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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歐書函專訪】「我就是擅長說故事！」以親切
爽朗的嗓音侃侃而談的是《科學月刊》總編輯暨本校化
學系教授王文竹，不像個嚴肅而拘謹的學者，反倒像滿
腹墨寶的「說書人」。致力推廣科普20餘年，深化國小
至高中生的科學新知，從教授晉升「科普推手」。為此
校長張家宜特於本校第128次行政會議上，頒發推展科普
工作貢獻卓越獎項，表揚王文竹在科普教育上的奉獻。 

  王文竹自1991年起為《科學月刊》撰稿，並於1996年任
執化學系教授時，同時擔任該刊編輯工作；2001年起接
任董事會董事，2010年正式接掌科學月刊社「無給職」
之總編輯，綜理全社之編輯工作迄今。「其實我接觸到
《科學月刊》的契機是在創刊的1970年。」當時王文竹
還只是個大三學生，透過班上同學，拿到第一期的《科
學月刊》，從此成為忠實讀者。
　直到他開始教書後，受月刊之邀幫忙撰稿、擔任編
輯，從著手審稿、改稿，到約稿等工作都要包辦，「我
們是學術編輯，必須把關稿子內容，不能違反科學原
理，並且要讓人家看得懂。」除了嚴格把關，更不能讓
假科學的內容混雜進來，「其實擔任編輯不難，和教書
工作沒有衝突，除非突發事件，臨時要去找文章就會比
較忙。」例如日本地震發生核災，以及日前塑化劑事件
等，就必須去找相關研究領域的人員來撰文，透過《科
學月刊》此平臺反映社會時事，為社會大眾破解科學迷
思，解釋來龍去脈。「辦刊目的就是為了讓國民有基本
科學精神和素養，這是最重要的！」王文竹堅定地說。 

　即使到了總編輯的位置，王文竹仍不斷吸收海量的知
識，「在雜誌社最重要的收穫，就是認識很多朋友，」
不只是念化學的，天文、地理、心理學，各科學領域
應有盡有，藉此增廣自己的見聞見識，「蠻有趣的！因
為當你在聽他們談他們自己的東西的時候，就有機會多
了解其他領域的新事物。」對他而言，執筆於《科學月
刊》不只有趣，還有一份使命感，「社會上有些不講理
的，我們稱之為理盲，」這些人會提出一些反科學、偽
科學的理論欺瞞社會大眾，有科普觀念的民眾就不會輕
易道聽塗說。

  王文竹一路從本校化學系學士、碩士，到現在成為教
授，可見其熱愛化學的程度十分驚人，「化學很有趣、
變化多端！而最吸引我的，是化學還沒辦法用理論去精
準預測其性質，要真正實際操作後，才能發現它的奧
妙。」事實上，不僅是化學，整個科學領域都是王文竹
的最愛。致力於化學研究的他，沒選擇專精於研究員的
工作，反而投入推廣教育，「其實做研究到一定程度後
就知道，教育比研究還重要，尤其在淡江這環境，不要
忘記這件事情！」他回憶20年前擔任系主任時，接受創
辦人張建邦博士從哈佛大學獲得的靈感，著手推動核心
課程，讓文理工商的每個學生都有科學素養，「只是一
推出就遇到問題，如何把科學知識，包括科學概論、生
活與化學等，傳授給各系的學生。」於是他決定自己編
教材，要讓同學能聽懂並喜歡，「我花了3年半的時間，
拍出13集的短片教材『生活中的化學』，甚至獲得視聽

教育學會金牌獎，並在臺視播出。」後來也陸續編撰了
供教學使用的科普書籍，於是，科普精神就從校內開始
萌芽。
　他認為，本校學生的「素質」很好、潛力很高，不輸
給臺大清華，但「程度」卻輸給人家，他解釋，程度指
的是個人因貪玩，或是家庭環境背景不優渥，以致求
學有困難等因素，就需要老師多去關心，從教育上去刺
激這些學生，使他們自大學一、二年級開始脫胎換骨，
「所以化學系的學生在外面的表現都不輸給人家，因為
老師這樣教我們，我們就這樣教學生。」此刻的王文
竹，就像是個教育舵手，推動著化學教育的大齒輪，在
浩瀚的科學領域中傳承下去。

