挑戰：老師必須設計符合大人和小孩胃口的教材。老師沒有迴避這個問題，而是接受了
這個挑戰；老師在此所做的選擇，即是所謂的「Think Progress」
。接著，老師讓我們每個人自己分享自己「Think
Progress」的經驗或心得；最後，再由老師總結今天的學習內容。
十、 心得感想：
1.

（黃郁翔）
藉由老師的發問引導及分享，讓我們得到的不只是在書本上的案例，更是老師或同學們，大家在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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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與其相關的事件，讓我們更能夠了解其想表達之內涵，以期許自己日後也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身為一
位領導人，擁有的這 4 項特質。
也學習到了發問也是一種回答問題的方式，透過來回的發問，通常都能夠讓我們離答案更近一步，當我
們自己在思考時，往往會被自己固有的思維所侷限住，這時候就需要另外一位人的存在，讓自己重新審視這
項問題，也通常會有更不一樣的火花產生。
2.

（湯忠憲）
今天的讀書會我期待了好久，從中午之完午餐就開始期待了，因為聽說晚上有雞腿便當。傍晚下著雨，
但澆不熄我的熱情，騎上可魯之後我吹緊油門朝著工一館出發。當我踏進工一館的電梯時彷彿聞到雞腿的
香味，或許是對讀書會的期盼使然，總覺得電梯上升的速度十分緩慢。一到８樓，我奔往８０８室，就在
轉角處我看到一到光夾雜著雞腿的香氣從８０８是溢出，我心中納悶：究竟除了雞腿便當，這讀書會還藏
著甚麼秘密呢？

我踩著凌波微步疾行穿過走廊，而那道光與雞腿為越來越強烈。終於，到了門口，我看

到一頭波浪長捲髮的美魔女與小夥伴們坐在８０８吃便當，那雞腿香味自然是發自便當，然而那道光呢？！
我猛然一看，原來是兩支傳統燈管發出來的啊！
一眨眼的時間，讀書會就在歡笑與淚水中結束，我深呼吸，人生彷彿又經過了一層的歷練，我的心，
更堅毅了，信念也更加清晰了。有這般成長，不僅僅是因為書中的知識以及智慧引領我邁向另一個思考層
次，桑老師所給我們的問題以及發起的討論都是一場又一場的人生思辨，讓走在修羅之路上的我，感覺到
陪伴，輕輕的、暖暖的。現在回想起來，嘴角不禁上揚，原來我們所經歷的兩個小時，已經不只是智慧的
塑造，更多的是美好的回憶，以及免錢的雞腿便當。到頭來，我才恍悟，那道光，不是日光燈的照明，而
是桑老師溫暖的氣息。問我學到什麼？我只知道我該如何好好的面對未來的挑戰。
3.

（蘇意筑）
我很喜歡聽老師分享她的故事，未來也要繼續聽下去！

第二次讀書會心得
一、 讀書會名稱：在桑樹下喝楊肉筑筍湯配郁頭范
二、 時間：105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 晚上 17:40 至 19:40
三、 地點：工一研討室 808
四、 導讀人：桑慧敏 教授
五、 成員：蘇意筑、楊俞萱、范恆瑀、湯忠憲、黃郁翔、范梓琳、陸浩然
六、 記錄人：范梓琳、陸浩然、蘇意筑
七、 導讀人介紹：桑慧敏 教授
桑慧敏教授是工工系的專任教授，是一位教學熱情的老師。桑教授除了是首位華人獲得美國工業工程博士論
文獎的頭銜，現在更是台灣工業界太陽能廠的品質顧問的一把手。桑教授平常常與我們分享她對於生活的體悟，並
用智慧且細膩的言語來向我們訴說這些體悟。 從老師身上，我學到的不只是機率統計、品質管制上的知識。 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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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多的是她分析事情的邏輯推理、優雅準確的用字遣詞, 不吝嗇地讚美他人的習慣。 最重要的是她快樂積極, 正
面思考的生活態度讓我們如沐春風。 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能與桑教授在同一個時間，同一間教室，讀著相同的
文章，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由她帶領我們「思考」與「表達」。
我們讀書會不只是要讀這本書，我們是要變成一個我想成為的人。書，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媒介；而老師，
則是引導我們，通往未來的一位嚮導。
八、 讀書會進度內容：
1.

章節頁數： CH.4 How to think big (p.68-p.69) & CH.6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p.115)

2.

進度內容
1.

CH.4 How to think big (p.68-p.69)

Phrases Which Create Small, Negative Mind Images

Phrases Which Create Big, Positive Mind Images

1.

1. We’re not whipped yet. Let’s keep trying. Here’s a new

It’s no use, we’re whipped.

angle.
2.

I was in that business once and failed. Never again.

2. I went broke but it was my own fault. I’m going to try
again.

3.

I’ve tried but the product won’t sell. People don’t want

3. So far I’ve not been able to sell this product. But I know it is

it.
4.

good and I’m going to find the formula that will put it over.

The market is saturated. Imagine, 75 per cent of the

4. Imagine, 25 per cent of the market is still not sold. Count

potential has already been sold. Better get out.
5.

me in. This looks big!

Their orders have been small. Cut them off.

5. Their orders have been small. Let’s map out a plan for
selling them more of their needs.

6.

Five years is too long a time to spend before I’ll get into

6. Five years is not really a long time. Just think, that leaves

the top ranks in your company. Count me out.
7.

me 30 years to serve at a high level.

Competition has all the advantage. How do you expect

7. Competition is strong. There’s no denying that, but no one

me to sell against them?

ever has all the advantages. 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a way to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8.

Nobody will ever want that product.

