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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邏灣獲梁實秋翻譯評審獎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由文化部指
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全球華文寫作中心主
辦的第29屆梁實秋文學獎於上月揭曉，本校英
文系兼任講師許邏灣榮獲第29屆梁實秋文學獎
「翻譯類（中譯英）」評審獎。此獎項除了紀
念文學大師梁實秋，同時發掘優秀寫作與翻譯
人才，今年翻譯類（中譯英）組共34人角逐，
經評選後，文化部首獎從缺、5人獲頒評審
獎。許邏灣曾擔任行政院新聞局英文編譯，亦
在出版社、翻譯社及校內等單位，從事英文教
學與筆譯，翻譯經歷豐富。「這次獲得肯定，
會持續精進不輟，在翻譯領域繼續學習。」這
次在譯文組、譯詩組的首獎，皆由中國參賽者
獲獎，她直言，在國際化時代，臺灣文學要闖
出名氣，一定要有自己英文翻譯人才，期許自
己與學生們一同努力為臺灣文學奉獻所學。

SDSU
榮譽副校長

談遠距教學變革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遠距組將於29
日（週四）14時在E819，邀請美國加州聖地
牙哥州立大學榮譽副校長Dr. Ethan A. Singer、
學習設計與技術系教授王敏娟來校主講「遠距
教學的變革與挑戰研習會」。美國加州聖地牙
哥州立大學（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長期
積極推動遠距教學、混和式教學、行動學習的
發展、設立豐富之網路碩士學位等，其教育
學院教育技術系在全美排名前3名。Dr. Ethan
A. Singer將說明「The Ever Changing Landscape
of Distance Education：From Online to Mobile
to MOOCs」；王敏娟則會介紹「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Learning」，兩位將分享該校在遠距教學所面
臨之變革與挑戰，包含介紹該校領先的創業教
育法、線上教育與磨課師課程對高等教育衝
擊、教育技術發展趨勢、智慧教室和混合學習
發展方向，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教科系研討教育傳播科技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教育科技學
系與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於16、17日，一
連兩天在臺北校園共同舉辦2016年學術研討會
（TAECT 2016），今年以「開放教育環境下
的教育傳播與科技」為主題進行研討，邀請大
陸、美國、泰國及日本等國際專家學者進行不
同專業領域之專題演講，總計有23篇論文、18
篇海報論文，以及入選教案、媒體競賽的19組
作品齊聚發表。17日亦舉辦中小學教師論壇。
大會由本校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國立臺灣大
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賴進貴、台灣教育傳播暨
科技學會榮譽理事長張霄亭進行開幕致詞，國
內外貴賓約180人與會。
張鈿富表示，「本校教科系致力於創新運
用、突破傳統，且激發學生學習動力等方面不
遺餘力，運用網路平台教學更是目前發展的重
點方向。」同時，他鼓勵學生學習不設限、發
揮創意，藉由教育傳播與科技持續及發揮深遠
的影響力。教科系系主任沈俊毅指出，此次研
討會宗旨為探討傳播管道及體系開放下的教
育，包括教育傳播與科技工具、策略等改變，
相信有助於系上在未來發展的應對及運用，期
待此次經驗與成果交流，亦能帶給各個相關領
域研究者豐碩的收獲。
以「微課教學設計－以偏鄉國中國際教育推
廣為例」一文，在中小學教師論壇與徐新逸共
同發表的教科碩專二游維琦分享：「使用科技
作為教材是目前趨勢，同時在交流過程中，更
堅定自己推廣國際教育至偏鄉學校的決心，提
升學生文化欣賞、包容與尊重的國際觀。」

翰林
驚聲

Sparky 聖誕螢光趴讓會場閃亮。（攝影／胡昀芸）

Sparky聖誕螢光派對閃亮登場
資工、資傳、國企、北友會聯合舉辦的
「Sparky聖誕螢光派對」以螢光為題於20日在
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參加者身穿螢光顏料的白
衣、手腕戴著螢光手環，在黑暗中格外閃閃發
光。航太二謝東錡表示，「身為工作人員，看
到參與者都很快樂地享受，感到十分開心，是
參加耶誕趴是最棒的一次。」（文／胡昀芸）
四系聯合耶趴互動遊戲吸睛
英文、經濟、水環、統計4系於22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英該好好計得經天最水的你」
聯合耶誕趴，逾300人參與。本次以夜店風格
展現、才藝表演和互動遊戲拉近距離，刺激的
抽獎活動讓大家歡呼不斷。水環二朱冬曄、崔
一塵共同表示，臺上的表演十分精采有趣，能
感受到主辦方的用心和努力。（文／簡妙如）
外語學院聖誕酒會5系表演添溫馨
外語學院於22日在外語大樓大廳舉辦「聖誕
節酒會」，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主持，校長

