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館   校園無線網路概述 

無線網路基本規範 

1.何謂ISM規範： 

目前無線區域網路所使用之頻段是屬於ISM 2.4GHz的高頻率範圍；ISM頻段( 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 )，此頻段( 包含三個頻帶902∼928MHz,  2.4∼2.4835GHz, 5.725∼5.850GHz )主要是開放給工業，科學、醫
學，三個主要機構使用，該頻段是依據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所定義出來，屬於免申請執照( Free License )，
沒有所謂使用授權的限制。 

2.完全符合IEEE 802.11b規範： 

Physical Layer：使用直接序列的展頻技術，波段頻道為 2.4 GHz 
MAC Layer：為CSMA/CA=Carrier Sense Muti  Access/Collision Avoid 
傳輸頻寬：1, 2 ,5.5, 11 Mbps (AP-1,AP-2,AP-3) 

3.何謂展頻技術： 
DSSS(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直接序列展頻以較規則性的方式,成序列式展開碼的方式傳送技術較簡

單。FHSS(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跳頻展頻比較好
的保密性(使用者自訂跳頻方式)克服多重路徑的問題(更多的
頻道75個,DSSS只有11個)。 

如何使用校園無線區域網路 
由於每家廠商的無線網路卡設定不盡相同，現就以 IBM T41 

NoteBook 為例: 
1.先尋找可用的無線網路(使用網路卡的搜尋網 路功能)。 
2.選擇網路名稱為『TFCC』的 SSID編號，選擇 SSID為 TFCC
的組態。 
3.詳細資料的設
定如下圖： 
(1)SSID為
TFCC； 
(2)連結模式為
Access Point； 
(3)選擇不加密。 
4.設定完成後可
檢查所取得的 IP
是否為 
192.168.11.xxx。 
5.開啟IE瀏覽   
器，輸入網址【192 . 168 . 11 . 252】並按Enter 鍵，進入帳 
驗證首頁 

6.帳號驗證成功，則會顯示登入成功首頁 

發 行 人 / 許 德 仁 

主    編 / 曾 鈺 庭 

編    印 / 東方技術學院圖書及資訊中心                  出   刊 /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 六 月二十日 

地    址 / 高雄縣湖內鄉 8 2 9 東方路 1 1 0 號                創   刊 /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五 月二十日 

電    話 / 0 7–6 9 3 9 5 5 1 -6（ 圖 書 組 ） 

           0 7–6 9 3 9 5 5 8 - 9（ 資 訊 組 ） 

網    址 / h t t p:// l i b r a r y . t f . e d u . t w                                    名條黏貼處 

E-Mail   /tflib@mail.tf.edu.tw 

祝  全校師生暑期書香 SPA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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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過程中如果出現網路中斷的情形，或是已

按下『登出』按鈕時，請再打開網頁，並輸入網址：

【192 . 168 . 11 . 252】，重新進入帳號驗證程序。 

 

數位資源大賞  CEPS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s 

Service） 

連結網址：

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s Service），其特色有兩點： 
第一、CEPS 針對全球超過十五億以中文為主要讀寫
媒介的讀者，提供以中文為主要文字語言的各類期
刊服務； 
第二、CEPS 收錄的主要是以中文為主要語言類別的
期刊出版品，主要收錄範圍為台灣、中國大陸、香
港及其他全球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但不
限此類語言。 
目前CEPS提供的服務包含期刊論文全文及摘

要檢索、瀏覽與列印服務，尚陸續推出訂閱新到期
刊目次、專題選粹(SDI)服務、引文分析查詢、期刊
與作者影響力分析報告⋯等各項加值服務。 

CEPS使用相關說明： 
1.本校圖書館為團體訂戶，凡已經採購「CEPS中文
電子期刊服務資料庫」的團體，於該團體網域（即校園 IP範圍）中，個人將可不需登入，免費進行查詢列印
全文之功能。 
2. 校外連線方式：先於該網站加入免費會員，接著進行儲值卡開通。儲值卡請以下列帳號密碼開通；卡片序

號：3000739；卡片密碼：PPUCFDN；開通後每人有100

點儲值點數，便於校外連線使用。 

3. 加入CEPS會員的好處？加入CEPS會員後，您便可以享有
「我的期刊」的個人化服務。日後您在登入後點選「我的期
刊」，即可使用屬於您個人的期刊資料庫，方便您快速瀏覽
經常閱讀的期刊。(「我的期刊」使用功能說明請參考網頁

右上方『使用
說明』)。 
※加入會員及
儲值100點步
驟： 
步驟一：請於
CEPS首頁點
選「免費加入
會員」，首頁如
上所示。 
步驟二：在加
入會員前請先
閱讀會員條
款，若無問題

