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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數羊數到幾隻
才能睡

◎本校美研所傑出校友、淡江金鷹

令狐榮達學長，日前接任中華民國

駐洛杉磯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這

是令狐榮達第3次回到洛杉磯為僑民

服務，洛杉磯縣政委員特別頒發榮

譽狀，感謝令狐榮達學長對洛縣的

貢獻。（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提供）

態
校中華民國102年12月9日

人類的近代物質科學，探究自然界和宇宙
的現象與其背後的掌控律則，但卻將人類自
己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謹守從心（意識）
與物分離的角度出發，一路對物進行打破砂
鍋的探究，但卻發現電子群會形成一個共同
協調運作的整體，展現出特定「類生命力」
的行為，甚至在量子力學中發現，觀察者和
量子（物）之間存在著某種耦合的特性，令
原本封閉於物質世界的因果律開始面臨挑戰

一、實用字彙
1.病人 patient (n.)
2.有耐心的 patient (adj.)
3.清淡的（食物）bland (adj.)
4.平淡的（人生）plain (adj.)
5.平原 plain (n.)
6.偽君子 hypocrite (n.)
7.虛偽的 hypocritical (adj.)
8.共識 consensus (n.)
9.達成共識 reach a consensus (v.)

10.上司  superintendent (n.)
11.安眠藥 sleeping pill（多數要加 
“s”）
12.治療 cure(v.) (n.)
13.失眠的 sleepless (adj.)
14.失眠症 insomnia (n.)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大聲唸3遍
1 . 那 個 病 人 只 能 吃 清 淡 又 無 糖 的
食物。That patient can only have  
_________ and _________ food.

2.要一個偽君子去相信別人是難的。
It is hard for a  _______ to trust others. 
3.如果我們無法達成共識，就應該請
主管做最後決定。If we can't ______ 
a ________, we should leave the final 
decision to our_______.
4.安眠藥並不是治療失眠的最好方
法！_______  ______  _____  not the 
best _____ for _______.
5.我認識你之前，已經先認識他了。

I _____  ______  _____  him before  I  
______  you.
6.如果你當時在，我們就不會輸了。
We ________  _____  _____  lost if 
you _____  _____  there.
三、答案
1.bland; unsweetened 
2.hypocrite 
3.reach; consensus; superintendent
4.Sleeping; pills; are; cure; insomnia

5.had; already; met; met 
「認識你」是簡單過去式：met 
，在認識你「之前」， 就「認
識」他，則是比過去的時間更過
去， 需用過去完成式。
6.would;not; have; had; been
「當時」是過去的意味，所以是
「過去假設」，和上一題一樣，
也必需用過去完成式。

文／黃怡玲採訪整理報導

易資料、進貨資料、庫存資料、會員資料、財
務資料、會計資料等。若僅存於資料庫中而無
法利用，將浪費其價值。

資料採礦又稱資料探勘（Data mining），是
一種挖掘知識的方法與工具，從大型資料中探
索有趣及有價值的問題，並付諸行動方案的
過程，藉此來協助人們發現問題，及解決問
題。而商業智慧就是運用資料採礦的技術，將
資料中有價值的資訊挖掘出來，轉而成為可供
決策的參考，增加企業實際獲利。

此理論現今應用在許多不同商業專業領域
上，利用知識管理中的巨量資料、商業智慧與
資料採礦的研究相互配合，如金控業的商品分
析、零售業的顧客交易分析等，利用分析結果
來瞭解消費者行為，增加銷售量。

研究歷程
克服學術與市場的高度競爭

1.（ ）阿吉在網路上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的
整套日劇，請問有違法嗎？(1)使用BT通常是
分散傳，不是全部傳，所以不違法。(2)利用
BT下載網友分享，未經權利人授權下載之日
劇是違法的，不論傳輸的型態是一次性，或
分次性地傳。
2.（ ）菲菲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適用範圍有疑
問，請問你知道下列哪些東西是屬於智慧財
產權所保障的範圍嗎？(1)作文、繪畫、音樂
作曲等 (2)金錢、珠寶 (3)房地產。

答案：1.（2） 2.（1）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商學
與管理領域：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echnovati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 
Business Excellence,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 e v i ew ,  電子商務學報，人力資源管理學
報，科技管理學刊等。

在SCI, SSCI, EI, TSSCI學術及一般期刊，共
發表一百餘篇的期刊文章。而在學術論文方
面，其管理碩、博士論文競賽已獲得36次全國
性的佳績，每一年仍持續獲獎。

他將知識管理的相關理論化為實際應用，積
極與企業合作，累積產業界的學習與人脈，建
立產學合作的關係。目前與十餘家公司合
作，產學合作的主題分別：通路發展、品牌經
營、整合性行銷、流程再造、電子商務、無形
資產評估與鑑價、新產品開發、風險管理、專
案管理、商業智慧等。

