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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一.基本資料 

姓名 張家瑜 性別 女 
 

生日 1966/11/26 出生地 屏東市 

學校 私立陸興中學 電話 08-7550851 

個
人
簡
介 

一. 個性 

開朗，喜歡和朋友玩在一起。 

好奇心強烈，對於新奇的事物，總會特別有興趣。 

二. 興趣 

唱歌，在唱歌中找到自信。 

畫畫，在畫畫中盡情幻想。 

攝影，在攝影中發現美。 

學
習
展
望 

一.希望在新的領域中，發現更多的可能。 

二.挑戰對護理系未知事物的恐懼。 

三.可以在大學生活中體驗更多不一樣的生活。 

四.學習更多經驗，從容面對未知的情況。 

五.希望在畢業後可以比別人更早找到工作。 

社團 

經驗 

高一上:合唱社，參與陸興 102音樂會;高一下:原青社 

高二:陸興 A Cappella成員之一 

第 24屆飢餓三十 飢餓勇士大會師。 

參加高師大第五屆工業設計營。 

 

家
庭
成
員 

父親 傳統市場商人(水產業) 

母親 傳統市場商人(水產業) 

大哥 嘉義大學 

二哥 私立民生家商 

榮
譽
事
項 

一.102/6/5參加大仁科大應用外語系 NEPTPAW網路英檢盃英語

歌唱大賽個人組第二名。 

二.102/9/12優異獎勵紀錄累滿三大功榮獲德行績優。 

三.102/10/31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屏東初賽 版畫類 第二名。 



二.家庭背景 

(一).茁壯： 

我的父母，都是傳統市場的商人。從小我就在市場裡跑來跑去，我

的開始就從菜市場。在市場裡我看到、聽到了「藍領階級的辛苦」

以及「社會的現實面」。市場是除了家庭、學校以外，第三個影響

我很大的地方。 

(二).手足： 

哥哥們是爸媽工作時，唯一可以陪我的人。雖然因為年齡的差距，

我們可以聊的話題不多，但我知道他們就是我的靠山。 

三. 求學生涯 

  我覺得，我最幸運的是：「父母從來都不會給我很大的讀書壓力，反

而給我很大的自由空間，讓我做我想做的事」。 

 

(一) 小學時，只知道「過得開心就好」。

那時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想法的美術

老師」，她開啟了我對藝術興趣。因為

她，我們比其他同齡的學生接觸到更

多不一樣的藝術素材，也創作出很多

特別的作品。 

(二) 「國中是孩子們最容易走偏的時候」，因為這個理由，我進入了

嚴格的私立學校。在一連串升學準備過程中，讓我體會到「原來

這就是讀書」。另外，國中也是讓我愛上唱歌的時候。一次又一

次成功的演出，讓我有了「想唱歌給更多人聽」、「想唱歌感動很

多人」的想法。 

(三) 高中功課壓力更大了，為了

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個死讀書

的衣櫥，我為自己訂下「考上

護理系」的目標，並且努力的

往目標邁進，至於為什麼是護

理系呢？(見就讀動機)。同時



也往多方面發展，參加很多的比賽還有社團，最特別的是我加入

了 A Cappella，唱 A Cappella 最大的收穫就是「團隊合作」，因為

A Cappella 最重要的就是「團員之間的默契」，默契好唱出來的音

樂才會完整，每一次的磨練、磨合使我們之間更加緊密，創作出

的音樂也更加的完美；而次要收穫就是「努

力練習、學習」，把自己的部分唱到最好、

練習到最完整，才不會拖累其他的團員，

並且探索自己可以創造哪些出更多元的聲

音，思考如何使整個音樂更豐富。高中時

期也努力參加志工活動，包括公共衛生維

護的「萬年溪清掃活動」還有樂心助人的

「募發票活動」……等，學習即使只是個

高中生，但還是可以為社會公共貢獻一點

心意。 

四. 興趣及個性 

我的興趣，要動要靜皆宜。 

靜 電視電影欣賞： 

電視對於我來說很重要，很多知識、靈感，還有很多的情感和道理都是

從電視上得到的。例如:我很喜

歡看旅遊節目，看著主持人介

紹各地的特殊文化，才知道原

來世界比我想像的還要大；原

來世界上還有很多和我們生

活習慣不一樣的民族。而電影

對我來說在情感方面影響比

較多，電影是針對一個明確的

主題去創作，所以當我抓到主

題，進入情節後就是一個無法自拔了。 

動  運動： 

例如打籃球、排球或者慢跑。藉由這比較動的休閒

活動，我能多活動筋骨，能紓解緊張的情緒，順便

把心中不愉快的事情一一發洩出來。規律的運動也



可以讓我保持健康，必盡有健康的身體才能面對更多的挑戰。運動，不

只是身體上的行為而已，而我的腦部也能運用到。所以，運動對我而言

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不管我們要追求課業、事業、金錢…等，要先把身體顧好，因此，不