8. In its present form, it may not be saleable, but let’s
consider some mod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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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et’s wait until a recession comes along, then buy

9. Let’s invest now. Bet on prosperity, not depression.

stocks.
10. I’m too young(old) for the job.

10. Being young (old) is a distinct

11. It won’t work, let me prove it. The image: Dark, gloom,

11. It will work, let me prove it. The image: Bright, hope,

disappointment, grief, failure.

2.

advantage.

success, fun, victory.

CH.6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p.115)

Situation

Ask yourself

1.

Would an important person worry about that?

When I worry

Would the most successful person I know be disturbed about this?
2.

An idea

What would an important person do if he had this idea?

3.

My appearance

Do I like someone who has maximum self-respect?

4.

My language

Am I using the language of successful people?

5.

What I read

Would an important person read this?

6.

Conversation

Is this successful people would discuss?

7.

When I lose my temper

Would an important person get mad at what I’m mad at?

8.

My jokes

Is this the kind of joke an important person would tell?

9.

My jobs

How does an important person describe his job to others?

3.

資料來源：《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九、 討論紀錄：
1.

CH.4 How to think big (p.68-p.69)
本書中 p.68-p.69 表格提到的 1~11 點，主要是針對「已被賦予任務之人」的執行方式，而這個「已被賦予任

務之人」其實代表著「被管理者」，那麼「管理者」是誰呢？「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差異是什麼呢？
管理者

－ Do right things

被管理者 － Do things right
管理者面對的問題是：該做什麼事情？這件事情該不該做？
而被管理者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件事情做好做滿？

舉個最貼近我們的實際例子：併校的議題。 桑教授說: 併校可以帶來轉機，但也會帶來很多難題。老師又說
併校議題的準備可深可淺，充分的準備與溝通才能使師生盡快享受併校的果實, 否則苦澀期可能遙遙沒有結束之時
日。
桑教授說又說: 校長是「管理者」，管理者的工作是「Do right things」；而校長與學校最終做了決定後，校
7

長底下的各個處室、系所與教授等等，即要執行併校的相關細項工作，「校長底下的人」是「被管理者」的身分，
在執行工作時，把任務「Do things right」， 即可以使用書中所提及的 1-11 點。
除了校長是管理者，我們也能當管理者嗎？是的，我們就是一位管理者。你要嫁給誰？你要讀什麼科系？這
些都是必須由你來做決定的事情。當下你很確定你想要讀這個系，你做的這個選擇也許是對的，雖然後來進入大學
中，可能與你想像中的有落差，但，有些挫折是必然的，你要鼓勵自己，再次站起；雖然現實中並非總能事事順心，
但你卻可以愈來愈堅韌挺拔。
在 p.68-p.69，我們了解「Do right things」與「Do things right」之差異，並引導出生活上的實例，幫助我們對
未來可能所遇之事能有正確的應對方式。
2.

CH.6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p.115)
接下來進入到 p.115，在 1-9 點中，老師最強調的是第 4 點：My language，其次是第 1 點：When I worry；最後

是第 9 點：My jobs。以下分別介紹老師強調的這三點：
第 4 點：My language
對於桑老師至今為止的經驗，桑老師觀察到：大部分的東方人較容易評斷（criticize）他人，尤其是親近自己
之人，但是絕對不會去評斷他的老闆；大部分的西方人則認為，沒有人可以評斷誰，只有上帝能夠評斷你。
桑教授舉了她自己的例子：在她爸爸 83 歲、未過世之前，有一天早上，桑教授帶著他的爸爸去看一位老朋友，
那位老朋友是一位牙醫生的太太，名字叫張愛莉（只取同音不同字），張愛莉一看到桑教授他們，便熱情的招呼與
稱讚，那個牙醫院就像一個熱鬧又溫馨的家一樣，桑教授的爸爸就說了：「生女當生桑慧敏，娶妻當取張愛莉。」
桑教授她爸爸多麼妙語如珠呀！說一句話就稱讚到兩個人，讓桑教授與張愛莉都聽得非常開心。
但，就在同一天的晚上，有個朋友來家裡作客，那位朋友不斷地稱讚桑教授多好多好，把房子打掃得多乾
淨……，冷不防地，桑教授的母親說：「我女兒是勞碌命，不像你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當下桑教授與那位朋友
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才好，只能對望無語。事後，桑教授與她的母親說，那句話可能會傷到那位朋友，對方也不是想
要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但母親卻說，她完全是出於好意，並沒有要傷害她的意思。
桑教授說，同樣是講一句話，但有人能夠講得令人愉悅，甚至是感到幸福；有人卻能夠將對方傷倒在地上，
無法再次站起。於此，我們要拋開過去，從現在開始創造自己的語言；言語是美好的，透過好的語言讓自己與他人
都感受到幸福吧！
第 1 點：When I worry
什麼時候你會擔心？桑教授舉了一個例子：她最近在看一部連續劇，劇中在描述一位丈夫遇到一位小三，那
位小三總會自己製造出一些事端讓該丈夫來處理，而丈夫的太太只看到丈夫總是在她需要他的時候缺席；她想著要
離婚，她並沒有看到丈夫惹上了一個麻煩。若是那位太太能夠問她的丈夫：你遇到什麼麻煩了嗎？我可以幫助你什
麼嗎？或許事情的發展方向就會變得不一樣。
當你擔心的時候，不如先問問自己：Should I get more information? Is the information correct? （桑教授認為這
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但是本書作者並沒有寫在表格裡面）並行動，你有很大的機會發現，原來事情的真相與你一
開始的認知並不一樣。
第 9 點：My jobs
當你和人介紹工作時，你是如何介紹的？例如：我在清華大學工作；我在清華大學當清潔工；我在清華大學
當教授，上述三者一樣是在介紹工作，但使他人對於工作的認識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如果是你，你要如何介紹你的
工作，或你現在的身分、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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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老師讓所有成員從 1-9 點中，選一點與大家分享自己的經歷與想法；滿多同學提到第 8 點：My jokes
──在此，桑教授建議，講笑話或開玩笑也是一種幽默的展現，但不太適合拿他人作為開玩笑的對象，以自己為開
玩笑的對象，笑話或玩笑的幽默感較佳唷。
十、 心得感想：

梓琳)
1.

