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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生命價值課程大綱

1.回憶過去/盤點(人生是不斷地創造回憶，選擇，追尋，實踐)
1.1 人生成績單？
1.2 生命滿意度？
1.3 時間剩多少？

2.活在當下/期望(幸福不是一切，人生還有責任)
2.1 我的生活價值觀
2.2 珍惜今生的因緣
2.3 生涯能力檢核表

3.展望未來/計劃(生命價值自己創造)
3.1 生命目標
3.2 行動計劃
3.3 信心力量



課前作業與小組討論

1. 看完參考影片及老師的說明影片
2. 每個人先依照下列的表格與問題，加以用心撰寫完成，即盤點自己

的生命價值觀。
3. 依過去、現在、未來，共有三大題，每一大題有三小題。再加上一

題自我觀照，學習總心得，共10題。
4. 每5到6人一組進行小組討論，每個人可以報告6分鐘，其他人回饋6

分鐘，可有彈性但要控制時間。
5. 本次的重點不是討論，是分享與互相回饋，互為善知識，透過分享

回饋的過程，更清楚自己生命的價值觀以及未來的方向。
6. 正式上課的時候，選出小組覺得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人作為發表。
7. 你可以使用教案上的PPT，也可以自行修改以及美編，換上自己喜

歡的模板，呈現自己獨特的風格，感恩。



1.1 人生成績單

在人生的旅途上不管你現在是幾歲，回顧一下你的
之前的人生，你覺得自己最滿意的事件可以讓它像
一張一張的照片一樣浮現，可以畫出來或寫出來，
你最滿意、最自豪的3到6張照片回憶。想想他們是
代表了什麼，為什麼你會滿意，對你而言這就意味
著什麼？經過這些思考以後，給自己打一個分數，
到目前為止，如果滿分是100分你會給自己幾分。

分數:





1.2 生命滿意度—理想的生命之圓

◼ 請將家庭、工作、健康、朋友、精神生活、愛
情、休閒、宗教、政治、社會、藝術、學習等

人生重要的大事，依自己認為占生命中重要性
的比例畫在下面的生命之圓。(有些項目可不選
或是合併，自行定義即可)

◼ 放眼天下，我所關懷的是(議題、對象、事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健康

工作

家庭

朋友

精神生活

其他

生命之圓(範例)



一年的時間分配(以小時計算)

◼ 一年 365*24=8760 hrs

◼ 健康 365*___=_____ hrs (睡__+吃__+動__) ___%

◼ 工作 ____*___=_____ hrs ___%

◼ 家庭 365*___=_____ hrs ___%

◼ 家庭 ___*___=____ hrs ___%

◼ 朋友 ___*___=____ hrs ___%

◼ 精神生活 ___*___=____ hrs ___%



1.2 生命滿意度—理想的生命之圓(心得) 滿意度:___



1.3 時間剩多少？

請在下面的時間軸右下角，填上你預計可以活的歲
數。然後在中間適當的位置標出你現在的年齡，然
後往上畫一條垂直線，左邊是已經過去的時間，右
邊是還剩下的時間。
請在右邊的時間方塊，畫出1/3，那是代表睡覺的
1/3，剩下的2/3才是你真正可以用的時間。
請計算一下它到底有多少，總數是1，計算一下你
最後剩下的是零點幾的時間，標註在圖形中。



1.3 時間剩多少？

出生1歲 往生___歲



1.3 時間剩多少？寫下看到結果的心得



2.1 我的生活價值觀—價值觀量表

下面有40個價值觀，每個價值觀在：的後面都有定
義跟描述。請快速的閱讀與流灠所有的價值觀。
在每一個價值觀之後，請標出它的重要性。如果對
你而言非常重要就在A的地方打勾或打圈。如果重要
就是B，普通就是C，不重要就是D，非常不重要就是
E。你可以分別標出它們的重要性，但是不要有太多
的A，也不要太多的E。總而言之，坦誠地面對自己
的內心的需求來標識即可。



