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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獻課程教學探析

以專利單元為例

東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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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東由於科校跳隘的成員，科技產罩在各國經濟競爭中佔了訣定性

的影響﹒全球政經競賽也以各國創研與科技研聾的能力作為勝負的決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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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聽。因此各國產單、企盟與政府為7要提升競爭力都不斷的學習改善、

不斷的自11斬、增加生產力、簡化組織及生產流程 ， 更重視研究鞋展、服務

品質﹒許多先進國軍都竭力保護其科按智鹽財產，許多產單科技無居有數

創斬撞明的國車，也想盡辦法大力搜單科投資訊，甚至主付昂貴的悟和l童

車遣軍產單升級。

瑞士措壘國際管理學院(IMD)評比各國競爭力，斬加坡危機處理的速度

明顯的比鄰近團軍快，加上經濟體圖強慎 ，所以在風蠱的侵到下，鐵學力

並未揖弱，連續五年蟬聯世界競爭1J排行第三名。祖國於 1 995 年居揖 1 2

名 ， 1 996年跌至 1 7 名， 1 997年再酷到23名，其中科技研究、科按管理、

專利排名都下滑﹒雖然 1998年回升到 16 *.1 • 1 999年RT滑到 1 8 名(益一) • 

在祖國表面蓋韌的科按投資背隘，且正的科拉力並朱生棋﹒許多產單因雷

伯科技費ft快、進出時問題、投賣大、風險大而沒耐心等待按哺萌芽成

熟﹒只尋求能興盟麗的，快速生產、快連脫手的產聾 ﹒且教育、社會的固

自費系統也只對回岫較快的生產下注﹒結果基能按衛不島生椒 ， 科技自然不

正EE 品茁壯﹒如果說們想邁λ已開盟國軍、拉術仕團軍，要蟑求走向、預{古間

旭、思考解決之道，科按資訊情報的咄單、整理、取得與傳播是不可或缺

的﹒

在科學的領揖裡，科學胡說是將宇宙的客觀個識R其現壘，以科學方

法經由買醋、觀察能做出有數確認，此即科學的確定性，隨著時代的演

堪，不斷會有斬的理論東取代茵的理論 。因此過乎找不到完全正確的理

論，迪是科學的不確定性﹒然而唯有「學備充分J 的研究人貝能在成熟時

機適時的提出創軒的理論﹒追過程中具備科技個誠的圖書館員即是提供研

究λ品充分學惜的值化劑﹒所以給予圍暫館果是學生科技宜獻知識訓練成為

不可小臘的使命。本主針對國內大學圍曹館科系教授的科怯士獻課程作一

教學實問探析，以專利單元的例證。

二 、 問題背最與研究動機

科技立獻的使用者通常是特別研究領厲的特定使用者 ﹒有專門學科限

制，常需單 而確定的主翹首料，而且是立即可用的資料 ﹒ 圖曹館學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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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練學生熱個科技文獻， 以利其從事實務工作時 ， 有能力接觸讀者、 7解

