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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對於不少人而言，坦然接受自己失敗或是自己的能力和表現比別人遜色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有多少人能真正以平常心面對勝負，對得失一笑置之？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裡，不少父母
從小就向孩子灌輸「唔輸得」的精神和投資大量的金錢在孩子身上，希望激發孩子的鬥心，日
後做任何事都勝人一籌。或許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在掌聲和讚美簇擁下成長，讓自己頭上也添
光環。有時候，孩子沒有勝出比賽或被比下去，父母的情緒可能比孩子更緊張和激動，令孩子
也因此沾染了他們的情緒。

 失敗無疑並不好受，我們自身或是孩子會選擇如何面對？輸掉一場比賽、考試名落孫山
、失去一個機會、沒有成為「人生勝利組」彷彿天就要塌下，從此變成一個不中用的人，人生
再沒有意義？一次失敗真的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能力和價值嗎？ 本期《心流》且讓我們一起看
看這代孩子對輸贏的看法，也讓我們反思如何面對人生中無可避免的高低起跌。

小朋友看輸贏，問卷結果齊分享

 在日常生活中，小朋友都玩過大大小小的遊戲，我們很希望獲得他們的經驗，讓大家彼
此分享學習，為生活注入新體會。我們向小朋友發出「意見大搜集」問卷，於8月期間透過服
務來信者，回收了53份，下面是Joey整理有關回應的統計結果，文字敍述部份，由Shirley另文
歸納於後。

1. 在遊戲中，有沒有輸過?

 有  96%  51人
 沒有  4%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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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輸了，你會怎樣？贏了你會怎樣？

• 輸的時候會想挑戰多一次, 贏的時候不會驕傲
• 輸:有少少失落, 贏:無咩感覺
• 輸贏都是笑
• 輸贏不重要,享受過程
• 輸了會生氣自己及鼓勵自己下次再勝
• 輸了嚐試尋找為什麼輸, 贏了很開心
• 如果又輸又贏,我都開心,因為輸贏都沒有分別
• 輸了,我不會氣餒,失敗仍成功之母,贏了,我不會驕傲,下次保持
• 輸了會不開心,贏了會很開心,覺得自己很棒

• 輸了,我會對自己說:這只是遊戲,只要下次努力就得啦!
• 輸了會很不甘心
• 輸了再玩多次或請教別人,贏了鼓勵對方
• 輸贏都跟平常一樣
• 輸了覺得唔抵,贏了未必好開心
• 小時輸了會哭,但現在會再次嚐試贏,贏了固然開心,但卻不希望對手傷心
• 輸:難過同唔服氣,贏:好開心,想繼續贏
• 輸了會放棄不開心,贏了會很有成功感
• 平常心,再接再勵
• 沒有一個答案

3. 你認為，先贏後輸好，還是先輸後贏好？ 為甚麼？

先贏後輸   11%   6人
先輸後贏   83%   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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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贏重要嗎？還是與朋友一起玩重要？

輸贏重要    2%  1人
與朋友一起玩重要   94%  50人

小朋友看「輸贏」              撰文：Shirley

 「輸」？「贏」？你會怎樣選擇？我相信大部份朋友都希望在比賽、考試中「贏
」吧！作為師長、父母，我們在催迫小朋友參加各項活動，希望小朋友「贏」的同時，
有否想過給他們太大的壓力，可能會弄巧反拙？我們有沒有在小朋友「輸」了後教導他
們正確處理情緒的方法？我們又有沒有找個時間閒下來，細聽他們的心聲？

 《心流》透過問卷訪問了52位小朋友，了解他們在參與遊戲時，如何看待「輸」
「贏」。總結回應，小朋友們的反應很直接，「輸了不開心，贏了非常開心」，這是很
多小朋友的答案。如果再加細味他們的回應，我們慶幸部份小朋友的想法十分正面，他
們都提及「如果輸了遊戲，下次會再接再厲，再努力預備」。                         小朋友們似
乎都仍擁有他們獨有的「樂觀」和「純真」，知道可以透過   裝備自己，
在下一次參加活動時取得勝利。部份小朋友提及「輸了會唔   開心/失望/
放棄」，師長們須特別關注一下這類小朋友，雖說「輸了唔   開心」是正
常的反應，不過如果小朋友長時間浸沉在失望情緒中，對他   們的學習成
長會有一定的影響。

