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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班會專題討論內容摘要 

「生命教育」 

提綱： 

平凡中的偉大、平淡中的幸福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 

請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題綱 

班級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請分享你印象

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機械四丙 

1.到十字路口扶老奶奶過馬路。2.假日去參加藝文活動。3.心情不好時找同學聊天，並得

到鼓勵。4.當工作遇到困難時，被家人關心，會有幸福的感覺。5.與老人家聊天會有幸福

的感覺。 

電機四乙 
當忙碌的一天結束，身疲力盡的回到家中，有人能遞上一碗熱湯，在寒冷的夜晚彷彿雪中

送碳般溫暖。 

工管四甲 
1.幫助他人而感到幸福。2.輕朋好友在身旁而感到幸福。3.學習到珍貴經驗而幸福。4.領

薪水時感到幸福。5.吃到美食感到幸福。6.買到限量版的東西。7.被上級誇獎。 

建築四甲 

1.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在職場上能順利完成事項，我覺得是幸福的。2.跟家人&身邊愛

我的人相處、互動是幸福的。3.做自己喜歡的事，做自己是幸福的。4.能夠擁有自己的時

間是幸福的。5.四處旅遊是幸福的。6.看到別人因為我而有笑容是幸福的。 

資工四甲 

每個人對於幸福的定義多少都會有點不一樣，對我來說的幸福可以很簡單，像是客人跟我

說了一句謝謝，天氣冷的時候喝了一口熱湯，也有可能是搭電梯的時候剛好不用等，幸福

是要靠自己去發掘的，如果學會享受生活，每一刻都是幸福的! 

國企四甲 
1.需幫助時，有人幫助，所以平時也要樂於助人。2.協助朋友，互相幫忙，感受有能力助

人的快樂。3.幫助別人，感到自己的貢獻，服務是值得的。 

企管四甲 

有人認為當今社會人心冷漠，世風日下,然而就個人經歷來看，助人行為和利他行為依然

普遍存在著，在公交車上，曾見過售票員下車幫老奶奶抬東西，也曾見過不少人把座位讓

給了抱孩子的婦女，在迷路時也曾遇到過好心指路的人，不厭其煩的把路線說得很詳細，

這些人在助人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發自內心的笑容。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這

些人在幫助他人之後顯得很快樂。實際上我也常能體會到這種感受，在幫助他人後，有種

溫暖而舒服的感覺湧上心頭。俗諺說:「施比受更有福!」這充滿智慧的古諺完全經得起科

學驗證。研究證明，當人們在無條件的關懷或付出時，無私奉獻確實比獨自享樂更能帶來

幸福感。當我們因助人而獲得滿足感時，大腦會分泌令人愉悅與放松的「腦內啡

(endorphin)」這是由「endo(內在)」加上「morhin(嗎啡)」，意為大腦自行製造、類似

嗎啡一樣幫助緩解疼痛與鎮静作用的天然止痛劑，且能夠帶來歡欣感。即便只是事後回想

這助人的經驗，回想的過程也會刺激大腦分泌腦內啡而帶來幸福感受。所以有時往往你的

小小貼心舉動，可以讓接受的人感動，而自己也能透對方的感動覺得無比的開心，也許你

身邊正有朋友需要你的關心，以大家真的不要視而不見哦! 

企管四乙 
女生每個月總有姨媽來的時候，但在不固定的時候，總是有不便，曾在學校因突然的生理

期一通訊息，同學手刀速度將衛生棉送進廁所，感到滿滿的溫暖。 

資管四甲 1.發票抽獎抽到吃鬆餅一次。2.抽獎抽娃娃一次。3.路上撿到 100塊。 

資管四乙 在每一天努力辛苦的工作之後，回到家之後能夠吃到一碗香噴噴的飯是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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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請分享你印象