管再忙，我都會安排適當的休閒活動，來保持身心靈健康。 

 

我  個性方面，同樣是要動要靜皆宜。 

  可以很幼稚喜歡和朋友玩，在一起大聲地笑、開心的笑，這也是我舒

壓的一種方式。好奇心強烈，對一些特別的事物很有興

趣，如：「對一些特殊的偏方、療法都會很好奇，為什

麼可以這樣搭配？」；同時又很成熟的，面對任何每一

件嚴肅的事情，並對自己的選擇，抱持「選擇你所愛，

愛你所選擇」的態度。認真、盡全力地，做好別人託付

給我的事情。面對不熟的事物，會努力的練習使自己熟

悉；面對害怕的事物，會努力鼓起勇氣去面對，除了鬼

片以外。 

五.就讀動機 

  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時，有許多醫護人員勇敢的堅守在第一線照顧

著重症病患，有的甚至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他們的精神讓我既感動又敬

佩。 

 因為接觸，所以成長： 

  開始有機會接觸醫院後，在那裏我看見了許多以前從未見過的畫面，

有在開刀房、加護病房外，心急如焚、苦苦等待的家屬，也有在車禍中

被撞得都快要喪命的傷患，還有到處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們，這些使我更

了解健康和生命的可貴。有聽說過一句話：「護理，

是個讓自己早熟的行業，每天面對生老病死，讓自

我生命更加茁壯。而在於面臨許多經歷生命關卡的

病人，甚至是家屬，都是很重要的心靈支持。」 

  

 因為喜歡，所以希望： 

  我喜歡看著別人開心的樣子，所以想看著那些被

我照顧過的病人開心且健康出院的樣子。也希望「大

學畢業後可以不等於失業」，所以我立定目標考上護

理系，做一個優秀的護理師，一個可以在第一線照



顧病患，幫助他們減輕痛苦的白衣天使。 

 

 因為缺乏，所以需要： 

  台灣已移步步邁向高齡化的社會，需要一個健全的照護體制。在不景

氣的時代裡，人民的各項開銷都得緊縮，唯獨病

人的數量不會減少，這是一種全球的趨勢。護理

人員更是嚴重地缺乏，甚至已成為社會中不可缺

少的人力資源。 

 

 因為了解，所以適合； 

  我的心思特別的細膩、觀察力特別的敏銳。而

我認為作為一個護理人員最重要的，就是在短時

間內，知道病人的痛苦、了解他們的痛處，並可

以快速的判斷他們的需要。所以我覺得擁有這些

特質，讓我更適合當一名護理人員。 

 

  



六.讀書計畫 

將入取後的時間到大學四年之間的讀書計畫分成：「近程」、「中程」、

「遠程」及最後「就業規劃」。 

 

近程(入取後的時間到大一) → 

1.積極的將高中三年所學的基礎生物、應用生物及選修生物複習多次。

2.更精進英文實力，以多益 700 分以上為目標、養成閱讀原文書籍的習

慣、增加與醫學相關的英文字彙量。 

3.到醫院當志工，習慣醫院的環境，並觀察在不同科室的護理人員所應

該具備的不同能力。 

4.如果系上有辦營隊，將會加入工作人員的行列。一方面參與系上活動，

另一方面使自己更了解護理這門科系。 

 

 

 

 

 

進入中程目標  

中程(大二至大三結束) → 
1.積極、努力學習學校安排的課程，並可以將所學實際應用在生活上。 

2.訓練英文對話能力，並以多益 800 分為目標，以增加未來出國學習的

機會。 

3.繼續在醫院當志工，熟悉醫院的環境，仔細觀察實際醫院的護理人員，

該具備那些應變能力。 

4.加入營隊活動，讓對護理有興趣的學弟、妹在護理方面有更深的了解，

「在玩樂中學習，在學習中玩樂」。 

 

 

 

 

 

 

  進入遠程目標                                                                                                                                  



 

