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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重要字彙
1.最後通牒 ultimatum
2.浮潛 snorkel
3.潛水 dive
4.水肺 scuba
5.揹水肺潛水 scuba diving
6.化學品 chemical
7.致癌的 carcinogenic
8.致癌物 carcinogen

9. 抗癌的飲食 cancer-blockiy  diet

二.請填入適當的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最後通牒，寫好了嗎？
___ the ___ ___ written yet ？
2.哎！如果現在沒下雨，我就會出去散步了。
If it ___ not raining now , I ___go out for a walk.
3.我等了兩小時，醫生才來。
The doctor ___ come until I ___ waited for two hours.

4.明天早上8點，我會正在白沙灣浮潛。
I will ___ __ at 8:00 A.m. tomorrow.
5.妳再不停止喝酒，明早就會有宿醉！
You ___ have a ___ tomorrow morning if you ___ stop 
drinking now.
6.化學品可能會致癌。
___ might be ___ .

三.答案
1. Has, ultimatum been  ﹙完成被動﹚
2. were, would  ﹙假設﹚
3. didn't,  had   ﹙過去完成式：had+p.p﹚     
4. be  snorkeling     ﹙未來進行﹚
5. will, hangover , don't   ﹙普通句﹚
6. Chemicals, carcinoge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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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團隊專題報導─

　如果人生有意義的話，苦難必然有意
義。
苦難是人生的一部分，就如命運和死亡…..
沒有苦難和死亡，人生就不完整。
人接受命運和苦難的方式，會為其生命增
添更深的意義。
艱難的處境可以為人提供體認精神價值的
機會，
問題就在於是運用或放棄這個機會。
＜ 活 出 意 義 來 （ M a n ’ s  S e a r c h  f o r 
Meaning），光啟社＞

　面對生命的結束，對每個存在的個體來
說，都不是件輕鬆容易的事，可是現實的
社會裡，我們常面臨一次又一次生與死的
交集。生命該被添上什麼樣的顏色，死亡
又該被賦予什麼樣的意義，我不知道你會
如何想，但是面對所有想投入死亡懷抱的
朋友與學子們，請聽聽我們怎麼說，也請
試著重新思考你對生命的看法或是一個新
的詮釋。
　生命是個奇妙的過程－每個人都擁有生
命，卻過著各自、獨特的生活模式；擁有
喜怒哀樂、不同的經營方式、也有自己對
生命所賦予的意義與價值，所以生命大部
分是聽命於我們自己。因此，面對生命的
低潮，你絕對有權力去為你的生命繪上不
同的顏色，很多的機遇往往都在一念之
間，就好像進入無限世界的迷宮，當然也
有無數個出口，更有趣的是每個人的迷宮
都不一樣，是獨特的，但與別人的迷宮也
有某些的重疊與相似，所以當我們在迷宮
裡迷了路，不妨找個伴陪我們一起找到迷
宮的出口，這個伴可能是親友、寵物、專
業諮詢、一篇文章、一句至理名言，甚至
是個給你微笑的陌生人，所以我們秉持尋
找出口的意念，勇敢地走下去，深信不久
便會尋覓到一個有亮光的地方--迷宮的出
口。
　當我們遇到失落的瓶頸，又怕別人看到
我們的脆弱，而建立一套自己解決的方
式，但在這過程中，我們學會覺察自己的
情緒暨適時的傾吐，把心胸放開一點，給
自己一些自在的空間，面對自己週遭的人
多付出一點關懷與包容，讓自己充滿著
愛，即使生命的歷程崎嶇難行，相信都能
依仗著我們的信心與能量，去面對過程中
失落的困境。
　在網路上曾經讀過一篇文章－「國峻不
回來吃飯」，是知名心理學洪蘭教授撰寫
的，內容是描繪她朋友的小孩，選擇結束
生命來回應生命的低潮，至今朋友遲遲無
法走出喪子之痛。雖然我們目前尚未為人
父母，可是均能深刻的意味到，父母在失
去我們或弟妹那傷痛的情緒，他們撫養、
教育我們的辛勞，我們有何理由去折磨他
們，就如洪教授所說的：「你難道不知道
『死者已矣，生者長戚戚』嗎？」何忍讓
自己的父母身受思念的煎熬？要知道，那
個心中的空位是永遠沒人可替代的。要珍
惜與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社會中那群身心障礙的弱勢團體，他們
對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詮釋，看見他們帶
著上天所給予的身軀，過著快樂又滿足的
生活，即使生命有很多的不順遂，他們仍
舊能在面臨生命的每一個考驗時，勇敢接
受挑戰，想像他們走在迷宮的樣子，一步
一步慢慢的走著，正是給我們更大的啟
示－對自己的生命要負起責任及建立更多
的可能性。若情緒低潮走不出來時，別遲
疑！盡快找位你信任的家人或朋友，也可
逕至商管B408室諮商輔導組！我們會有專
業人員陪伴你走出荊棘重重的迷宮，讓你
感受到生命並非無助與孤單，總是會有一
些關心的人守候在你的身邊！