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金融四甲 爸爸無時無刻的關心。 

應外四甲 
有一個人陪在一旁可以靜靜的傾聽對方呼吸，這種幸福很平凡，但這種平凡卻很幸福，我

喜歡這樣平凡中的幸福，喜歡那種靜靜的陪伴，即使沒有任何的言語就是喜歡這樣的感覺。 

休運四乙 在家中被家人愛，家是最幸福的地方。 

觀光四甲 在寒冷的冬天，洗熱水澡，躲在棉被裡舒服的睡覺，超幸福的。 

觀光四丙 珍惜眼前的事物，知足常樂，施比受更有福。 

妝彩四乙 1.利用休假日跟朋友出遊。2.看到街友會支助微薄的心力。3.被老師關心。 

數位四甲 

覺得最幸福的事就是餵養小動物，看牠們吃得飽睡得暖，就算不能領養他們，能幫助到人

事物每件事都是平凡的幸福，其實也沒有所謂印象的幸福，只有發自內心想去幫助的事，

對我來說就是幸福。 

餐飲四乙 

1.大部分每個人幾乎都有出車禍的經驗，現代人因為怕惹事上身，所以看到別人車禍都閃

得遠遠的，不過我遇到的人都很熱心，跟附近店家借椅子後扶我起來坐，等待救護車的到

來，關心我的傷勢，使我感到溫馨。 

電子三甲 
1.小孩出生時的喜悅。2.每個月 5日領薪水。3.玩遊戲。4.每天能和家人共進晚餐。5.每

週可以跟同學相聚。 

機械三甲 

1.可以上班，可以上學，可以逛大賣場，有口罩可以戴。2.把每一天過好，就是最大的幸

福。3.幸福就是種感覺，幸福的感覺隨滿足的程度而增減。4.先哲們說:得之愈艱，愛之

愈深，擁有幸福，常恩艱難。一個人總是感覺不到幸福，是自己的最大悲哀。 

機械三乙 1.父母親參加我的畢業典禮。2.陪家人到公園散步。3.騎機車載女友兜風。 

工管三甲 幫朋友把吃不完的高級牛排吃光，就是幸福。 

建築三甲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幸福就是看見受幫助的人露出的微笑，以前馬路上曾經看見一位老奶奶

要過馬路，但路上的行車彷彿未見老奶奶，一路沒有車停下來，那時有一位年輕人，默默

的停下機車，陪老奶奶等紅燈一起渡過，那時在對街目擊一切的我看見老奶奶露起了微

笑，我想在奶奶的心中應該充滿了幸福和溫暖吧!看見這些溫暖的笑容，心裡就會感到十

分的幸福，而這種微不足道的小小幸福卻能堪稱冬日的暖陽照亮了寒冬。所以幫助他人不

用思考，就大步的踏出去，或許幸福就是這時候才會出現的!還有個小小想分享的小幸福

就是曾經有次東西突然不見了，那時心裡肯定十分慌張，去了失物招領處後卻失而復得

了，雖然至今還不知道對方是誰，但這種失而復得的心情，也可以算是一種感到幸福的體

驗吧! 

企管三甲 
1.當心情不好，有同學來安慰、開導。2.在等紅綠燈時，看到正在推回收車的奶奶的回收

東西掉了，我會把車停好一起幫他收拾撿起來。 

企管三乙 

1.在外面遇到小麻煩時，素不相識的路人主動幫助。2.能開心地吃飽睡好。3.在很累的時

候有人主動幫忙買食物。4.整理房間發現，私藏很久的私房錢。5.減肥成功。6.發票、刮

刮樂中獎。7.買限量產品，排到自己剛好剩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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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請分享你印象

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資管三甲 

我印象最深刻的幸福經驗之一是在路上幫忙老人家及行動不便者協助他們順利過馬路，安

全行走。之二是佈施於在鳳山中山西路路口賣水果的老婆婆，老婆婆拿著我給他的錢買了

一個晚餐的便當，安心的再路口旁吃起晚餐，頓時，我很高興的覺得可以幫助別人是一件

快樂的事情，即便是微乎其微，舉手之勞，但可以解決需要幫助的人的困境，那就是一件

幸福的是。之三是在 6-7年前，那時候我獨自在台北工作，當時身體不適，在高雄的家人，

媽媽，哥哥，搭高鐵北上帶我回高雄，而我弟弟和弟媳婦開車在高鐵站(高雄)等著接我們

回家，當時覺得被家人們關心照顧很幸福，有家人真好。 

金融三甲 1.這個冬天每天吃飽睡好和家人聚在一起就是幸福!2.聖誕節抽到 1萬元，有錢就是幸福! 