未來的展望與契機
談到未來的展望，廖述賢強調在管理研究的

工作一定要與市場結合，「不論是學術，抑或

者是實務的市場，要能兼具學術發表，與管理

實務貢獻是殊為不易。」因此，廖述賢期望能

更掌握住市場的動脈，開發創新、具挑戰性的

研究主題，貢獻於學術與實務面的成果。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全民英檢秘笈

學術研究人員專題報導 ─

全像宇宙投影三部曲：
【第三部】時間與空間

導讀  李慶烈  電機系教授

書名：全像宇宙投影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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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琉璃光出版社

索書號： 330.1 /836 v.1

作者：麥可 泰波 著  潘定凱 譯

（攝影／林俊耀）

在漫長的研究歷程中，廖述賢表示，學術論
文的研究及發表，是他的初期目標。廖述賢分
享：「研究的路上是寂寞且孤獨的。」一路走
來必須不斷精煉於學術論文的探究，並秉持著
執著的精神，堅持於同一件事上，累積不同的
經驗。他勉勵學子在學習的路上不要害怕向前
輩請益，並語重心長地說道：「向資深老師請
教，透過經驗學習，走成功的捷徑，能使學習
的路上少一些碰撞。」

談到研究當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挑戰，廖述賢
表示，於現今知識爆炸的時代，面臨學術理
論深入研究的挑戰，因此必須不斷地自我進
修，以及吸收新知，來克服管理學術與市場的
高度競爭。

而研究是雙向的互動，主要在於如何將管理
的問題、理論、及方法完善結合，與學生們一
起對學術及實務的研究主題，作前瞻性的突
破，產出具有學術發表與實務發展的貢獻性。

研究成果
化理論為應用 致力產學合作

廖述賢的研究方向，因應學術與實務發
展，概略有：決策理論、行銷管理、知識管
理、科技管理、供應鍊管理、資料採礦與
商業智慧、電子商務，以及一般管理等領
域。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兩百餘篇
文章。且至1998年開始迄今學術期刊發表在
不同領域，包括：管理科學領域：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資訊科學領域：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Information Sciences, Applied 
Intelligence, Appli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 Part C: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Soft Compu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Warehousing and 
Mi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掌握市場脈動 廖述賢 專研 知識管理
研究緣起
夢想啟蒙於大學時期

「大學開始，就讀管理科學學系，學習相關
課程，覺得這是一門整合不同學科的科學。」
商管學院管理科學系教授廖述賢憶起當年，自
信的表示。他說明管科的應用：「在數量方
法、資訊科技，以及行為科學等相關的科
學，都可運用在管理科學相關主題中。」

廖述賢認為：「管理科學是一門兼具科技與
人文的學科。」重視人與科技平衡發展的他
進一步解釋：「科技是利用科學的方法，與數
量的工具，來解決工作與生活面上相關數字的
問題。人文則是強調『人』在使用科技時，是
一種心理與行為問題解決的科學。」他強調：
「管理科學運用在每個人的工作及生活中，是
一門非常實用的學科。」

廖述賢對於管科的熱愛還不只如此，常帶著
學生們一同積極參加各項學術比賽，辦公室裡
擺滿了勝利的獎盃和與學生的團體照，照片中
笑容燦爛，可想見他對管科的熱情和執著。

研究主軸
兼具學術與實務的知識管理

廖述賢尤擅長「知識管理」的研究，投身於
此領域是因他發現，知識管理是一門新興且
跨領域之學術與實務的研究學科，和人與資訊
科技的管理有關，又能與市場的商業活動結
合。他說明，「知識管理是一系列企業內部定
義、創建、傳播、採用新知識和經驗的戰略實
踐。主要涵蓋固有理論及應用層面，包括學習
型組織、企業文化、資訊科技應用，及人事管
理。」

廖述賢更進一步說明，以人類的知識經驗與
智慧，運用管理的方法，將科技、產品、與
市場緊密結合，建立商業標準，開創「知識經
濟」。如組織結構、管理流程、行為觀察、價
值評量，及科技創新等，所有的管理程序，都
在一個知識管理的平台上完成。隨著環境改
變，知識管理也不斷在理論、方法、與工具方
面，提供學術與實務界研究與驗證的題材。他
肯定地表示：「我認為這是一門具有未來管理
與商業活動發展潛力的研究領域。」

知識管理中包含了許多面向，而其中巨量資
料（Big data）方面的發展，廣泛被政府及企業
界所重視，因此近年來廖述賢的研究重點，放
在商業智慧與資料採礦，於巨量資料方面發展
的研究。他認為，每個企業都擁有大量、動態
且多樣的資料，稱為巨量資料，諸如每日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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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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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無
法入睡；或雖閉著眼睛，但腦袋裡的影像卻
像走馬燈閃過。根據流行病學的調查，臺灣
約有15%的人有睡眠障礙，因失眠而造成生
活、身體上的困擾。

