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獎人：中語三　林書安

影片：魔球

佳作

得獎人：中語一乙　林昀萱

影片：型男飛行日記

人總是在追求快樂，
而想要快樂，首要條件應
是基本生活的安全感，也
就是能吃飽穿暖，而又為
了吃飽穿暖，我們就需要有金錢的來源，此時有
一份穩定的工作就成了大多數人心中的願望。但
劇中男主角所任職的公司，卻是以替全美國的公
司裁員為業，讓底下員工們飛往各處出差，告知
某些員工他們已經被裁員的消息。執行這種工
作，必須承受每個人不同的情緒反應，要理性
的讓他們安然離職，又不能像心理治療師給予

他們感性的安慰。如此抹滅人的夢想的人，照理應該得承受龐大的心理
壓力，被悲傷的情感綁住才對，但主角萊恩卻能很理性的把他的工作做
好，達成各地的任務，不著一些情感的痕跡，就連自己的感情世界也是
如此，漂泊在各地，一點也不希望有個穩定的感情。這樣看起來頗為沒
有憐憫的慈悲心和正常的的愛情觀，但到最後，我們在電影裡看到了，
一個穩定的感情寄託終究是人們所嚮往的。

萊恩可以把家當全放進一個行李箱裡，把飛機、飯店、旅館當成
家，也到處演講，叫人把背包裡不需要的東西丟掉，他要人把許多承諾
與責任丟了，成為全新且自在的自己。但當萊恩遇到這麼一位他很喜歡
的女性雅莉，也開始面對他內心深處的感情世界。原本四處飛行漂泊的
遊子，以為自己擁有舒適且滿足的生活，但他其實一直逃避去面對那個
重要的東西─愛。就像現代人，每天面對網路虛擬世界，心中的情感
也愈來愈虛擬，面對面交流的時候還可能比網路更為生疏，但人需要的
是真正的交流，真正的對人付出情感，面對面的眼神，話語交流的真實
感，而不是螢幕裡滿滿的好友名單，自己的心中卻感無限空虛。我覺得
萊恩最後不顧演講，激動的衝去找雅莉，還有在達成一千萬英哩時看到
機長的空虛感，都代表他已發現他其實也和一般人一樣，是需要一個人
時常的陪伴。愛的背後，需要有責任與承諾的支撐，才能圓滿。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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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幼教三　蔡蕙璟

影片：社群網戰

馬克似乎有種偏執
狂，對於他喜歡的電腦程
式設計可以完全忘我、完
全投入而忽略身邊發生的
事，各種跡象來看，對有興趣的事物、有興趣的
言語，才能夠吸引他的注意力，其餘一概置之不
理，他是專注力異於常人的天才，卻也是社交手
腕差的宅男。能成為馬克這樣的成功人士是極少
數人的命運，由於他找到大眾缺乏的事物，或者
說發明了一項大眾需求，透過他本身才能繼續將
臉書的功能發揮到極致，他不眠不休的寫程式，

只因為他覺得：一切都很有趣。
如果我們很幸運的找到這樣的事物，並日以繼夜的投入，這即將是

我們巨大機會。我們需要創意，創意從我們累積的經驗顯現，不過我們
必須對事情有滲透性的了解，但是最大的瓶頸在於，我們知道的往往是
枝微末節的小事，若我們能夠像馬克愛好程式設計一樣，對某項事物有
一定程度的深入探索，我們可以從中發掘機會，引發出我們和別人不同
的創意。

從電影中發現，臉書公司營運的初期因財務和工作時間不平衡而引
發朋友間的背叛，但沒有當初這些朋友的贊助，馬克也不會發展的這麼
順利，因為任何一個夢想通常會經過很多人的提議與幫助，需要經由大
家的合作才能有機會露臉，所以我們可以將夢想分享給大家，讓人感受
到自己對夢想的希望和熱情，他們也能給予最真誠的建議和協助，夢想
並非自己獨有的，可以是和大家共同擁有一起完成的，透過大家的合作
無間，一起追逐夢想会讓每個人更有動力，並擦出更旺盛的火花。

