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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大學裡，理工科的學生也不見得都會

寫程式，這實在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文科的學生

更加是不會寫程式了，我曾經在暨大和清大的通

識課中教寫程式，每次都有一半的學生來自人文

學科，他們都寫得不錯，這種課後來由我的博士

班學生去教，也還是有人文學院的學生來學。 

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普及寫程式的能力，所

以我在一年以前就教很多博幼基金會的同仁寫程

式，我用的程式語言是 Python，後來有好幾位同

仁都到靜宜大學讀資訊方面的研究所，當然也都

會寫程式，有一位同仁是歷史系畢業的，在下面

的網站中可以看到他用 Python 寫的程式。

http://ecp.boyo.org.tw/webs@2/cyberhood/20181001.txt 

希望大家知道，我們教寫程式絕對要從如何

設計流程圖開始，也就是說我們要有邏輯思考的

能力，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寫程式會亂作一團。 

請看下面這個程式，這個程式是將 N個數字

加起來。 

這個程式是由以下的流程圖轉換成的，一旦

有了這個流

程圖，程式

就 沒 有 問

題，這個流

程圖包含了

一個迴圈，

迴圈是學程

式最重要的

觀念之一。 

但是有些流

程圖是相當複雜的，下面是另一個例子。 

我很誠懇地告訴各位，學寫程式不是太困難

的事，我給的例子是由一位歷史系畢業學生所寫

的，最重要的仍然是要多看程式，這有如我們學

寫文章，也要多看文章，不能只教你如何寫文章，

而不讓你看文章。所以我和靜宜大學的劉國有教

授伙同一些我的學生，一起寫了一本有關程式設

計的書，這本書強調流程圖設計，也給了很多的

例子，我們用的程式語言是 Python，相當容易懂。 

 但是我也要警告大家，也不要以為寫程式

是非常簡單的事，現在有人告訴我，國小三年級

的小孩就可以學會寫程式，我聽都懶得聽，因為

三年級的小孩，最好還是將算術學好，我們實在

不必過份強調寫程式，寫程式是需要邏輯思考能

力的，說實話，能夠教的老師，恐怕也不多。 

 比較實際的做法應該是保證大學生都會寫

程式，至少會寫簡單的程式，政府要將寫程式納

入國中的教材，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國中孩子要

學的英文、數學、物理和化學等，已經半條命送

掉，現在又來一個花樣，在我看起來，大可不必。

如果考高中要考寫程式，我只有長嘆一聲，我國

的孩子真可憐。 

但是我建議所有的公司行號以及政府機關都

應該讓員工學會寫程式，我們博幼基金會至少是

往這個方向去做，那位歷史系畢業的學生，已經

幫我們寫了很多非常好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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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筋經 
寫程式是不難的 

國立清華大學  李家同榮譽講座教授 

Every year, we have the same beautiful flowers 

on spring. However, no new words can be used 

in describing about it. For me, maybe, keeping it 

in the deepest place of my mind is a good way 

for memorizing it. 

 

 

 

 

 

 

Autumn wrote a letter to me. Wutong, 

Sycamores, is still with a girl's heart, wearing a 

green petticoat all day. She loves to play with the 

Phoenix. 

Winter also wrote a letter to me. Although he is 

at a loss but happy. As long as Wutong is happy, 

he can come later. 

 

 

 

 

 

 

Our first meeting should be at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The place planted a lot of plum trees is in 

the heaven. The smiles of plums show that we 

are lovers. 

After pursuing for thousands of miles for finding 

the meeting place again, only deep clouds in the 

eyes. Nevertheless, the legend of Plum Village 

has been broadcasted to people for a long time. 

(Plum Village is a very famous article written by 

Prof RCT Lee, my mentor) 

•小品欣賞•             彭勝龍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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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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 D》維他命 D 幫你顧健康 

林秀滿  採訪編目組 

一天一 D，每天好好補充維他命 D，替身體積攢健康的本錢，

就是愛自己與愛家人 好的方式。 

本書作者江坤俊醫師研究維他命 D 長達十年，發表數十篇論

文，曾至美國波士頓醫學中心進修，師承維他命 D 之父麥克．哈

立克（Michael F. Holick）與陳泰成教授，回國後亦繼續相關研究。

現為長庚醫院副教授級主治醫師、長庚大學臨床醫學博士。 

江坤俊醫師研究發現，想要有健康的生活，就一定不能缺少

維他命 D。不論是癌症、失智、高血壓、過敏、氣喘、失眠、心血

管問題、內分泌問題、慢性疼痛、憂鬱症…跟維也命 D 都脫不了

關係。 

半夜抽筋、肌肉痛原來是維他命 D 不足，許多不明原因的腰

痠背痛或身體哪裡不對勁，卻又找不出原因？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是和身體慢性發炎有關係。透過此書讓江坤俊醫師述說維他命 D