則按下「同意並接受」。 
步驟三：填寫個人基本資料「＊為必填」後設定個人之帳號密
碼後按下「確任送出」即可。 
步驟四：於首頁左側點選「儲值點數開通」後輸入個人帳號密
碼進入後，再依照上文之指示輸入卡片序號計卡片密碼後即可
於校外進行連線使用。注意事項：下載全文每頁扣 3點（相當
於新台幣 3元）起，實際扣點數依該篇頁數而訂，本網站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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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如有調整時，應自調整之日起按新費率計收，且不溯及
既往。 
4.CEPS可採用期刊瀏覽方式及進階查詢方式來查詢論文，期
刊瀏覽方式以類別作排列，可依照所需分層點選，可依學
科別、出版機構及刊名筆劃三種方式來循序瀏覽。 
5.在您找到所需的期刊時，您更可以選擇個人化服務，訂閱
該份期刊之期刊目次等，為一非常便利又易於上手之資訊系
統。 

 

風訊  風拂袖，新知落手中 
1. 轉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公文函：網友使用網路交換  軟
體下載音樂之著作權問題說明。 

※網友繳費成為軟體網站之會員後，並非當然可以透過該軟體「重製」或「公開傳輸」網路上他人的音樂著作 

(1)網友未經音樂與錄音著作權人授權，使用軟體業者提供的交換軟體（例如：P2P蒐尋軟體），任意在網路上
交換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音樂，涉及侵害音樂與錄音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及公開傳輸權的行為。 
(2)網友向軟體業者繳交會費成為會員而使用該業者所提供之軟體與平台其會費僅屬使用該軟體的對價。易言
之，如網友透過該軟體與平台大量交換使用他人的音樂與錄音著作，則可能會發生侵害他人音樂與錄音著作
權之問題。網友切勿以為繳交會費，即可無限制利用他人音樂著作。 
另外，關於以下幾項相關說明請見圖資中心資訊組網址：http://www.tf.edu.tw/top/library/c2-ts.htm 

※透過軟體業者提供的軟體及平台交換音樂檔案之法律效果 

※一般民眾參加交換軟體網站，與他人交換各種有著作權的音樂資訊時應注意事項 

※國外已有權利人授權網站業者的合作模式，達到權利人、軟體業者及消費者三贏 

※你我的行為決定我國著作權制度的未來 

2. 您有著作發表嗎？您有新書上市嗎？想知道該知何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及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請連結至國家圖書館之『單一窗口服務』，網址為：http://www2.ncl.edu.tw/serv_win/serv-win.asp 
；申請表單如下圖所示；另，申請ISBN者可上全國新書資訊網參考申請流程及業務相關介紹，網址為：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3. 整合國內外華文網路知識資源的專家—圖書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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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識入口網： http://search.ncl.edu.tw/ 
「華文知識入口網」係國家圖書館執行九十二年度圖書館事業發展計畫、公共圖書館強化計畫所建置的入口
網站，其目標在整合國內外華文網路知識資源，提供使用者透過單一入口介面，查詢與瀏覽所需資訊，整合
查詢的範圍除了國家圖書館自建的資料庫系統外，也包括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合作館及各公共圖書
館的館藏目錄，以便利讀者能夠查詢到各合作館的即時館藏資訊。此外，亦可整合查詢到公共圖書館共用資
料庫、網路書店與出版商出版資訊，並提供網路資源指引，所蒐集的網路資源以學術性為主。華文知識的範
疇，以區域而言，除了臺灣地區，還可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地區，廣義來說，所有華人所
在地區都可以是本系統所搜集的區域。以內容而言，我們的努力目標不僅是提供資料或資訊，更是知識，因
為資料只是未經處理過的文字與數字；資料經過處理、分析後才會變成資訊；而資訊經過審核、分類後才變
成知識。所以，知識除了包含資料所呈現的數據與它背後隱含的意義，P. F. Drucker認為，知識是有效果的資
訊，而且是現代社會中的關鍵資源。雖然華文知識入口網目前主要提供的是書目資訊，還是屬於資訊這一層
次，但知識是我們會持續努力的目標。所謂入口網站是指透過單一介面提供豐富的功能與內容讓使用者使用，
並能指引使用者連結到其他相關網站，以獲得更深入或相關的資訊資源。 

4. 中心資訊組向資策會申請加入無線校際漫遊機制，本校教職員生可使用單一帳號進行跨校漫遊，以達到校際
間網路資源與資訊共享之目的，希望能達到提升學校之目的。 
5. 由於近年來採購進館的圖書數量相當多，書庫空間已達九成飽和，暫以類號空間調度及汰舊來解決書庫空間
問題，又因於暑期進行全館總量盤點作業，預計封館一段時間，不便之處懇請諒察。 
6. 日前觀光系及化工系學生前來參加「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課中習得電子資源檢索技巧，教師亦配合出題
有獎徵答，學生受益良多。 
7. 多媒體中心訊息：圖書館附設多媒體中心計劃暑期完成 VOD進階機能，配合下學年起開辦的網路教學課程，提升數位學
習效能與環境，嘉惠學子。詳情請洽 07-6939555多媒體中心。 
8. 九十四學年度新生預告： 
為協助同學快速的獲得挖取館藏資源及增進檢索資訊之能力，希開辦資訊素養－「圖書館利用教育課
程」，課程內容及申請辦法如下。 