以前我聽過一句話：「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瘋狂學」，雖然我們
不是哈佛高材生，但我們了解自己的缺陷，持之以恆的專精於自己的能
力，我們不強求發展出像臉書這樣的大事業，我們專注於所學，那就是
屬於自己成就，成就讓人滿足、讓人快樂，還有夥伴們之間相互激盪、
合作，造就大家的夢想，這才是成功的定義。

佳作 反向思考，逆境求勝的哲學
─電影《魔球》觀後感

 在認識王建民之前，我完全不懂棒球。
小時候對於「棒球」一詞的認知，只是從

體育課中足壘球的規則去套用來的一種技術性運
動。直到高中大家正瘋穿著洋基40號球衣的王建民，此時才稍為了解棒
球的規則以及技術性的用語等等。

《魔球》是一本 2002 年出版的書，後來被翻拍成電影。比利‧比
恩過去的輝煌成績，被球探說得五項全能，才能、體格與相貌兼具，是
難得一見的奇才。高中一畢業，就在第一輪選秀，拿著豐厚的簽約金，
放棄史丹佛大學的獎學金，進入職棒大聯盟。然而，他並沒有展現出球
探當初所說的潛能，原因是，他不喜歡打棒球。於是十年後，比恩決定
轉任職球探，最後成為運動家球隊總經理。於是他不想靠主觀太強的球
探，轉而相信客觀的數據。

發現奇才，改變方法
一開始，比恩所待的弱小球隊打進決賽，但是如預期的敵不過資金

滿滿的洋基隊。被打敗以後，好不容易培養的球星還紛紛被高薪挖角走
人，讓比恩不得不到處遊走，找尋解決方法。而球隊球探用傳統的方法
尋求新人，讓比恩不甚滿意，因為自己就是失敗的例子。「球探尋找人
才，會依自己的喜好來去判斷」。在一次和別隊經理談判時，他發現了
一個奇才，剛從耶魯大學畢業不久的彼德，他們兩個人談了一下，發現
彼此的想法不謀而合，決定聘用他當經理特助，並用新的理論挑戰現實
社會！

反向思考，打破成規的先驅者
他們兩人捨棄了傳統的想法，不管是大牌球員、球員的形象和總合

能力等等，而是看球員的表現數據，用科學的方式，用球隊僅有的少數
經費，去挑選球員。市場上有許多球員，因為許多棒球界傳統的理由而
被球隊低估，像是受傷、投球姿勢、私生活和年齡等等原因，而不受重
用，但這些被低估的球員，在彼德眼裡卻都是物超所值的寶！ 

比恩支持彼德的想法，利用手腕和權力，一步步的去實現，而外界
只當他是瘋子，並且是害球隊陷入深淵的罪魁禍首！一開始球隊陷入低
潮，不停的敗戰，但時間開始證明一切，資金小的小蝦米球隊與被低估
球員團隊，拿出了20連勝的佳績並進入決賽，跌破眾人眼鏡！雖然最
後無緣冠軍，但比恩的新理論已顛覆了傳統，讓世界看到，不花大筆的
資金，捨棄傳統的方法，改用最符合成本與科學的方式，打出可怕的佳
績！

故事最後，比恩受到紅襪隊以1250萬美金的邀請去當他們的球隊經
理，但比恩拒絕了，他選擇繼續留在運動家隊。兩年後，紅襪隊用比恩
的理論，使用科學化的經營方式，擊敗洋基拿下了世界冠軍⋯⋯

比恩帶領運動家隊顛覆棒壇的這段歷程，證明了「只要有勇於突破
傳統的決心與勇氣，就算是在強者恆強的世界中，也能突圍而出！」在
現實中，人們總是會受到許多的傳統價值觀念，而被束縛住智慧，並且
低估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他人的能力，不管是在工作還是家庭等等。而
這個故事，比恩以新的想法，捨棄傳統的價值觀念，得到了意想不到的
好結果，雖然最後球隊沒有拿下世界冠軍，但已激勵了所有人心！