　去年是國際化學年，科普推廣上除了有本校的行動化
學車外，他與其他學者一起組成「演講團」，到產業界
工廠、全國各地，舉辦科普演講和一些社區型的小講
座。例如，由化學教授親自講解化學的真相，改變社會
大眾誤以為化學是很危險的錯誤認知，「其實並不然，
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桌椅等，生活週遭處處充滿了化
學。」而王文竹授課對象不只是廠商或大學生，他也常
為中小學生演講，但要如何向孩子解釋艱深的科學？王
文竹善用獨到的「說故事」專長，如以古代帝王擅改月
份名稱作為故事起頭，說明「末日日期」其實沒有依循
正確的天文週期，加上錯估月球及太陽的公轉自轉，早
已影響曆法，他用科學角度打破2012年12月21日為世界
末日的謬論，讓聽者感到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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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想與來自世界各地20餘國的青少年
共同生活嗎？想在全外語的環境增進
英語能力嗎? 成人教育部辦理「2013
淡江大學夏山學校」全外語青少年夏
令營，由本校教授及業師以英語分級
授課，並與海外華裔青少年共同住
宿，體驗多國語言與文化，邀請14歲
至17歲中學生報名參加，詳細活動內
容請參考：http://www.dce.tku.edu.
tw/OA/news/ufdir/148.pdf，或洽校
內分機8334，活動承辦人周秋儀。
（成教部）

淡江時報

　 由 文 錙 藝 術 中 心 主 任 張 炳 煌 策
展，並與中華書法學會等合辦「龍
騰 中 華 ─ 海 峽 兩 岸 百 家 書 法 邀 請
展」，於上月27日正式開幕。中
文二吳俐穎表示，曾上過主任的書
法課，「期待親眼看見書法家的揮
毫作品！」即日起至7日止在國父
紀念館一樓逸仙書房、東西文化藝
廊中，展出兩岸百位書法家作品，
本校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張炳煌的
作品亦在其中。詳情可至國父紀念
館網站（http://www.yatsen.gov.
tw/）查詢。（文／莊靜）

張炳煌策劃 百位書法家齊展 

　誰說談戀愛就不能讀好書？身為班對的化
材三范嘉倫（左）及蘇卉仁（右）分享，以
兩人為一組讀書團的方式念書，同時兼顧大
學課業和愛情學分。他們表示，化材系的課
業首重理解，其次則需多做例題來輔助背公
式，因此從不翹課的兩人異口同聲地強調：
「去上課最重要！」平常上課時，老師會在
課堂講解大量的例題，范嘉倫表示，「講得
比課本上寫的還要好懂、好吸收，」況且先
聽老師講完後，自己再重新思考一次，會更
容易理解；此外，課堂上如果有聽不懂的地
方，就當場向老師提問，直接把問題弄清
楚。另外，複習也很重要，蘇卉仁表示，每

天下課後一定要馬上複習當天所學，趁著記憶猶
新時，趕緊吸收背下來，並善加利用課本的練習
題，「幾乎每題都要解很久、花很多時間去想，
所以這些習題的量就足夠了。」
　兩人平均每週都會固定花2至3個晚上，在自習
室寫作業、念書及討論功課，每個週末進行一次
當週所有進度的總複習。蘇卉仁說：「念書環境
很重要！」由於自習室每天開放24小時，因此在
那裡念書可以待比較久，較不容易讀到一半而被
其他事情打斷，「而且抬頭看到旁邊的人都在
用功，就會督促自己趕緊認真學習。」他們於
大考前2週則另外排定讀書計畫，規劃一天內
複習完2到3科，「讀不完會delay到隔天才補完
進度，若有嚴重落後的情形就要重新調整讀書計
畫。」他們也分享，在讀完幾個章節之後，就
拿出一張A4的白紙，把課本上的重點重新謄
寫到紙上，一面整理邏輯思緒一面增進記憶
力。

　使用這個方法念書近一年，范嘉倫表示，學習
效果還蠻好的，「因為兩個人對課文理解的部分
會不一樣，就可以互補、教對方，教學相長。」
如果做習題的時候兩人意見分歧，就會更認真的
去查書，或是找其他同學共同討論找出對的答
案。和許多利用念書時間坐在圖書館約會的情侶
不 同，如果身旁夥伴分心，就會

