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惠中寺 2021年未來與希望系列講座簡介 

日期 講師 主題 簡介 

5/29 

19:30-21:00 

蔣勳 萬寂殘紅一笑中-臺靜農

的書法與生命情操 

蔣勳是台灣知名畫家、詩

人與作家。自小成長於台

北大龍峒，以花卉、水景

繪畫受台灣人歡迎、以美

感的教學和省思受到學子

喜愛，在繪畫創作之餘，

蔣勳也在文學界勤勞耕

耘，他出版過多本詩集、

並曾擔任台灣早期美術刊

物《雄獅》的主編輯。 

他所演講的主題人物─臺

靜 農 ， 他 的 一 生

(1902-1990)，幾乎等同於

五四一代的文人縮影。他

關懷社會家國，寫詩、寫

散文、寫小說；他對美的

追尋，轉化為印刻與墨

筆；他執掌臺大中文系二

十餘年，當年的敬重他的



後輩，如今都是受人敬重

的老師。 

 三十年悠悠過去，臺靜

農先生的創作與精神，並

未隨時間湮滅。他在點捺

頓挫之間流露出生命情

操，字外有字，令人長嘆；

他是一位以生命做為修行

的人文典範。 

5/30 

19:30-21:00 

依空法師 東坡生命中的變與不變 依空法師為台灣高雄師範

大學文學博士，日本東京

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文學

碩士，法師解行兼優，辯

才無礙。向以佛教為根

本，以文學為方便，來弘

揚佛法。演講時，常以古

典詩詞、戲曲及寓言，靈

活穿插，巧妙詮釋，加上

她關心現前社會、政治與

經濟現象，往往能依聽眾

根性，契理契機地把佛法



生動表達，讓所有聽眾都

能如三草二木盡嚐法乳甘

露。 

《赤壁賦》「自其變者而觀

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

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這些世間的變化，被我們

劃上刻度，成為了所謂的

時間。 

蘇東坡談論「變與不變」

的原因，正是因為變化是

時間的本質。天地之間，

萬事萬物其實都有各自的

主宰，不互相屬於誰，一

毫都不能拿取。 

5/31 

19:30-21:00 

葉丙成 用創新改變世界 葉丙成現任台灣大學電機

工程學系教授，歷任台大

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計

劃執行長、台大教學發展

中心副主任，開創各種翻



轉教室的創新教學方法與

思維。 

創新是教育上必備的元

素，當各國因為疫情思考

如何創新，台灣更不能停

下創新的腳步。創新之道

即是「掌握大勢，創新商

模，造福弱勢」。解決真實

世界的問題，是他希望每

個孩子都能夠擁有的能

力。 

6/1 

19:30-21:00 

陳文茜 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不

帶虛名的外衣走天涯/邱

吉爾、戴高樂、羅斯福 

陳文茜，是媒體人、主持

人、作家、專欄作家、前

政治人物。現任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TVBS文茜的世

界周報》及《TVBS 文茜的

世界財經周報》、《Yahoo 

TV》《茜問》等節目的主持

人。 

陳文茜決定說這些人的故



事，不是因為他們的偉大

或是歷史角色，而是他們

也曾平凡、也曾失敗、曾

備受爭議、曾被排擠，或

者失去所有江山，敗得非

常澈底。但這些人和平凡

人的最大區別，往往不是

出身，而是面對困局時的

抉擇，可以作為我們的學

習榜樣！ 

6/2 

19:30-21:00 

艾爾文 人生三條路、三件事 艾爾文，交通大學研究所

畢業，曾任上市公司電子

工程師；從 16歲開始閱讀

理財書籍，累積近 20年的

理財經驗，29 歲即離開職

場專心投資，成功實現「不

上班，也有錢」的財務自

由夢想。2014 年底，開始

在網路上分享理財之外的

人生感觸。他的經驗可以

作為年輕人的啟發，學習



到教科書以外的道理，並

為心靈補給滿滿的正能

量。 

他說一個人的目標是從夢

想開始的，一個人的幸福

是從心態上把握的，而一

個人的成功則是在行動中

實現的。因為只有行動，