最後要推薦《魔球》電影原書，儘管小說與電影之間有些見解、
角度上的差異，但光是讀遍該書的標題，就彷彿讓人明白許多生活上的
道理，以小搏大，在逆境以反向的思考模式，突破以往的成見，持之以
恆，就能展現出它的價值！

三、四版圖片來自網路《觸電網》



GO FOR OUR 

   DREAMS

news 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八日T M U E 一版　體育表演會

發行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大眾傳播社　指導單位：課外活動組  
總 編 輯：林羿媜　指導老師：李　瑋　社　長：劉宸宇
記 者 群：劉宸宇、鍾明宏、林羿媜、顏睿怡、張庭語、陳奕軒、王亭頤、楚之瑜
刊頭設計：聯華打字有限公司

北市大青年月刊北市大青年月刊
第二十八期 （歷史發行期數第 2 2 6 期）

眾所矚目，萬人空巷，體育系年度盛事－「體育表演會」，在北市教大所有教職員引頸盼望之下，終於在

101年5月16號正式登場，由體育系101級主辦，背負著以往的光榮傳統，這次他們誓言將要再創巔峰。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在主辦單位精心挑選的百位正妹倒數加持之下，今年的體表還未演先轟

動，叫好又叫座。

和大多數人一樣，小編沒有特權、沒有公關票，你心同我心，一同在長長的隊伍中等待

進場。隨著表演時間的接近，排隊人龍越拉越長，綿延至大門外數十公尺，本校學生對體

表會的熱情與期待，不曾稍減，不容小覷，畢竟高品質的演出，絕對值得等待與支持！

在所有人陸續進場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螢幕所播放的體表預告片。不多時，中

正堂內燈光漸暗，宣告著大家殷切盼望的表演即將開始。

男女主持人首先粉墨登場，有別於以往對體育系的印象，今天，兩位主持人換上西裝與小

禮服，氣質出眾且信心滿滿！本屆體表會的表演包羅萬象，共有十二大主題，包含：蛙人、舞蹈、柔

道、國術、跆拳道、重訓、桌羽球、排球、武術有氧、巧固球、游泳和籃球，皆充分展現表演者的活力、奔放與

熱情。

第一個演出的是鐵男101—蛙人，每位大一男生只穿著短褲，露出精實的上半身與手臂肌肉，表演動作結

合了許多高難度的人體組合，最後疊成壯觀的希望金字塔，將現場氣氛帶到了最高點。從每個演出中，都可以看

出運動員們將自己的專長發揮到淋漓盡致，加上絢爛的舞台及聲光效果，擦出不一樣的火花。表演一個比一個精

彩，令現場所有女生們印象深刻且驚叫連連的喬段，絕對是muscle man肌肉猛男出場的時候吧！大四的學長們站
在台上盡情的展現他們傲人的肌肉線條，此時早已迷倒台下無數的少女，沒想到他們竟然走下舞台與觀眾做近距

離接觸！歐麥尬！這時應該有觀眾昏厥過去被抬出場吧！這些精彩的節目內容，都是透過感官去享受肢體表演的

藝術，藉由剛柔交織表現出運動員的自我精神。

台上的表演者揮灑著汗水與淚水，觀眾們也抱以最熱烈的掌聲，劃破中正堂的屋頂。對許多觀眾來說，這是

一個很精彩的夜晚，但對親自參與演出的體育系同學來說，今晚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頁，就像他們說的：「可

以接受失敗，但不能接受放棄，藉由『韌』字傳達出意志堅定，不可動搖的心境。」

【撰文：心諮二　顏睿怡】

▲體表會中精彩的跆拳道表演

▲體表會充滿氣勢的
舞台佈景

▲體表會中充滿
創意的演出

▲

首先登場演
出的「鐵男
101—蛙人」

▲二位盛裝打扮、非常有氣質的
主持人

▲令現場所有女生們印象深刻且驚叫連連的
肌肉猛男們

▲使用非常獨特的方式呈現游泳表演 ▲令人屏息觀賞的桌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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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代表了一個美好的願景：它可以將有回收價值的垃圾再生成