幼保三甲 

遇到困難無助受傷時，若是有人能伸出雙手協助或是小小鼓勵，即便只是在身旁陪你不說

話，其實也是一種幸福的感受。性福不見得是要一份禮物或是一句話，也許對方只是個溫

馨小動作，只要是能讓你當下有感動的心境，那就是一份簡單的幸福。分享愛，分享快樂，

當你把幸福分給別人，你的幸福就會更多。 

應外三甲 
有一次過馬路的時候，看到一個老阿婆搬很重的箱子，走過去幫你一起搬，幫助別人也讓

自己很開心。 

休運三乙 

某一天晚上在某個路上，有位婆婆在大家停紅綠燈之時，穿梭在車道賣著玉蘭花，當天覺

得她很辛苦很危險，馬上招手並路邊停靠購買，看著婆婆籃子內剩沒幾組，立刻做了決定，

把全部都買下來，婆婆很驚訝一直道謝，但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只是想讓婆婆早點回家，

不要讓她在穿梭很危險的車道。 

觀光三甲 

最幸福的經驗:1.父母從小到大的呵護照顧。到工作時職場上的長官的呵護。最為幸福。

2.一路上的有酸甜苦的事情，還好有朋友的陪伴傾聽，是最為感到幸福。3.若能對需要的

人能伸出援手也最幸福的事。 

觀光三乙 

1.有一次我騎機車發生小車禍，倒在路邊，有幾個不認識的機車騎士停下來幫忙，還拿手

巾幫我止血。有人幫忙把機車扶起來，很感謝幫我的人。2.有一次遇到資源回收的奶奶，

機車倒下，我過去幫忙他把機車牽起來，再把回收的東西綁好，自己感到很幸福快樂。 

妝彩三甲 

1.幫路人指路，對方向我道謝。2.讓我比較感到有在為大家做事的藝人小燕姐，他參於了

非常多的公益活動，每年還會辦各各名人的二手衣義賣活動，幫助需要經濟能力比較不好

的人。 

妝彩三乙 

保持平靜的心，太在乎別人的感受，越是迷失自我，迷失自我卻越無法找回原本的自己，

想盡全力找回自我才發現方向不對，方向不對越走越遠到頭來發現目的地不對，找對的方

向就一口氣不顧一切的往前衝，在對的時間迷失自我，在錯的時間找到自我，自己感到幸

福，別人才會感到幸福。 

餐飲三甲 
1.上班辛累，下班回家吃到愛心晚餐。2.與同事共同一起打拼工作。3.與朋友一起聚會聊

天。 

土木二甲 

1.搭公車時，有阿伯行動力比較慢，一直找不到一卡通來嗶，雖然公車司機，讓他免費搭

乘，但我下車還是幫阿伯付了車錢，不讓司機白載乘客。2.除夕夜幫老阿伯推電動四輪車，

在幫推時，還有騎士特地繞過來詢問是否需要幫忙，不只我幫助人感到幸福，在這途中忽

然又被幫助時也感到更幸福和溫暖。 

機械二甲 

1.被稱讚自己用心完成好一件工作。2.幫助別人度過難關。3.協助同學完成作業。4.提醒

同學班級事務。以免誤了班級事項 5.幫助任何需要幫助的人。6.鼓勵別人努力完成必須做

到的事情。 

機械二乙 在車禍腳受傷的時候，同學扶我，幫我借輪椅，讓我覺得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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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請分享你印象

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機械二丙 幫助老太太拿重物過馬路，幫完人的感覺非常好，心情會非常自在。 

電機二乙 
在求學過程中，許多同學在課業上跟不上課業的進度，此時我能領悟的部分，我會教導同

學如何學習。此時同學的感激及成果，使我很有成感。 

資工二甲 
在我學習過程中，遇到不懂不會的習題事物。詢問師長，他們都能不吝嗇的教導指導我該

如何去做或是學習，讓我備感幸福。 

國企二甲 

1.在挫折的時候，有人鼓勵並告訴我們從哪跌倒，就從哪爬起來。2.經歷過生離死別，每

天回家能見到家人，跟他們講話，出去玩，也是件幸福的事。3.生病的時候，有家人，朋

友的關心與照顧。 

企管二甲 

1.家庭的幸福，各種噓寒問暖，回家後家人關心吃飽沒出門要穿外套。2.機車壞掉，好心

人的關心與幫助及協助，其實處處是溫暖。3.身體健康及是寶貴幸福。4.能力所及食，幫

助遊民飽餐一頓，心情莫名愉快。 

企管二乙 

1.同事的忠言圓融，要達成似乎有點距離，但真誠更難能可貴。2.幸福是什麼，有人說幸

福是喚面不寒楊柳風的舒服，有人說是暮然回首的微笑，其實平凡的幸福就是一種感覺，

只要用心去感受，我們就能在平凡生活中感到幸福。3.平凡中的偉大從認識自我開始過著

平凡的日子且於平凡的勇氣。 

 資管二甲 1.找到知心信任的朋友。2.完好的家庭。3.去找久違的朋友。4.吃到美食。 

金融二甲 

有位同學是在藥局上班，記得過年後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很多人買不到口罩，有一天她的 FB