讀者，作更個λ化的責訊ft~務﹒

以文學院的圖曹館學與資訊科學學系的大學部學生為科設立獻的學習

者 ， 面闖一些學習動懷不)Vi\缺乏情境因囂的問題及障礙﹒

1-:聯考壓力荒廢理工 。 文學院學生在其圈中、高中求學成真過程中，

因著研考歷力，對理工間識的學習書所荒暉，以致科技蚓誠相當費用 ， 對

科技實訊直生自然漠視感﹒

(三熄雄模式大相通庭 團星期沉浸在λ文世界，造成立學院國暫飽系

學生在思維模式上與理工思雄方式大樹運庭﹒所以直接個科投資訊時 ， 無

法打破習慣性思維的國絆，局限7揖雌學習量能，產生隔行阻隔山的困難

與陌生感﹒

怔住活層面鮮少草草 在生活層面上，文學院圖書館某種生與科技研

究及產單祖少有較深λ的直聾。多{立自士科扭成品梢費與使用者角色 ， 對科

技產品的製作、產銷過程鮮少關桂﹒所以對文學院國盟關系學生而宮， 科

技文獻有祖大的疏離感 ﹒

(OY睡言學科哩重障圖畫 理工科錢學科專有名詞及科設立歐大多是英文

名詞里著作 ﹒ 對文學院圖書館系學生而言 ，不只是字面的不懂，也是內容

意聾的不解，造成語雷間(inler- I anguage)及語宮內(in lra- I anguage)的墮重障

儼惟二) ，矗生費量恐懼感﹒

i互糧食時代草也排斥 在速食化的時代，學生希望所學可以馬上為其

所用， 立現成強﹒所以當且不到科技文獻使用性的曹團化，加以陌生疏離

原由，許多學生無形中對科設立歐課程產生莫名的排斥恩﹒

的狀回頭雜心不在此科校文獻課程列齡大四 ， 上下兩學期共回學分

且為.Q，幢﹒此時正通學生面臨學輯在即，就聾‘出國、考試等惶恐快擇時

到﹒校內校外事務繁韓同步空錯，心情浮動不巴 ﹒許多同學心思不在此，

無形中降區學習姐能 。

拉克'1會評咽不且轍勵 社會對徵聾科技研讀資訊且要性的觀念尚未紮

棍，對圖自館學的唱法、評價也尚未完全正確建立 ，加以社會主科按圖會

飾品需求有限，直揖間接點曹到學生的個值觀及其學習動機，對學習科技

文獻充滿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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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7;:班教學加重阻儼西桔(L. S iegel )詔為 1 學習動機值蓓， 2 對於教

材主闢相當陌生， 3 傾向學習草貫而忽略應用分析的學生特別需要小班數

學(位三) 。以-J1l高謹五、六十位學生的大班融學，加重了學生在學習勵

機、態廈、思考E曜閉上的咽礙，產生巨大的漠視感 ﹒

相較於λ主社會科學文獻的教學，因圖書館里教賣學生本身對人主社

會科學巴有基本聾聾，教學土司較容揖導λ文獻輯學﹒科段文獻教學儷於

上述七項學習障礙，將數學目標定位在教授科按基本個識及了解科按文獻

華參考並噩﹒再者今日科技文明單遍，個識趨向多元化、組雜化﹒加以學科

間科技鹽古的特性越過明顯，需要更具機動性、非線性和綜古草，向的動態

盟"化教學﹒數學是種團雜盤古的過程，將已姐的科學個報單過有系統且

有殼的融學設計與學習、教學活動，使學生有般的遭到預期教學目標﹒所

以在教授遣一門內在亞外在學習峰件都不佳，學生僻jJ接觸且學習意顧恆

的科設立獻，在教學上無怯單刃直λ ，曹操多元化數學，讀學生在學習中

陣揖排斥態，讀 系列課程內容在多元化輯學中點進學生腦中。安德生

(1 .R. Anderson , 1 976)認為個鑽在長期記憶體中以陳述性個識(declara l ive

knowledge)及程序性知說(procedural know ledge)兩種井武儲存﹒

←陳述性間識 個陳述性事實、概念、定理定偉等 ﹒遣些陳述性如識

多以組述草旬于(p間pos i lion s or sen t叩開。方式組成傳置 。個介紹專利定義、

概念、想盟等﹒ 一般教育學者認為學校教學多以傳授此種相識昆主(益四) , 

此種蚓識需要學生能正確的記憶，通過巨幢幢習才能成為腦中知識網絡中

的部份，成為先備的主題蚓識(prior subject knowledge) e 

(二)程序性相識 是執行活動先佳傾序的間識 ﹒ 的實際上網草草各團專

利局直料庫賣訊的苦聽 ﹒ 通過直尋評估每個惘關調頁，就學科主組止資

料庫宜詢評估相枷資訊，經鹽理評析陸再創作自己的網頁 ﹒ 且種程序性的

蚓識在人數長期記憶體中會呈現鋼結狀的連結('主五) • 

學習是開誠的黑閉，是求行為改變的過程。本單元課程希望置過數學

佳，學生能連成甘車(Gagne， 1 979)屁也的主頓，具備下列能力

1-\1吾言賣訊(verba l i nformation )能力 可以敘述簡單的專利個讀中的事

實、定義、名稱、相關單位和細項等。

(二潛識按能(inte llectual sk ills)能力 可以對專利科技文獻有具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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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電3亨利被女鼠，但驗，你訢以w側_ft6例 .. 
“。ncrelc conc叩叫並且可以辨識(discrimin3I ion )專利、定體專制觀念(defined

