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校長張家宜將校基本素養之辦學理念完整呼應三環五育
與三化教育，於100學年度時指示，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召集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陳杏枝、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及教心
所所長李麗君，參考國內外大學，經院長會議與通識學門召集
人會議討論，並融合本校之三化五育精神，總結八大基本素
養：「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
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及「美學
涵養」。
　陳杏枝指出，八大基本素養是落實本校辦學的核心價值，和
專業課程所欲達成的核心能力有相輔相成的效應。也涵括「軍
護」、「體育」與「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目前交由各學門
教師，試算基本素養的比重，試算後所得的分數為各課程希望
學生學習後所得到的能力指標。未來102學年度，將從原本各系
制定的通識課程，轉為由「院」制定，並將蘭陽校園也納入更
動的範圍中。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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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用字彙 
1.毒性 toxin (例如化學品所含的毒性)
2.毒藥 poison
3.搖頭丸 MDMA 或 XTC
4.有建設性的 constructive
5.有破壞力的 destructive
6.沒建設性的 unconstructive
7.批評 (v.) criticize          

8.批評 (n.) criticism
9.情況 circumstance
10.酷 cool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之後，大聲唸三遍，否則效益不大
1.搖頭丸的毒性很強。
 The ________ of ________ are strong.
2.吸煙者一點都不酷!

 ________ aren’t ________ at all！
3.沒建設性的批評是沒價值的。
 ________ ________ is meaningless.
4.我敬佩出淤泥而不染的人。
 I respect those who can be _______ under any ________.
5.話語可以建造一個人，也可以摧毀一個人。
 Words can ________ ________ or ________ a person.

三、答案
1. toxins，MDMA
2. Smokers，cool
3. Unconstructive criticism
4. themselves，circumstance
5. build up，destroy

（文／諮商輔導組）

找到自己的心流

2 民國102年2月19日

數字力
◎賀！土木系系友韓道昀，當選中華
民國營建工程協會理事長，韓道昀現
任職於昀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三菱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101年12月9日
當選中華民國營建工程協會理事長，
已於102年1月12日正式交接。
◎金鷹校友王曉蘭學長，榮登美國
「華人」雜誌封面人物。
◎60週年傑出校友柯耀宗學長，榮登
2012年12月「看　雜誌」封面人物 。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態
校

　我們一般對數字都有一個刻板的印象，就是
「數字是冰冷的，數字是枯燥的」，因此只要一
提到數字就會覺得一個頭兩個大。但很弔詭的
是，我們幾乎一天到晚，無時無刻都在接觸數字
的東西，譬如最近經常被提到的經濟成長率、失
業率、22K、學校招生錄取率、報到率等。這些
數字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只是我們選擇
忽略它們。為什麼一些重要的報告或文宣都會使
用數字來佐證它們所要表達的訴求？最主要是數