●課程內容—預定時間為一小時 

項次 課程大綱 講解時間 

一 圖書館導覽及簡介 10分鐘 

二 WebPAC線上公用目錄檢索系統 15分鐘 

三 全國館際合作服務系統—Nationwide Interlibrary Loan System 15分鐘 

四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READncl Service System 15分鐘 

●申請辦法 
一、請導師協助以班級為單位提出申請，並於一週前至圖書館四樓多媒體中心填寫場地外借申請單及辦理登
記相關事宜。 

二、因場地有限，一次申請以班級為單位，若申請上課時間相同，則照申請先後順序排定。 
三、課程內容亦可依班級需求調整，惟務請於申請時先行提出資訊需求。 
四、請詳閱申請單上之注意事項，勿攜帶食物、飲料入館，並請關閉通訊器材。 
五、經審核後則由館員通知申請人講習時間及地點。洽詢電話：07-6939556；E-mail：cltseng@mail.tf.edu.tw。 

 
雋永篇  給孩子什麼？(一)  

聖經 ： 箴言十九章 18節    腓立比書一章4-11節    馬太福音7:9-11     戴智彰 牧師 
◎前言  
猶太人有句名言這樣說：「上帝不能到每個地方，所以上帝創造母親」。這句話的重點不在於「上帝不能到每個地方」，而
是強調上帝使母親擁有上帝愛的特質，也讓我們感受到母親在兒女教養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詩127:3)如今，養兒育女不再只是母親的責任，而是父母必須
共同參與的任務。基於這樣的想法，我想分享關於父親與母親對孩子教養的態度，要「給孩子什麼？」才是孩子的祝福。   
◎是與非的觀念  
報載，有一位美國人利用週末帶著九歲的孩子去釣魚，河邊有塊告示牌寫著：「釣魚時間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止。」一到
河邊，父親就提醒孩子要先讀清楚告示牌上的警示文字。那位孩子很清楚只能垂釣至下午四點。  
父子倆從上午十點半開始垂釣，直到下午三點四十七分左右，突然間孩子發現釣竿的末端已彎曲到快要碰觸水面，而且水面
下魚餌那端的拉力很強，他大聲喊叫父親過去幫忙，應該是釣到了一條大魚？！  
父親一邊協助孩子收線，一邊利用機會教導孩子如何跟大魚搏鬥，兩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拉、放之後，終於將一條長約 65公
分、寬約22公分、重約七、八斤的大魚釣了起來。父親雙手緊緊捧著大魚，跟孩子一起欣賞著，孩子顯得非常高興又很得
意。不料突然之間，父親看了一眼手錶，收起笑容對孩子說：「親愛的，你看看手錶，現在已經是四點十二分了，按照規定
只能釣到四點正，因此我們必須將這條魚放回河裡去。」  
孩子一聽，趕緊看著自己腕上的手錶，證實確是四點十二分，但卻很不以為然地對父親說：「可是我們釣到的時候，還沒到
四點啊！這條魚我們應該可以帶回家。」  
孩子一面說，同時露出一臉渴望的表情，加上懇求的語氣看著父親，可是父親隨即回答說：「規定只能釣到四點，我們不能
違背規定。不論這條魚上?的時候是否在四點以前，我們釣上來的時間已經超過四點，就應該要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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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聽了之後，再次對父親要求：「爸爸，就這麼一次啦！我也是第一次釣到這麼大的魚，媽媽一定很高興。這裡又沒有人
看到，就讓我帶回家去吧！」  
父親斬釘截鐵回答說：「不可以因為沒有人看到就說要帶回去。不要忘記，上帝在看啊！祂知道我們做了什麼。」說著，隨
即與孩子捧起那條魚，將它放回河裡去。孩子眼裡含著淚水望著大魚離去，沒有再說一句話，默默跟著父親收拾起釣具回家
了。  
十多年後，這個孩子成為一位口碑很好的律師。在他的事務所會客廳裡掛著一幅匾額，寫著：「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
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馬太福音五章37節)每個來找他辦案的人，他都要求當事人必須先讀一次
這句話，然後對他們說：「若是被我發現你有隱藏案情，或是不誠實，我會立即拒絕為你辯護。因為我無法替不誠實的人伸
冤，那會違背我的信仰良知。」  
這位律師名叫喬治．漢彌爾頓（ George Hamilton），在紐約市執業，他最出名的一句話是：「我從不強辯，只照實說出事
實真相，因為上帝知道我所說的每句話。」  
如果您是那位釣到大魚的孩子的父親，會要求孩子把魚放回河裡嗎？就我所知，我們之中的大部份人會把魚帶回家，反正又
