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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跨領域的五行，動手做的術業有專攻 

俗話說得好：「學無止境，學海無涯」，
所以年輕人不要一味地追求越多的知識，把
自己的頭腦塞滿，弄成書呆子的樣子。對於
知識的內容要能夠真正的理解，掌握其精義，
再加以消化、吸收，成為豐富自己想法的養
分。 

年輕人在職場工作，有些人主要是靠勞
力，譬如在便利商店或者快餐店當店員，每
一個月的薪水可能只比最低工資高一些。至
於坐在辦公室裡靠腦力的白領工作，基本的
挑戰是：如何設計出比現有最好的產品或者
服務還要更好的？(How to do better than the 

existing best?) 就拿轎車來說，豐田(Toyota)汽
車公司平均每六年要為流行的車系，例如冠
美麗(Camry)做大改版；中間的其他年份則要
做不同幅度的進步。至於智慧型手機，也是
每十多個月產品就會進版一次。因此，設計
人員不可以死腦筋，以為現有最好的產品不
能夠再進步。 

《孟子·盡心下篇》：「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戰國時代趙國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
熟讀兵書、能言善辯，卻無實戰經驗。被趙
王任命為大將軍，結果率領四十萬趙軍在長
平地區被秦將白起的大軍所包圍，全部被坑
殺了。所以年輕人在大學裡所學習的知識，
要能夠靈活運用才行。 

「舉一反三」就是從第一、二、三、四
象限都要會走得出去，如果再加上原點，就
成了五項，俗話說的「五行」，也就是五項
都要行得通。其實原點的部分最為困難，因
為原點是「零」，亦是「靈」，也就是「沒
有」。把沒有的卻能夠做得生動活潑，就叫
做靈活。 

韓愈的<師說>一文提醒我們：「聞道有
先後，術業有專攻」。所以學生在大學階段
除了學業的理論部分之外，對於實作的部分

也要認真地加強磨練。術業有很多種，包括
技術、藝術、魔術、法術、武術等。「術」
這個字，就是「行」的部首，中間加上「朮」
竹字。如果可以靈巧地掌握跨領域的「五
行」，就會有很好的競爭力。 

B.2 培養強項能力與累積專長 

廣設大學的結果造成大學入學不再是窄
門，有興趣念大學的年輕人幾乎都找得到學
校就讀。而且在學的淘汰率也不高，也就是
說畢業的門檻其實很低。 

對於就讀的大學與科系的選擇，主動權
相當的程度掌握在年輕人的手裡。年輕人在
做出選擇之前，有幾個項目必須要先想清楚： 

．畢業之後，需要靠這個專業找工作嗎？或
者自己家裡很富有，根本不愁吃、不愁穿； 

．學科基礎是否踏實：檢視中文與英文能力、
電腦軟體能力、數學能力、自然學科能力或
者社會學科能力； 

．忠於自己的興趣：能否做得到每一節課都
出席聽講(生病時例外)，至少是九成出席率？ 

．盤整自己的強項能力：譬如，口才能力、
才藝能力等； 

．轉換跑道的能力：需要擁有第二專長嗎？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是 2002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他所
出版的書《快思慢想》 (Thinking, Fast and 

Slow)很有啟發性：如果拿個人電腦來做比喻，
電腦的主機板有「中央處理器」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還有負責資料進出
(I/O，Input/Output)的周邊裝置。有些人在傳
統學科的表現優異，譬如計算能力很好，就
像中央處理器可以把送進來的合格資料可靠
地進一步處理。這是對應於「慢想」的部份，
也對應於詳細計算的電腦智能(intelligence)。 

又有些人雖然在傳統學科的表現普通，
卻是善解人意，很會推銷產品，就像是良好
的周邊裝置一樣。這是對應於「快思」的部

份，也對應於快速敏捷(smartness)。說穿了，
每一位年輕人要衡量自己的綜合狀況，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去走，人生有夢最美。 