才是滋潤你成功的食物和

泉水。成功的道路上，肯

定會有失敗；對於失敗，

我們要正確地看待和對

待，不怕失敗者，則必成

功；怕失敗者，則一無是

處，會更失敗。 

6/3 

19:30-21:00 

譚敦慈 不怕疫情的健康守則 在疫情的衝擊下，生活如

臨大敵，特別是校園生活

的安全，更是影響著千千

萬萬的學子們，如何做好

防疫工作更是每位老師的

重要任務！ 



現任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

物科護理師的譚敦慈，要

告訴我們如何在疫情時

代，提升自我免疫力，掌

握健康守則。新冠肺炎的

爆發，讓人民重新檢視健

康的重要性。生活中許多

有形或無形有毒物質無所

不在，除了大自然存在的

毒素外，隨著科技日益發

達，人為產生的毒素也與

日俱增。如何了解有毒物

質的特性並進而有效防

治，是必需學習的課題。 

6/4 

19:30-21:00 

凌宗湧 每日美日 美是存在於感動人心的瞬

間，而美感需要從小培養，  

曾獲《中國晶麒麟年度最

佳空間花藝設計》主角

獎、臺灣陳設藝術菁英

獎、臺灣室內設計大獎－

空間裝飾藝術類 TID 獎的



凌宗湧要告訴我們，選擇

主角的重點，其實不在材

料本身美不美， 

而是身為創作者，能不能

用花材來說故事。 

用顏色來創造衝突感，就

能讓作品擁有與眾不同的

味道。 

花藝師的「接地氣」，就是

跟大地接軌，憑藉著對土

地與植物的直覺，將大自

然的美麗重現到建築物

中。觀賞者必然能懂自己

在作品中投入對空間、對

生命、對自然的熱情與感

激。 

6/5 

19:30-21:00 

許瑞云 

鄭先安 

如何應對內心和外境的

變化 

正所謂的「病由心生」，現

代人煩惱不絕，亦使身心

易生病，特別在第一線教

學現場的教師們，面對新

世代高教育背景的家長



們，更是備感壓力！來聽

聽許瑞云及鄭先安醫師講

演：「如何應對內心和外境

的變化」。 

心念的浮動牽動全身的神

經網路；心念與情緒愈平

和，神經網路的協調聯繫

就愈穩定，內分泌系統的

調節功能及免疫系統的防

衛與修復能力，也就跟著

愈強大。心念是各種疾病

背後的重要因素，經常也

是推動疾病的力量。 

6/6 

19:30-21:00 

覺培法師 人生的參學之旅 在人生學習的道路上，除

了 IQ的重要性之外，EQ也

漸趨被重視，現任國際佛

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的覺

培法師講演的主題為─人

生的參學之旅，以善財童

子五十三參的學習管理

學，說明如何運用於生活



及職場中。人面對挫折會

分成三等人：上等人看到

機會，中等人承擔責任，

下等人只會抱怨，讓青年

反思面對挫折時，我們要

成為哪一種人？ 

6/7 

19:30-21:00 

蘇嘉全 現階段國際局勢的變與

不變 

「誰需要台灣」將決定台

灣未來 10年命運 

身為教學現場第一線的教

師們，對於現階段國際局

勢的變化，勢必要能有所

瞭解及掌握。 

台灣在美國大選之後所必

須面對的，不單只是政治

立場上必然的風向轉變，

更必須明白整個選後加上

第二波疫情的全球衝擊

下，世界經濟的結構變動

將會如何牽動導引美國大

選這個拐點後的全球局



勢。在各種產業結構勢將

天翻地覆改變的 2021，

「Who Needs Taiwan」將

會是「Taiwan Can Help」

之後的進階思維，也將會

是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之

外，決定未來 10年台灣命

運的真正奠基。 

6/8 

19:30-21:00 

蕭薔 時間長河裏不變的愛 百善孝為先，孝道教育若

能在校園中扎根，就能培

育出有孝知、孝感、孝心、

孝行的下一代。 

有「台灣第一美人」之稱

的女星蕭薔，要來跟我們

談談親情的愛，愛情會變

質，友情會褪色，唯有親

情純樸厚重，與生俱來，

並永遠與生命同在。 

父母親才是世上唯一完全

值得信賴的人，最可敬的

人。 



我們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

上多麼貧乏，都不能說自

己是一無所有的人。 

6/9 

