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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
見；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
可向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或
e-mail：rightfighting@hotmail.com）表達，
學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
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
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文／陳頤華整理　圖／未來所提供

　對我來說，去美國留學一直是從小的夢想。畢竟，學英文
那麼久了，加上又是英文系的學生，感覺總要去趟美國看看
自己能不能學以致用，與當地人相處並體驗他們的文化。大
學時因為努力不夠所以沒有出國的機會，所以當我進到研究
所時，特別注意有關出國留學的消息，並且想盡辦法爭取可
以出國的機會。終於在2009年8月，帶著這一顆既興奮又忐
忑不安的心，經過了大約一天的搭機及轉機，抵達位於明尼
蘇達的Winona。興奮是因為即將開始一段前所未有的求學旅
程，並融入當地生活；忐忑不安則是因為要面對艱辛且充滿
挑戰的研究生生活。
　學期開始沒多久，就感受到大家對於求知的慾望。因為是
研究所的課程，每堂課的學生人數大概都在10個左右。教授
說話的時間絕對不會超過整堂課時間的一半。取而代之的是
小組討論和學生提問，每個人都有很多的發言機會。教授通
常不是回答學生的問題就是提出一些議題，讓大家討論並在
最後提供他自己的看法。課堂上，教授不清楚或還沒想到答
案，他會直接說「我不知道」，然後問班上是否有人了解這
個問題。教授們不全是高高在上、不容質疑的權威，他們反
而是引導學生、啓發學生思考的推手。對於從小到大接受傳
統台灣教育的我來說，真是大開眼界。
　美國的大學都有Writing Center，由英文系的研究生組成輔
導團隊，幫助學生們有關寫作的問題。學期開始一個月後，

體驗學以致用

文／劉庭旭（英文碩三）

一、請用英文句子的文法概念，找出主詞和
        動詞：
1. 你頭上的花很漂亮。
2. 你個性上的弱點很容易改掉。
3. 我們班上有4、5個人是台北人。
4. 台灣之美是有名的。
5. 中國人的通病是不團結。

二、答案：
1. 主詞：flower    動詞：be動詞
2. 主詞：weakness    動詞：be動詞
3. 主詞：four or five    動詞：be動詞
4. 主詞：beauty    動詞：be動詞
5. 主詞：通病（common problem）
    動詞：be動詞

英文：
1. The flower on your hair is beautiful.
2. The weakness of your personality is easy to get 
    rid of.
3. Four or five of our classmates are from Taipei.
4. The beauty of Taiwan is famous.
5. The common problem of Chinese people is 
   lacking team spirit.

三、實用字彙：
1. 髮箍      hair band
2. 時尚的    fancy
3. 流浪狗    stray dog
4. 鐵質      iron
5. 鈣質      calcium
6. 營養      nutrient

7. 極重要的  crucial
8. 個體的    individual
9. 獨特之處  uniqueness
10. 潛力     potential
11. 蚵仔     oyster
12. 魚丸     fish ball

四、請將以下句子譯為英文：
1. 你頭上的髮箍好時尚喔！
2. 這個公園的流浪狗都很溫和。
3. 鐵和鈣是極重要的營養。
4. 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5.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和潛力。
6. 淡水的蚵仔湯和魚丸湯很可口。
7. 勇敢是最強的武器。
8. 寬恕是最高的智慧。

9. 喜樂是良藥。
10. 祝你2011年成功快樂。
答案：
1. Your hair band is so fancy.
2. The stray dogs in this park are gentle.
3. Iron and calcium are crucial nutrients.
4. Our most powerful enemy is ourselves.
5. We all have individual uniqueness and the 
    potential for something.
6. The oyster soup and fish ball soup of Tamsui 
    are delicious.
7. Courage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8. Forgiveness is the highest wisdom.
9. A cheerful heart is good medicine.
10. I wish you all have grea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2011.

文／陳韵蓁整理

全民英檢秘笈

我也被排到Writing Center值班。那邊有國際學生也
有美國學生，什麼科系都有，真是很大的挑戰。常常
會有學生拿一篇十幾頁的作業要你幫他看看有哪裡可
以改進的。一開始值班時，常常希望不要有學生進
來，很怕遇到太艱難的問題或作業而答不出。漸漸地
適應後，我發覺其實沒那麼難，主要是跟他們一起腦
力激盪，並想辦法討論如何讓文章的組織及架構更流
暢。我也從指導學生及跟學生討論的過程中，學到了
寶貴的實戰經驗。
　第二個學期除了修學分以外，我也被安排去教一堂為國際
學生開的商業寫作課。總共有7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經由
與學生們討論及分享各個國家的文化，以及與商業有關的議
題中，我覺得我比學生們獲得了更多無價的經驗跟知識。
　Winona是位於Minnesota跟Wisconsin邊界的小鎮。離學校
二、三個街區就有很美麗的湖泊跟綿延的小山。除了國際學
生以外，Winona大都是美國人，不像其他的大城市有很多外
來移民。所以每到週末，不是跟其他國際學生聚在一起，就
是跟美國朋友一起去玩。在這一年中，我認識了很多不同國
家的朋友，也多少認識了不同國家的文化及習俗。有時也會
跟美國朋友去教堂，或去他們的家裡體驗美國的家庭生活。
　風塵僕僕地跑到美國留學，當然也要藉此去其他地方旅
行。Winona的冬天是出了名的寒冷，有時到達攝氏零下30幾