師生才藝慶耶誕

張家宜領一二級主管，逾百位師生歡慶聖誕。
各系系主任帶領學生進行歌曲和舞蹈表演，現
場精彩演出及豐盛美食為冬日增添溫馨氣息。
參與表演的日文三王立元說：「透過各系的表
演更感受到耶誕節氣氛。」（文／劉必允）
德文系師生共嚐耶誕風餐點
德文系於21日在外語大樓大廳舉辦「我們的
聖誕夜」活動，現場有德國燒酒Glühwein、
史多倫蛋糕等具耶誕風味餐點，供逾80位師生
品嚐。現場有吉他表演、德文系系主任吳萬寶
用德語簡介開場、德文系教師們分享耶誕故
事。德文一宋采樺說：「第一次喝到熱的酒，
很新鮮！感受到溫馨氛圍。」（文／秦宛萱）
拉美所舉杯慶歡度耶誕佳節
拉丁美洲所於23日歡慶耶誕節，在驚聲大樓
11樓「拉美樂園」舉辦「聖誕餐會」，由拉美
所所長宮國威帶領舉杯同慶，吸引逾30多名師
生、校友團聚，現場有交換禮物、猜謎遊戲等
節目，氣氛互動熱絡。美洲碩拉研三李元昶分
享，「藉此機會與大家交流情誼，難得可貴，
祝福大家聖誕節快樂！」（文／趙世勳）
教政所歲末感恩餐會祝福
教育政策與領導所於23日中午舉辦「歲末聖
誕 感恩餐會」，教政所所長楊瑩、校長張家

海南省經濟文化團來朝聖最浪漫的大學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校友、
著名詩人洛夫近日榮獲2016兩岸詩會「桂冠詩
人」殊榮，海南省經濟文化交流團20日蒞校訪
問，參觀宮燈、海事博物館，並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行「兩岸詩歌交流」座談，由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主持，海南省人民政府臺灣事務
辦公室主任劉耿、海南廣播電視總台台長孔德
明、兩岸詩人、媒體及學者等近60人與會。
劉耿表示：「詩人洛夫日前榮獲本單位頒發
『桂冠詩人』殊榮，今日參觀其母校－『最浪
漫的大學』，備感榮幸。」戴萬欽介紹辦學特
色，並回顧在文學領域的傑出校友如：洛夫、
陳映真、古龍等。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特別

預告明年將出版《淡江詩派的誕生》一書，也
將收錄洛夫等淡江人作品。
會中，英文系副教授王緒鼎、西語系副教授
林盛彬等對英詩教學、兩岸交流情形及大陸詩
歌趨勢等內容交流。朗誦藝術家崔明德（方
明）現場朗誦〈岳陽樓記〉，情感豐富獲如雷
掌聲，他強調，「詩人皆有責任，將文學傳承
予後代。」
該團於19日的「兩岸詩人詩詞歌咏晚
會」，與本校微光現代詩社、驚聲詩社學生，
以詩會友，擦出精彩火花。微光詩社社長中文
三陳品婕表示：「很高興參與兩岸交流盛會及
分享作品，讓前輩看見90後的創作能量！」

復活 四驅車賽競逐180公尺軌道

建築系系學會於21日舉辦睽違兩年
的四驅車大賽，在建築系館中庭架設
全長180公尺、佔地70平方公尺比賽
軌道，團體賽冠軍由建築二許德言、
孔維澤、劉醇民奪下，個人賽冠軍歷
史四張嘉如興奮地表示，壯觀賽道令
人敬佩，希望此賽能延續下去。系學
會會長建築五陳奕安說明，「這次使
用厚紙版製作上容易，也比以往的灰
模板方便保存。」活動負責人、建築
四鄭家源說：「團隊分工利用零碎時
間完成賽道，感謝大家參與。」（文
／楊喻閔、攝影／陳柏儒）

大風吹畢製 棚拍暖身起跑
【記者秦宛萱、杜歡淡水報導】咦！海報
街怎麼出現黑色小房間，原來是大傳系第31屆
畢業成果展「大風吹Blow your mind」開始暖
身，上週以「彩虹大棚拍」為名在海報街搭建
專業攝影棚，讓大傳系學生貢獻自身所學為
本校師生服務。而校園內另有「Neverland」
活動，化身Mr.P布偶與同學合照玩遊戲、「6
乘6」則呼應耶誕節慶贈送禮物分享、「南波

