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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搭起心橋

◎賀！本校南加州校友會

前會長王曉蘭，於18日受

邀出席馬來西亞吉隆坡世

界華文作家協會年會（英

文名稱：World Assoication 

of Chinese Writers，簡稱

「世華作協」) 。同時拜

訪 馬 來 西 亞 校 友 會 ， 將

於21日拜訪校友服務處。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提供）

態
校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像的特性，甚至是具有「生命力」的，他進
而破天荒地提出有一隱含秩序層存在的觀
點：這個「真實世界」只是來自隱含秩序層
持續不斷的全像投影而已（全像學背後的數
學基礎是傅立葉轉換）。   

神經生理學家普力邦經由對腦神經的研
究，也發現腦的記憶與認知等等的工作模
式具全像的特性。當心（腦）的運作與物
（電子等量子）的運作道理皆具有全像的
特性，這樣的意涵正巧謀合著東方哲學中的
「心物合一」說法；而那個「一」是什麼
呢？對普力邦而言，真正存在的是一個波與
頻率的巨海，我們的腦不斷地以數學方式轉
換（傅立葉轉換）另一空間頻率的能量成為

所謂的「現實世界」。
上述2人觀點的隱含意義與在其他領域的

應用，在第二部《心志與肉體》中可以看到
不少，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葛洛夫博
士說：現有的神經心理學模式皆不足以解釋
在許多精神病人身上發生的意識共同體現
象、考古經驗及其他各種異常現象，惟有全
像模式足以解釋之。

另外，物理學家沃夫博士指出：明夢（異
常清楚的夢—作夢的人知道自己是醒著的）
可以用全像來解釋，沃夫相信明夢是一個人
同時經驗兩個不同的「現實世界」。加拿大
皇后大學皮特博士認為：超常巧合（超常之
巧合看起來像是心力所造成的，而非偶然的

機率所造成）可用全像來解釋，超常巧合揭
露了我們的意識與現實世界的密切關係，一
種自然界中隱含著的無垠一體之本性。

更多的異常現象無法用現有的科學來解
釋，傳統的科學界也盡量避免去面對。反過
來看，如果不再刻意的予以忽視—就像過去
我們面對ＵＦＯ的態度一樣，我們將需要發
展新的科學領域乃至對宇宙的新看法來解
釋；而如前所提及的一些例子，已有越來越
多的科學家選擇以全像的概念來解釋大部分
的異常現象與超常巧合，這些儼然成了全像
模式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更多的例子
可詳見於《心志與肉體》一書，包括心志與
肉體的各種關聯與應用場景。

 作者泰波在第一部《發現真實世界》
中，描述了量子物理學家大衛．波恩的貢
獻，波恩認為電子等量子的運作模式具有全

一、實用字彙
1.談判、協商 (v.) negotiate
2.可談判的 (adj.) negotiable
3.談判、協商 (n.) negotiation
4.擅於…… good at
5.手機 cell phone
6.打到我手機 reach me on my cell 
phone

7.門鈴響、電話響 (動詞三態) ring, 
rang, rung
8.履歷 resume
9.自傳 autobiography
10.推薦函 recommendation
11.有內涵的 insightful
12.打錯字的 (n.) typo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大聲唸3遍

1.他擅於英語談判。 He is good ____ 
________ in English.
2.如果電話找不到我，請留話給我
助理。 Please ______ a ______ _____ 
my assistant if you can’t ________ me 
on the phone.
3.我把我的手機和家裡電話都告訴
你。 I’ll give you my ______ phone 

and ______ phone ________.
4.你的手機響了好幾次了！ Your 
cell phone has ______ _______ a few 
times!
5 . 一 個 好 的 履 歷 和 自 傳 是 有 內 涵
的。 A good _______ and a good 
___________ should be __________.
6.不要打錯字！ No ________!