concc間) 、 7解導干IJ規則 ﹒

但~個睛閉(cogniti ve strategies)能力 學生可以遭到控制、修正個λ學

習、記憶及思考的過程 ，具備直鼻監舍草草'11"1圓的能力恤卅﹒

希望還過練述性個蠶的數授及程序性個li!(指定作單)的闢習，擴陳述性

個識與程序性知，\'\\都能長期存於學生胸中，使學生可以學習自己值分辨直修

正自植的學習﹒並希盼潛移默化的". ， 11學生進λ社會睡在買車界工作

中，有彈性能力面對科設賣訊; f'\'更深λ的動作設能(molor skill s)學習且對

其盟個行為態度(attitudes) 、思維恨式的衛序改變 ﹒

三 、教學程序分析

首先分昕幫家制定1II充數學目標(union objecl) 0 了解學生需鹽那些個

識?學習何種控術?學習遇到阿樹程度，並於第一節課作學生興趣翱宜(inter

eSI survey)l立了解其期望 ， 思考修正設計課程以很升學生學習能力，攝少學

習障蜓，完成本學期國正融學大網藍圖(overatl inslruclÎon) 0 

雷拉們一般直覺的想法認為科岐文獻課程是要培育科設實聾的組且，

睡當扭轉許多科技方面的輛軍方法、參考工具ll: T解許多科技蚵識時﹒ f哩

特興堉立斯(Herbert S. While, & Marion Paris)以問曹調查87個耳門圖書館的

主瞥，將他們列出所需斬進聘單國曹納1λ且a!具備的個融﹒Jj'j目的噩噩性

大小由 1(表示非常重要，是鳳用新進λ品的~，、曹考量I綠件)排序到 7(表示不

是閑人的考l'帳件) . 結果大型耳門圖曹前推鷹6門必要課程但品基能參

考、進階參考、 一般線止幢肅、耳鬥系統線上祖輩、進階分函、非曲分

組﹒中型導 rUJ圖l'1館則推醋 1I f"l包揖瞳礎壘參考、進陪豐考、 一般線主樹

葉甜甜韓國、科按主獻、賀科臨置舟、再門團團館官訊科學攤!a、資

料組融學、進陪分話、 般按術服務{亂的 ﹒ 他們強調盟體而完全的圓型館

學訓峰(a comprenensive knowledge of the variOllS aspects of I伽呵呵k) , ll: 

J，~言，攝富彈性(versatility and n叫出lity)的最現 ﹒ 以同樣方植走訪聾閹的耳

I ltlf4按圖書館結盟撞車4興懷特等所作的調宣宙間，他們並不要求斬進科技

圖書個員應具備科技草草個路，只要求新謹λ且有完聾的圖書館學自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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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專門圖曹館概念即可 ﹒ 至肚E單單科拉蚓獵的培贅，則認定到職場接再