萬」則在傳播館前推出「拍照打卡送貼圖」活
動，搭配comico醬可愛造型，吸引許多師生駐
足拍照。產經四李佳航表示，「打卡箱造型與
獎品都吸引我想要參與活動。」
本屆畢製總召大傳四黃郁珊表示，活動才進
行3天，就有上百組同學前來拍攝，大傳系第
31屆畢製宣傳活動已經起跑，相關活動均可在
FB粉專上查詢，歡迎大家踴躍支持參與。

宜等人出席，現場進行交換禮物、摸彩活動，
亦備有酥炸魚片、燉牛肉、新鮮蔬果等美味輕
食。張校長表示，活動增加師生互動拉近彼此
距離，希望教政所同學能更加努力學習，祝福
大家耶誕快樂、新年快樂。（文／廖吟萱）
國際研究學院獻唱不同語言耶誕歌曲
國際研究學院於21日舉辦「聖誕餐會」，將
驚聲大樓佈置成充滿耶誕氛圍、特色輕食和飲
品，讓院內近200位師生沉浸歡樂氣氛中。席
間，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帶領院內同仁獻
唱歌曲，各系所也接力登臺、演唱不同語言版
本耶誕歌曲，別有一番風味。（文／廖吟萱）

國際研究學院耶誕會師生獻唱。（攝影／廖吟萱）

大陸地區校友會忘年聯誼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適逢66週
年校慶，大陸地區校友會於本月舉辦相關慶祝
活動。華東校友會於17日的「華東校友年會」
上，新任華東校友會會長王振生獲贈獎牌，
會中，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更親
筆墨寶，其作品成為華東校友會精神指標。華
南校友會於10日舉辦「冬之饗宴」，邀請今年
度新科金鷹獎得主兼大陸校友聯誼總會副總會
長李延年、東莞市石碣台商協會執行副會長王
裕聰等人進行經驗分享。而澳門校友會於11日
的「成立週年暨慶祝66週年校慶晚會」中，澳
門校友會會長張嘉寅感謝大家對該校友會的支
持，將積極籌辦及參與各類聯誼活動以透過校
友會加強聯繫、延續情誼。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彭春陽執行長表示，
「近年看見各地校友會組織運作蓬勃發展，感
到欣慰，盼在與校友互動過程中能增進產學合
作、資源提供等，幫助母校校務發展。」

呷滴湯圓迎耶誕

【記者何家穎蘭陽校園報
導】蘭陽校園很熱鬧，於19日
晚間進行耶誕節點燈活動之
外，於21日下午舉辦「呷滴
滴，圓啊圓」冬至品嚐湯圓活動、晚間則進行
「驚聲探險‧聖誕足跡」聖誕晚會。在湯圓活
動上，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
院長劉艾華帶領各系系主任，一起為學生盛湯
圓。本次由文苑、建軒宿舍自治聯誼會共同主
辦，今年準備鹹湯圓、紅豆湯圓、創新的大三
元（QQ+珍珠+湯圓）、ㄏㄢㄐㄧˊ脈脈（地
瓜湯圓），讓外籍生體驗傳統節氣的氛圍。
晚上則由蘭陽校園學生會舉辦的耶誕晚會
中，除了師長出席外，另外有搖滾來搖滾去研
究社、淡江街舞社與佛光大學熱舞社一起勁歌
熱舞，讓人感受跟活力四射的12月節慶氣氛。
活動承辦人觀光二張芊芊表示，為使外籍生
感受到家的溫暖，因此安排精彩表演，讓全校
師生共同歡慶聖誕佳節。政經一王道恩表示：
「這次晚會太精彩了！今晚表演的項目是hip
pop舞蹈，和佛光大學熱舞社合作非常新鮮，
為蘭陽校園帶來新風氣。」