沒人看見。我們總是能找到好的理由，自圓其說。  
然而，喬治．漢彌爾頓的父親卻堅持把逾時釣起的魚放走，藉此教導孩子「是與非的觀念」的重要性。他們當時放走的不只
是一條長約 65公分、寬約22公分、重約七、八斤的大魚，也放走了第一次釣起大魚的喜悅，更放走了得來不易的成就感。
這是何等大的犧牲！但是，喬治．漢彌爾頓的父親知道，有一件事比這些都重要，就是「是與非的觀念」，也因為這樣的堅
持造就了喬治．漢彌爾頓的成功。  
「給孩子什麼？」父母幾乎都希望給孩子最好的，即使在上帝眼中是「不完全」的人，也知道要給孩子最好的。在聖經馬太
福音裡，耶穌曾說：「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
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 (太7:9-11)耶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聽眾明白，上帝總是為祂的
子女們預備最好的祝福，正如父母對子女的愛一般。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知道父母總是希望給孩子最好的。  
喬治．漢彌爾頓的父親知道給孩子「是與非的觀念」，遠比一條大魚更有價值。保羅曾為腓立比信徒禱告，希望他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他們能分別是非（或譯：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 ......。(腓1:9-10) 希望我們
也能擁有這樣的智慧，知道「給孩子什麼」！  
◎堅定的愛與信念  
 聖經以賽亞書說：「 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 」。 (賽 66:13a)上帝對我們的愛如同母親對子女的愛，上帝
的愛也藉母愛做了最好的詮釋。  
在陳文英的《母親的信念》中提到「一塊地，總有一粒種子適合它」，這樣的想法很令人感動。  
有一個女孩，沒考上大學，被安排在本村的小學教書。由於講不清數學題，不到一週被學生轟下台。母親為她擦了擦眼淚，
安慰說：「滿肚子的東西，有人倒得出來，有人倒不出來，沒必要為這個傷心，也許有更適合你的事情等著你去做。」  
後來，她又隨本村的夥伴一起外出打工。不幸的是，她又被老闆轟了回來，原因是剪裁衣服的時候，手腳太慢了，品質也過
不了關。母親對女兒說：「手腳總是有快有慢，別人已經幹了很多年了，而你一直在念書，怎麼快得了？」  
女兒先後當過紡織工、市場管理員、會計，但都無法勝任。然而每次女兒沮喪回來時，母親總安慰她，從沒有抱怨。  
三十歲時，女兒憑著一點語言天賦，做了聾啞學校的輔導員。後來，她又開辦了一家殘障學校，再後來，她在許多城市開辦
了殘障者用品連鎖店，她已經是一個擁有幾千萬資產的老闆了。  
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兒湊到已經年邁的母親面前，問了一個一直以來想知道的答案。那就是前些年她連連失敗，自己都覺
得前途渺茫的時候，是什麼原因讓母親對她那麼有信心呢？  
母親說：「一塊地，不適合種麥子，可以試試種豆子；豆子也長不好的話，可以種瓜果；瓜果也不濟的話，撒上一些蕎麥種
子一定能開花，因為一塊地，總有一粒種子適合它，也終會有屬於它的一片收成。」  
聽完母親的話，女兒感動、落淚。她明白了，自己是母親口中的那塊地。但更重要的，母親恆久而不絕的愛和信念，才是讓
這塊地有能力孕育新生命的最大動力。  
保羅曾以母親對子女的關愛，來形容他對於帖撒羅尼迦信徒的親密關係。保羅如此形容，說：「 ......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
子。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 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帖前
2:7b-8)  
我們在人生中感謝有許多人默默支持著我們，鼓勵我們，使我們有不斷往前的動力！其中，母親是我們生命中最特別重要他
人，在「母親」的身上我們看見上帝豐富的愛，也看見期待子女成長的堅定信念。  
◎快樂人生  
做父母的總是為子女擔心許多事，包括健康、生活、課業，甚至後來的婚姻、家庭、事業 ......等。如果問我最擔心孩子什麼？
我想我最擔心孩子「不快樂」。或許是我的孩子還小，我覺得讓他有個快樂的童年、快樂的人生是重要的。  
在一些研究中發現，快樂的孩子擁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包括：較有自信、樂觀、有自制力。因此，有人整合專家意見後，提
供我們 12個訣竅，作為我們培育「快樂的孩子」的參考。  
 1. 給孩子隨性玩耍的時間，不要把生活安排得太有規則  