好友密她，請她幫忙買口罩，因為那個朋友非常需要口罩，這位同學就幫忙買到並寄給她，

這位同學也沒有想得到甚麼回報，突然有一天同學收到那位朋友的一大箱金門肉乾裡面甚

麼口味都有還有貢糖，她真的覺得很幸福能多幫助到別人自己也得到意外的小確幸。 

幼保二甲 

我們有緣份認識，是因為職場，這位長輩像我媽咪一樣，很照顧我的身體，也像我媽咪一

樣疼我，把我當作自己女兒看待，這緣分真不容易! 前幾天長輩對我說:最近心臟病發作，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離開，昨天整個嘴唇發紫，連外勞都嚇到，我沒有甚麼東西送給你，只

留一個最珍重，帶給好運給你，祝你身體健康，可以嫁個好老公，我們能遇見真的靠緣分

(直接把戒指掛在我手上)，並跟我說~現在轉交給你，要好好保管，這時我眼淚快流下來，

因為很感動~所以要好好珍惜身邊人事物。 

應外二甲 
1.扶老人過馬路。2.幫助路上撿回收的婦人。3.曾幫助憂鬱患者走出來。4.曾在路上買過

弱勢族群的文具。5.抽到獎，中獎。 

休運二甲 
1.在被誇獎、表揚的時候。2.和自己家人慶祝節日聚餐，一起出遊時。3.在難過時，家人

的關心、安慰、開導時。 

觀光二甲 

聯想到的事小時候在學校時的畢業典禮，由於我在台南讀小學，爸媽在高雄工作很忙，在

畢業典禮前一天，爸媽說無法前往，而在畢業典禮那天看到其他同學的爸媽來看自己的小

孩上台領獎，分享著他們的榮耀時，我只能一個人默默上台領獎，但上台後，我竟然發現

爸媽就在台下，真的感到驚訝和開心，感動得說不出話，那一刻我有滿滿的幸福和愛，而

事隔多年，我又回憶起這個回憶還是覺得無比珍貴! 

觀光二乙 
陳某女士將賣菜所得捐助需要幫助的人，值得大家推崇，比起有錢富有的政治人物或商人

來說，市井小尼的助人精神更值得它們為傲，有能力幫助他人便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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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請分享你印象