東方廣告董事長
溫肇東 人文創新融入一源多用

本 校 文 學 院 於 上 月 10 日， 邀 請 東 方 廣 告
董 事 長 溫 肇 東 來 校 進 行「 大 地 假 我 以 文 章
Sensibility & Sensitivity」 演 講。 演 講 中， 他 說
明臺灣文創產業發展歷程，鼓勵可利用生活周
遭的題材來發掘文創故事，並提供「一源多
用」的概念，可將人文創新內容發展至各種平
臺中，讓更多人看到臺灣的亮點。本報摘錄此
場演講重點。
因為工作關係，了解到臺灣科技廠商長期支
付國外廠商高額智慧財產權授權金，這樣的科
技逆差代表著，創新內容可轉換為企業所用的
明顯不足，文學院是發展「寫故事」最好的場
域學習，也是文創的根源；如何去創作好的故
事，且具商業價值的故事，並發展出人文創新
系統，是今天所要談的重點。
近日在日本上映的動畫電影《你的名字》蟬
聯日本電影排行榜冠軍和創下多項紀錄，分析
這部分電影內容後發現，其超越時空等題材雖
非創新，但所延伸故事內容、觸及人心的對
白、故事發生地點福島等，讓日本經驗從日本
國內發展到海外市場。
而臺灣所創作的《賽德克·巴萊》、《海角
七號》、《KANO》等電影中，其所講述的臺
灣經驗在國際市場中，是否有話語權是我們應
該要思考的，在臺灣與日本福島有類似事件的
應是高雄小林村遭土石流淹沒的滅村事件。同
樣對臺灣造成衝擊，卻少了後續的故事讓衝擊
延續，雖然有拍過拔河的故事，但題材如何萃
取為創作來源，讓故事繼續延續下去，可以挖

掘相關的題材，辨別該題材對當代的影響性，
發展出深刻作品如紀錄片等，這些都是社會科
學可以應用和發想的。
近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提出數位典藏計
畫，花費相當大的精力和經費，將故宮內典
藏文物建立數位化資訊，但之後的運用卻非常
少；相較於其他國家，則是利用數位化資訊，
進行相關的加值應用，發展出更多有深度和廣
度的文創內容。我認為，典藏文物數位化的用
意是要讓後代更了解歷史文化，並非只是重現
或複製；而數位典藏的發展無限，生活中處處
都是創意來源，當時沒有提出後續的授權、獲
利分配，非常可惜。
以東京車站慶祝開業 100 年紀念活動為例，
不但維持當時的設計圖，以不拆除的方式去加
蓋成四樓，建築內郵局改為商場、設有東京大
學博物館等，很值得我們學習如何在很商業的
環境裡加入文化，並保育歷史建築，將過去的
歷史和現代結合。
同樣有歷史價值的臺北北門，應在商業發展
中納入更當地或是共同記憶的文化元素，創造
屬於臺灣的亮點。周奕成承租大稻埕建築，整
修後讓微型創業進入大稻埕發展出文創聚落，
利用大稻埕本身的商業文化素材，打造出布
品、餐飲、獨立書店等複合式商場；用臺灣
1920 年代的空間與時間，進而以大稻埕國際藝
術節和國際連結。這是很好吸引國內外藝文團
體的平臺，透過小藝程、空間改造，希望可以
變成由草根發起的藝術節，集結很多有志一同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的夥伴。
創新的同時，可以思考的是
「一源多用」，從《書店裡的
影像詩》紀錄片中看到，在臺
灣 40 家獨立書店主人中的故
事中，不但行銷臺灣外，也從
「書」的題材中引起跨文化和
跨界的共鳴。雷亞遊戲公司除
了開發遊戲外，並創建平臺讓
世界遊戲好手在這平臺發揮，
並延伸遊戲概念將遊戲內的原
創 音 樂 和 美 術 內 容， 發 展 出
live 演唱會、出版遊戲輕小說、
募資拍攝電影、開設實體概念
店面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
好的內容是可以被多重應用
的，不應侷限在單一主題中。
和食料理在 2014 年登錄無形資產，將日本
的料理的精神貫穿其中；人文的創新，文化的
體蘊，是可以超越概念較為狹隘的創新，如李
安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大膽嘗試
3D 新技術，可見科技與我們是相互引領的，
同時也不能輕忽文化對於人類的影響力。
希望大家能對周遭事情保持敏感並用冷靜的
角度去推理和推論。我認為內容與脈絡是一樣
重要的，通常可被量化的事物比較沒什麼價
值，不應太過依賴和相信數據，可以透過創新
方式，將所處的社會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傳
達人文品牌。（文／劉必允整理）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學習新視界