新的資源，還可以針對如化學廢液等有毒垃圾，最大限度地減少其污染。

但是走在校園內，垃圾分類不確實的情況屢見不鮮。垃圾桶內常見綑成

一袋袋的垃圾，打開來後，裏頭可回收垃圾與一般垃圾混雜。如此的垃圾分

類，意義何在？

垃圾分類，不是我的事？
下課時間，學生小J（化名）把沒吃完的Seven餐盒直接往垃圾桶一丟，

當問及為什麼不去地下餐廳把廚餘倒掉時，小J回答：「懶得走去餐廳，反正
有回收人員幫忙分。」

小J的例子並非個案，而是許多學生的共同寫照。拿同樣情況在班上隨機
訪問，近半數同學回答同小J一樣，也有同學回答會努力把便當吃完再丟，或
帶回家繼續吃。

回收人員表示：「大學生連高中生都不如！」

總務處事務組王先生表示，從垃圾桶裡撿起沒吃完的便當，再倒出發臭

的廚餘，這並不是清潔公司或回收人員的工作。王先生說，學校已致力於資

源回收，需仰賴同學的配合才能事半功倍。大學生不可因為一時之懶，而是

要確實做好垃圾分類，減經工作人員的負擔。

學輔中心一年一度的活動週於2012年4月30日正式登場囉！這次的主
題為「職場達人SHOW」，希望能透過活動幫助同學解決生涯發展上的困
惑，讓每個人都能有一片美麗的未來藍圖。整個活動為期兩週，現在就讓

我們來看看究竟有哪些精采的活動吧！前面連續五天擺攤宣傳活動，楓帆

義工精心規劃職涯相關之有獎徵答，讓全校同學藉由遊戲獲得職場相關小

知識，並為後續登場的活動暖身。

5月7日率先登場的是「情境模擬—假戲真做ACTION」，楓帆義
工團規劃許多職場關卡，讓來參加的同

學們透過各種情境模擬，更了解真實的

職場生態，並探索自己。除了面試的場

合，也有在餐廳擔任服務生被客人抱怨

的情境，可說是非常寫實及生活化。每

關關主精心安排各種測試情境，而參加

者們的表現也令人驚豔，看來本校同學

臨場反應都相當的不錯呢！

第二天的活動為「挖挖我細項—

能力大探索」，由楓帆義工帶領團體，

藉著操作「能力強項卡」的歷程，讓同

學們對自我有更多的認識，同時也能清

楚自己未來在職場上需要什麼樣的軟實

力，並轉化為將來豐富的履歷。在整個

團體活動的最後，還提供了一些職場上

的資訊及管道，可說是非常貼心！同學

們再也不用煩惱要到哪裡獲取相關知識。

緊接著本學期最後一場星光電影院，播放的影片為「時尚女王香奈

兒」，看Coco Chanel從一個孤兒院長大的小女孩，到成為時尚品牌香奈兒
創辦人的心路歷程。在講師活潑兼帶點感性的帶領下，讓參與的同學能從

別人的故事看自己的人生，許多來看片的同學都表示，Coco Chanel那堅忍

【撰文：英教三　楚之瑜】

【撰文：心諮二　林羿媜】

廚餘，也要做好回收分類
依癈物清理法第十二條規定，垃圾須強制分類，

民眾排出垃圾時，應將垃圾分三類，區分資源回收垃

圾、廚餘、與一般垃圾。其中廚餘又分為可提供養豬

戶使用，及不可回收作養豬用兩類。

目前學校在地下餐廳、行政大樓、公誠樓及科學

館均有擺放廚餘回收桶。事務處王先生表示，各系所

如有需求，可自行向總務處事務組提出購買廚餘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廚餘易腐敗、產生異味及吸

引蟑螂老鼠等病媒，所以每天的清潔管理尤顯重要。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陳主任表示，贊成增設廚餘

