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高商 

畫、書法，乃至於蝶古巴

特作品，內容相當豐富；

動態方面，則配合本校創

校 97 週年活動，高三學

生舉辦校外教學活動－孔

廟祈福暨臺灣文學館參

訪，讓師生在學習經驗

中，達到安頓身心靈的目

標，這些都是非常有意義

的知性之旅。 

高級職校是國民教育的延

伸，除了要達成增進基本

學科的能力之外，更要訓

練學生思辨能力，進一步

培養研究學術的興趣與潛

能。期望在全校師生的共

同努力之下，學生能善用

圖書館資源，亦能帶動風

潮，使南商成為一所學習

型組織的學校。 

圖書館是個閱讀的好地

方，也是一個知性的場

所，人們如果能夠探尋知

識的奧祕，品嘗智慧的甘

泉，一定可以盡享心靈的

盛宴，創造美好的人生。

面對變動不羈的現代社

會，圖書館所提供的各種

資訊及活動，將是遠離污

染、洗滌人心及淨化人心

的精神食糧。 

閱讀是啟迪思想、吸收知

識和情意分享的心靈活

動，也是個人建構價值和

經驗的歷程。孟德斯鳩曾

說：「喜歡閱讀，等於把

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換成

巨大享受的時刻。」因

此，圖書館在閱讀的經營

策略上用力甚深，具體的

作為包括：推動「閱讀護

照」，以提升學生借閱圖

書風氣；結合高一國文課

程，以懷舊文學、愛情文

學為主題，啟動「主題行

動書車」活動；舉辦「漂

書集」活動，班級共讀嚴

長壽先生所著《在世界地

圖上找到自己》，藉由對

話和分享的過程，彼此互

相激盪，體會閱讀時豁然

開朗的喜悅。舉辦三場藝

文講座活動，經由不同主

題的分享，開啟學生不同

的視野。寒假期間舉辦

「正興街走讀營隊」及

「編輯營隊」，讓學生從

不同的生活經驗中，累積

各種生活的智慧。 

 圖書館經營的過程，乃

是由靜態的閱覽場所，轉

變為動態的學習中心，因

此推廣服務的活動，便成

為爭取全校師生和社區民

眾認同和支持的重要策略

之一。學校圖書館可以結

合社區，舉辦各類推廣活

動，靜態的諸如藝文活動

的推廣，「南商藝廊」開

放給社區藝文界人士展

出，本學年共展出十檔的

主題展，包括水彩、油

2018 的呢喃                           梁竹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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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相伴，長長久久！ 

 106 學年度期將邁入

期末，也是佰柒級畢

業生離開三年校園的

時候……. 

 本學年度壓軸的《館

訊》，特別為同學送

上圖書館主任的溫馨

叮囑。以及盈君老

師、昭君老師，對知

識的剖析、對學科的

熱情，筆觸理性活潑

兼具，帶領同學探索

生活，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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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法治國家，但對於法