導讀　江正雄  電機系教授

（圖／李鎮亞翻拍）

　一個團體組織，從小到幾人的公司，大到幾
萬人的大企業甚至是政府機關，主事者（負責
人）無不希望他的團體組織能夠變成一個運作
順暢的團隊，所謂的團隊，顧名思義就是團
結的隊伍，如能達到這個境界，就能上下一
心，能克服各種困難，使這個團體組織不斷的

成長。本書作者陳紀元博士，以管理科學
的角度來探討如何打造金質團隊，在本書
中，他總共提出了四十個經典的管理學定
律，並逐一利用這些管理學定律來對照如
何使一個團體組織，變成 一個金質團隊。
   本書共分五大部份，分別敘述團隊經營
的基本法則，合作的氛圍、領導風格、團
隊溝通、以及創新。闡述四十則眾所皆
知、鮮為人知、或以訛傳訛的法則、定
律、和效應。作者在敘述這四十個法則
時，每個法則均配置一個定律、理論、或
格言，讓這些以前我們在某些書或網路上
看過的格言或定律，能夠藉由作者提供的
實例而讓我們更加了解它們的含意。以本

書的書名為例，何為木桶定律（Barrel’s 
Law）？它原始的意義是：「一只木桶它
能裝多少容量的水，取決於木桶上最短的
木材長度」。作者又將它擴大解釋，要讓
木桶容量變大且不漏水，除了木板長度
外，木板材質也很重要，而如何將木板箍
成木桶的技術更重要。將這些觀念引伸到
管理團隊時，就是團隊 （木桶） 的成員 
（木板） 要慎選，然後需要一位好的箍桶
師父（團隊領導人） 將這些木板，藉由桶
箍製作成一個容量大且不漏水的木桶。
   在垃圾桶效應（Garbage Can Effect） 部
份，作者提到荷蘭某個村莊為了讓村民不
要隨地亂丟垃圾，而是將垃圾丟進垃圾桶

裡面，因此村莊衛生單位設計了新概念的
垃圾桶，只要村民將垃圾丟進這些新概念
的垃圾桶裡，該垃圾桶就會播放一則故事
或笑話；為增加新鮮感，衛生單位每兩週
會更新一次播放內容。結果這個設計大受
歡迎，讓村民很樂意將垃圾丟進垃圾桶
裡，因為大家都很想聽垃圾桶會講什麼故
事或笑話，因此創造了許多的歡樂，這就
是一般所謂的垃圾桶效應。看了本書以
後，我們可能會想說，垃圾桶原來也可以
這樣玩，這個垃圾桶效應很傳神的闡述了
創新的重要性。當然，除了上述兩個例子
外，本書還有其它有趣的範例等待你去發
掘。

文／李又如採訪整理報導

圖／夏天然

高、低潮

推擠出雄偉的浪花

　文／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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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的時候，我的家就住在學校附近，有位恩師明白
我的個性——比較會緊張、擔心，因此常常經過我們家
的時候，聽到我在「朗誦」背課文，他都會說「瓊穗有
在唸書！」當面鼓勵我。老師從大陸來，也會邀請我去
他家玩，跟著老師一起做山東餃子，對小小年紀的我來
說，又稀奇又好玩。我覺得老師對學生的關懷與付出，
影響力是很大的。隨著年紀增長，求學的歷程也遇到過
許多老師，對學生永遠不放棄，就算教學嚴格，出發點
也都是為了學生好。這些老師的楷模、付出，以及願意
分享給後進，傳承下去的態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
在心中種下了想要回饋恩師、走向教育的種子。
　就讀堪薩斯州立大學時有幸加入了一個優秀的研究團
隊，讓中小學的老師得以透過線上的課程進修拿到學位
的研究，雖然最後我所負責的研究成果不盡理想，卻更
讓我有興趣往數位學習的方向邁進。而當時研究團隊的
主持人Dr. Edward Meyen也不斷鼓勵我，面對這麼大的挫
折，他卻說，「就算是失敗，它也是一個研究成果，可
以提供給之後相關的研究做參考。」那是一個非常好的