 從問卷中，我們了解到小朋友都不介意在遊戲中先嘗敗績，然後才得到勝利。他
們對「輸贏」都自有一套見解：「從輸裏獲得勝利是甜的」、「知道對方的弱點，可以
反敗為勝」、「因為先贏後輸代表退步，先輸後贏代表進步」、「先輸會讓我知道這樣
訓練不夠好，下次再加緊訓練」。由以上的答案，我們了解到小朋友對「輸」其實沒有
太大的反感，反而輸了，他們會樂於改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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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聽師長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從問卷的回應中，我們發現小朋友
們一樣明白這老生常談的道理。「輸贏並不重要，只是成長的其中一個階段，能夠與
朋友一起玩，是一種樂趣和幸福」、「與朋友共聚最快樂」……這些回應反映了小朋
友都重視友誼，朋輩關係在他們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或許在遊戲比賽過程中，
小朋友透過和朋友相處，會得到比贏得獎杯更重要的經驗。「朋友」是我們成長過程
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如果小孩在遊戲中贏得「友誼」，其實也是勝出了遊戲，且看
以下例子：

 我們學校每年都有班際足球賽，上年慘了，第一場7比0，我
們出局，今年拿第三。我覺得因為上年啲同學失了波就有啲同學責
罵，所以沒有精神去踢。今年不同了，他們說：「是我錯，不是你
的錯！」我真的很高興，希望下年都是這樣。
       

         ——小文

 以上的例子正正反映問卷中小朋友提及的「先輸後贏」的拼搏精神。從中我們
也了解到朋輩認同對小朋友的重要。因為去年輸了，小文和同學們更有動力去踢今年
的比賽；同時因為同學間的互相諒解和支持，他們才能在比賽中取得佳績。

 小朋友參與遊戲的動機是很純粹的，如果他們也接受從失敗中學習，為何作為
師長的我們不可以？當家長們看到小朋友已非常失望，也應該開解他們，讓他們明白
遊戲中有勝有負是正常不過的現象，不必因一次小錯失、一次小失敗而影響自己，反
而應從中學習並找出原因，為下一次挑戰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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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輸贏的界線     撰文： Shirley

 小蕙是在香港長大的巴基斯坦籍中學生，她喜歡學習中
文，也喜歡參加各項中文比賽，挑戰自己。中一那年，她參加
了校際中文朗誦節。比賽前，她非常努力地練習，雖然不太明
白那兩首詩的內容，有些中文字的讀音，也總是唸得不太準確
，但毅力驚人的她並沒放棄。

 比賽那天，全場就只有小蕙一個外籍學生！當她踏上講
台時，著實有點心怯，但她一開口已成功地吸引了觀眾，大家
都意料不到一位外籍學生可以如此從容地朗誦中國古詩詞，贏
得大家的掌聲。

是誰輸不起？ (一)     撰文： Boneca

 某天觀看一場小學劍擊比賽，短短三分鐘
內，小伙子打得激烈，兩個男孩實力相當，最後
以一分之差決定了勝負！
 
 
 落敗的小男孩雖有點氣結，仍很有風度地
向對手及裁判敬禮離場，但當他一轉身，氣憤不
平的父親隨即對兒子歇斯底里地破口大罵，甚至
舉起手想打下去，幸好被教練及時勸阻了！這時
，委屈的孩子哭成淚人......

 這位家長的行徑讓旁人嘩然，卻又正好提醒了
一眾家長，在陪伴孩子迎向挑戰時，父母是否總會懷
著一顆「必勝心」呢？

 當時，小蕙心裏頗輕鬆，因為她知道自己得獎的機會甚微，只期望
分數可以比以前進步。結果，小蕙的得分超過80，只比第三名少1分，有一
位家長更對她說：「同學，真了不起！我知道外籍學生學習中文是很艱難
的，我覺得你比第一名那位唸得更好，你一定要繼續努力呀！」

 小蕙第一次得到其他家長的認同，感到很開心！也許，小蕙在分數
上「輸」了，但分數和名次其實並不是唯一決定「輸贏」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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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輸不起？(二)      撰文： Boneca