是什麼，陪伴你走過健康美好的人生。

《毒懂你的生活》 
環境醫學專家陳保中教你減塑、防空污、安全
住，打造不受污染的健康世代

塑化劑、雙酚 A、PM2.5、甲醛、全氟碳化物…人們日常

生活中不斷的透過食入、吸入、接觸，暴露在種種的環境毒物

當中，侵蝕我們的健康而不自知。 

本書作者陳保中醫師是公共衛生及環境醫學領域的專

家，曾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教你輕鬆「讀」懂生活中的

「毒」，並提醒：「關心正確的資訊，不求能做到百分之百，但

做得到的，就要去做；做不到的也不用勉強，放在心裡，繼續

努力！」 

為了我們的健康及下一代，從現在開始做減「塑」、注意

農藥的殘留、減少排碳量開始。一次性的餐具盡快從日常生

活中消失，還有蔬菜水果盡可能採購有機栽種，否則洗滌蔬

果時也要用流動的水至少沖洗 10 分鐘，確保農藥不殘留於我

們所食用的蔬果裡，能夠走路就不要開車，減少製造 PM2.5，

共同為我們所生活的地球盡一份力量。 

江坤俊著， 

時報文化出版， 

本館索書號：  

399.6/3142/2018 

陳保中著 

天下生活出版， 

本館索書號： 

411.1/7525-1/2018 

 
一場讓心靈獲得滿足的音樂響宴之旅 

【Naxos Music Library】 

劉瓊芳  採訪編目組 

 

 

■連線方式：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電子資料庫→Naxos Music 

Library 

■同時上線人數：5 人 

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古典音樂圖書館》收錄內容包括「古

典音樂」、「傳統爵士」、「現代爵士」、「懷舊金曲」、「藍調」、「世界

各地民謠」、「民間樂曲」、「兒歌」、「新世紀」、「中國傳統音樂」、「鄉

村」、「流行/搖滾」、「電影原聲」等，曲目齊備多元。 

Naxos Music Library 除適合普羅大眾聆聽使用外，其涵蓋內容從

中古時期音樂到現代作曲家作品以至於美國、西班牙、日本及 21 世

紀經典系列等包羅萬象，尤其適合教師於課堂授課利用，可配合不

同級別學生之程度和興趣，設計出不同的教學課程。 

Naxos Music Library 基本功能簡述如下： 

1. 在「選擇語言」功能列可選擇「繁體中文」使用界面 

 

2. 可依個人喜好選擇「新上場唱片」、「 新推介」、「作曲家」、

「藝術家/演出者」、「音樂種類」、「唱片品牌」進行瀏覽。 

 

3. 「關鍵字搜尋」：此功能可以唱片品牌、作品名稱、演出者、

作曲家音樂類型的關鍵字直接進行查找，並於查詢結果點選欲

聽專輯，至專輯曲目列表勾選欲聽之曲目後，再點選「Play 

Selections」，即可播放曲目。 

 

 

 

 

 

4. 「學習園地」功能提供五套英國、澳洲、愛爾蘭、韓國、北美

等國家之音樂認證教材。在「音樂資料庫」提供古典音樂/歌

劇歷史，管弦樂團樂器介紹及偉大作曲家的生平及作品集等。

另有「發音指南」、「音樂專門辭彙辭典」、「歌劇劇本」、「古典

樂作品賞析」、「分級音樂考試播放列表」等珍貴的音樂教材給

教學者或使用者參考。 

2018 歲末年終資料庫講習活動 

日期 課程名稱 

2018 年 11 月 20 日 

A 場：09:00-10:30  B 場：10:30-12:00 

EBSCOhost 系列資料庫 

2018 年 11 月 29 日 

A 場：09:00-10:30  B 場：10:30-12:00 

ProQuest 系列資料庫及漢

珍圖書相關資料庫 

2018 年 11 月 30 日 

A 場：09:00-12:00  B 場：13:30-16:30 

Web of Science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X9 書目管理軟體 Window 版及 Mac 版已上線，可於本校圖資處資訊服務

首頁 > 軟體資源 > 校園授權軟體 下載安裝使用。 

新一代 EndNote 新增功能包括： 

4與特定使用者共享特定的文獻群組 (group)，並有效管理 Library 分享權限 

4更新 Chicago, ALA, MLA, and APA 等文獻參考格式 

4 透過 EndNote 的稿件配對 (Manuscript Matcher) 功能，研究人員可以找到 合

適投稿的期刊推薦 

4可連結學校訂閱的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生成特定群組文獻的引用報告。 

更多新功能說明及展示，歡迎參加 201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之講習課程，由專

業講師帶您一覽全新 EndNote X9 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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