桶，但是學校一定要善盡督促責任，確保回收人員每

天清空廚餘桶。

源頭減量才是重點
其實減少垃圾來源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根本之

道。地生系陳主任建議，學校可以參照政府規定，輔

助學校餐廳，提供自備飲料杯或碗筷的消費者折扣或

加量優惠，拋磚引玉，讓更多學校注重環保問題。

不要只是資源回收，而是從一開始就不要製造垃

圾，讓源頭減量取代資源回收。學校應當要加強宣導

生活中源頭減量的重要性。

學校是個教育場所，更是培養學生生活習慣的重要環境。垃圾問題並非

單方面的問題，而是仰賴學校的宣導與重視，以及學生的配合。唯有大家一

同努力，才能真正落實綠色校園。

不拔、勇於挑戰的個性，激勵了內心的

目標及夢想，讓他們對於未來生涯路有

了新的觀點和想法。這次片後討論的講

師更是請到了高人氣的林慈玥老師，據

說很多同學不只被電影吸引，而且還是

慕講師之名前來呢！ 
活動週的壓軸請到的是資深人力資

源工作者—錢慧如老師，與同學分享

投入職場之親身經驗，引導同學思考自

己的生涯定位。「此生你想要飛得有多

高？」演講一開始，錢慧如老師就對台

下的聽眾拋出這樣一個問題。講座中老

師也用自己的親身經驗作為例子，試問

同學們在面對老闆百般刁難時，究竟應

該選擇留下或是離開？雖然沒有正確答

案，但個人所追求的價值觀將會深深影

響著自己的決定。錢慧如老師的演講將

整個活動週帶入高峰，聽過的同學們都

讚不絕口，期待著將來還能辦類似的演

講。

兩週活動在5月10日圓滿落幕，學
輔中心除了規劃多元豐富的活動，還貼

心的提供餐點。此外，這次職場達人

Show還加碼大放送，只要連續參加四天
就可以拿到8G隨身碟，讓同學們心動不已，反應相當熱烈！對此學輔中心
也表示，希望明年能準備更多獎品，以鼓勵全程參加的同學，同時在活動