(范梓琳)
我們在桑老師領導的讀書會，不僅讀書，也閱生活。讀懂書上寫的內容很簡單，《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這本書並不是一本理論、邏輯艱澀的書，需要反覆咀嚼才能下嚥、成為某些數理學問的工具。讀這本書的精髓
在於，你嚥下後須將書中精華吸收，成為你生活的一部份。而當你經歷某些事情，大腦開始會突然一頓、將自
己從問題中抽離，反問──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做才是正確的?然後為了證明、摸透心中隱藏著的「那個」答案，
無所不用其極地去蒐集資料、去尋找理由，那麼這就是成長。
一眨眼的時間，讀書會在歡笑與淚水中結束，我們對作決策的想法上又更精進了一些。併校、廢核亦或是
廢死刑這些生活上我們將面臨的問題上，無論我們的身份是在這些問題中的哪種層級，都應該要有「Do right
things」與「 Do things right」的價值觀在，作出正確的決策、確保事情的正確，Always think big and think deep.

浩然)
2.

(陸浩然)
雖然我晚到了一些，但還是趕上了的一個議題：併校。對與此議題，我本身立場在一開始是不支持與不
反對的，但從與大家的討論中，我了解到這種想法的可怕，社會上有許多正在發生的事情，都是需要人們用
智慧去理解其內涵，並且共同解決的，我卻連切身的事情，都抱有這種被動消極的想法，不針對其去做了解，
也不對其有立場，桑老師告訴了我們併校議題的背景可深可淺，其遠處必定是有其利，然而其近處之弊也是
眾多反對立場的人們所懼怕的，然而在討論中，我理解到若是我們能確信遠處之利必定存在，近處之障礙不
該成為阻擋我們前進的阻撓，而是應該讓眾人共同克服的困境，並藉由一些事情經驗與大家分享，讓我對這
樣的議題，甚至是其他的事情有了更多的想法。
在之後，我們從「Language」說到說話的問題，桑老師分享經驗的開頭後，大家也紛紛產生了共鳴，就我
自己而言，也讓我思索了許多平常家裡狀況，可能的因素以及自己該有的應對，不知不覺，時間在大家熱烈的
分享之下過得很快，第一次來的我，很驚訝於這樣的討論氛圍，也很感謝被邀請進入，相信我會慢慢進入狀況，
並且真正理解「Think big」的內涵。

第三次讀書會心得
一、 讀書會名稱：在桑樹下喝楊肉筑筍湯配郁頭范
二、 時間：105 年 5 月 2 日(星期一) 晚上 17:40 至 19:40
三、 地點：工一研討室 808
四、 導讀人：桑慧敏 教授
五、 成員：蘇意筑、楊俞萱、范恆瑀、湯忠憲、黃郁翔、范梓琳、陸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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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記錄人：蘇意筑、楊俞萱、湯忠憲
七、 導讀人介紹：桑慧敏 教授
桑慧敏教授是工工系的專任教授，是一位教學熱情的老師。桑教授除了是首位華人獲得美國工業工程博士論
文獎的頭銜，現在更是台灣工業界太陽能廠的品質顧問的一把手。桑教授平常常與我們分享她對於生活的體悟，並
用智慧且細膩的言語來向我們訴說這些體悟。 從老師身上，我學到的不只是機率統計、品質管制上的知識。 我學
到更多的是她分析事情的邏輯推理、優雅準確的用字遣詞, 不吝嗇地讚美他人的習慣。 最重要的是她快樂積極, 正
面思考的生活態度讓我們如沐春風。 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能與桑教授在同一個時間，同一間教室，讀著相同的
文章，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由她帶領我們「思考」與「表達」。
我們讀書會不只是要讀這本書，我們是要變成一個我想成為的人。書，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媒介；而老師，
則是引導我們，通往未來的一位嚮導。
八、 讀書會進度內容：
1.

章節頁數
CH.4 How to think big (p.65~82) & CH.12 Use goals to helps you grow (p.195~p.211)

2.

進度內容
以「公主招親」此實驗，詮釋並實際練習第四章與第十二章的精神！

3.

資料來源

(1) 《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2) 吳統雄，＜公主招親恐怖箱-提示＞ ，
http://tx.liberal.ntu.edu.tw/~PurpleWoo/Methodology/Sampling_MatchLottery_Tips.htm
(3) 吳統雄，＜公主招親實驗活動記錄＞，http://tx.liberal.ntu.edu.tw/~PurpleWoo/Methodology/BlackBox.htm
九、 討論紀錄：
今天的讀書會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討論”想法與方法”，桑老師解釋為兩者之間的關聯後，請在座的每位
與會者分別提出對此的見解；其二為公主選親之實驗設計遊戲。最後一如往常以大家此次讀書會的簡單心得及收穫
分享作為總結。
第一部分，我們常常說要「Think Big」，我們有想法了，但仍需要方法或策略，去實踐與執行我們所想的東
西；例如：和朋友吵架了，你想和好嗎？想和好的話，你要怎麼做呢？此時你就會試著發展出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並且能達到你想要和好的「目的」。
Q. How to think big?
Step1. What your goal?
Step2. What’s your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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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 goal/aim
approach