度，雪也常常積到大腿左右的高度。 所以寒假時，到加州的
朋友家避寒，在洛杉磯看了第一場的NBA，也坐了生平第一
次的郵輪到墨西哥。春假時，搭火車到芝加哥，驚訝於芝加
哥河貫穿於城市中之美，也感受到風城強風的威力。暑假則
在邁阿密和夏威夷享受陽光、海灘和露營的樂趣，也到紐約
看了第一場的百老匯。
　Winona的上課方式主要是幫助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也讓主修英語教學的我，更深刻了解台灣傳統教育嚴謹與美
國教育開放、自由的差別。老師雖然是領導學生通往成功不
可或缺的推手，但還是要把學習的責任回歸學生的身上。
　幾次的自助旅行加上在國外的生活，使我變得更獨立，也
更懂得與人相處的溝通技巧。雖然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
短不短，卻是我求學生涯中最充實也最美好的回憶。

留美實戰英語教學

1.（ ）小艾買了小布寫的「如何在30歲
　　  前成為億萬富翁的30種方法」，照
         著書中方法去做，果真成為一位億
         萬富翁，請問小布是否可告小艾侵
         權？
        （1）可以，因為小艾此種行為確實
                 已侵權。
        （2）不可以，因為小艾只是吸收書
                 裡的觀念，並沒有任何侵害著
                 作權的行為。
2.（ ）小薰投稿校刊，但校刊編輯小明
         打算稍加刪減後刊登，請問這樣可
         以嗎？
       （1）小明在未損害原作者名譽前提
                下，是可以稍微刪減內容的。
       （2）小明無權修改小薰的作品。
答案：1.（2）2.（1）

　經濟學系智慧大樹演講於上月28日在
B513，邀請益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洪嘉聲演講「創業—你也可以做得到」，
分享他在求學期間培養實力，以及創業期
間如何面對困難、克服挫折，並培養良好
的態度，本刊摘錄其精華以饗讀者。

　我將自己的人生記錄分為6期，希望藉由
這簡單的記錄，與同學分享面對創業的不
同困境。
　一、準備期：
　建議同學要把握求學時期，尤其是閱讀
原文書的機會，把它當作學習英文的最佳
時機，在這個時期學習關鍵字，有助於赴
國外讀書時，較容易理解別人表達的意
思。
　另外，出國留學在異地求學也是絕佳的
學習機會，除了讀書，也會體驗當地的生
活及人文風情，並將課堂實務經驗印證於
生活細節中，例如：去超級市場時，可以
趁機比較現代化超市與傳統市場的行銷有
什麼不同？購物時，兩邊的物價水準與匯
率的密切關係為何？
　在這段時間要培養企圖心，不要擔心失
敗，要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態度，並養成
「獨立」的人生觀。
　二、醞釀期：
　剛回台灣時，我有幸體驗許多工作，這
是向他人學習的最好機會。記住！向他人
學習必須謙虛、包容，否則不會有人傾囊
相授。提供一個「小撇步」，要常與同事
「吃飯」，因為有很多經驗都是在茶餘飯
後中學到的。沒有人可以一步登天，所有
事情都是從無開始，方能慢慢累積專業，
意即「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三、草創期：
　對我而言，每一個時期都是培養實力的
步驟。任何職場都可能會面臨被解雇的危
機，但危機就是轉機，你可以趁此重新思
索自己的定位，投入工作或進修自我，唯
一要保有的是：一定要學習並鎖定目標、
勇往直前。例如，在公司草創期，全球眾
多貿易公司中，自己的利基在哪裡？要如
何與眾不同？這時要能「自創品牌」，行
銷自我才能生存！1997年，我幸運地創立
益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當客源穩定之
後，正好全球整併風潮盛行，而整併可以
增加客源，但也有可能無法專於本業；當
時我公司原本的客源，剛好不再從事自己
的本業，於是業績開始下滑。於是我反覆
反省，並調適心態，深思熟慮下一步。這
是我草創期的經驗。
　四、重生期：
　當時我負債一千多萬、銀行撤走資金，
於是我重新整頓公司，開源節流；幸而
2002年時來了一張起死回生的50萬美金訂
單。這時我的營業方針轉為保守，目標為
固守既有客源、維持公司產品品質。
　五、成長期：
　逐漸穩定後會邁入成長期，這時要分散
客戶，降低風險，將公司觸角向外發展。
要有「開創視野、延伸視野、擴展專業」
的胸懷；要能接受新挑戰；面對舊有的習
慣要思索改變的可能，如：早期採購是透
過經銷商，但近年來許多人已習慣將貨品
直接送到客戶手上，這便是藉由改變來提
升淨利的方法。
　六、穩定發展：
　跟同學聊天、討論某個主題時，同學總
會問：「學長，這個主題你的看法是正面
還是負面？」通常我的答案是「都有」！
尤其在穩定發展時期，一件事情不能只就
單方面思考，要有全面性的思維，採取積
極進取、步步為營的態度，所得的結論才
不會有失偏頗。
　在這個行業裡，我們常說「走得愈久、
活得愈久」。意思是「產品為大眾所接
受，能有效整合公司資源，公司才能在穩
定發展中求進步，並走得更長久」。