規劃上也會盡力趨於完善，使同學們在活動能有更多的收穫，也非常感謝

今年來參與的同學，期盼明年能夠再相見！

職場達人SHOW
學 輔 中 心 活 動 週

系列報導

▲活動「情境模擬－假戲真做ACTION」
歡樂大合影

▲活動「挖挖我細項－能力大探索」
團體成員分享

▲星光電影院「時尚女王香奈兒」，
慈玥老師帶領同學進行活動

▲錢慧如老師的演講高朋滿座，同
學們都聽得十分專注

▲最後一場活動圓滿落幕大合影

▲公誠樓、科學館等處
都有放置廚餘回收桶

▲垃圾桶裡時常可見未
分類的垃圾



得獎人：幼教二　羅艷甄

影片：畢業生行不行

得獎人：公共二　羅怡琳

影片：時尚女王香奈兒

女主角從一開始便是一

個很有計畫的女生，但是卻

偏偏在畢業之後無法順利找

到工作，這其中的關聯性便

是這部片的重點。

女主角對於出版社的熱忱來自於可以親自編輯

一本書，可是從她在面試時所說的求職原因，卻根

本與工作毫無關聯，反倒像是來應徵推銷書籍的業

務員。這讓我想到，很多時候我們想要達成某一個

目標，卻因為範圍太大而極容易迷失方向，因而距

離目標越來越遠，有一種繞遠路的感覺，甚至在時

間久了卻仍然沒看到自己的目標之時，放棄的念頭便自然地浮現。

另外，工作的價值在哪裡呢？從片中可以感受到女主角對於夢寐以求

的工作，是因為自己本身熱愛閱讀，再加上那家出版社的知名度很高，待

遇也不錯的緣故。可是這樣子的工作價值卻在後來變了質，女主角最後仍

是滿心歡喜的進入了最想要的職業，只是助理的工作和原先編輯的工作內

容是截然不同的，實際得到的工作價值成了賺錢以及有個響亮的職業。

老師與我們分享，工作的價值與目標，與其設定在賺錢這件事情上，

不如為了快樂而工作。快樂讓我們感覺不到工作的疲憊，因此鎖定自己的

興趣，從現在就培養自己的能力，未來找到一個與興趣最符合的工作，才

會工作的愉快。

很有趣地，在電影裡，我看見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像是東方人總是

希望可以早早計畫好一切，可是女主角的爸爸卻認為總是打點好一切的女

兒很讓他擔心，因為世界的一切是瞬息萬變的，不是有計畫、有準備就可

以成功的。這一番話讓我覺得滿引人深思的，的確外界的一切是很難預料

的，但我想他的意思應該不是完全不要計畫，而是身為一個父親希望女兒

能更有隨機應變的能力。

另外一點，電影中所提到的工作價值，是由思鄉的鄰居告訴女主角：

「工作的價值在於能有個可以分享喜悅的人。」我訝異於這樣的清晰的結

論，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問題讓我沉思了很久，後來我覺得的確是的，成功的時候，喜悅

像是裝滿整個身體，滿滿地像是要溢了出來，要是沒有抓個人分享一下，

就會感覺渾身不對勁，而在我們傾訴之後，快樂加倍了，但是坐立難安的

感覺卻消失了。

最後在小組分享自己夢想的時間，一開始我是覺得很謙虛害羞的，因

為從小總是被教育：還沒達成目標之前，不要隨便將目標講出口，以後要

是做不到會被笑的。可是萍水相逢的組員卻始終掛著笑容，讓我可以將成

為作家的夢想分享出來，甚至得到他們的回饋，我覺得：真好！

知名作家九把刀曾經說過:「說出來的夢想會被恥笑，才有實踐的價
值，即使跌倒了，姿勢也會很豪邁的!」我一直將這句話牢記在心。因為看
似不可能，所以說出來容易引人發笑，可是卻因為它的不可能，讓夢想有

了非凡的魅力，就算最後沒有成功達陣，但至少過程是完美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完一部電影，只覺得「好好笑喔」、「好好看唷」諸如

此類很簡單也很簡短的感言，但是星光電影院的老師卻可以幫助我們完全理

解電影所要傳達的事情，讓我們可以從短短一個多小時的電影學到很多。

時尚女王香奈兒，身懷

孤獨踏上世界頂端的女人。

她是一位從小在孤兒

院長大的孩子、一位在小酒

館駐唱的女歌手，一位剛入行的女裁縫、一位過

瘦但幸運的交際花、一位墜入情網的女人、一位

身在保守時代的創新者、她是香奈兒創辦人Coco 
Chanel。

Coco Chanel處於的時代是保守，強調男人
至上的時代，以男人為重心、女人只是男人背後的

附屬品。想要出頭的女人在這個時代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Coco Chanel
開始裁縫之後，就確信自己將來一定會以「裁縫」自居，不知道哪來的自

信驅使她與眾不同。然而上帝也特別偏愛她似的，讓她特別的幸運可以在

這時代有一角可以展現她的特別之處。「妳有才華，我有資本。」是當時

Coco Chanel深愛的富翁對她說過的一句話。聽到這一句話，沒有女人不
會心動吧？這是男人為女人許諾的最深的承諾，一位男人願意支持女人完

成自己的夢想何嘗不是每個女人的願望。但Coco Chanel卻毅然決然地離
開這位富翁，自己開創自己的夢想。我不懂為什麼Coco Chanel要放棄這
大好的機會，要放棄可以輕鬆嶄露頭角的機會。我不懂。

直到結尾，我才懂Coco Chanel的決心和特別之處。劇中有一句話：
「生活是有了風險，才有價值。」我開始思考那時候Coco Chanel毅然決
然地離開的原因。因為「有風險、有挑戰，事情才有價值去完成」，是不