學者風範，讓我不再害怕研究結果的失敗，砥礪了我的
信心，能夠持續不斷地探索這個新的領域。
　完成研究所學業以後，我回到臺灣。剛好當時教育部
也在推行遠距、數位化教育，正好有一個發展的舞台。
在淡江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師，便和他們合作，共
同研發了很多有趣的計劃案。回想求學歷程，以前的教
材不但單一，紙本的東西也很無趣，我們就一直在想，
怎麼讓這些教材「活起來」，讓學習變成一件好玩的事
情。我們設計遊戲、增加互動性、讓平面的教材立體起
來；增加連結性，讓一個關鍵字可以連到其他的線索和
資訊。我常說我們就像一個創意料理廚師，費盡心思把
同樣的食材做成不同的菜，讓學生們願意吃、也可以得
到那道菜的營養。
　這幾年接了行政職，邊做研究邊教書，生活真的是忙
不過來——像是常常花了很多時間備課，有時學生不買
單；開發新的媒體教材，以為會完美運作，到最後突然
出包搞砸整個研究實施；準備已久的期刊論文被退稿、
作研究遇上瓶頸……等等。但每次覺得進行不下去的時

候，透過教學現場學生的回饋，或與其他志同道合的老
師討論，又會激發出新的靈感，興起「我還可以做一些
什麼」的念頭，動力於焉產生。我想只能這樣慢慢紮
根，才能得到飽滿的果實。所以，從事學術教學與研究
真的很需要熱情，還有一股傻勁。
　當有學生給予一點小小的回饋的時候，世界仿佛又得
到了運轉的動力。就像我剛回來教書前幾年，有一位學
生在大二就自願跟我做研究，前後參與完成了四個國科
會研究計劃案，後來也有不錯的發展。教育，就是如此
吧？當你的教學，能帶給學生新的體驗、刺激，幫他們
打開一扇窗、拓展新的視野，讓他們的生命有一點點的
改變，甚至青出於藍的時候，總讓我覺得非常欣慰。
　回想起美國研究所畢業時，指導教授也希望我可以留
在那裡繼續和他們一起研究。但是我就覺得我應該回來
臺灣，我從這裡出生，求學之路上各個恩師的諄諄教
誨，育成了現在的我。雖然那裡的機會很好，但我覺得
我必須要回饋，貢獻我所學給予更多的學生。或許，這
就是這十二年來持續不斷的動力吧！

恩師諄諄教誨 育成現在的我

張瓊穗將教材生動化 共享數位教學
緣起
  「每一個老師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教育
科技學系教授暨系主任張瓊穗憶起求學歷程中
遇見的老師，對她來說，他們不單單只是知識
傳授者，心靈層面的成長、時時鼓勵打氣，都
是在她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於是，回
饋這些曾經對她有恩的人，將自身所學傳承後
進，「教育」這件事在她心中埋下了種子。
　在美國念研究所時，張瓊穗發現因為科技的
進步，媒體傳達的方式突破了傳統教學，當時
很多人學習最流行的電腦科技，卻不知道如何
應用，她憶起自己求學時那些枯燥的課本、講
義，她看見了科技讓書本「生動化」的可能，
「能不能讓學習更有趣？」的念頭於是萌生。

研究主軸
　張瓊穗結合科技，主要的研究範疇在於「多
媒體教學設計」、「數位學習」、「科技融
入教育」三個領域，專長領域為教育科技理論
與研究、數位學習理論與應用、專案管理與評
鑑。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她專注在研發不同的
教學策略和教學設計，如何結合不斷推陳出新
的新科技、媒體的應用性，來幫助學習者學得
更好、更有效率。

研究歷程
　張瓊穗憶起1998年，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時，參與了堪薩斯州立大學一次重要的研究計
劃案「eLearning Design Lab」的課程規劃，內
容是讓美中七大州的中小學教師透過網路進
修，攻讀學分學位。當時網路潮流方興未艾，
美國把握潮流，並應用在教育上，將設計過的
教材上線，讓知識傳播無遠弗屆。當時，他們
結合了美國多所州立大學不同領域的教授及博
士生，從三、四百位中小學老師挑出60位高學
習動機、願意嘗試新學習方式的教師們，利用
研究團隊設計的課程和平臺來進修。這些具有
高學習動機、願意嘗試新學習方式的教師們，
最後完成課程的僅有20人。這個研究讓整個團
隊十分受挫，發現網路科技固然非常方便，卻
並非適合所有人。然而，張瓊穗卻在其中得到
啓發，「雖然那次研究成果不盡理想，卻讓我
發現了這條路有趣的、很大的努力空間，也開
啓了我對研究數位學習的興趣。」
　2000年張瓊穗學成歸國，當時網路科技的
應用風潮也剛剛開始。張瓊穗發現，科技固
然方便，但「拿它來做什麼」、「如何應用
這些科技去教學與學習」，值得研究。她認
為電腦的多元性、多媒體的延展性，應用性
層面是很廣的，「不應該只拿來玩遊戲！」
於是，張瓊穗投入ICT教學應用（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資訊科技和