3

教師評鑑優等獎
牛涵錚

帶領學生創業體驗

「學習不只是學歷，而是從生活去觀
察、體驗。」這是管理科學學系副教授牛涵
錚的一貫教學理念，榮獲104學年度教學優
良教師的她，永遠保持好奇熱情和多方嘗試
的重要目的是：「我想帶給學生最好的。」
牛涵錚的專長偏向行為研究，如創新管
理、科技管理、行為研究及組織行為等，她
解釋：「行為層面就我們而言就是社會科學
領域，與接觸人相關。」因此，上課內容通
常圍繞著社會環境作為主題。為了讓學生結
合實務與理論，牛涵錚除了推薦學生到業界
實習、舉辦參訪並邀請業師蒞校演講外，亦
運用學校的多元資源、與業界合作，盡自己
的能力去幫助學生，她指出，「商管學院學
生學習目標有時較不明確，但透過實際體
驗、實習，學生可以盡早了解到自己的需
求，能發展出明確的就業方向。」
課堂上，牛涵錚要求學生利用自身所學
和經驗來呈現自己的創業成果，她認為：
「假使年輕人若沒有足夠的視野、承擔問題
的能力，如何談創業？」因此藉由自行操作
創業過程，如創業內容、店面租金、批貨方
式、目標對象行銷等，希望能讓學生從中體
驗「創業」並感受社會真實面貌。
個性活潑且樂觀的牛涵錚坦言曾覺得教
學辛苦，但是看到學生的創業成果時的回
饋，又會再次燃起教學熱情，她笑著分
享，「課堂上可以看到他們自製蝶谷巴
特、批發糖果餅乾、印製T-shirt等，這些
創意的發揮變成生
意 ， 大
學生能夠做到如
此 ， 讓
我 感 到 非 常 驚
艷。」
她期盼學生能
夠 勇 於
負責做好自身管
理，未
來仍會秉持自
己教
學理念，繼
續
帶 領 更 多
學 生 成
長。（文
／ 林 妍
君、攝影
／戴先怡）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法里昂第三大學視訊說明雙碩士
21 日下午與姊妹校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管
理學院視訊，為學生說明該校雙碩士學位的
修讀、企業實習等情形。（文／胡昀芸）

陳羿郿馬翰文獲公民新聞獎
大傳四陳羿郿、馬翰文以「閱讀好處多 ‧
移工自創圖書館」獲 2016 PeoPo 公民新聞
獎之特別獎 17 日接受表揚。（文／秦宛萱）

端傳媒張潔平講新媒體趨勢
大傳系於 15 日邀請端傳媒執行主編張潔
平說明「在新媒體下如何做新聞」，講述新
媒體趨勢及分享所見所聞。（文／趙世勳）

法文系邀中央輔大交流論文
法文系於 17 日舉辦「法語多元文化研究—
碩士跨校學術研討會」，與中央大學、輔仁
大學 3 校，共發表 6 篇論文。（文／秦宛萱）

俄語詩歌朗誦賽林郁翔奪冠
俄文系於 22 日辦 105 學年度俄語詩歌朗
誦比賽，以「俄羅斯的冬天」為題，最終由
俄文四林郁翔奪得第一名。（文／李宜汀）

未來學所發表實習單位成果
未來學所於 22 日舉辦「未來學實習發表
暨招生說明會」，會中發表年會盛況及感想
外並分享實習單位及成果。（文／廖吟萱）

《翻轉幸福》鼓勵女性追夢
女聯會和員福會於 16 日合辦《翻轉幸福》
電影欣賞，希望從電影鼓勵女性，在家庭和
職場平衡中懂得追逐夢想。（文／蔡晉宇）

數位教材工作坊快報名
遠距組將於 106 年 1 月 13 日舉辦「數位
化教學工作坊 - 數位教材之智慧財產權」，
快到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文／遠距組）

產經週氣球甜點傳情
產經系系學會於上週推出的「產經週」以
「福園氣球甜點世界」為題，搭配聖誕節以
氣球傳情讓學生傳達心意。（文／簡妙如）

人物短波

蔡昀儒畫展現身東京

東方廣告董事長溫肇東於上月 10 日演講
「大地假我以文章」，說明人文創新系統，
鼓勵大家發揮創意。（攝影／戴先怡）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本校西語系校友蔡昀儒日前在日本東京之
早稲田百点塾，開辦個人「台北アリーナ
の台湾ナンバーワン！展」，以臺灣食物
為創作主題，展出16幅原創畫作。蔡昀儒發
揮自身繪畫專長，在學期間曾在社群網站
Facebook成立粉絲專頁推出動物貼紙宣導
「領養代替購買」和「節育代替撲殺」的關
懷動物理念。蔡昀儒表示，感謝大家的協助
與支持在東京開辦畫展，很高興有許多不認
識的人也來觀展，將持續努力。無法前往東
京觀展嗎？你可以在LINE貼圖中查詢「秋刀
魚躍龍門」，即可見到她以幽默視角來詮釋
秋刀魚的擬人生活。（文／本報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