 看到了學校通告，一齣合家歡歌劇將進行童星甄選
試，三位同學興致勃勃的很想嘗試，結果他們的媽媽都同
意了，並陪同興奮的孩子們參加面試！
 
 主辦當局沒有詳列甄選形式，孩子只需表演歌唱、
舞蹈或雜耍等技能便可，三個小伙子都準備好自己的拿手
好戲應試！

不再參加了       撰文： tomai

     中一時學校合唱團贏得校際音樂節中文高級組女聲合唱冠軍，在學校各項活動的場合
她們都有表演，我和好友小翠羨慕不已。
    
 中二時一起被陳老師挑選入合唱團，參加來屆的比賽，我倆雀躍非常。參賽歌曲分女
高音、女中音和女低音三部，小翠被編進女高音，唱該首歌的主調，好聽又易上口，她很開
心；我唱女中音，和低音一樣是和音，陳老師說唱和音很易受主音影響而走音，音準必須穩
定，不容小覷，因此我也很開心。
    
 合唱很重視聲調的和諧，陳老師教我們合唱時應該只聽到兩旁同學的歌聲，若聽到自
己的聲音，表示已「突聲」，即評判會感到有把刺耳的聲音突出來，破壞了整體的和諧，便
要趕緊把聲音「收細」。這技巧十分受用，長大後參加合唱，我都以此為鑑。
    
 及後五個多月，都在午飯時間練習，雖不能好好吃頓午飯，但學懂唱歌的合作性，覺
得很開心很值得。
    
 終於緊張地站在比賽的台階上，不理台下黑壓壓的觀眾，只望着指揮陳老師一人，唱
着唱着竟渾然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也許這便是最高境界吧。
   
 旁邊參賽友校的歡呼聲驚醒了我，我校僅獲得亞軍，只差兩分輸了，我看到的是陳老
師勉强擠出的笑容和同學們的哭臉，還有我的淚水。
    
 回家路上小翠不快地說：「輸了，明年不再參加了…你呢？」
     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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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面試期間不允家長在場，於甄選結束時，每位媽媽都急著追問孩子的表現，孩子們
卻在回味過程中的樂趣，仍在津津樂道着每個環節......

 其中一位媽媽正追問着兒子有否表演了準備好的歌曲及
雜耍，旁邊的女同學搭訕回應說：「老師叫他做什麼他都沒做！」

 
 小男孩的媽媽馬上一臉灰暗，開始沉默不語了，小孩們繼續憶述着剛才玩得如何有趣 
，但她的小孩卻顯得格外緊張，開始安靜下來，十分不安......
 
 輸也是一種經歷，未必全然是挫折或打擊，或可以是種愉快的體驗。也許，在成年人的
世界裏，太在意「贏」了吧？！



考不到第一       撰文： Shirley

 考試「考第一」仿似是人生大事，但「第一」只有一個，那麼，考
不到便是失敗？ 

 美琪是巴基斯坦籍學生，中一時跟隨親人到香港定居。她沒學過中
文，英文科和數學科的內容都比以前學的艱深，通識科中有關中國和香港
的內容，更全不認識；同時，她還要適應全新的學習環境和生活環境，一
切都實在不易。

 美琪也是一個默默耕耘的學生，她話不多，不太調皮，但總是做好
老師吩咐的功課，也盡心參加不同的活動。一年下來，終於到中一派發成
績表的大日子了！美琪考獲全班第3名，除了中文科未能與班中土生土長的
同學相比外，其他科目的學習進度都掌握得很好！

不讓孩子輸的爸       撰文： Nada

 阿從不太愛讀書，從小成績都很一般，但爸爸卻認為
，大學畢業證書是職場最起碼的入場劵，香港唸不來，就出
國唸吧。其實阿從不想唸書，他想學點手藝，就是拗不過爸
爸，因為學業成績欠佳，最終畢業證書沒有拿到手，令他變
得沒有自信，也不太想參加親友的聚會，免得別人問起時，
令自己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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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次上，美琪好像「輸」掉了第一，但對一個新到港的學生來說，已
表現得很出色，在老師眼中她其實「贏」得非常漂亮。