英文碩三劉庭旭（左一）98學年度赴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修
習雙碩士學位，被安排為7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上商業寫作
課，圖為劉庭旭與7位學生合影。（圖／劉庭旭提供）

6階段培養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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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主題3：探討亞洲新認同 
　澳大利亞Dr. Julie Matthews以「獨特亞洲」為觀點，強調工
業資本主義全球化底下，亞洲必須找尋特有的經濟模式，有
效治理並持續進行。而伊朗學者Dr. Vahid Motlagh分析，未來
的亞洲將成為全球發展中心，在生物科技應用上，如生殖細
胞、基因治療等產生重大突破。
　鄧建邦說明，亞洲新認同的議題將不再侷限於國與國間的
對談，而是擴大至人民認同的公民意識層級，從人民對於跨
國、超越民族認同的方式，形成對「亞洲一體」的觀念，並
以和平的方式取代各國競爭的國家發展主義；並以綠色發展
作為永續發展的目標，取代發展主義帶來的經濟鬥爭。
　未來所碩一吳淳萁說明：「目前亞洲的合作都還處於協盟
形式，透過學者的討論，才發現原來亞洲各國可以突破協定
模式，效法歐盟成為貿易、貨幣互通的國度。」對於未來的
亞洲認同，肯定亞洲走向更緊密的合作，以提升競爭力，加
速經濟發展的未來願景。

　未來所助理教授賴嘉玲：
　很高興能在2010世界未來學年會中與不同國家、不同領域
的學者，對相同議題作不同層次的討論。今年主題著重於永
續發展、策略與科技，因此對人工智慧與人機合體議題有深
刻的討論。此行我以上海世博的全球事件為主題，將亞洲觀
點帶入討論，探討以崛起的中國為舞台的新興城市，如何
建構世界版圖與權力關係，其中，上海以「Better city,Better 
life」作為城市永續發展的議題，使得永續發展、世博及城市
三方的矛盾關係浮上檯面。
　透過WFS，我們將亞洲帶入歐美等國，讓各式的好奇與觀
望、關切與抗拒，有最好的交會，將亞洲經驗與歐美觀念相
互交融，再各自帶回成為新的權威，這就是未來學最佳的示
範。此行的收穫可做為淡江師生及教育界的參考，一個不穩
定、複雜的世界來臨，不再只靠歷史經驗做為未來社會因應
對策，教育應如何應變，如何彈性面對新議題與未來，這是
重要的未來學精神，也為明年WFS作一延續性探討的開端。

　公行四陳頤華： 
　2010世界未來學年會為期三天，除了演講式的專題發表
外，另有小組進行workshops。未來學年會融合了各領域的人
士，商業、學界，甚至連軍事領域都有人對未來學感到興趣
而主動參與。會中，探討科技發展議題時，大都提到能源危
機及科技道德性的迫切性，其中，由本校未來所助理教授賴
嘉玲主講的「Demonstrating the Sustainable Future Environment 
through a Global Event」議題，讓我感觸良多。
　我們還參訪了麻省理工的媒體實驗室，踏入這個世界科學
發展的心臟，讓我十分激動。從機器人、語音互動、自動駕
駛到音樂結合科技，這些改變未來科技生活的事，都在這棟
透明建築中發光發熱。一場小型的「綠色智慧車」介紹，我
們意外從設計者口中聽到「Taiwan」，台灣光陽機車與MIT
的合作，造就了智慧車的發展，我們感受到身為台灣人的榮
耀，因為在各領域的努力，我們在世界上能在有一席之地。
　面對知識，我們還太渺小，感謝這次機會，讓我體認到，
我們站在廣大的世界，面對無限的未來，但我們有權力、有
能力靠自己的雙手，去玩屬於自己的大城市、大世界。