美國兒童教育學者湯姆斯．阿姆斯壯 (Dr. Thomas Armstrong)在《50 Ways to Bring Out Your Child's Best》指出，給孩子一些自
由的時間，父母要避免將孩子的時間塞滿各種活動、課程。這樣才能讓他們的想像力無拘無束的發揮，以他們自然的速度去
探索他們所好奇的世界。  
 2. 教導他關懷別人  
快樂的孩子需要能感受到自己與別人有某些有意義的連結，了解到他對別人的意義。要發展這種感覺，可以幫助孩子多與他
人接觸。也可以鼓勵孩子在學校參與一些義工活動。專家指出，即使在很小的年齡，都能從幫助他人的過程中，獲得快樂，
並養成喜歡助人的習慣。  
3. 鼓勵他多運動  
陪你的孩子玩球、騎腳踏車、游泳 ⋯⋯，多運動不但可以鍛鍊孩子的體能，也會讓他變得更開朗。保持動態生活可以適度
紓解孩子的壓力與情緒，並且讓孩子喜歡自己，擁有較正面的身體形象，並從運動中發現樂趣與成就感。  
4. 笑口常開  
常和孩子說說笑話、一起編些好笑的歌，和你的孩子一起開懷大笑，對你和孩子都有益處。光是大笑，就是很好的運動。  
5. 有創意的讚美  
當孩子表現很好時，不要只是說：「很好。」讚美要具體一些，說出細節，指出有哪些地方讓人印象深刻，或是比上次表現
更好。  
6. 確保孩子吃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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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飲食，不僅讓孩子身體健康，也能讓孩子的情緒較穩定。不論是正餐或點心，儘量遵循健康原則，例如：低脂、低糖、
新鮮、均衡的飲食。  
7. 激發他內在的藝術天份  
雖然科學家已證實沒有所謂的「莫札特效應」 (註：孩子不會因為提早學習而變成天才)，但是多讓孩子接觸音樂、美術、
舞蹈等活動，依然可以豐富孩子的內心世界。專家發現，當孩子隨音樂舞動、或是拿著畫筆塗鴉，其實都是孩子在抒發他內
在世界、表達情感的方法。孩子喜歡畫畫、跳舞或彈奏音樂，也會對自己感到比較滿意。  
8. 常常擁抱  
輕輕一個擁抱，傳達的是無限的關懷，是無聲的「我愛你」。研究發現溫柔的撫觸擁抱，可以讓早產兒變得較健康、較活潑，
情緒也較穩定。對於大人而言，擁抱也能讓人減輕壓力，撫平不安的情緒。  
9. 用心聆聽  
沒有什麼比用心聆聽更能讓孩子感受到被關心。想要當個更好的傾聽者嗎？當孩子對你說話時，儘量停下你手邊正在做的事
情，專心聽他講話。要耐心聽孩子說完話，不要中途打斷、急著幫他表達或是要他快快把話說完，即使他所說的內容你已經
聽過許多遍了。陪孩子去上學途中或哄孩子上床睡覺時，是最佳的傾聽時刻。  
10. 放棄完美主義  
我們都期望孩子展現出他最好的一面，可是有時候太過急切糾正或改善他們的表現。事事要求完美，會減弱孩子的自信心與
不怕犯錯的勇氣。  
11. 教導他解決問題  
當孩子發現他有能力解決面對的問題，就能帶給他們快樂與成就感。當他遇到阻礙時，你可有幾個步驟來幫助他：  
‧  確認他的問題。  
‧  讓他描述他想到解決方式。  
‧  找出解決問題的步驟。  
‧  決定讓他自己解決這個問題或提供一些幫助。  
‧  確定他能獲得需要的協助。    
12. 給他表演的舞台  
孩子都有特有的天賦，何不給他們機會表現一下？如果他們喜歡說故事，鼓勵他多說故事給你聽。當你能欣賞孩子的才能，
並表現出你的熱情時，孩子自然會更有自信心。    
除了上述的 12項，還有一點我認為很重要的──  
幫助孩子建立信仰的生活  
在父母幫不上忙的時候，讓孩子不致孤單；在價值觀混淆的時候，讓孩子有所依循；在傷心無助的時候，讓孩子從信仰中可
以得著鼓勵與安慰。  
聖經箴言有句智慧的話：「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人生智慧的兒子，必因他歡喜。」 (箴23:24)我想，大家和我有同樣的
期待，希望我們的孩子是個有智慧的孩子，他才有能力為自己創造一個快樂的人生，相信我們也會因此感到欣慰。  
◎結論  
要「給孩子什麼？」似乎很難詳盡地羅列，但給予孩子適當的教導，卻是父母責無旁貸的職份。聖經箴言告訴我們：「趁有
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在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則說：「趁兒女年幼可教時，應即時管教，但不可過
激，以致毀滅了他們。」 (箴19:18)求上帝給我們智慧，讓我們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做孩人即時的幫助。（下期續。摘自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德生教會週報） 