首先，必須先具有「想」要做什麼？「想」要達到什麼目標？的這個「想」的動力，然後根據「你所想要達
到的目的」，發展出「策略型的方法」，意即「能夠正確達到此目標的有效方法」，最後並付諸於實現。例如以下
陸同學所舉的實際例子：

approach

『和同學們去畢旅，我們去浮潛的「目的」就是要看到很多的魚，一開始導遊給我們每個人一塊麵包，我們
就到處灑，結果魚都沒有過來；後來導遊說：要在珊瑚礁…等等，有魚的地方灑。』
由此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到處灑」，是非策略性的方法，無法正確達到我們想看到很多魚的目的；而「在
有魚的地方灑」，就是一種策略性的方法，能夠正確達到我們的目標。
第二部分，（主持人：蘇意筑飾）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代的公主到了適婚年齡後，父王與朝廷大臣們會開始
籌畫公主的結婚對象與儀式；自古以來，許多公主都面臨了被迫選擇的命運，如今，小亮公主（公主：范恆瑀飾）
也面臨了相同的難題，公主是否能利用此抽籤實驗，順利選到他真正心儀的對象呢？（候選人＆選親代表：楊俞萱、
湯忠憲、黃郁翔、范梓琳、陸浩然、桑慧敏教授飾）公主招親的實驗說明如下：
實驗名稱：公主招親

實驗目的：
機率與統計知識不只應用於演算，也能用來預測事件發生結果。此實驗以「公主招親」為例，以「現有抽籤設計
的資料」（Sample）來「使公主能夠得到自己想要的駙馬爺」（Result）。
實驗說明：
公主招親，共有 6 位候選人。公主心中對候選人有一定的喜好順位，但不能說出，必須在密閉箱中，以抽籤方式，
抽出公主想要的駙馬爺。
在公主抽籤之前，請大家一起排序不同的抽籤設計，呈現出招親候選人的排名結果為何？
我們是否能在事件還沒發生之前，就知道結果？
實驗原理：
機率與統計知識的可預測性、可實證性。

實驗步驟：(步驟於此省略，可見網址 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blog/?update_id=1478)
實驗結果：公主差一點就選到他真正心儀的人了！老師說：「對於此實驗，我們還需要在多討論一下。」
十、 心得感想：
1.（楊俞萱）
這次討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桑老師的一句話：「成功的人不一定能力好，但成功的人一定有想要成功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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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顧名思義會成功的人不是能力好的人，而是想成功的人，而這句話也是此本書《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的
主要精神。
那麼，能力好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去追求成功呢？我喜歡「老二哲學」，很多人都力爭上游搶著當第一名、搶著
要成功，殊不知高處不勝寒。要成功不容易，需要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時間和體力，但當第二名何嘗不好呢？並非沒
成功的能力，而是與其獨自一人站在最高點，何不退一步海闊天空？身為第二名，可以在後面觀察第一名的所作所
為，他的成功或失敗都當引以為戒，因為志不在成功，志在安穩踏實，所以就不會太急切造成得失，不用勉強自己
去做力不從心的事情，反而能保全自己，也降低失敗的機率，當你擁有足夠能力和心態，自然而然就會成為真正的
成功，雖然名為第二名，卻是真正的第一名！
在「公主選親」遊戲中，一開始覺得除了公主之外的人都只是陪襯 XD 雖然一開始覺得我們這些表現自己討好公主
的人只是遊戲中神麼都不知道的跑龍套配角，然而遊戲最後我卻體會到了，不論你的出身如何，總能憑藉著自己的
決定或能力而有所改變，不被現有的框界限制住!
2.（湯忠憲）
這次讀書會十分特別，我們吃了一家我認為很有名的素食，有沙拉有麵，花花綠綠五顏六色地好不繽紛，除了
水果、苜宿芽、生菜外，還有許多乳酪絲，再澆上胡麻醬汁，整份沙拉很香，吃起來也非常清爽，拌麵組成的複雜
度遠高於沙拉，三色蔬菜、杏鮑菇、堅果、枸杞、黑棗、香蕉等，不小心就會吃到令人驚喜的食材，醬汁除了有胡
麻醬的味道外，還有一股淡淡的白醬香氣，整體吃起來更溫順。麵體本身相當 Q 彈，拌了醬汁後其實還滿好吃的，
讓我相當驚艷，一邊吃麵一邊吃著這麼多蔬菜與堅果，頓時覺得自己超健康。搭配羊奶調製的鮮奶茶，這頓飯與以
往的便當不同，簡單而不油膩，希望下次沒有機會再吃。
此外，為了落實我們的 THINK BIG，桑老師帶我們玩了公主找男友的遊戲。公主因為到了適婚年齡，但遲遲沒
有適合的對象，父皇很是擔心，於是就為他舉辦了招親。招親會場上候選女婿們各顯身手，試圖展現最好的一面，
吸引公主。接著公主心中就有了女婿的志願序。
這遊戲一開始其實有點難懂，重點是我沒有很快的進入狀況，不過經過主持人蘇意筑的講解之後，開始覺得這
遊戲沒那麼單純，是要動大腦的!! 玩完之後，桑老師與大家一起討論遊戲機制，讓大家也漸漸理解箇中奧妙了，我
覺得很有意思。這遊戲原來與機率統計環環相扣， 發明的人也是很厲害。
3.（蘇意筑）
去年學期結束前，我也玩過這個遊戲，我舉手說自願當公主，當公主時還滿愉悅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
位獲得勝出的候選人：他唱了一首兩隻老虎，唱一唱就變成情歌了，我當下非常開心呢！還有一個候選人拿出他的
BMW 的車鑰匙說要給我，不過其實我不太懂那個車鑰匙的價值，只知道他滿貴的。這個遊戲，或說是實驗，讓我
印象還滿深刻的，我當時利用這個實驗的設計，順利讓我想要的候選人當選，讓我成功達到我的目的。但是這個實
驗仍然存在著機率問題，這次讀書會討論過程中，我認為，如果將進場順序為 3 的候選人，規定抽出籤的個數改成
3(原本是 4)，將能確保心中的第一名是實際結果的第一名(所以上面的表格已經將規定抽出籤的個數改成 3)。
我這次是當主持人，帶領大家玩公主招親的遊戲，由於時間的限制，所以主要是進行實驗，招親的感覺就比
較薄弱了，還是希望大家還是玩得盡興！這個公主招親的遊戲，讓我知道了我們曾經學過的機率知識，是能夠用來
設計出一些遊戲，還能作為一個策略型的方法，讓公主能藉由此選到他心中想要的駙馬爺！（這個公主要聰明一點）
公主想要選到他心中想要的候選人，是「想」，是一個動機，想要達到某個目標；那麼如何達到這個目標呢？
也許以後的公主也可以試試看這個「公主招親」的方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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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讀書會心得
一、 讀書會名稱：在桑樹下喝楊肉筑筍湯配郁頭范
名稱由來：由組員與導讀人的姓名組合而成
二、 時間：10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 晚上 17:40 至 19:40
三、 地點：工一研討室 808
四、 導讀人：桑慧敏 教授
五、 成員：蘇意筑、楊俞萱、范恆瑀、湯忠憲、黃郁翔、范梓琳、陸浩然
六、 記錄人： 蘇意筑、范恆瑀、范梓琳
七、 導讀人介紹：桑慧敏 教授
桑慧敏教授是工工系的專任教授，是一位教學熱情的老師。桑教授除了是首位華人獲得美國工業工程博
士論文獎的頭銜，現在更是台灣工業界太陽能廠的品質顧問的一把手。桑教授平常常與我們分享她對於生活的
體悟，並用智慧且細膩的言語來向我們訴說這些體悟。 從老師身上，我學到的不只是機率統計、品質管制上
的知識。 我學到更多的是她分析事情的邏輯推理、優雅準確的用字遣詞, 不吝嗇地讚美他人的習慣。 最重要
的是她快樂積極, 正面思考的生活態度讓我們如沐春風。 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能與桑教授在同一個時間，同
一間教室，讀著相同的文章，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由她帶領我們「思考」與「表達」。
我們讀書會不只是要讀這本書，我們是要變成一個我想成為的人。書，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個媒介；而
老師，則是引導我們，通往未來的一位嚮導。
八、 讀書會進度內容：
1.