律條款我們知道的還真不

多，所以有些時候我們不清

楚自己或許已經觸犯法律，

或是哪項法條可以保障自身

權利。「噬罪人」一書是由

名律師呂秋遠以經歷千人以

上的人生為靈感，幻化成一

則則寫實版故事，藉由律師

對社會各階層的關懷及專業

背景，讓我們體會到情理法

的糾葛衝突，以及人生中許

多無解課題。 

噬罪人是古老基督教中的神

官，通過教堂外舉辦的某種

儀式，赦免已經死去的人，

洗去他們未懺悔的罪過，允

許死去的人不因犯過邪惡受

懲罰，而噬罪人往往為了赦

免某人罪過，在必要時犧牲

其他人，律師某種程度擔任

世俗中洗罪的功能，在訴訟

中必須犧牲對造，取得勝

訴，進而洗刷自己當事人的

罪或澄清自己的立場。 

書中有一個案例：有個小女

兒一出生就被半仙批了「剋

父」命格，因此父母將她託

給姑姑，就帶著她的兄姊一

家四口舉家美國定居。寄人

籬下的她，懂事自動自發，

深獲姑姑疼愛。 

在她八歲那年某日偶然看到

自己的父母在海外版報紙刊

登要將她讓渡給願意收養她

的其他父母，而這些上門的

人都被姑姑回絕，她心靈上

的烙印就是自己是沒人要的

孩子。 

20 年後，父親帶著全家回國

把她從姑姑家接回，承諾買

房給她，並匯款 200 萬頭期

款到女兒帳戶。但不久後父

親跟她要回房子聲稱當初只

是借名登記。女兒認為房子

是父親這 20 年對她不聞不

問的補償。法官以孝道為出

發點，認為天下無不是的父

母，認定有可能是借名。但

父親捏造姑姑的授權指控書

成了破綻，後來女兒留住了

房子。 

有形的責罰，是否真能撫慰

悲痛憤恨的心？無形的責罰

又如何一輩子烙印於加害者

之身？法律不能解決問題，

人性才是解答。我們常認為

法律條款艱澀難懂，但「噬

罪人」裡一個個淺顯易懂的

故事，讓我們無形中知悉一

些民法刑法規定，可以說是

非法律人對枯燥法律條文易

上手的好書。 

Google 智能系統？如何減

少工作步驟？等等你可能從

來沒有想過的聰明工作技

巧。  

要有效完工作、要成為高效

能的人，方法無他，就是做

任何事情都可以「比別更快

一步」，這本書就是要教你

這樣的技巧！  

新的時代， Google 的圍棋 

AI 打敗世界上最聰明的棋

手，這不是機器的勝利，而

是告訴我們，善用機器來幫

助我們更有效完成工作的時

代來臨了。  

「聰明」工作，優先於努力

工作，書中將大量教你如何

自動化工作？如何利用 

師長推薦—《噬罪人》         林盈君老師 

新書上架—《比別人快一步的 Google 工作術》 

要先弄懂規則，

你才能知道如何

打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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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流傳著一個傳說，傳

說數學老師都是魔術師，其

實數學老師不是魔術師–是

魔數師。 

同學們常問：「為什麼學數

學？」事實上在生活裡處處

都有數學的美麗與樂趣、生

命中時時都是數學的哲學與

道理。「1994 年辛普森殺人

案」中檢察官的謬誤可以來

談條件機率與貝氏定理（用

數學的語言看世界，作者：

大栗博司），如果這仍讓你

感覺很有距離，真心推薦你

可以由「小孩的科學 7 ：數

學魔術師」入門。裡面提及

的魔數原理都很容易，還附

設計與製作皆很精美的道

具。此套魔數已經透過活體

實驗證明，很多數學老師與

小學生們都很愛哦！ 

接著，更推薦同學可以嘗試

晉級至數學魔術的魔法書

「驚人的數學魔術」。書中

所介紹的魔術流程，皆巧妙

結合數學原理與魔術效果，

是一本會引人入勝、一直想

繼續看下去的書。 

同學，你覺得數學很生硬無

趣嗎？推薦這兩個我很喜歡

的作品。想必可以帶給你耳

目一新的感受與感動。 

給自己多一次機會，Open 

your mind，重新體會數學

的美與趣。讓我們一起見證

魔數的奇蹟！ Magic~  

 

《驚人的數學魔術》： 

「18 堂課，輕鬆變

身數學Ａ咖」 

 
作者：吳如皓, 林壽福, 莊惟棟 

出版社：如何  

出版日期： 2016/06/01  

《小孩的科學 7》： 

       「數學魔術師」 
 

作者：日本學研 Plus,  

莊惟棟（中文特企） 

譯者：李建銓  

繪者：黃哲宏（中文特企）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日期： 2018/04/03  

師長推薦—「魔數」          陳昭君老師 

不怕萬人阻擋， 

只怕自己投降~ 

逆風更適合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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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體驗 1」 

         偵錯讀心數 

 

 

https://youtu.be/

Z2t89CJRPgc 

「實況體驗 2」 

        電子計算機預言數 

 

 

 

 

 

  https://youtu.be/

SDVolw5-Zv4 



106 學年度南商行動圖書館系列活動— 

《讀出你的青春哲學》巡迴書展，3/5-3/16 展開！ 

本展覽與博客來公司合作，展出各領域新書、暢銷書近四百

本，分二個梯次，於樂群樓二樓、綜合大樓三樓佈展。感謝

本校師生熱情參與，特別感謝綜職科同學、進修部同仁的協

助，使展覽順利圓滿！ 

同學們開心的沉浸閱讀，看在揮汗搬書圖書館工作人員眼

裡，真心覺得非常有意義的了！ 

同時進行「最佳書籍人氣大賞」票選活動，經由 348 位同學

踴躍投票的結果，前 20 名的書籍，圖書館將優先列入館藏

採購清單！真是太棒了！ 

國立臺南高商圖書館 

哇！是《告白》，獲得

第一名！成為本次書展

南商同學最高票。 

人氣書籍中，前 20 名

由小說類囊括超過一半

的名次，大獲全勝！ 

然而，絕不可輕忽南商

同學的閱讀水準，語言

學習、勵志書籍、心理

書籍都紛紛上榜，不由

得豎起大拇指說聲

「讚」！ 

 

眾人矚目，最佳人氣書籍大賞結果出列！    究竟是哪本書榮獲第一名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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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專注閱讀的神

情！ 

1 告白 

2 遺落之子：荒蕪烈焰 

3 紅皇后 

4 剪刀石頭布 

5 愛‧小時光 

6 挑戰莎士比亞３ 

7 決戰王妃外傳 

8 
單字密碼：三段式解析，

過目不忘 

9 
當我提筆寫下你：你就來

到我面前 

10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

也要走完。 

11 花甲男孩 

12 海洋綺戀 

13 小屋【電影書封版】 

14 情緒勒索 

15 謀殺愛麗絲 

16 練習，喜歡自己 

17 幽影王冠 

18 鹿王(上/下不分售) 

19 
挑戰莎士比亞４：我就是

夏洛克 

20 人的條件 

 ☆ 前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