 讀書不成的阿從，最愛上網；爸爸為了不讓他無所事事，遊手好閑，便
打本給阿從在網上競投一些音響器材轉售，賺取差價；因為器材都是爸爸出資
的，即使賣出了，他也只能賺取佣金和爸爸每月給的零用錢，由於所賺不多，
阿從成了「月光族」！

 漸漸地，阿從習慣了爸爸作他的經濟後盾，
結婚指環，是問爸爸要錢買的，結婚酒席，新婚
居所，都是爸爸支付的……
 
 將來，阿從不敢多想，反正有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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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也是我需要的        撰文：沙爾

 坊間有很多教人如何成功的書籍，「成功」彷彿就是一種標籤似的，烙印在
這代人。暑假期間十大暢銷書籍之中，兩位母親講述自己如何從小教育子女，讓他
們成功入讀國際知名大學，卻鮮有書本去了解失敗的定義及價值。

先看以下一段母子對話：

小朋友：媽咪，我想妳睇我游水。
母親  ：(嬉笑... ...)想我睇下你游得「有幾勁」呀？
小朋友：(開懷大笑... ...)係呀。
母子兩對望而笑。

 讀者可能會問：是否小孩游泳技術了得，才會有這份自信呢? 答案卻不是，相
反他的技術平平無奇。哪麽，小孩的自信從何而來?

一群小朋友正在玩電視遊戲，他們的父母在旁，遊戲快完結時，又看
看以下另一段對話：

小朋友甲吵嚷：媽咪，我要贏，你叫佢地輸俾我。次次係屋企，你都
會俾我贏。
小朋友乙把電視遊戲丟下，緊張大叫：攪錯，都唔好玩嘅，我唔玩。
小朋友丙哭起來，不敢望媽媽，他的媽媽說：你咁差勁，梗係輸俾人
，無鬼用。
小朋友丁：我知下次要點玩了，下次會玩得更好！

 讀者可能會問：「哪位小朋友贏了此遊戲？」答案是：四位都沒有贏。如果讀
者有小朋友的話，你會否同樣要求他贏？你希望他日後以哪位小朋友的態度面對問題
及困難？
 
 有些父母不容許孩子輸，令孩子覺得一旦「輸了」，就代表自己不夠聰明，這
些失敗帶來的感覺，會大大衝擊小朋友的信心，也影響未來的努力。其實，任何人在
成長過程中，都遇過上千百次失敗，失敗可以是教育與成長的寶貴經驗，暫時失敗了
，可能會失望，但如果不去嘗試，那麼便註定失敗。游泳那位小朋友「唔怕醜」，顯
示出一臉自信，憑這份自信，便可以盡自己力量，結果不論成功與否，就算失敗也可
承受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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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迪生：失敗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對我一樣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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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歲的軒軒，唸四年級，有讀寫障礙、不善語言表逹、過度活躍和自閉症，爸
爸自軒軒四、五歲開始便獨力照顧他。

照顧SEN孩子的困難
  
 爸爸最感困難的，是自己缺乏耐性，尤其在指導兒子功課時，會很「勞氣」，
也試過體罰，但為怕會傷害兒子，只有主動尋求協助。接受專業人士的意見後，爸爸
把孩子的學業，完全交給學校，盡量不檢查功課，以免破壞親子關係。
     
 軒軒的人際關係較差，在學校常被同學戲弄，亦曾受高班同學欺凌，現仍需服
藥控制過度活躍的症狀；他對聲音敏感，怕嘈吵，易有情緒，以至很多時不被同學接
受，曾有補習班的導師表示，軒軒比較適合個別輔導；明白孩子的問題所在，爸爸只
能請老師們在軒軒情緒激動時，讓他離開班房冷靜一下。後來，軒軒被老師選為「飯
長」，負責派飯，他很開心，能牢記每一位同學的名字，爸爸向老師反映，軒軒獲得
連任！    
 

對輸贏的看法和孩子比賽的經驗
    
 爸爸認為能贏當然最好，輸了便當吸取教訓，正是「勝固欣然敗亦喜」。
     
 軒軒在三年級時，有一次帶了棋盤回校跟同學玩，他堅持按照說明書上某些規
則，對手的女同學也肯相就，但圍觀的同學卻說他「奸茅」，他憤怒地把棋盤推倒了
，同學們起哄，他控制不了自己，打了對手一拳，以致同學的家長要求賠償，更報警
備案。經此事後，軒軒知道出手打人是有後果的，至今沒有再犯。
    