全民英檢秘笈

　你是否感受到這個時代充斥著競
爭的壓力？學歷要好、個性要有
競爭力、專業證照要多、最後連外

顯的樣貌、行為、頭銜等也都成為成功的指
標。難道個人的價值是建立在「比別人好」
而獲得肯定？是否也意味著過得比較幸福、
快樂？答案當然不盡如此，「比別人好」只
是證明了自己不是落後的那一群，從生物演
化的觀點來看，詮釋了個體得以繼續生存的
保證，免除了物競天擇所產生的焦慮感，但
在多元化世界裡是沒有絕對的標準，現在主
流的明星產業、技能、美學概念等，幾年後
可能物換星移成為次要的選項，追求潮流讓
我們誤以為培養十八般武藝是存活的要件。
　架構在多元的世界裡，要凸顯的卻是人際
合作的前提下，每個人獨有的特質與長處，
幸福、快樂的人生無關乎「比別人好」，卻
在於瞭不瞭解自己追求的是什麼，心理學教
授奇克森米海伊提出；找到個人從事某些活
動所產生的「心流經驗」，就能獲得真正快
樂而滿足的人生。
　什麼是心流經驗？奇克森米海伊指出：
「心流經驗是一個人投入一件事或一個活
動，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極端的享受，以致於
會不惜代價的全然投入。」個體在這種心流
狀態下的心理特徵是：
1.認知到活動具有的挑戰性與自身擁有的技
術旗鼓相當。
2.思考與行動合而為一，不假思索地做出的
動作行為。
3.對於活動目標有清楚的想法，知道下一個
步驟應如何進行。
4.感受到來自活動的回饋，知道自己表現的
好與壞。
5.專心於活動而忘卻其他事物。
6.全然自我控制的感覺。
7.渾然忘我地失去時間感。
8.當活動完成後，內心的愉悅及成就讓人繼
續想去投入。
　奇克森米海伊教授以一群藝術家為對象的
研究中發現，這些藝術家在從事藝術創作
時，充滿了一種持續性的內在動力，使他們
可以一直全神貫注地浸淫在他們的工作中，
而這種驅使的內在動力並非金錢或名利所能
替代，他認為唯一的合理解釋是－藝術家在
繪畫或雕刻的過程中本身就是一種獎賞，這
種內在的酬賞也是促使藝術家不斷投入作品
創作的動力來源。他們並非為了獲得外在獎
賞而工作，而是工作的本身就是一種回饋，
也帶來了幸福與快樂。他的研究揭示：當人
們從事某些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並深度投入
時，便會引發快樂、幸福、滿足感，使得人
們是為了自我的愉悅而重複那些經驗，這就
是內在酬賞的本質，但我們有興趣的活動並
非都具備好的經驗，如何瞭解哪些活動能滋
潤豐富我們的人生？怎麼找到這些內在酬賞
的活動？
　心流經驗通常發生在挑戰與技術相對平衡
的結構清楚的活動中，所謂結構清楚的活動
就是能提供我們運用智力（思考）或體力的
活動，例如：作曲、舞蹈、攀岩、下棋、打
球等，許許多多休閒的活動都具備這個結
構，甚至社團活動企畫、解答數學難題、球
隊比賽等許多校內外活動更符合這樣的架
構，這些活動的共同特徵就是讓我們運用到
大腦的思考或肢體的伸展，提升個人對問題
的解決能力，雖然活動的過程中經歷些煎熬
苦痛，但卻為自己的付出感到成就與滿意；
反倒是看電視、做SPA、瘋狂地SHOPPING
等不需要複雜的腦力與體力的付出，在某方
面雖有減緩壓力、振奮精神的良方，卻無法
提升到幸福快樂的人生境界。所以在日常生
活中要留意那些活動能帶給你心流的感受，
如果找不到就必須拓展自己活動的領域與種
類，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專長與方向。
　時下許多書籍與企業行銷都在宣傳如何使
人致富與塑身的秘訣，若這些方法真的讓人
變成有錢有勢、身材玲瓏、人見人愛後，發
現自己又回到起點，產生一連串新的慾望，
跟過去一樣不知足。真正能帶來滿足感的不
是財富或身材，是肯定自己的人生，是一種
自己決定生命的內涵與掌控心靈意識的主控
感，不是刻意勉強的結果。當我們找到這樣
的熱情原點，內在動機自然會引領著我們學
習更多的事物，拓增我們的競爭力，卻能讓
我們持續在喜愛的領域裡發揮自己的專長，
找到自己的快樂與幸福。

導讀　江正雄 電機系教授

字可以呈現事實，而且客觀；因
此，適當的使用數字可以增強說服
力，如何善用數字，就是所謂的數
字力。
　本書的作者久保憂希也是以管理
學的角度來看數字力，但事實上，
數字力並不一定要用在管理上。
在生活上，甚至是做學問、研究
都可以用數字力的觀念來提升效
率或增加趣味性。譬如說，你的
老師要你去比較宏達電以及韓國三
星電子這兩家公司；也許你比較喜
歡宏達電，因此你做了一個結論，
那就是宏達電這家公司比較好，如
果你僅作這樣的結論，但因為好惡
的關係，而無法提供具體佐證，相
信你無法說服你的老師，這個報告

最後一定會被退回。反之，如果你
可以從這兩家公司的資本額、營收
金額、員工數目、研發能力、出新
機的頻率、顧客滿意度、企業形象
等方面去探討，然後根據這些數據
當作佐證，最後下一個結論，指出
宏達電優於三星電子，如果是這樣
的話，即使你的老師與你的想法相
左，他還是必須接受你的想法。這
個資本額、營收金額、員工數目、
研發能力、出新機的頻率、顧客滿
意度等就是具體的數字。
　本書對於數字的看法提出了29個
要領，而且每個要領都提供具體的
例子，因此並不難理解。書中的重
點主要強調，把目標與現實分別用
數字表達，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如果無法使用數字來呈現目標，那
麼目的便無法達成。數字力是用數
字思考判斷，決定事情優先順序的
能力，能讓我們看見問題背後的真
相，填補目標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可以將抽象概念具體化，拉近彼此
認知，說服對方。因此活用數字
力，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此外本書
還教導我們學會拆解比較，看懂數
字背後的意義，理解數字法則，從
不同角度看問題。
　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問題多、
例子也多。好好的理解書中談的數
字的概念，對我們的生活、就學、
就業、甚至是未來創業都將會有助
益。