考前緊張焦慮、旅行前興奮睡不著，都屬
於失眠情形，因此所謂失眠是指個人主觀上
覺得睡不飽或睡不沉，包括無法入睡、睡眠
片段或早醒。在客觀上是指睡眠障礙（失眠
情形）至少有1個月之久，且已影響到白天
的生活機能。

一 般 來 說 長 期 失 眠 ， 會 導 致 注 意 力 分
散、疲倦、記憶力變差、虛弱、憂鬱、脾氣
暴躁或易怒等現象，影響到日常生活及人際
關係，甚至可能造成工作效率低落。

失眠情形依入睡情況及沉睡時間可分成2
種型態：一、入睡困難型：輾轉反側，往往
1~2小時才能睡著。緊張焦慮、或身體不適
等引起的失眠即屬此類。二、睡眠維持困難
型：睡不安穩，醒過來後就難以入睡，甚至
半夜醒來就未再闔眼。憂鬱情緒、身體疾病
等引起的失眠也屬此型。

造成失眠的原因很多，大致包含幾點：
一 、 壓 力 因 素 ： 接 觸 新 的 環 境 或 不 熟 悉
的 人 、 事 、 物 。 二 、 心 理 因 素 ： 情 緒 高
昂、焦慮、害怕或擔心。三、環境因素：
太吵、太亮或更換睡覺地方。四、病情影
響：躁症、憂鬱症、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官能
症。五、身體疾病：呼吸道疾病、內分泌失
調、心血管異常、胃或十二指腸潰瘍、風濕
性疾病、肥胖等等。六、飲食習慣：晚餐吃
太飽或含咖啡因食物、餓肚子入睡。七、作
息習慣改變：就寢時間不規則、輪班或日
夜 顛 倒 ， 例 如 ： 白 天 睡 覺 、 晚 上 無 法 入
睡。八、濫用藥物或酒：如吸食安非他命或
喝酒等。九、藥物的副作用：如某些氣管擴
張劑、抗憂鬱藥物副作用導致。

數羊、數數是傳統上幫助入睡的方法，而
隨著時代進步，當然也發展出更多幫助入眠
的方式，主要以建立良好習慣、營造良好環
境、放鬆治療或尋求專業人員協助來解決失
眠情形。

一、養成好習慣：（一）保持正常生活作
息，按時上床入睡按時起床。（二）下午4
時後，避免喝咖啡、酒或抽煙等刺激性食
品。（三）每日規律及適度運動，一般每天
運動以40分鐘至1小時為主，但就寢前4-6小
時不宜過度運動。（四）晚餐、睡前不宜吃
太飽，但睡前可吃點小點心或喝杯溫牛奶。

二、環境營造：（一）維持舒適的睡眠環
境。（二）避免在床上看電視、打電話、討
論問題等等情事。（三）睡前泡熱水澡，穿
著舒適寬鬆衣服，放鬆自己培養睡覺的情
緒。（四）當情緒不好而無法入睡時，可
先做些不費心神的事，直到心情平穩有睡意
時再上床。若躺在床上30分鐘仍睡不著，就
起床做些溫和的活動，直到想睡時再試著上
床入睡。（五）放鬆治療，如肌肉放鬆訓
練、緩和呼吸等。

三、尋找專業人員協助：經過1個月左右的
嘗試，仍然無法克服失眠情況，就需要尋求
專業人員提供協助。

若有失眠情形迅速找出緣由，以減少身心
上的影響，提升生活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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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果律和時間概念是息息相
關的）；即便如此，在非量子的
大尺度世界中，由物質科學研究
所發展出來的時空特性觀點，目
前最廣為人知的仍是愛因斯坦
廣義相對論中的四維時空連續
體，時間之箭仍然射向未來。

另一類的近代研究從田野調查
面向出發，只是被調查的對象是
人的意識體驗，相關的調查研究
很快發現，人（意識）與物之間
存在著一些耦合的可能，這在全
像宇宙投影三部曲〈第三部〉時
間與空間一書中，作者從多種文

獻中整理出不少這類的調查研究，例
如，「觸物鑑往力」，以及由此所發
展出的「天眼考古學」。這種心智與
肉體（見第二部），乃至心與物間具
有的耦合現象，讓我們得以從不同的
角度，重新審視物質世界因果律的封
閉性是否仍然成立、乃至時間與空間
的特性與意義。

其 他 還 有 包 括 作 夢 、 回 溯 能
力、預知能力、靈魂出體以及瀕
死經驗等諸多奇異現象中，所呈
現出來的時間空間特性，〈第三
部〉書亦著墨甚多；當然，和這
些現象相關的時空特性，作者仍