 又有一次，爸爸帶軒軒去參加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孩子而設的足球訓練班
和比賽，在訓練班時，軒軒已備受排擠和戲弄，沒有人願意跟他同組；在比賽當日，
組員叫他做後衛，站在最後面，軒軒很乖，他不知道可以跑去追球，全程站著，場邊
有些家長竟用難堪的話罵軒軒「廢柴」、「一碌葛」，同是SEN孩子的家長，不但未
能包容軒軒，還縱容孩子欺凌他，爸爸心中的酸楚和憤慨，能向誰訴？

如何調教對孩子的態度？
     
 有一段時間，爸爸真是有「輸在起跑線」的感覺，經過心理學家、
社工的輔導，他已調整了想法，接受孩子有能力的限制，也明白不能要
求兒子跟普通孩子一樣，當覺得怒不可遏，可能會傷害孩子時，他會到
街上走走，舒緩情緒；就如爸爸曾用自己的方法教兒子綁鞋帶，但兒子
就是學不懂，有一次他在電視節目中看到另一個方法，照樣用來教兒子
，軒軒就學懂了，這讓爸爸明白求變的道理。

 知道兒子喜歡被稱讚，「想贏唔輸得」，便教導他遊戲總有輸贏，得學習接
受，要發脾氣時，便走開冷靜一下，軒軒通常在10至15分鐘內便能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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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令你欣慰的地方
   
 爸爸最感到欣慰的是軒軒很孝順，會為了令自己開心而盡力克服困難，除了自動自覺
做齊功課外，即使校園生活、學業成績有多挫敗，他都會上學；在家做功課時，為了不讓
父親「勞氣」，他會請父親走開休息一會，也會幫忙開枱吃飯。 

對孩子的期望
    
 爸爸只希望軒軒能快樂成長，不會介意他的學業成績，希
望他可以接受融合教育註；至於將來的職業，只要兒子喜歡就好
。思維邏輯比語言能力强得多的軒軒，也知道自己不擅於跟人溝
通，所以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畫家或程式撰寫員。 

照顧孩子的力量
  
 爸爸認同自己有責任照顧好兒子。
    
 爸爸一直在努力爭取可以支援兒子的資源，在軒軒唸幼稚園時已讓他接受SEN的評估
和小组訓練。另外，他在學校也成立了SEN家長群組互相支持，為孩子們爭取支援！

註：融合教育：按香港學校教育目標第6項(1997)指出：
「不論學生的能力為何，每間學校都應幫助所有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Special Education 
Need (SEN)的學生，盡量發展學業上及學業以外的潛質。」因此SEN學生有機會進入正規學校學
習。

後記 :
    
 爸爸表示，有時感到很辛苦，跟朋友聊天訴苦，他們不明白，
感覺很孤單。訪問後，我們請爸爸選一張兒子的畫作傳過來，作為文
章的插圖，爸爸很快辦妥，看得出他是多麼希望兒子能獲得認同和讚
賞。軒軒的人生，雖非坦途，但也讓人們在黑暗中，看見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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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得     實習臨床心理學家        王冬妮 

 

 被邀就「輸得喜」這題目撰文分享，我的心情就像命題一樣複雜。撫心自問，我是
個「輸得喜」的人麼？恐怕不是。或許，這正給予我一個機會就這命題反思一下。

 「輸」和「喜」這兩概念，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文化，以至日常經驗上，都似是水火
般互不相容。大眾媒體大肆渲染甚麼「贏在起跑線」，為家長及孩子營造了透不過氣的壓力
；無奈，但似乎還得接受。當大家都拼命地付出資源、時間、精神、心力，甚至連親子關係
都賠上，為的是讓孩子「贏在起跑線」時，更荒誕、更離奇、更難掌控的「標準」出現了：
「贏在子宮裏」。 贏，成了理所當然的事，當中要考慮的，是怎樣可以比別人更早地贏；
而輸，從不在考慮之列。

 