　2011年我前
往 西 班 牙 ， 歷
史 課 本 傳 說 中
的 無 敵 艦 隊 。

雖說在日不落的大英帝國把這艘大船擊沉之
後，便很少在書本上瞧見她的蹤跡，但這個
地中海型氣候的國家卻是許多文化遺產的蘊
藏寶地。
　在西班牙居住的頭一個月，我便與寄宿家
庭的媽媽鬧的不愉快，甚至到了要搬家的程
度！問題到底出在哪了？在台灣人的文化
裡，口是心非是一種禮貌；但在西方社會
裡，你真的做不好，他們絕對不會口軟，因
為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事是不能說的，事
實是什麼，就說什麼。面對這樣的問題，我
開始省視自己，我是要繼續跟家媽爭辯，為
了誰對誰錯？還是在這樣看似困難無助的問
題中，透過文化衝突讓自己有更不一樣的學

習？
　放下了自以為很了不起的自尊，我跟家媽
經過一番毫無保留的溝通，我們才發現雙方
都有誤會。我因為禮貌上不敢詢問，才會造
成一個根本無中生有的錯誤持續膨脹，說完
了好輕鬆！打破冷戰的冰牆後，家媽和我都
如釋重負的笑了出來。這時，是我真的開始
融入西班牙生活的第一步。
　國外上課的方式也跟台灣很不一樣，老師
跟學生之間雖然沒有敬稱，老師卻不會因此
感到被冒犯，而更增進師生之間的感情，也
讓學生更願意學習！在台灣上課，大家都搶
著坐最後一排，那些坐在第一排還一直舉手
問問題的，大家不是覺得他們愛現不然就是
有病；以前的我也這麼想，但在西班牙上課
的第一天開始，就覺得那些坐第一排的同學
真是走在全球的時尚尖端啊！在西班牙的教
室裡，大家不僅搶著坐第一排，還不停的舉

手發問，不把教授榨乾回本，似乎沒有人肯
罷手。現在的我也一樣，無論是上哪一堂
課，第一排總是我最佳的選擇，不管別人會
不會說自己很愛現，真的把東西學到了，才
是一輩子可以留在腦袋裡的。下課時間，大
家一定都會朝著學校咖啡廳前進，喝一杯咖
啡、聊聊天；當你在辦公室找不到教授或是
教務人員之時，只要前往學校的咖啡廳，說
不定連校長都給你找著了！
　我住的城市Pamplona，雖然不像巴塞隆納
那麼有名，但每年的七月可是湧進上千萬人
要來這個小城市！海明威寫了一本書叫Fiesta
（節慶），介紹的就是這裡有名的奔牛節。
San Fermines（奔牛節）為時7天，在這個時
節裡，你只能看到街上的人們不分西班牙
人、美國人、法國人、台灣人或是哪裡人，
大家都很一致的穿上白T恤、白長褲，然後
在脖子上圍一個紅色的小領巾，腰上繫上紅

西語四　吳思樺

開放自己！透過文化衝擊成長

　西語四吳思樺（中）與友人在西班牙節慶中
合影。（圖／吳思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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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長條像是圍巾的帶子，紅白勝利，是你唯
一的選擇！當然住在這裡一年，我也去跟牛
跑了兩次，親身跑在牛旁邊跟電視上看到一
堆人被撞倒的感覺真的很不同！
　人生沒經過衝擊，就不會成長。出了國就
要放開自己，去看去學去體會！現在的我過
的比以前開心且自在，享受現在自己做的
事，不去煩惱未來，慢慢來比較快。

落實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

「全球視野」：培養認識國際社會變遷的能力，以更寬廣的視野了解全球化的發展。
「資訊運用」：熟悉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使用，並能收集、分析和妥適運用資訊。
「獨立思考」：鼓勵主動觀察和發掘問題，並培養邏輯推理與批判的思考能力。
「團隊合作」：體察人我差異和增進溝通方法，培養資源整合與互相合作共同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洞悉未來」：瞭解自我發展、社會脈動和科技發展，以期具備建構未來願景的能力。
「品德倫理」：了解為人處世之道，實踐同理心和關懷萬物，反省道德原則的建構並解決道德爭議的難題。
「樂活健康」：注重身心靈和環境的和諧，建立正向健康的生活型態。
「美學涵養」：培養對美的事物之易感性，提升美學鑑賞、表達及創作能力。

張校長期許軟實力增加即戰力

　本校校長張家宜，於101年6月以「三環五育 鷹
揚展翼」專文勉勵畢業生，「本校為使每一個大
學生都能為未來作好準備，培育學生具備高度與
全方位的軟實力，特別重視大學學習，因此，融
合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理念，結
合三環五育的教育內涵，並藉五育三化涵蓋訂定
學生八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以培育大學生應
具備的多元與融會貫通的基本能力，進而成為踏
入社會的即戰力。」張校長也於101學年新生開
學典禮暨入學講習致詞時談到，淡江的使命是培
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而國際化、資訊化、未來
化三化為本校辦學重點，提醒新生要時常檢視自
己是否具備八大校級基本素養。