T訓蟬即可，強調著直在新進人員的「完監闡暫館相識J &. r高認蚓彈

性」 ﹒

學者攝制](Cyri l Hou l e)曹說學聾生在學畢佳的前五年，會說應當教導更

多的，務技闡 ﹒ 在其值五年，他會覺得I!有更多基本理論﹒到7串串佳 1 0

到 15年，他會希望得到軍事有關行政巨人際關{辜的教導(11八) .再自IJ當輯們

面對官訊時代快連的樹堪，賀科量由小費巨大，由有規範的資料廠宙訊自l

無規值的網路資料單蟬體走向書媒體，資訊由盟中走向分散。單 資訊

的戰導巳無法趕上賀訊的產生﹒所以個何制輯學生有能向廣臣採車窗訊、

篩置組織官訊，不斷即時更新作有數服務勝過單一華參考書或資料庫的教

導 。 為7揖展學生認蚓彈性，講學生更有能力去面對未東多樣化團首節作

業，教學採多種向盟東呈現資訊。間誠與技備並重 ﹒ 因為間織是高層:I!:思

考的基髓(high 0吋er thinking background) ，拉術則是的力的主徵須彈不斷撮

闢東強化 ﹒ 因為若只敢個識恐怕流liJ空談，若只軸技梅克其量只是訓蟬

個樟曹技匠(searcher) , lR睿島被取代 ﹒ 以理論個誠為啟石 ， 以技補品利

制，才能協助學生彌補先貴之不足 ﹒ 該E祖先課程分成下列六程序

←輯擾，主

提供耳利概意性個識(con凹ptual knowledge) ，同書踩口述、扭影片﹒電

腦網路教學，以骨造活串的學習情境 ﹒ 科技文獻課程需注意其使用者R使

用環境的現說，布朗(Coll i n s Brown)等軸育學者認為問題導向的學習方式要

比?其實導向的方式殼果來得好 ﹒ 以生活化的個軍呈現揖實問題空間，能使

學生從多種角度來思考問題、解決問妞，並鞋現祖此置見的差異(，主九h 所

以首先採用啟動思想的問答方式 ， 以實例當引于講學生動腦體表意見 ﹒ 如

永豐餘時嫌祖購「紅巨杉醉J 單件，畫著賠慣兩瞳直用專利事件等引瞳學

生思考表連串佳，再提供與表現有關的學習回饋並據λ專制l正題 ﹒ 並避過

近十年來各國專利申請軍件擻，及其瑚2月額別統計 ，讀學生7解國內外研

究實況，以及種明白IJ新和改且取1月件歡喜算差異所代表之意義 ﹒ 司|讀學習

情境佳再鍵供暉利概念性知識 ﹒

ι單參觀

學習情境本身是學習內容的 部份，而學習活動本身品須是真實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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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在情境中﹒如此學生才能與揖實情境產生E動，並在社會互動中深刻T

解開識的意聲 。路由量多缸中央標準局實際了解其專制l運作機制及觀察使用

車不'I苦，遇到擴大並改變學生個識廣度的作用 ﹒

巨演講

布朗強調學習中活動、概念與士化是相互融制的﹒ 三者欠缺任何一

個，都無挂7解其他兩者之意體(社十)。為7讀學生ïl!T解專利的本土性，

特別單UI r專利挖掉事務所J 律師演說(邀請主牌專制極律事務所許jill所長

談實務組輯) .以實務界真實案例產生刺激學習ll'I境 ﹒

四個案研究

工具(lool s)本身也須在且實的情壞中加以使用及暉磨才能體揮腫有的功

能(ìi -r一) .圖書館學是一種經驗科學 ， 為7讀學生實地7解專制的功用並

能就某一學科有深λ的了解，將學生什組做組作章，位學科分為機揖組、

航空組、土木樹、建黨組、化學組等，就其學科主閩中快出一車土市企

司，做該公司專利軍例之介紹，並歸故去司做相關耳利網站整理。讀學生

在基參觀中央標導局的專利作單隘，從貫作中鹽1辱和實務工作者相仿的個

能 。在學習專利主I!貫作同時，也對一特定學科知識及華界現祖有初!1iT

解，且整合網路土耳利相關窗訊﹒從不同向度巨裡蟬習，使專車1I資訊在被

接收佳產生自動化的巨暉，稍嫌已有的基礎慎型﹒

田作樂觀摩討論

當學生進行作單撞，將之掛主網站供同學觀庫比較﹒並採課堂報告方

式由同學評分，當學生雖生錯誤時給予適當的址評並要求改進，讀學生在

世項活動中產生良性比較兢箏，並藉由問個報告7解不閑情燒的運用﹒

V拷鼠

每個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殼擊，在五、六十人的大班體程中除7組作

囂，需要置過測量食東作個別化評宜昌主斷﹒ 7解學生相熟程度，倒欄防斷其

學習錯誤，拔出所需補個性學習，並作為下扭扭學基參考﹒

ItSIlII相關文獻

閱讀耳利相關文獻以強化理論背醋 。除TT解一般專利f參考文獻外，

另外吾吾閱經禮部中央標單局賣料中心簡介、懷激盟誼與專利商標統季刊、

經擠部認識專幸IJ(Q & A about Pale叫及相關研究論文(如李襯貞， r產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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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專利資料之研究 以韓國半導體廠商為例J' 86年 12月，台大圖書館所

