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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用字彙 
1.描述（v.）describe
2.很會描述的（adj.） descriptive
3.邪惡的wicked
4.女巫witch
5.男巫wizard
6.竹筍 bamboo shoot(s)
7.苦的 bitter

8.嫩的 tender
9.老的 rough（指食物）
10.超重的overweight
11.修理repair
12.內向的 introverted
13.內向的人 introvert
14.外向的 extroverted
15.外向的人extrovert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之後，大聲朗讀三遍
1.她被描述成一個邪惡的女巫，到哪兒都不受
歡迎。
____as a _____witch, she is not _____anywhere.
2.父母通常都讓孩子吃雞腿。
Parents usually let their children eat the _____.
3.這些竹筍被煮太久了，有點兒苦了。
_____  _____ cooked too long , the ____ _____ 

taste  ______.
4.他整天吃，所以過胖。
_____ all the time ,he is ______.
5.這條道路正在維修。
The road is _____  _____.
6.他外向，而我內向。
He is ____ ,but I am ______.

三、答案
1.Described ,wicked,welcome
2.drumsticks
3.Having been, bamboo shoots,bitter
4.Eating, overweight
5.being repared
6.extroverted,introverted

（文／諮商輔導組）

「驚魂未定」─

淺談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PTSD)

2 民國102年3月18日

5個技巧簡單學創新
◎金鷹獎第一屆唯一得主東華大學
吳茂昆校長，邀請菁英校友會舉行2
天1夜花蓮部落文化之旅，行程以花
蓮當地之部落點及文化區為主，並
參訪東華大學與第21屆菁英校友廖
明山學長之弘元石材廠，並與第26
屆（101年）菁英校友花蓮縣長傅崑
萁學長餐敘。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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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書 作 者 克 雷 頓 ． 克 里 斯 汀 生 （ C l a y t o n 
M. Christensen）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創新大
師，最知名的理論為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破壞性創新在技術上來說是很簡
潔的，利用現有的零件群依某種產品架構運作，
提供比舊方法更簡潔的方案。破壞性創新在成熟
市場提供較少的客戶，所以一開始並不容易被採
用。而在遙遠新興市場和非主流市場，破壞性創
新提供了不同的貢獻。該理論廣泛的解釋高科技

全民英檢秘笈

　相信每個人都曾有受到驚嚇的經
驗；當我們受到極度的驚嚇後，全身
會驚悚起雞皮，一股害怕、緊張、無
助、恐懼等，像洪水席捲般的感受，
這種感覺，可能讓我們有陣子無法專
注於平常的工作或活動，甚至影響生
活作息，例如食慾、睡眠品質等，讓
我們生活中帶著「驚魂未定」、隱隱
不安的情緒……
　「壓力」的承受，是導致「驚魂未
定」的重要因素，當我們面對極度且
突發的事件，如生命受到威脅、嚴重
的傷害、恐懼時，我們因應壓力的機
制彷彿「破表」失靈，身邊所有情事
因而亂了套，要一段時間才能漸漸恢
復，如此的「驚魂未定」在心理學上
稱之為「壓力反應」。然而，當事件
壓力太過強烈，極度的震撼遠超出一
個人能夠負荷的程度，連個人的壓力
調節機制都不足因應時，雖然表面上
「壓力反應」已經恢復，但衝擊所造
成的傷害，彷彿「內傷」一般，對個
人的內在已經造成嚴重的損傷，可能
數週、數月，甚至數年，隱隱不斷損
耗的身心，再度承受不了而崩潰，
於是又開始出現「壓力反應」，或
憂鬱、焦慮等症狀，這就是「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以下提供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常見的
身心症狀，如果在極度壓力事件後，
出現以下症狀，你要更謹慎看待這件
壓力事件對你產生的影響：
主要症狀：
一、再次經驗創傷事件的感覺：
1.不斷回想痛苦的記憶。
2.情境再現（Flashbacks)。
3.夢見創傷事件或其他的恐怖事件。
4.當回想到創傷事件時易引發過大的
情緒和生理反應。
二、逃避：
1.逃避與創傷事件有關的活動、地點、思想、感覺。
2.回憶重要事件有困難。
三、情緒麻木：
1.對事物失去興趣（對平日重要的活動不想參加）。
2.對人產生疏離感（不想與人接觸）。
3.情緒反應侷限（感覺不到快樂與愛）。
4.對未來悲觀與失去未來感（不想工作、結婚）。
四、警覺性增加：
1.睡眠困難。
2.易被激怒。
3.專注困難。
4.過度警覺。
5.驚嚇反應強烈。
　若您不幸遇到生命受到威脅、嚴重
的傷害、恐懼等極度且突發的事件
時，千萬莫驚慌，立刻親自或好友陪
伴至商管大樓B408室諮商輔導組，或
運用網路「心理健康操電子郵件」信
箱（淡江大學首頁→學生事務處→諮
商輔導組→心理健康操)，我們會有專
業心理諮商師陪伴您走過這段灰暗的
日子，回復你往日燦爛光明的時光。