章節頁數：The whole book，p.17~p.232

2.

進度內容

Ch.1 Believe You Can Succeed and You Will
Ch.2 Cure Yourself of Excusitis, The Failure Disease
Ch.3 Build Confidence and Destroy Fear
Ch.4 How to Think Big
Ch.5 How to Think and Dream Creatively
Ch.6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
Ch.7 Manage Your Environment:Go First Class
Ch.8 Make Your Attitudes Your Allies
Ch.9 Think Right Toward People
Ch.10 Get the Action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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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1 How to Turn Defeat Into Victory
Ch.12 Use Goals to Help You Grow
Ch.13 How to Think Like A Leader Index
資料來源：《The Magic of Thinking Big》

3.

九、 討論紀錄：
1.

問題一：「蔡總統演講稿提及『國家不會因為領導人而偉大；全體國民的共同奮鬥，才讓這個國家偉大。』
就句點了，沒有下文；如果你要幫蔡總統寫演講稿，你要怎麼寫，這個句點接下去該怎麼寫？」
好比一門課程如果要好，不是老師個人的努力，而是需要學生的努力；但要讓學生的努力有結果，
則必須由老師來給學生努力的方向與整個這門課程知識的結構 。蔡總統的演講稿也是一樣的：這個國家
要變好，不是總統的個人努力，而是需要全體人民的努力，但接下去不應該是句點。 蔡總統應該要接下
去說， 「總統的治國方向與解決問題的結構，與人民如何努力」。如此， 人民與總統共同努力， 預期
是可以有結果的。但老師又笑著說: 「或許，政治就是不能說請楚講明白的吧！」

「但教學，老師編排課程的方向與結構是絕對要說請楚講明白的。」
正如老師所言的兩句話：「成功很少是隨機發生的。先訂定目標, 在特定的方向、特定的結構下才
能增加成功的機會。」、「一個人的成功絕對不會是單靠自己，而都是有貴人引導。」而我（意筑）相
信，老師就是我的貴人！
2.

問題二：
1

(1) sin 𝛼 sin 𝛽 = [cos(𝛼 − 𝛽) − cos(𝛼 + 𝛽)]
2

(2) a𝑏 =

1
4

[(𝑎 + 𝑏)2 − (𝑎 − 𝑏)2 ]

(3) ln 𝑎 × ln 𝑏 = ln 𝑎 + ln 𝑏，
「從上面這三個數學式你看到了什麼？」
這三個數學式，將維度高的、複雜的相乘計算，變成維度低的、較簡單的加減計算；等式就是能夠
簡化、並讓我們看清一些東西；就像上面的三個數學式，都是用舊的（等號左邊）來描述（等號）新的
（等號右邊）。且第三個數學式子，取對數，還延長了天文學家的壽命，因為以前要算三天的數學式，
取對數後，一秒就可以算出來了，你說神奇不神奇？
從小的教育開始就只著重於「算數學」，很多人因為不懂數學之美，而只看到了困難的計算，便放
棄或是厭惡數學，因此老師認為應該要學的是「欣賞數學」，但是在考試制度下這一部份卻完全被忽略，
只因為考試不會考！
「你知道數學式怎麼演化的嗎？如正整數, 0, 負數, 有理數, 無理數, 實數,

虛數, 複數等」老師

問。我（意筑）很想知道，你想知道嗎？歡迎來參加我們下學期的讀書會：「欣賞邏輯與數學之美」！
3.