三、答案
1. at, negotiating
2. leave, message with , reach
3. home, cell, numbers
4. rung, quite
5. resume, autobiography, insightful
6. typos

文／蘇靖雅採訪整理報導

的，但我選擇自己的
專長。」而訂定研究
題目後才是考驗的開
始，持續力是一個研
究人員的致勝關鍵。

選擇鑽石薄膜為研
究只是個開端，成果
的關鍵是在研究方向
的切入點。多種合成
方法中，林諭男選擇
用微波電漿法合成鑽
石 薄 膜 ， 他 解 釋 ：
「一切的選擇機緣都
發生在清華材料中心
做研究時，發掘了鑽
石薄膜的未來性，那
時候中心給了我一筆
錢，讓我去研究，我
提出的要求就是一臺
微波電漿鑽石薄膜機
臺，這一投入，半甲
子歲月就過去了。」

這段日子，林諭男
不斷地研究他人的成
果，他山之石可以攻
錯，他希望從中找出
缺失後，不斷進行測
試，尋找改善的可能
性，不管是學術上或

是應用上，林諭男都渴望精益求精。他興奮地
說：「這項技術可利用在顯示器上，新一代顯
示器需要用到扁平的場發射源，當初就是對平
面顯示器有興趣，因而延伸到改良其性質，並
發現場發射電子源是關鍵材料。想起過往研究
的鑽石薄膜特性，因而將薄膜印長在電子源
上。」林諭男的研究就像被點燃的引信，如火
如荼地展開了。

他思考著如何讓鑽石薄膜更有效率的發射
電子，不知不覺中就超越了前人文獻裡的
數據記載。受到鼓舞的林諭男發表多篇論
文，並持續改良，他已超越自我。而期許
自己不斷突破，成了他研究背後的動力與
推手。每次的期刊發表及參與國際會議都
是他邁向成功的中繼站，林諭男欣慰地分
享：「期刊及研討會是讓我埋首研究而不
會感到孤獨的舞台。」

  研究成果
揭開鑽石薄膜的秘密

林諭男揭開了鑽石薄膜的秘密：「很多
人都會以為鑽石薄膜的成本大部分來自材

多項專利，多半集中在導電性
的鑽石薄膜。其中兩項是關於
如何做到導電性鑽石薄膜，另一
項是與應用相關。他說：「一整
項配套的專利若被廠商看中時，即
使整套配置給了廠商，但專利都還
留在本校。在研究有所成果的同時
也能回饋淡江，甚而獲取更多經費以
協助其他相關研究，就更理想了。」

1.（ ）參加大專海報大賽，如果我利用老師
建議我的新點子來設計這張海報，請問這
張海報的著作權是歸誰享有？(1)歸老師享
有，因為是老師的點子。(2)歸我享有，因
為著作權法是保護著作的表達，不保護觀
念、構想，由他人提供點子而自行創作之海
報，著作權當然屬於我的。(3)歸老師和我共
有。
2.（ ）下列哪一種權利不必到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申請，就可享有？(1)專利權 (2)商標權 
(3)著作權。
3 . （  ） 小 春 以 日 文 創 作 完 成 「 智 慧 都 市
WALKING」旅遊書，小華想將它翻譯成中文
加以出版，是否需要取得小聰明同意？(1)需
要，因為翻譯屬於改作原著作的行為，所以
要經過原著作人的同意。(2)不需要。

答案：1.（2）2.（3）3.（1）

  展望與契機
林 諭 男 深 信 科 技 來 自 於 人

性 。 在 平 板 電 腦 與 智 慧 型 手 機
普及的現在，鑽石薄膜可說是亮眼的明日之
星，碳家族中的它除了能長大成為亮晶晶的
「寶石」之外。在工程上，鑽石薄膜擁有的
優越特性，具有無限應用潛力，如高導電性
UNCD薄膜可用來開發「場發射平面顯示
器」，以取代並改良現今使用的平面電視、筆
記型電腦螢幕等。