 遠程(大四到畢業後) → 
 1.進入實習階段，多方涉獵醫學相關書籍、知識，使自己可以面對更多

未知情況。 

 2.以多益 900 為目標，閱讀大量的原文書籍，增加英文對話流利度和英

文聽力。 

 3.多加練習各種護理工作時所需的技術，使護理工作更佳順利。 

 4.增加運動量，訓練體力。畢竟當一位護理室是很累人的。 

 

 

 

 

 

最終目標 

 

 就業規劃 → 
 1.希望實習的一開始可以待在最艱苦、忙碌的急診室，增加自己的應變

能力，這樣以後不管遇到哪些棘手的情形，都能很快變通。 

 2.希望有到國外實習的機會，所以努力加強英文能力。 



 

七.附錄  

(一)A Cappella 相關報導 

(二)電視劇「罪美麗」給我的感動 

(三)美術類比賽 

(四)音樂類比賽 

(五)志工服務 

(六)大學營隊參與 

 



(一) A Cappella 相關報導 

陸興高中人聲樂團 全校師生驚艷 

2014 年 05 月 13 日 18:20 

 

陸興高中成立的人聲樂團，初試啼聲獲得全校師生一致讚賞，更票選為最受歡迎

演出社團。（林和生攝） 

 

  隨性且倉促成軍的陸興高中阿卡貝拉人聲樂團，組團不到 5 月時間，

靠著 6 名團員恣意創作及嘗試，找出適合曲風與特色，首次在校內舉辦

的發表會上演出，竟打敗其他社團，獲得滿意度調查最高的表演，讓全

校師生為之驚艷。 

  樂團幕後推手是主修聲樂的學務主任倪孟君，原本是以玩票性質從原

有的合唱團中選才，訊息一出吸引近 20 位學生自願參與，還必須進行

殘酷的 PK 賽，才選出張家瑜、洪羽萱、王俊傑、莫承勳、施仲庸及賴

乙休等 6 人進行培訓。 

  倪孟君說，曾聽到同學們在校園內的模仿口技，所以突發奇想自組人

聲樂團，當初設下的門檻除具備基本音準及節奏外，還要有願意一起

「玩」音樂的打算；因為沒有既定練習模式，必須靠張開耳朵、配合對

方聲音，找到團隊最適合的節奏，因此要敢「玩」才能唱出成果。 

  初期光找個人聲音、位置、曲風，就花了整整 1 個月時間，雖然時間

漫長，卻也找到大夥對音樂不同的體會，曾經獲得多次歌唱比賽優勝的



施仲庸發現，原來唱歌也可以那麼隨性，玩樂團的賴乙休也說，不必迎

合樂器，靠著隊友們嘴巴能玩出不同聲音，十分驚奇。 

  誤打誤撞成立的人聲樂團首次演出就獲得極佳迴響，意外成了學校

外出表演的招牌，倪孟君期盼能延續這美麗的誤會，繼續培訓 2 團、

甚至 3 團，就此成為學校特色。 



(二)生命教育課的相關報告：電視劇「罪美麗」 

 

“罪美麗” 

學校欠我們一堂學習愛的課 

學習該怎麼愛 

才能最美麗. 

 

報告:  張家瑜  



  罪美麗是一部電視劇,一部步調很

慢的戲劇.有時候看到最後,會覺得你

可不可以講話快一點,可不可以回答

快一點.但或許就是那麼慢,我們才有

時間去細細品嘗,去思考,劇中所要讓

我們體會到的是甚麽. 

  劇情述說兩個家庭.女孩”曼青”

她的家很特別,有三個媽媽.三個媽媽

都是所謂的”酒家女”.男孩”予恩”他的親媽媽死掉了,而予恩一直

認為媽媽是被她害死的,加上爸爸因為難過,少關心他.就這樣傷口在

他的心,慢慢的結痂,留下疤痕………… 

 以上是主角的大概,而我就劇情了整理五堂課: 

第一堂課:同情 
你們認為同情是什麼?其實同情,那只是一開始.最重要的是,同情最後

會變成什麼?例如你們在路上看到一隻流浪狗.然後你們會說一句好可

憐後就走了,還是會幫助它把它留在身邊,像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愛它,

或是幫它找到一個可以愛它的人. 

  其實,從同情開始有什麼不好?我們最後走去哪裡,這才是重點! 