集體失落感的面對  聖經：出埃及記三十二章 1-6節     詩篇五篇11節         胡忠銘  牧師 

前言：  
前幾天，我出席參加台灣教會公報社所召開的編撰委員會，會議結束後，身旁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律師問我說：「胡牧師，
在目前台灣的處境下，你覺得台灣到底要走到那裡去？」聽到他的話，雖一時之間無法具體回答他所要的答案，然卻使我感
受到，老律師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疑惑，想必是他對於台灣的政治充滿著失落感，同時對台灣前途的不確定感，所產生的擔憂
之心情吧！  
其實，不只老律師有這種感受，連我自己的心中也有所同感。然而就在當時，我想起了詩人自問自答的一句話：「我要向山
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一二一篇1-2節）因我覺得，當台灣處於前途茫茫，
社會充滿著集體失落感之時，這兩節經文正可以給予我們面對國家困難處境時的盼望。  
一 .台灣社會的集體失落感  
目前的台灣，正處於國家認同的分歧、政治混亂、族群撕裂、景氣低迷、治安敗壞、社會失序等問題中，致使整個社會充斥
著一股嚴重的集體失落感。正當失落感瀰漫整個台灣之時，諧星藝人倪敏然卻突然自殺身亡。緊接著，連宋兩人又相繼前往
中國大陸訪問，使得台灣前途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更加深植在台灣人的心中。這也難怪，2005年的台灣任務型國代選舉，
會創下有史以來，只有二成三的人前往投票的新低紀錄。  
當然，會有這種集體失落感出現，最主要的原因，乃台灣在經濟尚未起飛前，人民的生活並不怎麼好過，經常渴望著有朝一
日，在經濟好轉之後，能過著「比較像人」的日子。基於此，這幾十年來，台灣全民無不全心投入拼經濟的行列，辛勤努力
的工作。經過幾十年的奮鬥，經濟果真大大的改善，物質生活與歐美先進國家相較，可說已經達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地步。
雖生活改善的夢想已經實現，但台灣社會卻變了樣，失去了原先所擁有的祥和與安樂。這樣的窘境，實在是經濟發展之前，
人們所始料未及的！  
其次，當台灣處於戒嚴時期的威權時代，大家無不渴望民主、自由的到來。如今，這些理想已隨著解嚴，總統開放民選，一
一達成了。然可惜的是，當人民嚐到真正的自由與民主之果實後，所換來的，卻是政黨惡鬥、社會混亂、目無法紀、族群撕
裂的局面，讓人感到相當的失望！  
再者，國民黨執政的時代，許多人都希望政黨能夠輪替，好讓正常的民主政黨政治能夠在台灣落實。結果，自從2000年政
黨輪替之後，政治情況不但沒有好轉，連帶的經濟情況及社會治安，甚至是國家的整體發展，也都每況愈下，這樣的情境，
著實會讓人擔心，台灣不知還有沒有明天！  
尤有甚者，這幾天，連宋兩人相繼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還與中共當局簽下公報，儼然除了陳水扁總統之外，台灣還有兩位領
導人似的。此舉，在台灣又掀起了一股政治風波。走台獨路線的人，對於阿扁總統的作法相當不以為然，頻頻發聲表示不滿；
走統一路線的人，則拍手叫好，甚至有人公開發言，推舉連戰在統一後，可以當中國的副總理，管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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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幾天前，阿扁總統接受電視訪問時，語氣激動的嚴厲批判了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讓人覺得相當的錯愕，為何如此
情緒性的談話，會出自於一國之尊的現任總統口中！導致台聯以及獨派親李人士的反感，連民進黨內部，也對阿扁總統發出
不滿之聲。也許，陳水扁總統經過冷靜思考和友人的建議後，意識到在電視上談話的不妥，而轉向李前總統示好，表示願意
再度前往請益，虛心求教，想藉此亡羊補牢。如此政治的怪異現象，讓人深感不可思議！使得整個社會再度陷入嚴重的集體
失落感當中。  
二、集體失落感的效應  
集體失落感所帶來最為直接的後遺症，除了會出現徬徨無助、亂求倚靠、團體失序的問題外，嚴重的話，還會出現集體自殺
的現象。  
1.徬徨無助、亂求倚靠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後，在曠野漂流的四十年間，由於物質的缺乏，又居無定所，加上生活適應上的問題，百姓無不怨聲載道。
出埃及初期，有不少人因為意志力薄弱、信心缺乏，加上受不了漂泊之苦，竟然發出寧可再回到埃及為奴，作埃及人的次等
公民，也不願在曠野漫無目標的遊走，天天面對死於荒郊野外的威脅之洩氣的言語。就這樣，在意見紛歧、煽動聲音四起的
情況下，使得整個民族情緒深受影響。  
更糟糕的是，當摩西上西乃山領受上帝所頒佈的誡命時，百姓在領導人暫時性離開的情況下，竟然離開上帝，製作金牛取代
上帝，還拜起金牛來。此一犯罪的惡劣行徑，以色列百姓差一點被上帝當場全部滅絕。百姓違背上帝，拜金牛這件事，讓摩
西耿耿於懷，直到臨終前，仍一再地呼籲他們，千萬不能再重蹈覆轍。  
此事發生的過程，乃摩西上西乃山領受上帝的誡命時，由於百姓見他遲遲未下山，以為上帝和摩西棄他們而去。百姓心中在
不耐煩與缺乏信心及安全感的情況下，出現了集體的失落感，而開始大發牢騷，百姓竟然「聚集到亞倫那裏，對他說：『起
來，為我們作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亞倫對他們說：
『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子、兒女耳上的金環，拿來給我。』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來給亞倫。亞倫從他們手裏接過
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亞倫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壇，