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妝彩二甲 

1.每個人的幸福可大可小，他就像是魚跟水一樣，僅僅的聯繁再一起。就猶如我們每日的

生活，而幸福就圍繞在我們身旁一樣。2.我的幸福大概就是睡覺吧!身為一位 PT的學生真

的非常辛苦，每天除了要上班晚上還得來進修，就連假日也得工作無法休息。所以對我來

說最幸福的事，就是能早點回到家，帶著全身的疲憊，走進浴室舒服的洗個熱水澡，悠哉

地吃著消夜，然後舒服地躺在床上，肩膀上的鉛塊放下，好好的睡上一覺。當我張開眼睛

時，世界又是新的樣貌。儘管一如往常的柴米油鹽，但卻是嶄新的一天。所以我每日最期

待的就是能夠睡上安穩的一覺，這大概就是床的魔力，他帶走了疲憊,卻也帶來了喜悅，

幸福，就是如此樸實無華。 

視傳二甲 

幸福是一種感覺，你感覺到了便是擁有。幸福也是很簡單的擁有並不難許多的時候它就在

我們身邊，就存在於平凡的生活中的每時每刻，包含在我們生活中的每個故事。對於我們

的生活，不是缺少美麗，而是缺少發現，只要你用心活著，用心去感受，很多時刻都是你

開心的時刻。只要你用心感知的心看。用平和的態度去觸摸生活，那幸福就會無處不在的

包圍你。他可以是一份愛情、一筆財富，或著清晨的一縷陽光。 

數位二甲 

在班上，可以看班上戶相討論功課，互相幫忙是我想看到的，舉我們班上為例，班上小圈

圈太多了，行動不方便的學生，每天坐著輪椅過來上課，卻沒人幫忙，自己覺得為什麼幫

忙他，多次在班上討論又是在公開處行，審問同學什麼，我只是在做同學的橋梁，讓大家

知道，他是真的不方便，後來班上的女學生昏倒，我立即放下眼前的課業回到系上撥打電

話，立即叫救護車過來，希望他可以得救，班上是非常熱情，但是大學求學過程中，也是

非常精彩，渡過在大學中最快樂的四年，作為班代，非常辛苦，希望班代可以連任四年。 

餐飲二甲 
當有一天情緒低落和做任何事不行時，有個人伸出援手幫忙，或是帶給自己一絲歡樂時，

是最幸福的。 

餐飲二乙 

新生時，新生進教室因人數多都要走樓梯上四樓，當時我腳不適上樓有些吃力，適時有位

也是新生的同學過來問候我需幫忙嗎?瞬間讓我覺得暖心，有人願幫助需要得到幫助時，

讓人很感動。 

餐飲二丙 領薪水買第一份禮物給自己。 

土木一甲 1.有人在等你回家。2.有人煮飯給你吃。 

電子一甲 有一個老人摔車我過去幫她，她跟我說謝謝。 

機械一甲 
1.幸福是一種不簡單的事。2.有些人因為單親家庭而是一個人長大無法得幸福，透過幫人

感到幸福。 

機械一丙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在孔明看來，平淡也是一種幸福。當一個人擁有一顆

平淡的心，便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便能品味到人生的種種滋味，便能拉進幸福的距離，而

後人必有所得。 

電機一甲 回到家中，家裡的媽媽已經煮好熱熱的飯，等我回家吃。 

建築一甲 
1.情緒低落時，友人及時關心，即使是簡單一句關懷都能暫時令人跳脫情緒困擾。2.好言

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建築一乙 

1.非揮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精神，推心置腹，將心比心，例如貢獻自己在建築上的專業

技術，有力出力，協助弱勢族群構築心中理想的家屋和庇護所。2.有道是_施比受更有福，

在行而有餘力之時，例如宗教、家扶基金會等慈善志工團體的加入，互相扶持幫忙，尋找

善的力量。3.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小小的幫忙將會使社會更祥和與和諧，

例如幫忙協助老人幼童過馬路，協助處理交通事故幫忙撥打緊急電話，或是幫忙搬提重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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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綱 

班級 

有人透過幫助別人感覺到幸福，有人在被關愛中感覺到幸福，請分享你印象

最深刻的幸福經驗是什麼呢？ 

國企一甲 

1.最幸福的事就是與朋友一起遊玩，騎車，聊天和旅遊，聊出心裡不開心的事把自身負面

情緒都紓解出來，開心過好每一天才重要。2.從小我比較怕生，家裡狀況本來就不好，常

常學校老師都很關心我，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位老師都是我的恩師，也是帶給我快樂的動力。 

資管一甲 在最沒錢的時候請吃晚餐。 

金融一甲 

1.在工作疲勞了一天時，回家看到了熱騰騰的食物還有家人的關心，此時的我覺得十分的

幸福不要求轟轟烈烈的生活，只求平淡生活。2.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不求

任何報酬，看到對方脫離困境，就會感到很開心。 

應外一甲 

想到一開始來正修就讀時，人生地不熟，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心裡非常的惶恐，還好班上

同學都非常熱心，也很好相處，讓我度過一個溫暖快樂的學期，十分感謝各位同學的相挺

及協助。 

休運一乙 
擁有助人的快樂心，才能享受人助的幸福感。這句話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接受別人幫助會

感到幸福的話，那就表示自己擁有一顆願意助人的快樂心。 

觀光一甲 身邊的同學都很有愛心，有什麼需要都會幫忙，幫助他人也是能幸福感! 

視傳一甲 
1.協助年長者過馬路，幫助他人時感到自己的重要性。2.幫忙鄰居到垃圾。3.捐款給社福

團體。 

餐飲一甲 

身邊有很多愛你的人，有時往往自己都感受不到。但我認為身邊能最容易感受的大概是家

人吧！天冷時，會有許多的叮嚀。晚回家時總有人等你回家。還有很多很多…這些平時的

小舉動都是滿滿的幸福。 

餐飲一乙 

1.最近天氣轉涼，一句「好冷喔」，身邊的朋友就打開車箱說:「我有多帶外套，來你穿

上。」瞬間感受到被關愛。2.每當要騎車時，朋友都會說一句:「路上小心，騎慢一點，

到家說一下」。當下心情真的非常開心。也很溫暖。總結:一句平凡不過的話，都能使對

方感受到溫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