是如果那時候她接受男人的幫助，她就只是曾經在歷史上出現一頁的女人

不會是現今人人歌頌的女傳奇。因為有挑戰、有困境，才能激發本身想要

逆流而上的決心。「失敗固然痛苦，維持原狀更悲哀。」是Coco Chanel
曾經說過的一句話，這是展現她決心的一句話，她雖然幸運、遇到很多貴

人，但是她本身的決心和堅持才能讓她爬到世界的頂端。

看完這部電影，我除了無數的讚揚之外，對她的決心和堅持也充滿

敬佩。她不畏懼現實環境的嚴苛，依舊堅持自己的風格和夢想，Coco 
Chanel的形象，讓我想起了聖經內的一句話：「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
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

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要成功彷彿就是由自己來完成。，那反觀如

果是我呢？是否也可以和她一樣堅持的、毅然決然的捨棄所愛的人，一人

獨身闖蕩的道路上。我想了這個問題，答案是否，我還沒有她那麼有決

心，但我想，我總有一天也可以為了某一件事，捨棄所愛的人，為了達成

夢想，一人進入窄門，就算孤獨、就算寂寞，因為最終達成夢想時的喜悅

和感覺，我想不是任何事情可以比擬的，正如Coco Chanel的決心如此。

第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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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人：中語一乙　廖怡婷

影片：魔球

「我以為這是我的路／走著走著／卻突然被什麼擋住／我以為想得很清楚／但是後來我卻迷惑了／該回頭／還是

賭一賭？但是後悔了／該怎麼彌補？⋯⋯夢的裡面我還是迷路」（《迷路》—來吧！焙焙）隨著講師在台前，用投

影片讓大家透過電影，對生涯規劃做更深入的反思，我的腦海中浮現這首歌。

我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總有挫折；但也許是害羞，也許是在那當下依然很難描述那個經驗—至少我

就是這個樣子的—當晚台下幾乎沒有什麼人舉手。但不管是什麼樣的挫折，或許難以平復，或難以啟齒，時間總會稀釋疼痛，或許帶來智慧。

電影《魔球》中主角比利．比恩因為年輕時，球探的誤判，讓他成為不了夢寐以求的「好球員」，在成為後台推手後，更敢於走出棒球

界中的傳統經驗模式。

看著電影中一幕幕都是比利所想起的那樣不堪又傷痛的回憶，很難不跟著他一起痛恨所謂的「專業球探的傳統經驗」；然而，講師輕輕

也重重得一點—如果不是二十年前那位被各界看好、評價極高的年輕棒球員，在自己以為將是天堂的棒球紅土場上，重重摔了一跤，跌進

谷底，又怎麼會出現二十年後這位試圖改變傳統，終於贏得自己的全世界的棒球總教練？

「天份遮蓋了其他一切，使他無法接受失敗，不堪一擊。⋯⋯在人生中，挫折是必須的。」於是我開始對生命中的挫敗懷有多一份尊

敬；它不再只是拿來使自己「愈挫愈勇」的「墊腳石」—而我一直覺得那樣的墊腳石在某方面是病態的。

看著比利那樣努力地付出時間、精神、腦力、體力於選拔新球員的改革，我心想著：這麼努力，讓他成功吧！不過後來運動家隊終究沒有贏得冠軍，我以為是電影的

戲劇效果—若是所有付出努力的人最後都能成功，那麼也太不貼近事實了！後來才知道，這部電影是真人真事改編。

我們都知道，努力的人這麼多，成功的人只有一點點。但就如魏德聖說的：「與其必敗，不如一搏。」在某些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時候，何不就進吧！去

做，是有希望；不去做，是絕對不可能。

《迷路》歌詞寫得淺白，卻正句句點出了最真實的心理狀態—還沒嘗試前，就先想著若是後悔了，該怎麼彌補？於是遲遲，不敢往前，在進與不進之間迷路。

生命的解答有時很難，有時又那樣簡單，簡單到我們回答不出來的程度。其實我們都知道，因為有限的生命本來就不能帶走什麼，面對很多事其實都不必將

它們看得過於嚴重；但直到看著比利的女兒，彈著吉他，用她那乾淨的聲音，對著幾乎要被打倒的父親唱出：「I know, I've got to let it go. And just enjoy the 
show.」我想我之前，並不是真的明白。

「I've got to let it go. And just enjoy th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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