19:30-21:00 

鄭隆賓 醫生不變 國內肝臟移名醫鄭隆賓醫

師，同時也是一個極為優

秀的肝膽腸胃、甲狀腺腫

瘤執刀的外科權威，要談

論「醫生不變」的主題，

討論有關醫生職業倫理道

德。 

隨著 4 月全球冠狀病毒檢

測呈陽性的人數超過 300

萬，該流行病正將醫療服

務機構拖向崩潰。截至 4

月 28 日，已確認 21.2 萬

多人死於冠狀病毒。在這

種情況下，重要的資源如

呼吸機、防護設備甚至醫

務人員等日益匱乏。醫生

們被迫選擇優先治療誰。



做為一名醫生，怎麼能把

一個生命看得比另一個生

命更重要呢？ 

6/10 

19:30-21:00 

丁菱娟 在變動中完成自己 丁菱娟是一名作家、創業

導師、資深公關人，她要

演講的主題是「在變動中

完成自己」，讓教師們可以

一起回想當教師的初衷。 

工作對您而言是什麼？是

謀生溫飽？是鍛鍊成長？

還是實現夢想的階梯？ 

想在江湖生存，就得有一

套磨練專業、經營人脈的

場哲學。 

如何從菜鳥時期便能起步

就定位？如何融入企業文

化、如何搞懂職場處世？

還有每人必學之向上管

理。她說：「提升自己，永

遠是最值得的投資。」 

因此，職場雖然充滿挑戰



和荊棘，無論如何，相信

學習與努力，必能成為更

好的自己！進入職場，你

不必走得快，但一定要走

得遠。 

6/11 

19:30-21:00 

沈春華 變時代如何捨?得! 資深媒體人沈春華深感新

冠病毒疫情衝擊人類的生

活、社交、閱聽習慣，身

為媒體該如何因應？後疫

情時代，資訊透明。有人

說社會與媒體都生病了，

但別忘了社會與媒體都是

由人所構成，人若不懂省

思自覺，我們就是始作俑

者，就是原兇。讓我們一

起深入瞭解時代的變動如

何取捨，並從教育入手、

共同省思覺醒。 

6/12 

19:30-21:00 

曾寶儀 人生最大的成就，事成為

你自己 

教育，在於成就更好的自

己！ 

曾寶儀，如果從外看她，



她活的就是一個完全符合

社會期待的人生。那時的

她也以為這樣就可以了，

直到無數的事件累積，讓

她人生陷入低潮，她不清

楚工作的意義，對於感情

感到無以為繼，直到教會

她無條件的愛的爺爺離

世，成為壓垮她的最後一

根稻草。 她翻閱無數身心

靈書籍，跑遍世界各地，

訪問多位身心靈導師，只

想知道內心的空虛感到底

從何而來，直到天、地、

人的奇蹟打開了她看待生

命的方式，意識到只需要

一個念頭轉變，整個世界

就跟著變了，身邊也迎來

許多豐盛的美好事情。 

6/13 

19:30-21:00 

心保和尚 與心對談 您是否很久沒有靜下心來

與自己心對談了呢？在傳



道授業解惑的教學生涯

中，我們也需要心靈沉

澱，找到更好的自己，進

而傳授給未來的主人翁！ 

佛光山住持心保和尚和大

家談論「與心對談」，心的

力量強大，無時無刻不在

運轉，生活總離不開六根

六塵，容易造業增生煩

惱，要能觀察「心」生起

的念頭是歡喜或煩惱，若

隨業流轉，就看不到真

相，只有煩惱。 

6/14 

19:30-21:00 

黃國珍 世界在變，你也在變 黃國珍老師是《品學堂》

創辦人、《閱讀理解學習

誌》總編輯，黃國珍老師

每年在各級學校舉辦上百

場「閱讀理解」教師研習，

致力於協助學校落實閲讀

素養教育，讓我們的下一

代有能力「閱讀生活、理



解世界、創造未來」！ 

世界一直在改變，你不主

動改變，終究會被世界改

變，沒有人會一直的在原

地等你。 

時間在哪？成就在哪？ 

我們把時間用在那裡？ 

6/15 

19:30-21:00 

洪蘭 改變是大腦的天性 洪蘭為國立中央大學認知

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致

力於大腦科學的研究，多

年來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

與上千場的演講，將腦科

學的知識運用於教育、學

習與親子教養。她認為強

迫學習只會使孩子感到恐

懼，如何引發孩子學習的

動機更重要。 

腦是一個有機體，可以改

變它自己的結構和功能，

只要還活著，年紀再大仍

能不斷改變。「神經可塑



性」是近期神經科學最大

的突破，這個革命性的發

現，推翻了幾百年來認定

大腦在成年後不能改變的

看法。神經細胞可以重新