尾聲
讀書會在這學期也即將告一段落了，我（意筑） 從老師身上觀察到，老師注重的是全局，而非細節，
即是 think big 的思維：「We see big picture

instead of details.」。就像老師聆聽學生上台報告，老師總是

提醒同學「你是不是該問某問題？」，而非「你為什麼沒有答案？」，老師聽的是學生是否是有架構地、
有組織地報告內容，而不是著重於繁冗複雜的求解計算或是找出正確答案──正如看蔡總統的演講稿一
般，應當要看的是事物的「本質」，而非只是事物表面的「標籤」。
此次讀書會結束前，老師唱了一首由她作詞的歌曲，歌的內容說的是「感恩」。老師的歌聲非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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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歌詞境意也非常暖心；我們是多麼幸運，我們有健全的四肢，姣好的容顏，又來到清華大學就讀，
並與老師相逢，真的是太有幸了！最後，以老師此句佳言作為結語：「為學高高低低看自己，學習由自
己決定。」，勉勵所有在學的莘莘學子們。
十、 心得感想：
1.

(范梓琳)
今天的讀書會依舊生動活潑，自從老師帶領我們跳脫那本書的框架，並運用自己生活上的實例、經
驗補足書本之不足後，每次的讀書會探討的便越來越深層、發人深省。今天老師提到她有個研究生想在
月底前畢業，儘管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她向老師提出這個想法，而老師便幫助她，完成目標。
這聽起來是很稀鬆平常的例子，誰不會有想要完成一件事的動機?但是訂立目標並邁出第一步是異常困難
的，在這個例子中就是研究生首先必須鼓起勇氣堅定的告訴老師。 不過不去嘗試怎麼會知道會不會成功
呢?以樂透為例，六碼全中的機率是一千三百九十八萬三千八百一十六分之一，看起來機率很小，但是甚
麼是機率很小所以不會中獎?不去買的中獎機率才是 0，這個中獎機率甚至比一對健康父母生下有基因缺
陷的小孩的機率還高，更何況桑老師有言: 成功很少隨機的，而通常是要先確立目標。當一個人下定決心
並開始行動後，就已經拿到成功的入場券了。Think big 再加上起而行，人人都可以是大贏家。

2.

(范恆瑀)
今天桑老師以新上任的蔡英文總統演講：「為了讓台灣更好，不只需要總統的努力，也需要人民一
起努力。」，以及三條數學等式開啟「聯想」的話題，讓大家討論這兩項議題分別能夠想到什麼。就前
者而言，桑老師說道：這段話不應該在這裡就句點，因為我們終究不知道總統到底能帶給人民什麼，而
人民又該如何努力。如同一個好的老師會給學生指點方向、講解結構，學生則應該努力預習、複習，如
此一來學生才會進步，若只有任何一方的努力都是不夠的。因此總統並未將話講完全，徒留一個未知給
人民。而在數學等式的部分，則說明：等號左邊都是新的東西；右邊是以舊的東西來呈現新的東西。然
而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如 ln 𝑎 𝑏 = ln 𝑎 + ln 𝑏，這個等式竟然可以延長天文學家的壽命！其實數學的意義
便在此，是要能夠體會其中美妙之處，並非只是以往我們所學的計算而已。
呼應到這一學期所閱讀的書籍：How to Think Big，其實上述所提也都算是 Think Big 的一種，只不過
是應用到了學術領域而已。我們以往在學習的道路上經常看的都是細節，只了解如何解開問題，但真正的
領悟是要能看清全局、了解結構。最後一次的讀書會從前幾次生活中的 Think Big，帶到了學術領域中的 Think
Big，讓我們在學會了正面思考之外，更讓我們知道學習這件事的真理。

3.

(蘇意筑)
今天老師一進到討論室裡來，就很興奮地直接開始了今天的討論，老師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蔡總統
的演講稿，如果是你來打稿，你會怎麼打稿？」第二個問題則是：「我在白板上抄了這三個式子，你從
這三個式子看到了什麼？」一開始我還不懂老師問這兩個問題的用意何在，直到老師解釋第一個問題後
我才知道，原來生活中其實就存在著 think big 的省思：我一直覺得蔡總統打的文章好像還不錯，但其實
沒有發現，他只說到了表面，他並沒有告訴人民，人民該怎麼做，以及他會怎麼做才能達到國家進步的
目標──我們要達到國家進步，是 think big，但要如何能達到，則需要總統給我們方向與架構，引領我們
前進。
而第二個問題則是在於發現數學的奧妙之處，從小我們的教育只著重於「算數學」，而非「欣賞數
學」，聽老師說了對數的小小由來，我才終於知道原來對數的發明與出現，能夠延長天文學家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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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數學式子的背後是有著許多故事的呢！
我很期待下學期的讀書會，藉由老師的引領，我想我將會發現從未知曉的數學之美！