結論 

三、四十年前，大學錄取率只有 20% - 

30%左右，學生在學校裡學得的知識，畢業
之後就可以在職場上大展長才，而且可以安
穩地工作到 55 歲左右就退休。 

反觀今日，大學錄取率超過 95%，幾乎
是想念大學的年輕人都可以如願。然而，學
生在學校裡學得的知識，電腦系統裡都有，
企業老闆當然是優先採用機器人與人工智慧，
年輕人退居企業雇用的第二或者第三順位。
退休年齡也從 55 歲，往後延長到 65 歲。還
有，知識與技術不斷地翻新，每八年就進入
一個新的世代。在公教體系任職的比較幸運，
還有職業的長期保障。在民間企業的很可能
經過三輪 24 年的轉換，由 25 歲的碩士畢業
熬到 49歲的中年人，大概有一半的人會被新
的電腦系統與智能機器人無情地淘汰了。 

所以現代大學不可以一味地沿用已知的
課程內容，必須與時俱進。認真地引進更有
效的教學方法，來達到更好的效率與效果。
積極地協助學生們，培養思考與想像力，勇
敢地面對困難與挑戰，努力創新來走出人生
的康莊大道。 

附錄： 減量教學法在電機領域的可行性 

如果以電機學門的線路與系統領域來說，
大學一年級在數學工具方面先讀微積分
(calculus)，要修兩個學期的課，來掌握處理
非線性(non-linear)問題的方法。接著是工程
數學(engineering mathematics)，要修三門課，
包含線性代數、微分方程與複變函數。在未
來，微積分與工程數學的必修課部分，可以
考慮由總共的五門課精簡成三門課就好。 

至於專業課程，大學二年級開始讀電路
學(electric circuits)，要修兩個學期的課，來
瞭解電阻 (resistor)、電容 (capacitor)、電感
(inductor)等不同的電子元件所組成的電路如
何運作。在時間序列的分析方面，微分方程
與微積分的知識就用得上；在頻率響應的分
析方面，複變函數的知識就用得上。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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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筋經 推行生動教學超越標準答案(B) 

快樂與主動學習 
長庚大學  許炳堅講座教授 

★學生為了寫報告，如果「少量引用」他人的著作，是符合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的規定， 

只要註明出處，就不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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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本校師生預約或當場借用，詳洽圖書館 1F 服務檯，服務電話(03)863‐2838★    工本費新台幣 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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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食聖經》 

天下無不死之藥，只有養生之道 

詹依萍  圖資服務組 

你知道自己的體質嗎？要判斷有沒有吃對食物，沒有甚麼特

殊技巧，只要感受自己身體的狀況，便能檢視自己的體質。 

「外食」是現代忙碌社會的一種生活型態，但它是可以改變

的，選擇對的食物吃，不但不用挨餓，還能吃得滿足。作者將自己

私藏多年的美味擇食食譜分享，讓你能享受美食的滋養，同時兼

顧健康體態與口腹之慾，為自己的健康加分。 

《從天而降的四十億債務》 
一直想落跑最後卻乾杯重生的奇蹟故事 

電子學(electronics)其實是微電子電路學(microelectronic circuits)，要修三學期

的課。這是把抽象的電路學用微電子製造技術所產生的真正元件來建構，

與目前流行的晶片設計(chip design)息息相關。 

電路學兩門課加上電子學三門課，總共五門課可以保存精華到三門課

就好。空出來的兩門課六個學分，可以轉給選修課，讓學生們去吸收新知

識。 

還有電磁學(electromagnetics)，要修兩個學期的課。它所教導的是無線

傳輸，在智慧型手機的應用非常地重要。可以考慮改成一學期是必修課，

另一學期也轉給選修課，讓學生們去適性學習。 

上述的建議有何依據呢？三、四十年前制訂電機學士必修課程的考量

是學士畢業後就進入職場。目前的情況已經大為不同了，研究所碩士班很

流行。電機領域的研究所入學，有不少學生的學士專業來自其他領域，包

括物理、材料、機械、土木等，並不需要經過整套的電機學士專業教育。所

以，電機領域的學士課程也應該增加彈性，讓學生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強項

能力與專長來選課。 
許炳堅講座教授 

畢業於台大電機系與美國加州柏克萊

大學。他是「國際電機電子學會」會士 

(IEEE Fellow)，擔任過「超大型積體電路系

統期刊」總編輯，「多媒體期刊」創刊總編

輯。目前擔任長庚大學講座教授與台灣半

導體產業協會的「產學校園大使」。  

四十億是什麼樣子……不是資產卻是負債，人生這突然的變

化，所面對的不只是自己，而是一個企業的擔子與未來，社會是現

實的，數字也是現實的。 

本書非常適合想要開創事業或是人生遇到難題而需要力量的

人。作者記錄處理問題的方式，首先務必先控制情緒，深度了解自

己的能力和籌碼，分析現況後再計畫如何解決問題。反覆的溝通，

讓雙方有成長的機會，好的策略靠著團隊合作執行才能勝出，將企

業帶向光明的未來。 

邱錦伶著， 

時報出版， 

本館索書號：  

411.3/7782/2017 

 