生長、產生新連結的現

象，不但給心智有缺陷的

人帶來希望，也給過去認

為不可治療的大腦傷害帶

來復原的機會，而且還讓

我們看到健康大腦擁有的

驚人適應力。 

6/16 

19:30-21:00 

覺居法師 

許淑華 

變就是機會 佛光山中區道場總住持覺

居法師及許淑華立委共同

論壇「變就是機會」，這是

台灣「最好的時機」，在產

業上，有利於企業重新做

全球布局；在個人面，台

灣人要重新定位自己為世

界公民，在全球環境變革

時積極扮演角色。 



當世界看台灣的視角改

變，我們也要改變觀看自

己與世界的方式。 

6/17 

19:30-21:00 

許亞芬 蛻變的蛹，如何化蝶 傳統文化藝術之傳承與推

廣是各界需要共同來努力

的。 

許亞芬歌子戲劇坊成立於

民國 92年 8月，在團長許

亞芬的號召之下，結合許

多傳統藝術工作者合力創

新、傳承及推廣歌子戲藝

術。 

蛻變，從凡入聖的演藝生

涯，許亞芬出社會找的工

作卻不是與戲曲相關，然

最後還是被母親說中「妳

是演戲的命」。也在慈父嚴

母激勵下，成就了許亞芬

演藝天分的發揮，與日後

的成就。 

6/18 王文靜 一條曾文溪，半部台灣史 商周執行長王文靜今天要



19:30-21:00 來跟大家談談歷史與地理

─「一條曾文溪，半部台

灣史」，曾文溪的力量是強

大的，從高山奔流下山，

一百三十八公里，支流撐

起另一座水庫烏山頭，灌

溉出台灣最大糧倉嘉南平

原。它也易怒，在百年前，

每遇大洪雨就爆發，從山

間夾帶大量的泥沙而下，

誰能填平一片海洋？曾文

溪，一次又一次的憤怒，

它終將台灣歷史源頭的台

江內海，陸地化了。 

無法想像，一條溪發怒後

的翻天覆地──改變地貌

與歷史。 

6/19 

19:30-21:00 

妙光法師 隨緣，真能不變?! 星雲大師首席英文翻譯妙

光法師要跟大眾分享：「隨

緣，真能不變?!」，有一些

人，常常把一句「隨緣」



掛在口頭上，以為什麼事

都可「隨緣」。其實「隨緣」

不是沒有原則、沒有立

場，更不是隨便馬虎，「緣」

需要很多條件才能成立，

能隨順因緣而不違背真

理，才能叫做隨緣。 

「隨緣」不是隨便行事、

因循苟且，而是隨順當前

環境因緣，從善如流；「不

變」不是墨守成規、冥頑

不化，而是要擇善固執，

一以貫之。生活中，如果

能在真理的原則綱領下守

持不變，在小細節處隨緣

行道，自然能隨心自在而

不失正道。所以「隨緣不

變」是： 

第一、不模糊立場。 

第二、不喪失原則。 

第三、不違背真理。 



第四、不改變真心。 

6/20 

19:30-21:00 

賴清德 人生角色的變與不變！ 人生的角色隨著時間不斷

地改變中，教師也一樣，

隨著學校組織結構、家長

期望與社會環境政策等變

動，其角色也不斷轉變和

調適中。 

賴清德先生以他的故事來

演說：「人生角色的變與不

變！」他的成長背景和醫

師實證邏輯訓練，造就其

善於體察基層民意且精準

尋找解方的獨特施政風

格，深獲民眾信賴。 

棄醫從政，從醫師到副總

統，他也把好學生的勤勉

態度、醫師看診的專心仔

細，都用在政治工作上。

先天優勢加上後天努力，

讓他的從政生涯一路順

遂。 



6/21 

19:30-21:00 

鍾欣凌 找到屬於你自己的光 行行出狀元，每個人都可

以找到屬於你自己的光！ 

鍾欣凌以粉紅豬稱號出

道，近日隨《我的婆婆怎

麼那麼可愛》一劇，再次

令人驚艷她的演技及演

出。講座中她將分享於演

藝圈努力奮鬥的經歷，是

什麼樣的信念與堅持?讓

她從諧星角色熬成戲后，

也在新的一年帶來滿滿的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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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00 

蔡璧名 人間修行: 

鬆開的技、道、心 

蔡璧名長年在台灣大學文

學院教學與研究，時不時

要充當愛情顧問，深受學

生歡迎。愛情是人生的必

修學分，雖然沒有一本教

科書教我們如何面對感

情，但這卻是教育很重要

的一環！蔡璧名教授用詩

歌喚醒學子的感知能力與



表達能力，並以莊子哲學

深入詩人的情感案例，我