導讀　曹修源企管系副教授

產品的創新與破壞的現象。例如： 
為何Netflix只提供一個簡潔的線上
租片方案，竟然可以擊垮出租錄影
帶的巨人Blockbuster。又為何簡潔
的行動通訊方案LINE可能威脅到
軟體巨人Microsoft的MSN。然而，
克里斯汀生認為，光能解釋這些破
壞性創新現象還不夠，其更想進一
步了解創新（多半為破壞性創新）
事業構想的產生的根源與方法為
何，因此他的研究團隊訪問近代超
過百位使用創新事業構想而造成巨
大創新的發明者，例如：亞馬遜書
店的Jeff Bezos。然後，透過嚴謹的
學術研究的方法將其成果發表成此
書。
　5個技巧簡單學創新此書的主要

結論為：創新者的創新構想並不
是靠天份而是能善用五種創新的
技巧。這個發現不僅可激勵一般
大眾進行創新的動機，更提供五
個具體方法與技巧，指引個人如
何從事創新，也就是：聯想、疑
問、觀察、社交與實驗。除此，
該書更進一步將個人創新的5個
技 巧 植 入 到 組 織 的 3 P 中 ： 人 才
（People）、流程（Processes）與
理念（Philosophies）。
　該書的結構是針對五個創新技
巧，先以訪問與調查的數據支持這
五種技巧對於創新的重要性，然
後提供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給個
人進行創新的練習。舉聯想為例，
該書提出可行的方法尋求新的聯想

像：近察與遠觀（zooming in and 
zooming out），即能體察特定顧
客所需細節（近察）又能宏觀觀察
這些細節如何融入整體（遠觀），
賈伯斯曾帶領皮克斯動畫公司，使
他能遠觀整個媒體產業而不只是單
電腦產業，又能近察電影版權與利
潤分配，而將其導入線上音樂通路
（iTunes）的解決方案。除此，還
有像樂高式思考等有趣又實用尋求
新聯想的方法。
　此書不僅提供個人練習創新的方
法，也提供企業組織創新的架構，
非常值得細細領略的一本書，可提
升與改變個人素養與能力之理論與
實務兼備的著作。

　化學系教授李世元在實驗室中，介紹研究設備並侃侃
而談其研究歷程。（攝影／賴意婕）

　文／歐書函採訪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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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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tkusablog@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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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8日，我
拖著大大的行李箱在
爸媽的目送下踏向人
生的新挑戰。京都，
一個令人嚮往的千年
古都，我的留學生活

就以它為背景展開。我所就讀的同志社大學，是所
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學校，古樸的紅磚建築和禮拜堂
鐘塔是它的象徵，正對著京都御所的今出川校區雖
然範圍不大，卻是有著濃濃時代感的美麗校園。
　學校依學生程度分成九個級數，級數越高，程度
越好。分級考試上下學期各舉行一次，學生可以透
過考試驗收自己每半年的努力成果。在第一個學期
我被分到六級，第二個學期則是八級。班上的同學
皆來自世界各地，與不同國籍的學生一起上課是件
非常有趣的事，由於成長背景和教育環境的不同，