我們知道，人體中缺少多巴胺與煙酰胺腺嘌
呤二核苷酸(NADH)，會引發帕金森症或阿茲
海默症。高導電性的UNCD薄膜，有著非常好
的生物相容性與化學安定性，並且有優異的電
化學性能和長期化學穩定性，可用於檢測多巴
胺與NADH具高靈敏度及高鑑別率。

再者，重金屬汚染是現今工業化社會最重要
的環保議題，氮摻雜高導電性UNCD薄膜對重
金屬汚染的檢測，有高靈敏度，且電化學法是
既便宜又可靠的檢測法。

鑽石薄膜可以說是「碳系家族」中最具有商
業價值的，也是未來「碳系材料」的紀元

中，最令人矚目的材
料。對熱愛研究

的林諭男教授
而言，他的堅
持 始 終 如 鑽
石閃耀璀璨
光芒！

物理系教授林諭男潛心研究鑽石薄膜20餘

年，雙十國慶當天在本校舉辦鑽石薄膜研討

會，神采奕奕地在科學館前留影。（攝影／余

浩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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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全民英檢秘笈

將研究熱情化成亮晶晶的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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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而其製成是利用甲
烷長出來的，成本實際
落在生長的速度甚慢這
一環。」因為不斷地精
進與研究，林諭男利用
電漿使鑽石薄膜導電性
及發射電子的效果皆優
於他人，並建立起自己
的學術招牌。

林諭男笑道：「10月
7至9日我受邀至成功大
學參與IEEENMDC國
際研討會，IEEE是國
際上工程界最大的學術
團體，其研究範圍擴及
半導體、機械及超聲波
元件等，很榮幸大會找
我主持其中一天的奈米
鑽石研討議程，顯示鑽
石薄膜的遠景是被看好
的！」結束臺南的發表
後，立即回本校舉辦鑽
石薄膜應用研討會，這
一天的研討會代表的是
20餘年來辛勞
的結晶。

林 諭 男
的 研 究
申 請 了

文／林諭男

光華璀璨  林諭男沉浸於鑽石世界
  研究緣起
夢想的萌發來自興趣與際遇

一跨進鑽石世界就是20餘年，長年研究於鑽
石薄膜的物理系教授林諭男既興奮又謙虛地分
享說：「從最初興趣的萌發，到現在，一路
上伴隨且激勵我的，就是你所看到的這點成
果。長期投入研究沒有訣竅，堅持下去就對
了！」一切都在興趣與際遇交織下誕生的。獨
鍾於物理的種子早在高中就播下了，物理是變
化多端且亟需邏輯概念的一門課，緣份讓他遇
見啟蒙良師，興趣就慢慢延伸成未來的路。

林諭男認為從事研究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
程，他大幅擴充自己的研究智庫是在攻讀博
士的學涯時，並評估自我能力能夠做什麼研
究。這時的他，總是為了獲取新知而跟學長討
論趨勢所在，好奇心驅使著他以申請國科會計
畫為目標，並經常出席國際會議，以求與世界
接軌，從中剖析出哪些科技是具有發展或工業
化的潛力。

  研究主軸
超奈米晶鑽石薄膜

提到林諭男的研究主軸：「超奈米晶鑽石
（Ultrananocrystalline diamond, 簡稱UNCD）
薄膜」，他打趣地說：「這是『能屈能伸』非
常有趣的薄膜材料，應用上極具彈性。」

UNCD薄膜擁有非常特殊的微結構，由於
晶粒極小，因此薄膜表面非常平滑，擁有極低
的摩擦係數，成為極佳潤滑材料，適用於如軸
承、滾珠螺桿等元件之表面鍍層。若在鍍膜電
漿中，加入少許氫氣，便可大幅提升UNCD
的硬度。因為絕緣電阻高，又擁有高熱傳導
率，是絕佳散熱材料。因為既能絕緣（製作傳
輸導線需要）又能散熱，所以是LED及CPU等
IC元件最理想的封裝材料。