價值觀描述 A B C D E

進步：能很快的有所進展，以優異的工作獲得成長的機會。

冒險：工作上常常保持承擔風險的責任。

美學觀：常常研究、欣賞事物與想法的美。

情感忠貞：被認同為一個組織中的一分子。

藝術原創力：以藝術的形式從事創造性的工作。

問題的挑戰：把不斷鑽研複雜的問題、要求更多的任務、排除麻煩、
解決問題當作工作重要的一部份。

改變與多樣性：在工作上常常有改變內容與方式的責任。

社區生活：在一個能讓我常常碰到鄰居，並且可以活躍從事地方政治
或服務性活動的城鎮裡居住。

競爭：從事那些能讓我的能力與其他人相對抗的活動。

表達的創造力：凡是表達與我工作相關的想法，無論是用說的、用寫
的，我都可以改進，並且能有機會以試驗性或是新創的方法表達。



價值觀描述 A B C D E

創造力(一般性)：創造新的想法、計劃、構造以及任何事情，不要照
別人所發明的形式去做。

刺激：經歷高度的刺激感，並常常保持工作的戲劇性。

能幹：在工作的技能與知識上，展示高度的熟悉性，表現超於一般水
準的效率。

快節奏：在一個凡事講求迅速完成的環境裡工作。

友誼：工作的結果可導致你與你的工作夥伴發展出親密的私人情誼。

幫助他人：無論是個人、或在小群體裡，都直接的幫助別人。

協助社會：貢獻些什麼，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高所得的預期：能夠如我所願的購買生活中無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

獨立性：不需要特別的指導，就有能力識別工作的本質，也不想要遵
照指示，或是規定的限制。

影響力：身處在一個可以改變他人態度或觀點的位置上。



價值觀描述 A B C D E

知識的位階：被人認為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並且還是個理論家，在
自己專業的領域上則是個專家。

平穩的工作：在工作上避免壓力或是不光明磊落的競爭。

知識：讓自己不斷的追尋知識、真理以及理解。

居住環境：找一個可以符合我的生活型態的地方居住，一個可供我閒
暇生活的家，以及工作與學習的生活。

做決定：決定如何行動、決定如何訂定策略等，一種需要靠我做判斷
的工作。

道德實踐：認為工作是為了實踐想法，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體能的挑戰：找一個需要體力、速度、精力的工作。

力量與權力：控制整個工作活動，或是部分控制別人的命運。

精確的工作：從事那種有精確的細則、並且需要細心，正確關照細節
的任務。

利與得：有強烈累積財富以及其他有形物質的企圖心，無論是透過創
造事業、分享紅利、抽取佣金或是其他方式。



價值觀描述 A B C D E

接觸大眾：每天與人接觸、活動十分頻繁。

認同：工作的表現獲得正面的回應與公眾的認同。

安全感：確定自己工作的穩定性以及合理的收入報償。

穩定性：有一個大部分任務都可預見的例行工作責任，而且長時間之
內不會改變。

地位：以工作的本質或是所承擔責任的重大，來獲得朋友、家庭、社
會的認同與尊重。

主管：在工作上，有一群屬下為我工作，我是要為整個工作負責的人。

時間上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時間來進行工作，沒有特別規定的工作時
間。

獨立工作：一個人完成工作，不需要與別人合作。

站在知識的前端：在工作上不斷的研究與發展，無論是在學術、科學
或是生意的領域裡，都能產生新知與新主意。

在壓力下工作：在時間壓力下工作，沒有任何的時間與空間允許錯誤
的發生。



價值觀描述 A B C D E

與人一起工作：與群體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並且為了共同的目標團隊
一起工作。

熱情：熱心、密切、愛心。

儀表：外型的吸引力。

社區活動：政治或是服務性質的計劃。

家庭：關心你所愛的人。

婦女：身體狀況良好。

有趣味：休閒嬉戲。

奉獻：強烈的信仰。

友誼：親密的朋友。

個人成長：讓個人發展到極限。



2.1 我的生活價值觀—價值觀量表

請從上表將你認為重要的前9個價值觀填寫在下表中
，例如你有7個A，就將這7個全部寫下去，再從B當
中選出2個，共9個。如果你的A有12個，那請你刪掉
3個，留9個填入下表。
填好以後，再針對事業、家業、志業做一個對照。
如果你現在的事業可以滿足那項價值觀就請打雙圈
，如果部分滿足就打一個圈，如果不滿足就打三角
形。以此類推，家業、志業相同。分數高代表滿足
程度越高，就代表目前的發展你會很滿意。