用手指點一下對方、再點一下
課本，相互提醒念書要專心，

蘇卉仁說：「畢竟看書就是
看書，先把該做的事完成，
再利用閒暇時間放鬆自己
吧！」（文／歐書函、攝影

／劉代揚）

從教授到「科普推手」 《科學月刊》說故事推動全民科學精神

從忠實讀者到「無給職」總編輯　全因愛「科學」

淡江出品 在母校擔任教育舵手 

PEOPLE
卓爾不群
KU 《科學月刊》總編輯 王文竹

說故事學科學 足跡散播全國

　因長年貢獻備受表揚，王文竹認為可藉機喚起大家對於科學的
重視，也將本校理工學院的特色研究推廣出去。他細數道，如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成立的水資源中心做得有聲有色，「因此《科學
月刊》就曾邀請虞國興介紹臺灣水資源專題，做該期的主題編
輯。」也請土木系教授鄭啟明負責介紹風洞研究，以及理學院院
長王伯昌所做的化學理論計算，「這都是很棒的研究，值得去關
注與了解。」王文竹連結各領域專家，無私地介紹每位教授的專
業，努力為科學付出，「現在的科技進展得越來越快，令人完全
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會發生，」因此我們必須把心打開，去接
受、學習更多的科學新知，「切記別當科學的理盲！」

蘭陽師生盃桌球賽 觀光四團體組奪冠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蘭陽主任室於17日至20日在
蘭陽校園桌球教室及CL501多功能教室舉辦「蘭陽校園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生盃桌球錦標賽」，希望藉此增進校園
活力與提升運動風氣，並促進師生之間互動關係。許多陸
生與教職員，都現身比賽現場，各個摩拳擦掌，相當有看
頭。團體組由觀光四奪冠，教聯隊第二，資通一與資軟一
獲季軍及殿軍；個人賽部分則由觀光四許智博與語言一黃
威獲男、女子組冠軍。
　協辦活動的桌球社社長資創二朱占九表示，今年的參賽
人數比去年還要多，像教官黃明川也首次報名以往僅有學
生報名的男子單打組，「來自廣東的我，正好藉此賽事和
臺灣學生好好較勁一番，留下美好回憶！」

兩岸未來事務研習營 體驗政經模擬軟體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將於
21日至23日，在臺北市士林區沃田旅店舉辦「兩岸未來事
務研習營」，課程中將安排專題演講和兵棋推演活動，並
邀請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中研院社會所
副研究員吳介民等人進行座談，整戰中心執行長蘇紫雲
說：「本次研習營的特色除了靜態理論討論外，尚有動態
的兵棋推演，且是全國第一次引進兩岸政經的模擬軟體，
以商業活動為推演核心，增加決策的壓力，並讓軟體按照
各指標判定結果，歡迎大家來參加。」報名時間即日起到
10日止，報名時須填寫基本兩岸常識測驗，通過後將另行
通知，詳情請上Facebook搜尋：兩岸未來事務研習營。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學生會於上月
26日晚間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蘭陽好聲音」歌唱大
賽，吸引超過300人次參與，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
艾華、觀光系系主任葉劍木、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以
及行政人員等7人更全程參與擔任評審委員。比賽以一
對一的方式進行對決，共28組人馬14組晉級，最後由觀
光一傅慈惠以初、複賽雙滿分之創舉榮獲第一，觀光四
林子敬以兩分之差奪得第二、觀光二賴旼華第三、政經
一畢佳容第四、觀光四林哲賢第五。同時身為活動執行
兼參賽者的政經二盧彥如表示，舉辦活動與參賽兩者
並不衝突，「因為大家都是靠實力的，玩得開心最重
要！」他也提到本次活動有一年級的學生會新成員協助
籌辦，有今天的成果，為他們深感驕傲。

　勇奪第一的觀光一傅慈惠表示，自己很熱愛唱歌，因
此從國中時期起便開始參加校內的歌唱比賽，也練就一
副好歌喉，如今以雙滿分贏得冠軍，「除了開心還是開
心啦！」另外，以觀光二與語言二共9名學生組成「醜
女時代」參賽，在開賽之前就引發熱烈討論，雖最後未
得名次，自編自導的勁歌熱舞卻勇奪現場觀眾的注目焦
點，成員之一語言二邱俞蓁表示，就是很想紅才會連成
員人數都模仿少女時代，「沒得名也沒關係，重點是
我們紅啦！」另一個亮點，是兩位日本交換生觀光系
Daisuke Tsubone和語言系Takeshi Yoshida的合唱組合，
Takeshi Yoshida表示，藉著這個活動，除了增添一點大
學生活的色彩外，還可以認識很多的人，雖然初賽就被
刷掉了，「但這是一項在臺灣難忘的回憶。」