我們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有所差異。而從上課情況來
看，我確實感覺到東西方學生在學習上的差別。西
方學生在課堂上非常活躍，舉手發問從不害羞，也
非常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而東方學生則是標準的
乖乖牌，筆記不漏抄重點不漏畫，對於課堂上內容
有問題則偏向下課再去請教老師。因此西方學生的
口頭表達都嚇嚇叫，而東方學生則在文法上有不錯
的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我發現自己比較敢在課
堂上發問與表達意見，而口語能力也大幅躍進。
　一來到京都我便碰到了個難題，那就是關西腔。
在臺灣學了兩年的標準語，來到京都似乎沒什麼
用，雖然不至於到無法溝通的程度，但大部分都是
鴨子聽雷。不管在申辦外國人登錄證、入住手續、
手機網路，甚至買腳踏車，承辦人員無一不是操著
口濃厚的關西腔，且講話速度又快得不可思議，和
在臺灣時做的聽力練習完全兩回事，這對於菜鳥留

學生的我來說還真是一大打擊，不禁開始懷疑起自
己的日文程度。但這樣的問題是時間可以克服的，
習慣了關西腔後，現在的我反而覺得標準語怎麼聽
怎麼不習慣。從一開始的一頭霧水，到現在能和腔
調濃厚的老伯侃侃而談，這種進步帶給我的喜悅真
的是言語無法形容的。
　京都本身已精彩萬分，但到京都以外的地方四處
走走看看也是件頗有挑戰性的事，離開熟悉的古都
來到陌生的縣市，規劃行程、交通資訊與住宿的處
理通通經由自己之手，第一次難免緊張兮兮，但駕
輕就熟後的那股成就感與自信，便是自我成長的證
明。雙腳所踏過的土地、雙眼看見的風景、透過與
當地居民交流所體會到的風土民情，都令這一年的
留學生活增添光彩。

日文四 徐瑋歆在京都學習　語言能力大躍進

　日文四徐瑋歆（左二）與友人在活
動中合影。（圖／徐瑋歆提供）

　我在大學三年級時即下定決心要去美國唸研究所，暑假期
間至臺大慶齡中心學習並改進全像片（Hologram）的顯影流
程，畢業後留校擔任儀器分析助教一年，1986年很幸運地加
州大學河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給予獎學金
攻讀碩博士學位，指導教授W. H. Okamura是合成維他命D3衍
生物和藥理活性探討的大師，他不僅教導我生活態度，更教
導我科學研究應有的方向和原則。我一入研究所即進入岡村
教授實驗室學習有機合成的實驗技巧和方法，在戰戰兢兢的
研讀過程中，與他交談時幾乎都是點頭稱是，而無任何看法
和意見（臺灣教育模式），數月後他忍不住對我說你的研究
態度極須改進，在科學真理前是沒有師生的差別，而是雙方
都以追求科學真理為目標而努力，你應仔細思考他的論點是
否正確或恰當，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並據理力爭。往後的日
子，我常與他和實驗室的伙伴們熱烈討論，並朝著追求正確
的化學知識和可能具潛力發展的研究方向而努力激盪。在我
撰寫博士論文時他更讓我了解研究態度的重要，當時我大量
閱讀，並截取許多期刊內容作為參考資料，就其中部分內容

他當面問我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明和解釋，而我回答說這是諾
貝爾獎得主發表的期刊論文，他看了我一眼就頭也不回的離
開，我當場愣住不知所措，經過數日後我終於了解並告訴他
說「我思考判斷後認為此論文描述內容是合理正確的」，他
微笑地說這是我想聽到的回答和說法。我感謝他教導啟發我
的研究態度，讓我終身受用且也是我指導研究生研究的基本
準則。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去艾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從
事短期博士後研究，1993年時我有二個工作選擇，一在加州
聖地牙哥的小藥廠，另一為普渡大學化學系H. C. Brown教授
（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實驗室的Group Leader。打電話給
父母徵詢意見，母親竟說回來臺灣的大學任教最好。
　回淡江大學任教，我開始從事以非傳統能量（超音波）誘
導的有機反應方法研究，陸續研發簡易且高效率的有機反應
及策略來合成生物活性及光電材料的有機化合物。2002年時有
幸參與濟部補助的二期六年整合型計畫“學界科專-先進無線
生醫保健監測系統之開發”。而2003年發生全球危機SARS疫情
時，此研究團隊依SARS冠狀病毒的基本特性和結合免疫學原