們將學會，面對情山欲海

如何舉重若輕；在情感關

係裏，如何相愛相扶，但

不相累相傷，終能在濃如

酒的愛裏，保有淡如水的

心。 

動心是一種緣遇，用情是

一種修行。情與愛，本該

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旅

程。不論你今年幾歲、置

身何地，都有機會在愛裏

獲得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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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00 

黃麗燕 外商 CEO內傷的每一天 「站在資方與勞方的交叉

點，讓我清楚地感受到其

實我不是資方，也不是勞

方。這過程中我受了很多

的傷，但是每次受傷都讓

我變得更加堅強。」 

她，是台灣廣告業界的武



林盟主，兼具勞方與資方

的雙重身分。 

這位最 local的外商 CEO，

從資方也從勞方的角度，

分享她的焦慮、恐懼、憤

怒、沮喪、折磨、快樂、

溫暖、學習、挑戰、超越，

以及珍貴的職場經驗。無

論你是社會新鮮人、正在

職場苦海浮沉，或是已有

資歷的專業人士，都能從

她的人生智慧與經營哲學

中，學到最珍貴的自我惕

勵之道。 

歡迎在教育職場上的教師

們共同來聆聽這位 CEO 的

經驗，相信會為大家帶來

不一樣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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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00 

李佳芬 變動的時代，多變的教育

體制，親子如何因應? 

現任維多利亞學校財團法

人副董事長的李佳芬，要

跟大家分享「變動的時



代，多變的教育體制，親

子如何因應?」議題。 

近年來「翻轉教學」成為

熱門關鍵字，究竟在教育

領域中，有志投入教育領

域的創業者，又應掌握什

麼趨勢與需求？彙整出 4 

大趨勢：推動學習個人

化、培養面對未來的能

力、啟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支援教育工作者和家

長。這是教育工作者們值

得一聽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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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00 

李佳達 變局下的大歷史思維 跨領域實踐家─李佳達認

為教育真正的核心，是幫

助人們建議一套認識世界

的 架 構 ， 大 歷 史 (Big 

History)是最新的一門跨

領域學科，目標是找出人

類在宇宙演化進程的歷史

座標，本專欄將從五大知



識模塊為大家帶來跨領域

的新知，包含宇宙的尺

度、生命的演化、文明的

發展、現代的秩序和未來

的可能，希望透過大歷史

的架構，把各種破碎的知

識連接在一起，更加認識

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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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21:00 

謝哲青 在可知與未知之間 知名主持人及作家謝哲青

談論到「在可知與未知之

間」的主題，文藝復興，

一場以「人」為核心的思

想再造運動，這場運動重

新詮釋了美學的意涵，並

對文學、神學與科學帶來

了全方位的影響，也是形

塑現代世界的精神動能所

在。 

 天才主宰的時代已經來

臨。他們的精神將化為永

恆，讓我們明白：美，就



存在於日常的每個角落。

只要打開心靈之眼，重新

看見世界，世界將以無限

的姿態，回應生命的轉

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