    　資傳系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於上月24日至28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招生成果展及媒體中心指導老
師、資傳系專任助理教授賴惠如的數位藝術創作展。此
次媒體中心成果展分為「行銷網站設計組」、「網站架
設」、「行銷案例分析」、「版型、平面設計」三大部
分。校長張家宜（左）也在開幕當天到場支持，現場體
驗虛擬與實境做結合的AR（又稱為擴增實境）。活動並
於26日舉辦媒體招生說明會，為同學親自解說媒體中心
相關細節。想加入媒體中心的你錯過了嗎?別擔心，相關
詳情請上官方粉絲團『媒語季』查詢，報名截止至2月22
日下午4點。（文／洪聖婷、攝影／羅廣群）

 政經系四海一家 大啖團圓飯

　　上月21日資工系舉辦「2012海峽兩岸尖端資訊技術
研討會」，會中並進行「第三屆資旺盃」頒獎典禮。校
長張家宜致詞時特別感謝贊助資旺盃的友旺科技董事長
兼本校資工系系友歐陽自坤，並頒發獎狀予本屆第一名
得獎隊伍。本屆資旺盃共有120支隊伍參賽，獲獎前3名
隊伍更榮獲友旺公司未來優先聘用資格，由經理馮安平
代表頒發聘函。本校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指導的「TKU_
Assassin」隊，憑作品「凱格爾復健運動分析儀」勇奪第
三名，由工學學院長何啓東頒發獎狀獎金。圖為何啟東
（右）與得獎代表資工碩一劉冠宏（中）合照。（文／
吳泳欣、攝影／羅廣群）

性別科技冬令營 戀情化學反應
【本報訊】本校「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主
辦的「2013性別／科技：冬令營」，讓你了解「性別」
與「科技」的「戀情化學或物理反應」。以女性優先，
凡理工醫農生物等自然組、或修過科學、科技相關課程
的大專院校學生，皆可報名參加。報名至11日止，名額
有限，每人收費1千元，活動時間為29日至31日，請至網
站（http://goo.gl/musqV）報名，詳情及匯款方式請洽國
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電話26257687。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於22日在化學館水牛
廳，力邀李長榮化學工業集團董事長李謀偉以「領導力、團
隊時代與創新」為題，和師生分享管理學及自身經驗。理學
院院長王伯昌表示，此次演講引起學生熱烈反應，因主題跳
脫專業知識，以不同角度分享領導人和管理者應具備的特
質，「希望同學能花些時間慢慢消化所學，未來運用在職場
上。」
　李謀偉以「化學工廠和大賣場工作環境比較」說明如何管
理一家化學公司，他認為正因化學工廠處於較危險的環境，
反而要更重視員工安全，在每次「錯誤的預警」中，都要認
真檢討，達到化學工廠零意外，提供員工安全的工作環境，
然而這些看似簡單的品質管理，卻是李謀偉用心打造的成
果。他說：「領導者不一定是團隊裡最聰明、也不是最厲

害，但一定是最具有領導能力的，看事情的角度不僅要獨特
還需要有遠見。」他認為身為領導者的必備特質就是「以身
作則」，才能讓人心服口服；要懂得如何鼓勵員工，帶人更
要帶心；凝聚團隊的向心力，也要搭起溝通的橋梁，「如此
一來，無形中就能慢慢培養員工對於公司的認同和忠誠，打
造一個向心力十足的優質團隊。」
　談及創新和研究，他則說：「怕失敗就不要做研究，」研
究的精神就是透過失敗才能獲取最真實的經驗，然而要如何
從失敗中站起來，就是要有「博學」的精神，「對於每件事
都充滿著好奇，保持熱情是很重要的。」化學系碩二廖庭暘
表示，印象最深的是，李謀偉以自己女兒在史丹佛大學選擇
社團的經驗為例，鼓勵大家在團體中不僅要提升自己的能
力，更要不斷地透過團隊間的討論、切磋才能激勵成長。

李謀偉暢談化學精神與領導力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蘭楊校園搖滾來搖滾去研究
社於25日晚間7時在學生餐廳一樓舉辦「夜夜聲歌之滾他什
麼音樂」，活動以Live House室內樂團表演風格，融合輕音
樂及搖滾樂，更提供低酒精的調酒飲料免費喝，營造出小型
俱樂部的休閒氣氛，吸引近百人參加讓全校師生享受音樂帶
來美好的夜晚。社長觀光二許浚銘表示，首次跳脫以往成發
的形式，用Live House方式呈現，「不僅僅是現場氛圍、現