湯澤剛著,莊雅琇譯 

臉譜出版， 

本館索書號： 

177.2/3372/2017 

傳染病統計資料查詢系統 
麻疹在臺灣的流行概況 

 

校園模型 

1992 年創校校長牟宗燦校長開臺灣國立 

大學校園建築先例，舉辦國際競圖來挑 

選優秀建築設計，共吸引國內外 20 家 

的建築事務所投標，最後入選 5 家。當時投標的 5 本規劃書皆陳列展示櫃

中。優選作品是由美國建築師查爾斯‧摩爾（Charles Moore）及臺灣建築

師賴朝俊共同設計規劃。從當時的校園模型中可以看到，東華校園建築於

創校之始，即已完成整體校園建築規劃並制定校園設計規範，因此不同的

時期、不同的設計師，都能以此校園藍圖，在預定的地點蓋出符合校園設

計規定的建築，例如外觀顏色、單邊走廊、高塔等的建築，確保東華整體

之美，並與美麗的花東縱谷相融合。 

東華頌 

校史室大片玻璃窗上所呈現的文字，是本校校歌《東華頌》的歌詞。1999

年牟校長邀請中國語文學系顏崑陽教授寫詞；教育研究所崔光宙所長譜曲。

而這飛舞優雅的書法字體，則是由書法家莊因老師為東華所寫。 

若從圖書館外面往裡看，會發現 1 樓左右兩邊玻璃上，分別是一正一反的

校歌歌詞，宛如校歌歌詞中平野飛鷹正展翅高飛的意向。 

牟校長專櫃 

珍藏東華創校校長所使用過的文物，包括印章、名片、工地靴及工程帽等。

牟校長於 2017 年校史室開幕蒞校剪綵時曾說：校園興建時期，他共穿壞 3

雙工地靴，目前展示的就是第 3雙。 

互動區 

校史室除了實體文物展示之外，也利用電視牆展示數位化的東華歷史，並

透過互動、影音、圖片，動動手指瀏覽東華。 

在參觀的最後，別忘記走到展室中的自拍機前，自拍機中有「東華校園美

景」及「花師時期老照片」，以及「東華三寶」圖片，您可以在此拍照，將

紀念照片送到手機或是電子郵件信箱中，心滿意足地完成這場與東華的邂

逅之旅。 

 

由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理 署 建 製 的 傳 染 病 統 計 資 料 查 詢 系 統

(https://nidss.cdc.gov.tw/ch)，是一個提供最新台灣法定傳染病統計資訊

的線上查詢系統。 

使用查詢系統，可以先選擇疾病(依法定傳染病類別點選)，然後就可以

進一步查詢(1)趨勢圖：利用查詢欄位準確查詢資料、(2)地理分佈、(3)其他

比較圖表、(4)疾病小百科、(5)同期比較等資料。 

每張查詢出的圖表，可以點選右上方圖示來下載圖檔或數值，以便進一

步利用。 

點選下載 

東華校史室正式於 2016 年 11 月 10 日在圖書館一樓開放了， 

您是否曾駐足參觀了呢?請跟著我們來一趟校史室巡禮吧! 

東華大事記 

校史室亮綠色的牆面上記載著東華自 1991 年 11 月成立籌備 

處起迄今的幾個重要的時期和珍貴的歷史照片。 

鎮校之石 

展室中的玫瑰石，約在 1993 年東華校園新興建築工程整地時，工人從地底下挖出來的。

期間曾被販售到外地，後經過牟校長幾番輾轉機緣，再度相遇，隨即自費買下，轉贈給東

華作為鎮校之石。 

東華校史室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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