然一再嘗試以全像模式來解釋，藉由其〈第一
部〉中所揭櫫的隱含秩序層，以及普力邦的頻
率空間等宇宙全像投影的概念來進行串連，頗
有「吾道一以貫之」的氣勢，令人拍案。

但這仍餘留一個問題：針對此一牽涉大物質
與大意識的無垠宇宙，欲以人類所創建的語
言文字，以及其分別心下，所形成的各種概
念語詞，結合人類可以理解的智慧理性與邏輯
推演，有辦法恰如其分的對應到此一無垠宇宙
同一體的根本特性嗎？這不禁令人想起《老
子》的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而從「時空連續體」到「全動像投
影」，有讓我們的認知更貼近一點「道」的真
實嗎？

管科系教授廖述賢潛心於知識管理領域的研

究，強調管理研究的工作必須與市場結合，致

力產學合作。廖述賢暱稱自己與學生的研究團

隊為「賢賢家族」，透過頻繁的互動，溫馨的

聚餐活動，及生活上彼此的互相關照，無形中

拉近了教授與學生的距離，消除了常人對研究

室冷冰的印象，對於一位學術研究教授而言，

研究團隊的一路相伴，是艱辛、苦悶的研究路

上，最溫暖的一道曙光。（攝影／鄧翔）

術界的長期發展。
二、將學術發展的目標與學術工作相結合：

不同的學術發展目標，都能與學術工作來結
合。例如可以將產、官、學界的資源，導入教
學與研究的過程。除了邀請具有規模的企業主
於課程演講之外，亦能提供學生於業界產學合
作的機會，同時透過多方的合作機會，將產業
界的問題及資料，提供給學生做研究之用。一
方面，在學術上具有學術發表的成果，另一方
面，能學習企業界的實務經驗。部分同學，經
過這個過程，不但在學期間，能夠學習管理實
務，畢業之後透過學術資源的結合，還能夠順
利地求職與就業。故個人將學術發展的目標與
學術工作相結合，有利於學術工作的執行與推
動，並產生具體的成果。

三、不斷為長期學術發展的目標來作學習準
備：要獲得學術資源，就必須要有獲得資源的

學術相關的工作，是一件具有挑戰性的工
作。因為要透過教學、研究、與服務，與學
生的互動與指導，來達到學術工作的各項目
標，以及創造學術工作的績效。這個工作歷
程是漫長的，如果缺乏熱情、目標、與動
力，恐怕無法長期來將學術的工作做好，我
將個人的努力與作法分享如下：

一、給自己設定長期學術發展的目標：在
沒有完成學術升等之前，一切的努力與準
備，以學術的升等為重，故學術論文的研究
及發表，成為學術發展的初期目標。隨著學
術升等，累積學術研究與發表的能力，設定
個人在產、官、學各方面的發展與服務目
標。在產業界部份，我會積極參與跟企業合
作的機會，累積產業界的學習與人脈，目前
我已與十餘家企業，建立各種產學合作的關
係。在政府服務部份，分別擔任：考試院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暨普通考試命題暨閱卷委
員、研考會諮詢委員、交通部專案審查委
員、經濟部專案審查委員、國防部專案委
員、立法院專案委員，以及勞委會專案委員
等工作，透過政府各部門的工作參與，瞭
解政府的施政政策與規劃，拓展個人的視
野，對於教學與研究工作，有非常大的幫
助。在學術服務方面，分別擔任：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評鑑委員、臺灣評鑑協會評鑑
委員、教育部專案暨學術升等審查委員，與
國科會專案與研究計畫審查委員等服務工
作。今年並透過移地研究的機會，將本校與
印尼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兩校完成合
作備忘錄(MOU)簽訂的聯繫工作，促進本校
的國際學術合作。透過上述相關學術服務工
作，深入瞭解學術界的近況與未來發展，可
以具備較宏觀的學術視野，來規劃自己在學

堅持、毅力、努力不懈 文／廖述賢

條件，故必須持續為長期學術發展的目標作準
備。不論是學術發表的能力、企業產學合作的
能力、政府服務工作的專業能力，皆要靠平時
不斷學習與努力，來累積足夠的經驗與知識。

四、培養學術工作的熱情與建立研究團隊：
我認為學術工作要有熱情與建立研究團隊，才
能長期累積實力開創成果。我常常跟學生
說，老師好，學生不一定會好；學生好了，老
師才會好，老師要有熱情及組織，才能引領
學生往前走。例如，我每個月都會召開讀書
會，除了自己做專題分享之外，還邀請家族已
經畢業的博士同學，回來學校與在校生分享
工作與學術心得，一起與在校生做研究與發
表。我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讀書會的平台，將
家族博士、碩士、EMBA同學的學術及實務發
展，透過參與及合作來將資源共享，長期而言
可以延續並累積家族發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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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述賢在其研究領域的相

關著作。（攝影／蔡昀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