價值觀(最高分的前9項) 事業 家業 志業

1

2

3

4

5

6

7

8

9

◎=2分，○=1分，△=0分，合計



2.1 我的生活價值觀—價值觀量表(心得)



2.2 珍惜今生的因緣(很在意不滿意的因緣/事件分析表)

首先請從生活中找出一個事件，是你很在意但並不滿
意的。去思考在這個事件中你的角色，你的期待是什
麼，填在第一個。
那這件事的結果又是如何？與你期待的落差是什麼？
把它寫下來，寫在第二格。
再來想一想，反省一下，是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沒
有辦法讓這個事情符合自己的期待或圓滿，自己有哪
裡做的不好，或是有什麼想法障礙了這件事？
寫下自己需要修正的習氣，正確的行為應該如何做？



2.2 珍惜今生的因緣(很在意但不滿意的因緣/事件分析表)

說明/描述/想法/做法

事件
期待

結果
落差

自省
反思

習氣
修正



2.3 生涯能力檢核表

下面有36項生涯需要具備的能力，如果這36項能力具
足，你的生涯應該會很滿意。
請用三分法自我評估，如果目前這項能力很好就打雙
圈，如果尚可就打一個圈，如果不滿意就打三角形。
針對比較低的能力，要訂定改善的計劃。一直改善到
自己滿意為止。
表中日期1，日期2，日期3是你可以不定期自我評核
。每隔3個月或半年或一年檢核，直到滿意為止。



No. 檢核內容 日期1 日期2 日期3 日期4 日期5 日期6

1 誠心誓願度眾生

2 正心誓願斷煩惱

3 信心誓願學法門

4 實心誓願成佛道

5 大慈無悔愛無量

6 大悲無怨願無量

7 大喜無憂樂無量

8 大捨無求恩無量

9 歡喜布施法無畏

10 常說愛語結好緣

11 凡事利行益眾生

12 平等同事霑法喜



No. 檢核內容 日期1 日期2 日期3 日期4 日期5 日期6

13 付出無求心感恩

14 膚慰法親常關懷

15 茹素齋戒能知足

16 嚴守戒律六和敬

17 生忍法忍心安忍

18 難行難行修善解

19 聞法薰法長慧命

20 勇於承擔達使命

21 調伏情緒能包容

22 心寬念純心淡定

23 佛法智慧能分別

24 說法傳法與時進



No. 檢核內容 日期1 日期2 日期3 日期4 日期5 日期6

25 合心平等最吉祥

26 和氣弘願最大福

27 互愛無量最輕安

28 協力能捨最自在

29 立體琉璃同心圓

30 菩提林立同根生

31 隊組合心耕福田

32 慧根深植菩薩道

33 靜思法脈勤行道

34 傳承法髓弘誓願

35 慈濟宗門人間路

36 悲智雙運無量心



3.0 展望未來/計劃

經過了這麼多的反思，回顧過去，活在當下，接下來
是展望未來。你可以將未來要怎麼做的目標寫下來，
行動計劃寫下來，支持你這樣做的信心力量寫下來。
目標要勇於挑戰，具體明確，可衡量，附有完成的時
間等等，要符合定目標的SMART原則。
行動計劃就是你要做什麼，何時做，如何做。你也可
以選擇用自己熟悉的表格或形式寫下來。重要的是要
有行動計劃，也要確實去做，定期檢核。想清楚了，
方向正確，做就對了。



3.1 生命目標(寫下1-3個目標，SMART)



3.2 行動計劃



3.3 信心力量
(使命、價值觀、信念的來源，將這些支持你達成人生目標的想法寫下來)



4.0 自我觀照
以旁觀者的角度，看看自己這一次生命價值盤點之旅，你的學習心得
，啟發又是如何？



補充說明

以上這些填寫的格子，因為是PPT的呈現，為了顧
及版面，僅供參考。你可以依據自己填寫的內容跟
習慣，調整大小與篇幅，不要拘泥格式。
只有表格的內容格式與問題思考方向，要依照作業
所要求的，去思考，去填寫，真誠的面對自己。
至於如何展現的形式，頁數，字體大小，方式等等
，可以保有彈性。
填寫過程如果有疑惑，可以提出來發問，也請事先
觀看一下高老師錄製的填寫說明影片，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