碩士論文)等﹒

四、教學評估

馬蘭諾(MM祖間， 1991 )將實訊處理單時升為微觀處理(micropr個'"四)與

鉅觀H處理(macropr田esses) .並將徵叡盧理單時分為五類 ﹒

(一配古微觀處理(malching microprocesses) 可以比較(comparing)分辯闡

述賣訊某個屬性之異同，並依其屬性加以分類(classifying) 0 

仁雄誼醋叡處理(inferring mÎCrop臨聞自)可以對有關的概念、事實等

閉嘴加以闡述(ela出削ing) .並聶自己個部份抴屆(deducing)未知部份，從中

間軍分析歸納(inducing)出 般性原則 ， 進而可預期(predicling)某種情境結

果，且可揖糊其結果-

l三評估微觀處理(evaluating microprocesses) 可從理性的研證中，修正

(verifying)確定觀~的真實性，且可尋出自己及他λ思考上的錯說(identify '

mgeπo吋﹒

。圓潤值判斷(valuing) 可以研別並闡述個λ給于某個實訊的個個及其正

確性，對相巨評論也有判斷能力﹒

(五提伸微觀處理(extending microprocesses) 具有如推能力(analog ical

reasoning)將此推演到頭似惜現，外延到不同事物的本質，是抽象層車上的

相關聯處(當十二) • 

學習是一種將外在個識內化(intemalize滅守過程，內化的過程則須靠微

觀和鈕觀賞訊揖理單峙的運作方能完成﹒本教學應用認個學習論，明確告

阻該單元學習的內容 ， 保簡單純聾的責訊呈現方式 ， 以避免學生因賣訊過

多產生遭攝現晶，導致學習不完盤或誤解 ﹒ 學生通過教師專利基本個踐的

課堂教授與作單處理程序的連戚，可以對相制的專制概念、事實等蚓識加

以闡述，比較分醉專利居住之揖同 ， 並可依其屬性加以外顯﹒遁過情境認

蚓模式以作輯方式提供目標學習，並經盟理專利網路資源且網頁設計，提

供巨個蟬習的機會，讓耳利用途和聾聾的資訊自然融λ腦中(社十三) . 並竊

由巴間主題專利推演到其他未間主題專利部份，從中觀察分析歸納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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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芳科級艾獻2單位教學練身何以WfIJ.IJI元"阱 '" 
性原則，進而可預期瞌測其結果。此項結果遇過考試測驗專利部份有 87%

可以遇到 3.5 -4 叫以0-4為成績等級)的水平，間聾調查專利部份學習瞞

囂塵，有829也哺囂塵為4-5(以 1 -5聖祖不浦意到非常滿意程度)。

在還不斷改變的環境中，由於科接聽謹，網路資源大增，傳統與科按

不斷盤古，網路賣訊教學成為不司忽視的一部份 ﹒ 網路教學適合採用間組

導向，而非學科導向﹒問題的盟揮越具生活的真實間，越能撤鞋學生的注

目與家個動骰﹒讀學生臨其個別興趣直需要，自行選定-個科技類公司。

探尋其位司體展狀祝丑聶新專利申請之主題做為學習內容，並設計綱頁介

紹之，讀學生容品產生成就感 ﹒ 並通過作揖呈現，從理性的研證中，修正

確定概念的真實性，尋出自己及他同學思考主的錯誤 ﹒ 可以辨別並闡述個

λ給于某個資訊的價值及其正確性，對相巨評論也有價值判斷能力 ﹒ 具有

類推能力將此推演到頗似情境，外延到不同科技文獻的本質 ﹒ 學生的相互

評比(peer revie叫不僅遭到良性饋"'，也讀學生作學習前控之比較評估

(assessment) ，自行幢視所學成果 。 學期宋訥有96%學生且網頁製作能11 .

該課程力求盡成H課程車前的仔細規劑， (二激師晴聾的介紹教材， 間

學實例幫助講解， 個)增進學生相識與能力， (li)很供學生自由體問聾遣軍

見， 加)讀學生對課程變得較有興趣， (t::讀學生通過經鑽去戰證課程內容，

伊擇生可設計出一聖體體架構，學習了解釋程主題等目標 ﹒ 該教學課程內

容以訓蟬橄觀處理為主，培聲學生草握~丑化的實訊現境。至於需經時間

的沉殿、經勤的黑扇，加以重組綜古的鉅觀揖單單峙 ， 個高難度的問題解

決、作決睛、科學探索(scien l ific inquiry)或著 1'l=(compos ing)由練， ~IJ因難度

高、聶哥敷果的變數較多，值能在課程中培費其學習認個彈性，有高彈性

能力面對學聾瞌從事工作時斬資訊的學習 ﹒

學習宜生果深聖社會、文化及個λ認間因素聶哥 ﹒ 維高斯基(Vygolsky ，

1978)認為學生是否量單於特定的學習環嘴，取決於他個人的「認叩頭備IltJ

(cogni live readiness)(ü -t四) .學生主勘探索及自我管理能力量影響學習成盟

的重要叫鍵。學習必須經過學生有意識的執行控制(exeωI lve conl叫)才能體

生('主十五)。慎言之，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態度直選擇性的認個現象都會

阻值有般的教學傳燭，~響到其學習結果 ﹒ 男 方面，工具的用途不日軍觀

常因所處文化而有所不向 ﹒ 專利工且在台灣大學生的生活文化中雖乎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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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聾，學習成殼自然也會有所lI!曹﹒至於此科拉文獻課程是苦暉設置於研