且宣告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來玩耍。」」（出埃及記三十
二章1-6節）  
從出埃及記這段經文得以看出，百姓為能彌補失落感及缺乏安全感的空虛心靈，竟然要求亞倫造一神像代替摩西來引領他
們，而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們所犯的罪，不是以別的神來代替耶和華上帝，而是要為祂鑄造一形像代表祂。百姓不但對金牛
獻祭，還行為放蕩的在金牛面前吃喝玩耍，行淫穢之事。此事，令上帝對百姓極度的憤怒。摩西見事態嚴重，氣得將法版摔
碎，代表約的廢止，又把牛犢毀壞。為能彌補百姓的過錯，摩西在上帝面前為百姓的罪代求 並預備以自己的性命換取上帝
的赦免，雖上帝不為所動，拒絕完全的寬恕，然幸好，以色列人真誠悔過的表現，有助於摩西懇求上帝的赦免。  
基本上，以色列百姓的犯罪過程，乃從怨聲載道開始起，進而產生嚴重的集體失落感，致使整個社會出現失序的情形，在徬
徨無助的情況下，又藉著拜金牛做為倚靠，使得百姓迷失了自己而妄作胡為。反思當今的台灣社會，其實和舊約時代的以色
列百姓一樣，已經陷入了徬徨無助、亂求倚靠的情境中。  
2.團體失序、自殺頻傳  
小時候，我常聽到村內被日本政府徵召，前往南洋當過軍伕，平安歸來的長輩敘述，當他們加入日軍的運補工作，隨著部隊
出生入死時，日本軍方經常灌輸一個觀念給他們，那就是萬一戰敗，絕對不能向美軍投降，若被美軍俘虜，不但有損國格，
還會是一種恥辱，更會被美軍虐待，導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情況會非常的悽慘。所以，在「士可殺、不可辱」之觀念的
強烈灌輸下，許多日本軍民，見大勢已去時，幾乎都會以集體「玉碎」的方式，自我了結，寧死也不願意當俘虜。  
戰後，這些軍伕能夠平安的歸來，主要之原因，乃他們並沒有隨著日本人的集體失落感而舉槍自盡，或逃往山區。事實上，
被美軍俘虜之後，其所受的待遇，並非如日本軍方所言，會過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在俘虜營裡，他們反而可以吃
到豐盛的三餐，也可品嚐到各種美味的罐頭，以及美國軍方所提供的食品。反而是那逃往山區躲藏的人，過著飢寒交迫的日
子。最終，還是在受不了食物缺乏的情況下，紛紛下山，成了美軍的俘虜。結果，在俘虜營的日子，卻遠比逃亡的日子好得
許多，最後還被平安的遣送回到台灣，真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就是因為日本軍政教育所給予的偏差觀念，導致塞班島之役、琉球島之戰，以及日本戰敗，天皇透過「玉音放送」，宣布日
本敗戰之後，整個日本社會隨即陷入一股強烈的集體失落感當中，成千上萬的軍民，在受不了這一股突如其來的消息之衝擊
下，集體切腹、舉槍、投崖自盡。  
雖台灣人民對於台灣社會的集體失落感，與二次大戰日本敗戰之情境不能作為類比，然集體失落感所引發出來團體失序與自
殺頻傳的情形，應是相同的。  
上個月，藝人倪敏然想不開，前往宜蘭山區上吊自殺的消息傳出後，讓人感到相當的錯愕！為何自稱為基督徒的他，會膜拜
與供奉四面佛，又會走上絕路，真教人不解！從各種跡象顯示出，倪敏然的死，除了憂鬱症作祟外，感情與演藝事業的失落
感，應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倪敏然自殺後，由於台灣媒體的大肆報導，加上諸多藝人一窩蜂的上鏡頭，流淚訴說對他的懷念與不捨，除了作詩作詞來「歌
頌」他之外，還要為他辦一場「隆重」的告別式，儼然把倪敏然看成是「悲劇英雄」，美化了他的自殺結果。更加讓人憂心
的是，有藝人透過媒體，信誓旦旦的公開談論說，他們在夢中見到死後的倪敏然，由於靈魂進了枉死成，無法超生，痛苦萬
分，形狀悽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托夢求助於友人，要他們為他超渡，好尋回三魂七魄，脫離痛苦的枉死成。這樣一
來，不但出現了光怪陸離的靈異傳說，還嚴重扭曲了生命的價值觀，更使得台灣社會陷入一股自殺的陰影當中。  
衛生署醫事處長薛瑞元表示：自從2005年一至四月份的四個月當中，台北市所接獲企圖自殺的通報人數，一月份有179人，
二月份有184人，三月份有301人，四月份有331人，明顯呈現出直線上升的趨勢。雖然五月份的統計數字還未出爐，然相
較以往接獲諮商協助電話，一天平均約25-27人，在倪敏然上吊自殺後，電話卻增加到47人，比以前多出了一倍。由此觀
之，倪敏然的效應，以及社會集體的失落感，已經在台灣逐漸的發酵。  
結語：  
正當台灣社會處於集體性失落感的時刻，我們絕對不能如同以色列百姓，在徬徨無助的情況下，隨便亂求倚靠，以其他的神
明來代替上帝。也不要如同日本武士道及軍國主義下「士可殺、不可辱」的「玉碎」方式而自殺。更不能因為社會的失序而
迷失自己，如同倪敏然一樣，走上毀滅自己的道路。我們必須從失落中檢視自己，從中學習生命的真諦，從中發掘珍貴的人
生。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1.為這個國家禱告。2祈求上帝的憐憫。3.懇求聖靈的幫助。4.仰望上帝的帶領。因詩篇五篇
11-12節早已明確的告訴我們：「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護庇他們；又願那愛你名的人都靠你歡欣。
因為你必賜福與義人；耶和華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 （摘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德生教會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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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排名  輕取書中智慧，淡然耀升榜中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個人借閱及單位借閱排行榜 