用管理大師的智慧打造金質團隊

通訊科技的合稱教學應用），即以資
訊通訊技術來融入教學活動的實施，
幫助教師學習專業知能。她也進行學
生的ICT學習素養調查，透過調查學生
在數位方面的學習風格和自我效能的
評估，讓教師們可以設計出更符合學
生需求的教材，「從事這樣的研究可
以讓我們在推廣新的教學方式、策略
時，推廣得更好。」這是早期張瓊穗
在科技融入教育方面的研究。
　「從早期的電腦單機，到現在行動
載具無時無刻都可以上網進行學習，
我的研究歷程也跟著這些科技的演
變。探討老師教學、學生學習的因素
也有所不同，教學學習的設計也會更
多元。」張瓊穗希望，學生不再侷限
在一間教室裡，透過這樣的研究歷
程，可以擴大他們的學習空間與環
境。另外，隨著人手一隻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的時代降臨，科技應用
的層面擴張，張瓊穗也投入相關多媒
體教學設計及數位學習的研究。多媒
體教材的設計即是將傳統教材「生動
化」的過程，她不斷嘗試新科技，讓
使用媒材能呈現更好的效果，吸引更
多人願意學習。
　張瓊穗的數位學習的研究，透過課
堂，以行動學習讓學生利用戶外探
索，結合科技的載具，讓虛擬和真實
地學習融合在一起。例如她的在「遠
距教育概論」課堂上，要求學生「探
索紅樹林」，讓學生簡單蒐集的資料
後，透過實際參觀紅樹林、訪問生態

館館員等活動，結合這些來自「現
實」的素材——聲音、影像，做成數
位媒材、設計成教材，做出互動性，
報導出真實的紅樹林生態是怎麼樣，
甚至可以連結到國外類似的生態環
境，真正擴增學生的視野，這就是行
動學習帶來的好處。這門「遠距教育
概論」課，也曾獲學習與教學中心遠
距學習發展組評選為「99學年度優良
遠距教學課程」。

研究成果
　張瓊穗長期致力於推動多媒體教學
設計及數位學習，此外，她在學術領
域上的研究表現，除了有中文期刊發
表、研討會論文及專書外，在國際
期刊論文發表也頗受肯定，其中張
瓊穗2011年發表「Usability testing for 
e-learning material for new employee 
t ra in ing:  A des ign-based research 
approach」論文，收錄於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期刊中，該期刊被
SSCI收錄，且其影響力係數的排名
在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領域中為前6%。（資料來
源／參考服務組）
　在應用方面，早期探討國小高年級
學生ICT素養現況——「Exploring the 
Media Literacy of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等三篇系列論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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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科 系 教
授 張 瓊 穗 ，
以 夢 想 、 知
識 、 關 懷 、
愛 ， 加 上 具
有 教 學 熱 情
的 自 己 ， 致
力 推 動 數 位
學 習 ， 除 了
讓 書 本 生 動
化 ， 也 讓 學
習 變 得 更 靈
活 、 有 深
度 。 （ 攝 影
／林俊耀）

Ecology Exploration Project」
與「行動學習科技在環境議題
探究活動之設計與應用」等
等，提供給有意從事行動學習的教師
或學者作參考實作。另外，她設計的
多媒體教材：「問題導向」策略融入
數位訓練教材發展之研究－以便利商
店新進員工訓練為例，系統化地將原
本生硬的員工訓練手則變成可以實際
模擬的軟體，讓便利商店直接使用，
讓新進員工從實作模擬之中更快瞭解
應該要學習的事物，事先作好準備，
便能快速上手。

未來展望
   談到未來對數位學習的展望，張瓊
穗仍會持續專注在教學策略和教學設
計上，配合不斷變遷的科技、媒體呈
現方式，嘗試新的方式去結合，設計
出一個適合學習者的教材。她表示，
就如同電影藝術從原本35釐米底片、
到數位化；從2D平面到立體的3D、
未來甚至有4D的新體驗，但是電影
本身的價值不會改變，就如同學習之
於科技應用，「科技不管再怎麼樣變
化，最重要的仍然是學習本身！」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