場參與的人數與回饋皆是相當正面且成功的，不枉先前的努
力與安排，能獻給現場觀眾歡樂，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功。」
　表演共有6組社員演出，其中第三組由政經二蔡萱燁帶
來的 〈旅行的意義〉，場中非社員的男友觀光二許智棠拿
著麥克風從人群裡出現，與其合唱，驚呼聲連連，成功的
營造晚會高潮。活動尾聲更由許浚洺帶領全場大合唱Merry 
Christmas畫下完美句點。

搖滾來搖滾去 Live House成發大獲好評

運管三蔡承羲 微電影光世代特務豪奪15萬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中華電信今年首度舉辦
「HiNet光世代微電影徵稿活動」，以「是什麼原因影
響了光世代網路速度？」為主題，由運管三蔡承羲組成
的「CU ONE」團隊以「光世代特務」作品，榮獲了校
園組冠軍及最佳劇情獎，一舉抱走15萬獎金，蔡承羲表
示，之前曾陸陸續續參加過其他微電影的比賽，都有不
錯的成績，「如曾經獲得東洋文化基金會交通安全短片
比賽冠軍，因此才有信心參加這次的比賽。」
　劇情以尋找遺失在公車站的熊麻吉玩偶為開場，失主
委託特務尋找監視器畫面並上傳的過程中，點出如何提
升網路速度，劇情輕鬆詼諧，運管三蔡承羲表示，攝影
熱情受電影「海角七號」簡單卻充滿意象的拍攝技巧所

啟發，平常從網路或看雜誌自學，時間長達四年。而
這部微電影是首次嘗試搞笑路線，花了兩天半的時間拍
攝，「過程中曾因設備不足，影像在相機和電腦上的落
差而感到挫折，但多次嘗試後終於克服了這個問題。」
　獲得最佳劇情獎的他們，劇本靈感來自組員們聊天過
程激盪出的創意，私底下就有好交情的他們，用「好
玩」的方式創作出令人發笑的kuso劇情，成功吸引評審
青睞。談及如何運用所得獎金，「這筆錢會當成和朋友
出遊的基金，希望藉著旅遊好好放鬆心情。」蔡承羲謙
虛表示，會得獎純屬幸運，拍片時間多在凌晨，很感謝
隊友的協助支援，「因為大家共同努力才有如此亮眼的
成績，未來會繼續參加短片拍攝比賽。」

 　　運管三蔡承羲（右一）與系上好友共組「CU ONE」團隊，拍攝短片「光世代特務」獲中華電信「HiNet光世代微電
影徵稿活動」校園組冠軍及最佳劇情獎。（攝影／羅廣群）

蘭陽好聲音 觀光一傅慈惠奪冠軍 醜女時代全場吸睛 

 　由觀光二與語言二學生共組的「醜女時代」，一出場就炒熱全
場氣氛。（攝影／莊思敏）

資旺盃 資工碩劉冠宏獲優先聘用資格

與媒合影 
資傳系成果展大玩互動

戀愛讀書學分兼顧 范嘉倫
蘇卉仁

　【本報訊】蘭陽與你共享團圓飯！由政經系專任教師發
起，於上月26日在教學區一樓餐廳舉辦盛大「四海一家」歲
末團圓大餐，學生們則用「pizza pa之老師3Q」為這次餐會
命名，以表達對師長們的感恩。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致詞時
強調，希望同學們都能珍惜這相聚的緣份，誠摯地關心周遭
的同學，「更希望同學們都能體會老師們的用心，讓政經系
成為名副其實的『四海一家』。」團圓飯中也與同學共同舉
杯告別舊的一年，互相祝福新的一年裡平安喜樂。

　承辦團圓飯餐會的系學會會長政經二湯綺芳表示，政經系
的凝聚力一直很強，平時老師們不但和學生們打成一片，舉
凡系上活動，師長們大都「全員到齊」，讓同學們覺得很窩
心。來自宏都拉斯的政經一賈莉雅指出，當時就是因為羨慕
姊姊政經四賈佳玫就讀的學系有家的溫暖，所以也選擇蘭陽
政經系。而來自大陸山東的交換生劉潔冰依依不捨地說：
「雖然交換的期限到了，但系上的老師及同學都非常照顧
我，真的很不想回去！」

 　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右二）與外籍生共度「四海一家
團圓飯」，替學生一解思鄉之愁 。（圖／邱宥綾提供）

打開心胸接受浩瀚科學新知

 　化學系教授王文竹熱
愛科學，他像個瘋狂科學
家般，希望透過文字及故
事 讓 更 多 人 了 解 科 學 奧
妙。（攝影／劉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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