UNCD薄膜具有某種程度的導電性，然而
導電率不夠高，無法像奈米碳管般，成為良好
的場發射電子源。林諭男便致力提升其導電
性：「利用氮氣電漿取代氬氣電漿成長鑽石薄
膜，在適當條件下可以得到針狀奈米晶粒，是
具有非常高的電導率」。可以不加溫就產生電
子！而一般熱燈絲式的電子源，則需加熱至上
千度才能產生電子。

  研究歷程
慎選方向 持續改進 決心攻頂

提到從事研究的首項難題，林諭男表示：
「在特定領域上要比一般人卓越，慎選研究
專長是重點！」他認為很多研究可能具有發
展潛力卻非自己能力所及，「我讀的是材料
博士，雖然當時人造衛星是非常具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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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是大家公認最有價值的寶石，化學氣相
沉積法可以將砂粒般大小的顆粒鑽石的表面鍍
上一層鑽石薄膜，使其長大成為5克拉般的大
鑽石，是現今最有價值的鍍膜技術及薄膜材
料。想當初，誤打誤撞地進入鑽石薄膜這個研
究領域，不也是憧憬著可以在太座手上掛上一
個幾十克拉般的大鑽石嗎？

20年前，在工研院當研發經理的一個學
長，希望我幫忙開發新的場發射電子源材
料—鑽石薄膜，就一頭栽入「鑽石薄膜」的研
究。哪知一開頭就碰了個大釘子！首先，由於
碳—碳的鍵結太強，一長就是數微米大小的晶
粒，根本無法在尖端上均勻的鍍一層「鑽石薄
膜」。我好想抽身，但計畫都簽了，深怕對不
起學長。加上太座半開玩笑的說，「這下子真
的只能長寶石了，加油一點，多長幾顆，親朋
好友還有學長那兒都送一顆，計畫就可以結案

了！」就這樣，一拐一拐的往前走，一晃就是
20年。

其實啊！做研究並非外人看到的那般一帆風
順，我在起步便碰到銅牆鐵壁，也就是我的
天敵「奈米碳管」，曾經有3到5年學術界繞著
奈米碳管持續發燒，憂心忡忡的我不禁擔心
著，難道10年的心血要告終了嗎？

但是我不願放棄，《孫子兵法》中曾說：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選擇摸透奈米碳
管的底細，從中找出其弱點進而突破它，皇天
不負我的苦心，終於找到奈米碳管的罩門：成
本太高，比金子還貴，無法真正工業化。加上
「奈米鑽石薄膜」的出現，更可以支援著鑽石
薄膜，成為打敗奈米碳管最佳的利器。

成功的學術研究者必須也是好的推銷員，即
使我們把自己關在研究室裡埋頭苦幹，研發
出一項天大的技術，然而沒有人知道，那有

有什麼用呢？這也是國科會一直期望的，他們
企盼教授在研究之餘，尚能將研究成果推銷到
產業界，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紙上談兵，更盼望
能學以致用地將論述性的紙本幻化成實際的應
用，進而讓臺灣的科技上有所突破。因此，為
了感謝國科會贊助我研究的經費，將自己的研
究推到產業界的動作，我從未停歇。

談到在本校舉辦「奈米鑽石薄膜」應用研討
會，我的目的有二項：第一是展示自己的成
果，其次是吸引更多人投入相關領域。我深
信做研究應該要公開與他人切磋交流，而後精
進，彼此成長。畢竟個人能做的實在有限，對
我而言，在國內或國際會議上發表成果進行交
流時，提到自己來自臺灣是無比的榮耀。

在雙十國慶那日我在本校舉辦鑽石薄膜研討
會，破百人願意放棄假日參與，讓我動容不
已，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耳聞我要舉辦研討會贊