 要瞭解為何「贏」和「輸」能如此牽動我們的情緒和行為，就要好好的探究它們藴含
的意義。首先要問的是：「贏」於我而言，代表些甚麼？而「輸」又代表著甚麼？這些問題
的答案，可以讓我們一瞥到底是甚麼樣的需要在主宰著我們的行為、驅動著我們的情感，甚
至扭動著我們的價值取向。

 我的個人體會和臨床經驗告訴我，其中最觸動人們神經的一個自身
需要莫過於「自我價值和認同」。在現今社會，我們不知不覺把「贏」和
「有價值」聯繫在一起，而「輸」則與「無用」緊緊地結連。根據這個邏
輯思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贏」會教人高興，而「輸」就像夢魘般叫
人沮喪，不知所措。

 

 記得在實習中，我有機會參與數個專注力小組訓練，觀察及體驗孩子們在輸贏、得失
過程中的自處和回應。其中小蜂 (化名) 和小浚 (化名)這兩個孩子對輸贏抱着截然不同的態度
最令我印象深刻。他們在面對活動和勝負時的情緒及行為反應，都讓我這個實習臨床心理學
家紥實地上了寶貴的一課。

 小蜂很看重輸贏，他在小組中只有一個目標：在所有活動中得第一名；因為這個目標
，他在訓練過程中充滿焦慮和不安，常擔心其他組員的表現會較他優勝，當眼見其他小朋友
快完成手頭上的任務，自己卻有點落後時，他的不安便會澎湃滿溢，遠超過他能自我調控的
範圍，並轉化成一系列的「問題」行為，如情緒失控及暴力行為等。

 另一邊廂的小浚卻不一樣：他很期待和享受訓練中的每一個環節，對每項新活動都充
滿蠢蠢欲動的好奇心，他喜歡和其他組員們交往，在跌跌碰碰中累積新經驗。當然，贏了，
小浚會很開心，但有趣的是，敗了的他不但沒有因此心情壞透，反而會傻傻的笑著細語：「
我下次會做得更快、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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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

  贏了別人真的那麼重要？是自尊、面子或是虛榮感驅使？我們當中有 
 不少人可能都抱持根深柢固的「唔輸得」心態，活在別人嚴厲的眼光和永無 
 止盡的期望下，害怕面對失敗。在大家心中，只有「贏」才能換來掌聲、讚 
 賞和榮譽，而失敗者只會受到唾棄，或偶爾會有人願意施捨一點鼓勵。然而 
 ，誰可保證每個人都會快樂地贏盡一生？

 其實，「輸」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被失敗的陰霾籠罩，走不出失敗
的陰影，變得自怨自艾。「不如人，當自礪。」我們在比賽和各種考核中可以學
習別人的優勝之處，以求勝過昨日的自己，成為更好的自己，即使輸了給別人，
我們也可以一笑而過。我們每個人也是平凡人，總會有犯錯的時候，總會有些事
情做得不夠別人好，總不能事事都做得完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缺點，
都有比別人優勝和不足的地方，亦可以有自己貢獻社會的方法，而更重要的是每
個人一生追求的東西都不盡相同。今天的你或是孩子追求的又是什麼？
 
 人生的成敗不在於一時，他日我們離開這世界時，我們一輩子以為贏得最漂
亮的一仗或許並不如我們所想那麼風光。有得必有失，贏得了我們夢寐以求的獎
盃、證書、專業資格、事業、財富等等，我們就真的沒有輸掉什麼？反之亦然。
生命是一個選擇的過程，希望我們和孩子都選擇了值得追求的東西，贏得喜，更
輸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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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不談是否有價值的話題，怎樣的孩子才健康快樂？怎樣的素質才能有助孩子強
化他們的抗疫能力，以致他們在面對逆境時能懂得自處及解難？我想，勝負成敗都是一些
不可或缺，亦不可避免的人生經驗，讓我們在當中學習和成長；但重點在於我們怎樣去選
擇和理解它們給予的意義。
 
 我們可以選擇由「贏」和「輸」來決定我們和我們孩子的價值；我們亦可以選擇視
「贏」和「輸」為人生中不同的checkpoints ，看清楚它們的意義，在過程中塑造、精煉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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