94年 3月份 94年4月份 

個人借閱排行榜 單位借閱排行榜 個人借閱排行榜 單位借閱排行榜 

排行 讀者姓名 系級 排行 單位系所 排行 讀者姓名 系級 排行 單位系所 

1 賴麗卿 二專妝二 B 1 二專美一B 1 郭鴻村 進美三B 1 五專應一B 

2 陳建南 二專食一A 2 五專應一B 2 楊涵帆 四技電一A 2 二專美一B 

3 黃淑卿 食品科技系 3 職員 3 陳建勳 二專美一A 3 五專應三B 

3 趙祐賢 五專食四A 4 五專美二A 4 江采綸 五專觀四A 4 二專美一A 

4 賴安莉 二專美一B 5 二專美一A 4 黃淑卿 食品科技系 5 五專美二A 

5 謝帛江 五專化三B 6 五專應五B 4 楊慈梵 二專美一C 6 五專觀一A 

6 張美惠 美術工藝系 7 二專妝二B 5 張雅雲 二專食二A 7 五專應二A 

7 葉峻榮 進專美二C 8 二專機二A 6 謝帛江 二專食二A 8 二專機二A 

7 吳忠華 觀光事業系 9 二技傳三A 7 黃  娟 觀光事業系 9 二專傳二A 

8 李欣任 二專食二B 10 五專觀五B 7 董欣如 二專傳一 A 10 五專機一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借閱排行榜 

94年 3-4月份中文圖書借閱排行榜 94年 3-4月份西文圖書借閱排行榜 

名次 書名 登錄號 名次 書名 登錄號 

1 B棟 11樓 0111893 1 Mir’o sculptures W005228 

2 我是男生，我是女生 0099935 2 Area W015388 

3 拉斐爾前派與象徵主義美術 0108761 3 Design down under W009569 

4 夏天，很久很久以前 0109622 4 Desginer profile 2002/2003 W015271 

5 夏飄雪 0113415 5 Masterful illusions W014573 

6 愛情對了，就不怕遙遠 0109856 6 MotionGraphics film +tv W014193 

7 Direct 8.0快速入門 0084348 7 POP pamphlet graphics W007991 

8 LA流浪記 0111157 8 Paintbox W007883 

9 Photoshop 7創意設計範例 0108439 9 Teaching English to children W010173 

10 Photoshop Pro II影像絕技 0064937 10 Teaching children English W010691 

圖書館開放時間（圖書資訊大樓） 
項目 時間 地點 項目 時間 地點 

借還書服務 週二至週五：8：00-21：00 

週日至週一：8：00-16：30 

1F流通櫃檯 自修區 週二至週五：8：00-21：00 

週日至週一：8：00-16：30 

B1F閱覽室暨藝文中心

參考諮詢服務 週二至週五：8：00-21：00 

週日至週一：8：00-16：30 

1F流通櫃檯 

2F綜合辦公室 

閱覽區 週一至週五：8：00-21：00 

週日至週一：8：00-16：30 

1F至3F 

館際合作 週一至週五：8：00-16：30 2F期刊辦公室 多媒體服務 週一至週五：8：00-16：30 4F多媒體中心 

資訊組開放自由上機時間（體育館‧地下樓） 
週一至週五 12：00-22：00 週六 16：30-22：00 週日 8：0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