第二堂課:安慰 



你們覺得當朋友,家人有困難,難過的時候.你們會怎麼安慰,是會說一

句”不要難過”嗎?但我覺得難過這種東西,不是你說不要,就會不存

在.就像心痛,不是你說不要痛,痛就會消失.或許是因為它們都是從心

裡發出來的.心裡難過,心裡痛.所以要痊癒特別難,所以我覺得”不要

難過”是世界上最爛的安慰詞.那什麼是最好的安慰呢? 

  最好的安慰,就是將心比心.你需要的溫暖,別人也會需要.當你不知

道怎麼對待一個人的時候或不知道怎麼安慰的時候,就趕快回到你的

經驗裡面,找出你當時的需要.那可能就是答案!! 

第三堂課:妥協 
我們現在會這樣生活,是老天爺的安排.雖然祂的安排,一定有祂的原

因,但萬一祂得安排錯了呢?這個安排如果讓我們感到痛苦,那我們還

要繼續妥協嗎?

當祂讓我們笑

時我們,就開懷

大笑.但祂如果

是要讓我們哭

時,就哭吧!但請記得,哭完擦乾眼淚之後,我們還是要笑給祂看.絕對不

可以妥協.因為妥協是墮落的捷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拋棄自己,

沒有妥協老天爺. 



第四堂課：愛人 
愛一個人,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因為在愛的過程裡,我們往往要

花更多的時間去反省自己的曾經,才能找到最貼切的付出.例如:你和現

在的男(女)朋友在交往,假設你要送一個禮物給她.那你就會開始回想

曾經送過別人什麼,結果嚇到人家,那你這次就不會把那個嚇人的東西

納入考慮範圍.有了愛人的能力,我才知道”我”到底是誰,或是發現

了自己的可能性.原來”我”也可以這樣. 

第五堂課:方向 
我們都會走錯路,可是誰又知道在這個錯的過程中,又會讓我們意外發

現了什麼驚奇.如果路都很平滑,又直.那還有什麼樂趣呢?路就是要彎

彎曲曲,有上坡,有下

坡,偶爾有小坑洞,有

小石頭.這樣的路走起

來才有挑戰性,才更刺

激.因為不完美所以才

更美啊!! 

最後,每件事情的開始,就朝著結束走去.而每件事情結束,可能是真

正的結束,也可能是另一個開始.無論怎麼,開始怎麼結束.但願,方向都

會”最美麗”! 



(三)美術類相關比賽 

  

 參賽心得： 

 項目：全國學生美展 版畫類 

 名次：屏東縣初選第二名 

      全國入選。 

入選作品：救 



創作理念： 

這幅畫的靈感是來自「罪美麗」這部影響我很大的電

視劇，劇情裡男主角、女主角，在學習愛的過程中，

所經歷悲傷地、痛苦地的事情，都因為愛，而轉變成

開心地、幸福地。雖然傷痕累累、雖然需要面對很多

殘酷的現實、雖然都來自悲劇，但方向一定都是美麗

的…… 

參賽心得：  

一. 山不轉，路轉：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美術

類型的大型比賽，至於為什麼是

版畫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繪畫

技巧不好，畫不贏人家，但我的

創意比別人多、想法比別人多，

所以選擇版畫，既可以發揮創意

又不需要太多的技巧。 

二. 過程難熬，學習更多： 

  版畫最重要的就是那塊板

子，版子刻的好，效果就好。所

以在刻那塊板子時，就是我最難

熬之時，常常刻到一半的時候，

就會問自己：「幹麻給自己找麻

煩，幹嘛要參加一個只能換來一

張獎狀的比賽。」但最後都會再

告訴自己：「不要

讓自己的辛苦白

費了、不要做個半途而廢的人，難道你不想看最後的成品

嗎？」動力一來，就繼續用一把小刻刀，一刀一刀的慢

慢刻，還有隨時留心刻的深淺、角度，就怕刻錯了整

個作品就毀了。最後成品出來時，那種開心、興

奮的感覺真的難以言喻。還有知道得名、入選

時，更是無法相信地一直問老師：「真的

嗎！真的

嗎！」 



(四)音樂相關比賽 

  

 項目： 

大仁科大英文歌唱比賽 

 名次：第二名 



(五)志工服務 

1.募發票 

 

 

 

 

 

 

2.萬年溪清掃活動 

 

 

 

 

 

 

3.飢餓三十大會師 

 



(六)大學營隊參與 

1.高師大第五屆工業設計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