究所階段較適切。加州柚克軍大學賣訊與圖書館研究院長阿甘斯(Danie l E 

Atkins)曾統計在 1996年λ學的研究生的有 72%是立學與草草備學系學聾 .2%

圍曹館呂學系學囂，只有5句也是工程科系學韓東意圖書館研究所的(祉十的﹒

而圍內圖書館研究所學生以圖書關系學揖者居多，缺乏科技專輯蚵誠的問

週依然存在﹒另外有關大學部圖書館系的存在價值等議題也一直是爭論的

話題﹒與大學部的科技企獻教學雖有關聯﹒ m非本立主題所以在此不予詳

述。總書之，就教學止瞋起7學生的注意力 讓他們相信此項學習對個人

是有冊的。學生學習娘能與哺意直逼 80%以上，於作單期間，看到學生有

能力為所調查的科投企司且工土一課專利與商標的介紹，也看到學生作品

呈現於系上網頁時的成就暉，學生也正視到專制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使用

法 ﹒ 連成阿克思模式(ARCS Mod帥的注意tJ個tention ) 、相關性(relevance) 、

信心(confidence) 、滿意度 (sal i s faction)凹項原ß'!(ü十七)。

五、結詣

今日科技文獻的產量不再以「學富五車」的「車J 所能斗壘，加以電

子文獻、資料庫的不斷加λ 。冊統以聽師為中心、全方位掌控、順從式思

考的教學法 ， 已不適用在科技文獻的數學上﹒因為對學生學習控制程度越

高，則在網路社會的環境成功的機率就越蟬，在面對開般賣訊的選擇時，

鉛法作出明智的資訊抉擇。為7面對香揖化的科技圖書館工作環境，實際

前置教育課程也據多樣化 ﹒ 希川與大衛斯(Celron & Davis)預言「令目的科

技資訊只是位元2050年科技實凱的"島而已 J (草+八) ;所以輯們的教學著

重個體自我控制、擴散式思考模式、多元觀點及獨立思考(已十九h 讀學生

通過教師講授課程、作單、壘參觀旦控演講等認知歷程察覺其掃臨、蒐辱、

質疑資料，組織資源策略的謹用及決定﹒以組作單型式作相互個體庄省、

評估其對開融學習及網路賀盟軍轉來決策與管理的成姐 ﹒ 網絡作單雖然容品

i!!i生方位擅長慰，但適度的方位過失對學生而言 ， 可融體其挑戰能刃，只

有高ñ位迷失才有毆學習活動他二十) . 通過學生間的同個評比，可以修正

其學習，更可觀控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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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型電1i 科俗文I!.鈕，實呵，深昕 以轉糾團體亢自例 '" 
頂尖物理學軍費壘在 1 961 至 1963兩年期惘，宜過為大學部一二年融學

生講授兩堂物理諜。道段期間他停頓下研究工作 ， 每天在8到 16小時學備

講課。仔組嵐清要說的一切內容，確定某部份與另一部份不會個E矛盾﹒

車撞他說「他明白，在那兩年中對物理所作的貢獻，比他在同樣兩年間能

做出來的研究都要重要多T . J (位二-)山錯(Peter M. Senge)也說「如果著

力動對 ， 揖力得當的話， 一些小小的作為，有時能產生意聽深長且持久的

進步J (Small well f.阻used actions can somelÎmes pr吋uce slgn抽cant enduring 

Improvem凹的。 if these efforts are in the right place.)(ìi二二) .今日著此文說軸

於同行，以折相E切種使融學更加精遲 ， 造福學于﹒讀訓牌出班的學生踏

λ社會，能提供可昂的實訊。連成馬鐵(Maurice P. Marcha叫的遑論，讀λ

軍7解輯們是資訊工聾的一部份，對整體社會有祖重要的貢獻他二三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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