恩師啟發獨立思考判斷 文／

緣起
   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一段距離，導致
心中的願景和實際操作後的結果並不總是成正
比，「經常實驗失敗是很平常的事情！」化
學系教授李世元這麼說，卻沒有顯露出一點灰
心的樣子，反而興致勃勃地答道：「當實驗不
成功的時候，我們就繼續努力嘗試，不然就多
繞幾條路，換各種方法去做看看。」秉持著遇
到困難，依舊不屈不撓專注於實驗的精神，在
SARS疫情告急的那年和研發團隊一同開發出
臺大抗煞一號（又名八氫氧基辛烷酸）而備受
矚目的李世元，是如何開啟他和有機化學實驗
之間的不解之緣呢？
  「其實在美國的時候，我才真正開始動手做
實驗。」李世元就讀成功高中的時候參與校內
的生物社，某次社團活動參訪了蝴蝶昆蟲館，
因為欣賞到館中美麗的標本，從此迷上生物、
化學這個奧妙的領域。爾後留美期間，與恩師
岡村先生的相遇，更是使他一頭栽進有機化學
的世界裡。「找到有興趣的東西做起來就有熱
情」，他一直冀希能把學術上平面的理論，轉
化為實際的研究成果，而研發出臺大抗煞一號
和臺大病毒崩NTU-VirusBom可謂將研究應用
在實際生活中最佳的例子。

研究主軸

　李世元的博士後研究生張瑀庭表示，團隊在
研發抗病毒分子的過程中，耗費長期的時間與
努力，逐步累積經驗才成功。此外，李世元在
基礎學識方面的豐厚涵養，有賴於他每天不間
斷地閱讀國內外學術論文的研究期刊，這些背
後不為人知的默默努力，才造就了李世元和他
寶貴的研究成果。
   2003年臺灣爆發SARS疫情，研發團隊所研
究出的臺大抗煞一號，就是專門破壞SARS冠
狀病毒的外套膜表面結構，主要成份為「八氫
氧基辛烷酸」有機分子化合物，為對人體無害
的物質，使用後能破壞病毒的有效期限可長
達20天，一公斤要價900萬。由於當時情況緊
急，研發的合成技術（一公斤只要30萬元），
經技轉後便被大量製作為噴霧式藥劑，可使用
於口罩、防護衣、乾洗手、空氣濾網的有效成
份，隔離病毒使其無法接觸人體。
　爾後，於2009年抑制了新型流感H1N1蔓延
的NTU-VirusBom，是與抗煞一號的原理類

學術研究人員專題報導─

瓦解病毒尖兵 化學系李世元
而出，一頭栽入抗煞的研究中。李世元負責合
成生物晶片上的生物聯結分子（Biolinker），
在研究生物聯結分子與蛋白質作用的過程中，
發現某些特定結構的生物聯結分子與蛋白質
的吸附能力較強，本想以此特性來「吸附」
SARS病毒，但後續檢測時得知其竟會「破
壞」SARS冠狀病毒的外套膜結構。巧的是，
成功想出合成辦法的那一天，「剛剛好是母親

似，但組織架構完全不同的分子，其組成成份
屬於一種「碳氫硫原子化合物」。李世元說
明，NTU-VirusBom能同時作用於套膜含脂質
與不含脂質兩種類型的病毒上，破壞病毒的外
層結構或抑制病毒表層的套膜蛋白質，甚至
能破壞病毒蛋白質的3D結構，「親眼看到病
毒被壓扁真的很神奇！本來只是想阻擋它入
侵人體，沒想到它竟然在5分鐘之內就被崩解
了。」

研究進程

　臺大抗煞一號的研發團隊由一群醫學、工學及業界的
專才所組成，最初是專門研究心血管疾病之醫療檢測，
而李世元則為該團隊中唯一的化學專家。在SARS疫情擴
散時，為了阻擋病毒危及國人的生命安全，該團隊挺身