三、 讀書會總體心得
(湯忠憲)
鳳凰木紅了，欖仁樹也在掉毛毛蟲了，一切似乎都在預告著一場令人感傷的離別！記得學
期初時，還一臉茫然不知要做什麼，心中有千萬個問題；而現在卻已經成為一個知書達禮、風
度翩翩的少年了。如今，就要學期末了，雖然這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但只要一想起即將含淚
揮別因讀書會而聚在一起的各位，還是有點依依不捨。 讀書會中有笑有淚，笑的是我們同樣都
有著追逐真理的偏執，淚的是拿到配菜不好吃的便當。而桑老師就像帶領著我們的船長，書中
的知識如一片汪洋大海，老師總能為我們指引前進的方向，也許會有那麼一點的辛苦，但在航
行的過程中我們分享著彼此的酸甜苦辣，遇到什麼困難就說出來，大家一起笑。學期接近尾聲
了，大船進港完成任務，而我，多麼希望這是一趟未完的旅程。
(陸浩然)
這學期的讀書會結束了，名義上，雖然我們參加的是讀書會，但我認為在這學期的參與下，
進行的學習程度絕對不是「讀書」兩個字可以簡單帶過，從剛開始老師就在和我們討論 Think Big
這件事情，藉由桑老師豐富的人生閱歷，我們彷彿被帶入一趟超乎我們自己認知的旅行，旅途
中，我們見到許多不同的人事物與美景，但更重要的是，桑老師引導我們去描述、去闡述我們
的見解，並與一起參與的同學們分享，透過這樣的過程，不僅加深了我們自己概念的形塑，更
能從別人的見解，去看到不同觀點的過程。 這趟學習之旅，除了了解此書以外，老師也引入的
許多方法，像是藉由公主招親的遊戲去探討統計以及邏輯概念，另外也有聯想的問題讓大家進
行一次又一次的 Brain Storming，每每都讓人覺得耳目一新。 很感謝桑老師的指導，也感謝
同學們的努力，相信大家雖然在這趟旅途告了個段落，但收穫必定是豐沛的。
(黃郁翔)
謝謝老師在百忙之中抽空陪我們進行課外的導讀，也謝謝蘇意筑同學將這讀書會從無到有
的計畫並實踐出來。相信參與讀書會的同學們都是對於課外的知識保有高程度的熱忱，都希望
能夠透過非框架式的老師與同學最直接討論，去得到書本上不會寫的智慧，這樣的活動是我們
缺乏且我們需要的，希望往後也還有機會可以參與，讓彼此更加成長。學習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因為在台灣的硬式教育下學習背後的我們往往追逐於分數、與同儕競爭，分數的高低不能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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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個人的學習狀況、態度，甚至是好壞優劣，即便拿過無數書卷獎也不能代表一定順遂的未
來，也期許大家能夠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追逐著自己夢想的人，比追逐考卷上分數高低的人
帥很多，謝謝大家。
(楊俞萱)
加入讀書會，透過桑老師的帶領，及生活體悟分享，使我們能拓展視野、宏觀思維、知識
交流、提昇生活，並且藉由心得報告的撰寫培養書面表達能力及擴充知識領域。讀書會每一次
的討論提供我們表達自我的管道，讓我們能夠在這個紛亂的世界中嘗試著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
並且更加了解彼此，凝聚大家的情感。從自我啟發、成長，提升自我價值，再到己立立人，以
愛為出發，發揮潛能造就大環境。江河把我們推向浩瀚的大海，曙光給我們帶來明媚的早晨，
親愛的桑老師，您把我們引向不一般的正面思考方向。 讓我們懂得思考，並且從思考中悟出不
一般的道理，以理性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中的各種狀況。航海者雖比觀望者要冒更大的風險，但
卻有希望到達彼岸，能夠更加開闊自己的視野。親愛的桑老師，您對學生赤誠的愛，喚醒了我
們多少迷惘，哺育了多少自信，摧發了多少征帆。 藉由系統思考，使我們看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前因後果，先了解架構在去研究細節。分享生活中小故事，探索每個人的養成其來有自，老師，
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種者，總是能從各種小細節來發現美，不僅僅是所見之美，而是語言藝
術之美!最後，跟大家分享一段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未來的目標與方向!「人生的目的，
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
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
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范梓琳)
從小聽聞書中自有黃金屋，於是我們便不斷的在書中尋索、遨遊。是的，我們能順利找到
知識的烏托邦、理想的桃花源，但是我們並非身處彼得潘的夢之島，人生的計時器不會停滯，
讓我們永遠活在童真的年代。所以我們得帶著這些美好、這些達地知根的觀念走出來，面對現
實。如孩童般純真的我們並不無知，相反的，我們知道許多事情的道理，像是團結力量大、勤
能補拙、貪心不足蛇吞象……等，這些理論甚至倒背如流、琅琅上口，但是事實與理想的差異
令人瞠目。說起差異最大的莫過於是政治了。提起治國《禮記》《大學》有云「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然而真正先正心再治國者，卻鮮少矣。 我們與現實世界裡的稜角碰撞，碰得遍體鱗傷，
漸漸開始墮落，不再那樣的美好。就在此時，桑老師提著明燈在我們瑟縮的幽暗角落出現了。
他拾起我們被現實蹂躪而凋零麻痺的真心，重新帶領我們邁向未知的未來。而後，我們懂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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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懂得承受，然後解決問題。我知道終有一天桑老師會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與我們揮別，但是
等到那一天，我們已是不再懦弱，提著屬於自己的那盞燈，踏步前進。
(范恆瑀)
從學期開始的第一次讀書會，突然發現自己是個完全負面思考的人，而桑老師領導我們去
讀 How to Think Big 這本書，讓我學會如何正面思考，也開始漸漸應用到現在的生活中。此外，
桑老師也講述了許多自己身邊發生的故事，其中有關於教學、有關於自己與家人的相處，也有
關於當顧問時的事情，雖然我們見識仍很淺薄，卻從老師那獲取了許多經驗。而在這之中，即
使我們正在閱讀 How to Think Big 這本書，老師也讓我們明白，這本書的寫法並不一定是最好
的，甚至在最後一次讀書會，將 Think Big 這件事跳脫出所閱讀的書本，擴及到目前我們在學
校所接觸的學術領域。
一學期中僅有幾次的讀書會，學到的東西卻是這一整學期來最多也應用最廣泛的。在大家
討論、分享的同時，也看到了許多人內心的想法，雖然 Think Big 不是一天便能促成的事情，
但在桑老師所帶領的這一學期中，相信大家也多少染上了一些「想得大」的色彩。
(蘇意筑)
自從認識桑教授之後，我就很想響應及協助老師想要辦讀書會的計畫，而這學期，我順利
地召集到同學，並通過了讀書會的審核，成功召集了此讀書會「在桑樹下喝楊肉筑筍湯配郁頭
范」。我一直很想要更加接近老師那所謂「想得大」的思想，更想聽老師分享她的生命故事與
她對於日常生活中的體認。在第一次的讀書會中，老師便問我們：『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只要你敢想，想成為任何人都可以，你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老師的這個提問，至今為止
我還都在思考著──我想成為像老師那般有邏輯、有熱情、感恩情懷的人。我目前正在考慮是
否要讀到博士，因為我對於學術知識雖然景仰，但卻不怎麼熱情於談論，我更喜歡的是日常生
活中的簡單與平靜。我認為，即使我無法像老師一樣做為一位教授，但我仍然可以在自己的道
路上前進。我非常肯定，我將會成為一位好的領導者，但是，我仍想為他人做一些什麼事情，
但我能為他人做什麼事情呢？我至今仍然在思考著，也許，寫本溫暖人心的故事集吧！
而這個讀書會，老師分享的故事與歌聲，都令我覺得暖心與感動萬分，有哪個老師會願意
花兩小時的時間，和你分享她的故事與她的思想呢？真的好喜歡與好感謝老師呀！而且老師已
經想好下學期的讀書會主題了！老師即將帶我們欣賞我們從未真正去發掘的數學之美，真是打
開我好奇心的小小門了！我非常期待下學期的讀書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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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員間自評與互評