　航太四蔡耀釧：
　會議期間除了參與6場演講之外，大會開幕前也參訪了麻省
理工學院（MIT）多媒體實驗室Mobility-on-Demand小組，
探討都市設計與新一代電動車的結合。不但見識到MIT獨步全
球的科技與頂尖的創意，更瞭解了這所世界理工之最的特質
──學風自由及豐富的資源。
　WFS的大會開幕，由耶魯大學教授探討機器人不斷進步，
逐漸賦予機器人道德判斷的能力，猶如人類正在創造新物
種，對於未來有什麼風險、對社會有什麼影響等新穎概念。
重頭戲則由美國太空總署的首席科學家Bushnell，演講能源議
題的永續經營。能夠聽到專家探討目前最受矚目的議題，並
提供全球暖化的解決之道，讓我不虛此行。晚會期間與來自
美國的空軍、社會學者；瑞典的記者；紐西蘭的教授交流，
並介紹台灣給外國人，因此認識了不少新朋友。
　這次的主題Sustainable future，意味著如何永續經營一個對
社會更好的未來。以全球暖化為例，若我們再不趁還能挽救
時做一些動作，受害的將是未來的子孫。感謝學校給我這次
機會和國際接軌，開拓眼界。

研討會3主題 精論亞洲未來

　本校未來所於去年11月4、5日舉辦《預見2060：轉變中的
亞洲未來國際研討會》，邀請澳洲、印度、伊朗、韓國、馬
來西亞、阿曼王國等地學者，分別就「減碳與新亞洲」、
「創新亞洲經濟與治理模式」、「探討亞洲新認同」三大主
題，發表論文、研討2060的新亞洲圖像；本報特別報導三大
主題中，部分學者發表之論文摘要及師生回應。
　此外，2010年世界未來學年會，於去年7月8日至10日在美
國波士頓召開，主題為「Sustainable Futures,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探討科技發展等議題。未來所校友楊鈞宇、
航太四蔡耀釧及公行四陳頤華在創辦人張建邦的贊助下，由
未來所助理教授賴嘉玲帶領參加年會。本報亦刊登此次師生
與會心得，與讀者分享。

　研討會主題1：減碳與新亞洲  
　該議題由本校未來所助理教授紀舜傑主持，來自阿曼王國
的Dr. Talal Al-Balushi指出，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未來及多變
的氣候變化，綠色成長的概念顯得更重要，尤其是如何在工
業經濟成長與綠色亞洲間取得平衡，將是影響未來發展的重
要關鍵。來自印度的Dr. Ashish Kothari則著重生態區域的治理
觀念，強調跨越政治界線的生態理念，將取代國家間的民族
主義，讓環保意識抬頭。韓國的Dr. Young-Sik Lee分析，由
於氣候驟變，無法適應的物種將面臨滅絕，迫害亞洲的自然
資源和生物多樣性，加上溫室氣體的增加，國家間必須採取
更有效的手段來平衡綠色生態成長。
　未來所所長鄧建邦總結，全球化的形成讓許多議題已無法
從單一國家來探討，例如：減碳議題不再限於碳排放量的數
字計算，而是回歸國家發展的本質；各國學者在研討中達成
共識，以綠色成長主義取代國家的發展主義。他認為應以
「綠色成長」作為培育下一代的治理觀念。未來所碩二林方
凱表示，會中討論到中國為解決水資源的枯竭，向喜馬拉雅
山山頭引取冰水，雖然可紓緩缺水困境，但河水經過的流域
遍及各國，鄰近印度、巴基斯坦都是水資源缺乏的國家，大
動作引水可能導致爭奪戰的發生。

　研討會主題2：創新亞洲經濟與治理模式 
　印度學者Dr. Sreeram Chaulia提出兩項觀點，包括亞洲的發
展對全球經濟成長，在未來半個世紀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其中以「擁有儲備能源」的國家最具發展性。馬來西亞
學者Dato Dzulkifli說明，要將全球性發展置於國家發展之上，
才能真正帶動東亞的共榮；亞洲具有豐富的歷史背景、文明
經歷，如此的地緣政治，能滋養亞洲邁向全球化的世界。
　鄧建邦表示，區域合作將是未來最具發展性的新治理模
式，會中將亞洲的轉變拉至2060年，大膽提出「亞盟」之概
念，尋找超越民族國家共同意識的非單一政府，以區域合
作、區域力量減少國家間的矛盾與衝突；並將歐盟與亞盟相
較，認為歐洲與亞洲的共同價值觀不同，亞洲的個體民族性
往往高於區域意識，但亞洲有共同的文化根源，以及極高的
道德文化相容性，這將為跨國合作帶來新契機。

克服創業困境

WFS年會交流  開拓視野感觸多

編者按：為報導未來學專題，「一流讀書人」停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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