研究成果

　除了抗病毒的研究之外，李世元也參與
了許多個人研究計畫以及跨領域整合型計
畫，豐碩的研究成果從他的各項紀錄就
可看出。發表過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
文、專利，並獲得國科會之傑出技術移轉
貢獻獎、補助大專院校獎助特殊優秀人才
獎勵、研究獎勵、甲種研究獎，以及本校研究獎
勵、教學特優教師獎、專題研究成效卓著獎，都
成為李世元在化學領域辛苦耕耘多年的鐵證。
　最近期的研究成果為去年11月以「用於重金屬
檢測之重金屬感應分子及其製造方法」獲得我國
專利，這項實驗中的主角－重金屬即為「汞」，
這項研究利用化學感應物質的「專一性」檢測水
中是否含有重金屬汞離子，讓研發產品上的檢測
試劑只對汞產生反應，而不會受其他型式的重金
屬離子影響檢測結果。李世元說，希望這項用來
檢驗汞的發明能做成攜帶式的檢測裝置，「這是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可以馬上知道檢驗的結果才
有開發的價值。」
　但他認為，研究成果的目的不在於獲得了多少
獎項的肯定，而在於這些發明是否能夠對人類有
益，「對社會要有使命感，研究好的發明去申請
專利，才是有幫助的。」

未來展望

　「還是要從事醫療檢測系統方面的研究！」當
提及對研究的未來展望時，李世元這麼說，他對
於維護人類生命健康安全這方面的努力不遺餘
力，以有機合成應用於奈米科技和生物科技為研
究主軸，持續進行實驗。「科技就是要靠不斷地
激盪，才能產生更多的東西」，他以長期在臺灣
從事化學研究的經驗提出他的觀點與想法，他認
為，現在最欠缺的還是研發方面的人才，「臺
灣的大企業在研發原料與技術這一方面大都是向
國外購買專利，而每年所必須支付的專利費用金
額高的嚇人！」因此他衷心建議我們從這一處著
手，用心經營許多化學原料與技術發想的源頭，
掌握更多重要發明的智 慧 財 產 權 ， 才
是永續經營科技發 展 的 生
存之道。

節！」當時李世元與博士班學生
朱淑芳，從接到任務後便開始著
手實驗，卻苦於卡在其中一個環
節上無法順利進行，在朱淑芬回
宜蘭過節的那一天，李世元靈光
一閃想出了辦法，即時將她徵召
回淡水的實驗室，因而成為臺大
抗煞一號研究成功的基石之一。
　2003年後，SARS疫情漸緩，世
界衛生組織（WHO）極度關切
在世界各地釀成重大災情的禽流
感，因此，2006年李世元和研發
團隊在行政院科發基金補助下，
與行政院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研究員鄭明珠博士合作，不間斷
地進行實驗，研究能夠對抗禽流
感的有機分子，使其具有可以殺
死病毒卻不會破壞細胞的功能。
「關鍵因素在於濃度」，李世元
舉例說明，假設10ppm濃度的分
子足夠殺死病毒，而100ppm濃度
的分子才會破壞細胞，毀壞這兩
者之間的分子濃度恰好為10至15
倍的安全距離，表示這項研究可
行。
　2009年臺灣傳出新型流感H1N1
疫情，研發團隊將在禽流感時所
研發出的碳氫硫原子化合物，拿
去測試用於對抗新型流感H1N1
是否有效，而實驗結果成功。此
種碳氫硫原子化合物後來被稱做
NTU-VirusBom，經過多種實驗
測試後發現其能於人體外崩垮禽
流感病毒H5N2亞型、H5N1亞
型、流感病毒H1N1亞型、克流感
抗藥株H1N1亞型、腸病毒71型等
病毒，並抑制醫院裡最常見的金
黃色葡萄球菌等多種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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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世元）

（圖／夏天然）

理設計，由我負責合成可以破壞病毒
結構的有機分子-抗煞一號，並
用創新的檢測技術實驗證明其
抗SARS冠狀病毒功效。此研發成果獲
得2004年「行政院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
貢獻獎」。2009年全球再度發生新流
感H1N1疫情，藉由先前經驗，針對致
病性病毒株（新型流感病毒H1N1、抗
克流感藥物病毒株H1N1、禽流感病毒

H5N2和腸病毒71型）進行研究測試30多種由我實驗室合成的
有機化合物後，篩選出體外崩解抑制病毒效果最佳的有機化
合物-病毒崩（Virusbom），此有機化合物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等多種醫院常見致病細菌亦發揮相同作用，成為可同時崩解
病毒和細菌的體外清潔防疫產品的有效成分並技術移轉產業
界。我研究的一向目標是冀望依據學術研究及創見，進而能
開發出具產業應用性的技術，很高興在我人生追求研究的過
程中有逐步達成部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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