桑慧敏教授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楊俞萱
范恆瑀
湯忠憲
10
10
10

紀錄得如何？

蘇意筑
10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10

10

10

10

10

10

我有多多發
言，且把老
師說的話記
在心上

很活潑、很
有元氣地發
言

朗讀英文很
好聽，且笑
容很靦腆

寫心得非常
有創意；很
願意幫忙

有點不夠自
信，但很認
真參與；很
主動幫忙

總是笑瞇瞇
的，很認真
參與，想法
很溫暖

正經的學長
，也很踴躍
發言

蘇意筑
10
10

楊俞萱
10
10

范恆瑀
10
10

湯忠憲
10
10

黃郁翔
9
10

范梓琳
10
10

陸浩然
10
10

認真負責

有幽默感

學到思考正
向

樂觀開朗

認真投入

很會說話

積極正向

蘇意筑
10
10

楊俞萱
10
10

范恆瑀
10
10

湯忠憲
10
10

黃郁翔
10
10

范梓琳
10
10

陸浩然
10
10

認真負責

找回正能量

小心謹慎

思慮清晰

樂觀開朗

唱歌好聽

說故事能力
佳

10

蘇意筑
10
9

楊俞萱
9
9

范恆瑀
9
9

湯忠憲
10
9

黃郁翔
9
9

范梓琳
9
9

陸浩然
8
8

寓意深遠

細心詳細

聰明伶俐

字字精練

幽默風趣

樂觀開朗

善良友善

Think Big

桑慧敏教授

蘇意筑
10
10

楊俞萱
10
10

范恆瑀
10
10

湯忠憲
10
10

黃郁翔
10
10

范梓琳
10
10

陸浩然
10
10

謝謝你這學
期的協助

家教加油

多說說話吧

看來看去，
你是桑老師
第二把交椅

收穫良多

不要怕蟲

說故事一流

10
老師很用心
地分享他的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故事並帶領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我們思考；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我們與老師
是互惠的往

桑慧敏教授
紀錄得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經歷豐富，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對學生很用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心

桑慧敏教授
紀錄得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能從生活中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獲得很多啟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發

桑慧敏教授
紀錄得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紀錄得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是一本翻不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盡的書，讓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我一學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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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郁翔
10

范梓琳
10

陸浩然
10

桑慧敏教授
紀錄得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老師一直在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教學上非常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熱忱，實在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振奮人心

桑慧敏教授
紀錄得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有大智的老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師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蘇意筑
10
10

楊俞萱
10
10

范恆瑀
10
10

湯忠憲
10
10

黃郁翔
10
10

范梓琳
10
10

陸浩然
10
10

古道熱腸

冰雪聰明

秀外慧中

天資聰穎

樂觀開朗

勇於挑戰

鶴立雞群

蘇意筑
10
10

楊俞萱
10
10

范恆瑀
10
10

湯忠憲
10
10

黃郁翔
10
10

范梓琳
10
10

陸浩然
10
10

聰慧能幹

秀外慧中

頭角崢嶸

謙遜有禮

樂觀開朗

才華洋溢

潘安再世

五、 結語與建議
非常感謝教發中心給予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得以有一個系統的組織，記錄與保存下
我們的讀書會的點點滴滴，並讓我們能藉此與老師及同好們一起學習與討論。老師反應，
希望餐費能夠更自由地運用，例如像買水果、飲料，或是增加於食物上的經費，畢竟吃是
人生的一大享受！在此謝謝教發中心，尤其是莊小姐的耐心與有問必答的大力鼎助，使我
們的讀書會順利地告一段落了，也期待下學期再次參與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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