虞國興：培養特有氣質畢業生

　針對八大校級基本素養，通識課程學門召集人
主任委員虞國興解釋，基本素養是每位淡江畢業
生必須具備共同的內涵，既是共同，意即針對全
校的核心共同課程；在專業課程方面，系與系之
間所學的基本能力不同，如公行系須學習法律相
關課程、土木系則須具備量測的能力等，各系各
有不同的專業，「若用相同的原則來含括各系的

專業，反而會限制各系學生的
發展。」
　虞國興另指出，101年度特
色計畫或102至105年度的教學
卓越計畫也與此基本素養息息
相關。他曾表示希望能帶動全
校運動的氣氛，目前雖只有體
育課程鼓勵運動，但在102年
至105年的教學卓越計畫中，
將計畫推動一人一運動及特
色運動項目計畫。「除了身體
的運動，淡江也推動心靈環
保，如欣賞文錙中心的藝術作
品，或聽音樂會等，注重身與
心的和諧，建立正向健康的生
活。」
　另外，深化姊妹校交流計畫
中的推展交換生，也是全球視
野素養中的一環。「淡江人的
特質如團隊合作能力好、抗壓
力佳等，應將這些特質歸納，
搭配本校三化精神─國際化、
未來化及資訊化，及五育─德
智體群美，成為八大基本素
養，藉由這八項培養出專屬於
淡江特有氣質的畢業生。

化育學生具有多元能力

　八大基本素養是本校「核心能力」的指導原則， 陳杏枝強調，系所
在設計其專業課程時，除以基本素養之精神為基礎外，還要更深入地
去達成系所要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其目的在提升在校學生的能力，
畢業後具有多元的能力。
　陳杏枝也指出，訂定新的基本素養之過程中，需要將通識、軍護、
體育以及社區課程等共同科目的學習成效，皆納入考量，並將通識與
核心課程中心原本的教育目標，更改成校基本素養。她說明，初稿是
諮詢數名資深教師並參考國外及國內他校資料，在召集人會議中提
出，因有部分爭議，學術副校長指派文學經典召集人外語學院院長吳
錫德、學習與發展召集人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與通核中心主任陳杏枝
三人共同研議。另外，在院長會議中，公佈10項基本素養，會議討論
後，變至8項，又經召集人會議討論後才定案。體育長蕭淑芬和軍訓室
主任陳國良也參與討論，以求基本素養制定的完善。
　未來基本素養的課程內容更動，除了原本已熟知的通識與核心外，
也涵括「軍護」、「體育」與「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學生如何知
道修習通識課程，已達成的各項基本素養的程度？陳杏枝說：「以基
本素養的比重試算表，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達成各項基本素養的程
度，這部份將和授課教師及教務處密切合作，希望能儘快實施。」
　通識課程和基本素養的關係，猶如文學經典學門召集人吳錫德說：
「文學經典學門以全球視野、品德倫理、獨立思考、美學涵養做為發
展核心。」進一步解釋即「文學是全球化無國界的藝術美學。」在學
習過程中，得到自我創作的靈感，並從閱讀中瞭解其所要傳達的社會
價值與道德觀念，用語言來瞭解不同文化內涵及背後意義。
　各系學生在修習通識課程的規定也有所更動，陳杏枝說，「102學年
度，將從原本各系自行制定的通識課程，轉為由『院』統籌制定，並
將蘭陽校園也納入更動的範圍中。此外，『藝術欣賞與創作』也將加
入校必修的特色核心課程之一。」就如吳錫德曾指出，除了校必修的
特色核心課程，在學院核心課程方面，外語學院將以全球視野、資訊
運用、獨立思考和品德倫理為主要發展方向，將選擇文學經典、歷史
與文化、及哲學與宗教等課程。

　 淡 江 畢 業 生
歷 經 大 學 四 年 洗
禮 ， 張 校 長 親 自
為 畢 業 生 撥 穗 。
（ 圖 ／ 黃 文 智 提
供）

八大基本素養
（林俞兒採訪整理報導）

（資料來源／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提供）

深化三化五育

　
　根據1111人力銀行就「2012新鮮人就業現況」調查發
現，雇主們不願聘請職場新鮮人的原因如：配合度低、
工作態度不佳等，這些都並非是大學校內專業能力培養
的項目，而根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之解釋：「基本素養」係指畢業生應用專業智能所應具
備之一般性能力與態度，而要如何在學習中養成這些素
養，成為大學必要的使命之一。

大學的必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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