助一筆經費，這份溫情讓我深受鼓舞。雖然我
自己在演講時發生小狀況，電腦無法播出投影
片裡豐富的照片，但是來賓仍然反應熱烈，令
我又驚又喜，反而點燃了我前所未有的幹勁。

做研究又何嘗不是希望被看見呢？太太總是
在背後鼓勵著我舉辦研討會，這也成了我背
後最溫暖的推手。研討會當天的上半場請到
歐洲學者前來分享，下半場才是自己的成果發
表，看著大家自始至終參與著，知道有這麼多
伯樂重視著自己的領域，真是件幸福的事！

在研討會最後許多來賓都主動與我進行交
流，在相同領域中競爭又合作，無形中也拉拔
了彼此，這份研究的榮耀不該分彼此，而是晉
升自我的樂趣。因此，我將多項研究專利留在
淡江，企盼這份研究能在舊有基礎上奠基，讓
爾後相同領域的研究人員能一同攜手前行，一
起為鑽石薄膜的領域開展到更寬廣的未來。

       以氬電漿成長的UNCD薄膜含有超小晶粒及晶界相。

       以化學氣相法成長UNCD薄膜之設備。（圖／林諭男提供）

人是群居的動物，無論社會如何快速的
變化，人類社會性的基本需求依舊存在－
不可能離群索居。大學4年必修的學分「學
業、愛情和社團」，其中社團、愛情就是
人際關係的部份。生活是人和環境交互作
用的歷程，我們要有好的生活就要有好的
互動關係，環境中最多、最重要的互動就
是「人」，良好的人際關係不但是快樂的
泉源，更是人類活動運作的重要因素。大
家都想有好的人際關係，但卻沒有人敢大
聲說：「我擁有完美的人際關係。」

良好的人際關係是每個人所期盼的，要
如何得到良好的人際關係？「溝通」是重
要的關鍵，e世代是個運用資訊、雲端科
技溝通的年代，它不只是談判專家的專
利，也是每個人必備的能力。良好的溝通
可以使我們心智成長；適當的溝通可以讓
我們認識、瞭解環境的周邊與人。溝通是
增進人際關係的秘訣，但如何做好溝通？
以下有幾項原則：

一、表達方式要具體且清楚：我們常以
行動或態度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總認為
說出、表達後，對方就能瞭解我們的意
思，但對方所收到的訊息如何？卻不得而
知，而產生誤會，一再誤解也會導致雙方
關係惡化。其實我們的聲調、表情、動
作和手勢並不能傳達我們完全、真正的思
維，所以當情緒不平而希望用言語表達
時，應力求具體、完整、清楚、正確的表
達方式。「說清楚，講明白」，是減少誤
解的不二法門。

二、尊重對方，接納對方的看法：人都
有一種強烈的希望，希望得到別人的注
意、關心與了解，而急切表達自己的看
法，如果每個人都急欲發言，無法傾聽雙
方的心聲，這種單向訊息的傳達是無法獲
得對方共鳴而失望。學習尊重別人的感
受、接納對方的看法，才能身歷其境，真
正了解對方的想法，確定自己的看法。對
方也會因為受到尊重和了解而樂意增進雙
方的友誼。

三、幽默談吐不譏諷：微笑是化解人與
人之間距離的最佳溝通潤滑劑。在適當的
時機說句幽默的話，不但可以縮短雙方的
距離，更可以消除鬱積的心理壓力，幽默
的對談能使他人感到輕鬆愉快。

四、誠實面對自己的感受：遇到問題要
開誠布公的討論，若因客氣或害怕而把問
題擱置下來，其不但不會消失，反因累
積加劇雙方的傷害。表達感受要誠懇委
婉、就事論事、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感受及
看法，不要不好意思說「不」、並要求合
理的改變。雙方有良好的溝通，關係才能
有所改善。

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原就具有不同的層
面，想與他人建立和諧的關係，就要尊重
他人也尊重自己，帶給自己快樂也帶給別
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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