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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石課程SHOW進階德語翻譯成果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26日中午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
舉行頂石課程成果展，展出學生修習進階德語翻譯課程的成果，現場展
出13張海報，每張海報除了介紹台灣美食與飲品，更將學生翻譯時所遇
到的問題與解決過程予以呈現。
系主任吳萬寶表示，在參觀其他學系的頂石課程時，並不知一個語言
學系的頂石課程該如何呈現，於是與該系助理教授顏徽玲討論，要如何
解決一個德國人來到淡江，卻什麼都看不懂的狀況？顏老師便設計題目
交由同學發想，產生了這個相關的成果展。他認為，在海報中不能只有
翻譯過程，還須加上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點提供參考，讓同學無論以後是
否從事翻譯工作，一旦有德國人來訪，皆可以當個好的導覽者並介紹專
屬台灣的特色。
共同策劃成果展的顏徽玲說明：「這堂課主要希望同學能結合所學，
真正運用在以實務為導向的層面來解決問題，而同學們除了發現並解決
問題外，也要告訴其他同學他們如何解決，同時結合外語學院所推廣的
在地化以及德文翻譯，也是一項讓同學結合多項職能的活動，並作為這
學期最後的成果展。」參展同學德文四柯欣妤說：「台灣有許多食材是
國外沒有的，在製作過程中，較為困難的是要先找到英文版菜名再研究
德文是否有相對應的字。這次若成功的話，當德國友人來時，無論是當 ▲德文系頂石課程上週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以海報展現學生修習
進階德語翻譯的成果。（攝影／劉芷君）
導遊或是地陪，都可以講解較為清楚，不會被問到時便手足無措。」

西語系跨年共饗海鮮飯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吳冠樑攝影】
Feliz Año Nuevo！西語系上月28日晚間在外語
大樓前噴泉廣場舉辦「2018吞葡萄祈願」活
動，吞葡萄是西班牙人一種慶祝跨年的方式，
12顆葡萄代表著來年的12個月，連續吞下，在
新的一年裡會帶來好運。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西語系專兼任教師皆到場共襄盛舉，陳小
雀於致詞表示，「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與大家
一齊同樂，新年新希望，祝大家的2018都能有
個亮麗的未來。」此外，同學們把祈願卡懸掛
在會場中，祈願新年新希望都能夠實現。
在進行完吞葡萄的儀式後，由西語四林俐
綺、陳星宇、徐星越組成的「青‧拉丁」合
唱團帶來表演，一連演唱「Sofia」、「Me
Enamoré」等西語歌曲，林俐綺分享，「在大
學的最後一年能有這個機會和朋友一齊表演，
讓我非常開心，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西
語三吳鈞傑、陳柏睿也獻唱2017全球熱門曲目
「Despacito」、「Bailando」，現場氣氛歡騰
開心。最後，由教授白士清料理西班牙傳統美
食西班牙海鮮燉飯（Paella）並與現場師生共
享，色香味俱全的燉飯讓人一口接一口。西語
一鄭雅文表示，「活動很有趣，沒想到在台灣
就能體驗到西班牙傳統的跨年方式。」

UH-1H 直昇機教學使用

淡江之聲學生獲正聲廣播校園新聲獎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賀！本校大傳
系實習媒體學生表現優異，多獲外界肯定！
淡江之聲參與由正聲廣播公司主辦「106年校
園新聲獎」在近百件作品中，獲得1優勝、2佳
作。另外，淡江電視台由大傳四陳姿安、黃彤
製作的「黑暗中的希望 移動書車助街童」節
目，在「2017PeoPo公民新聞獎」新聞專題學
生組中，自76件作品中入圍決賽，雖未能進入
前三名，淡江電視台仍獲頒感謝獎。
大傳四張瑀晴與法文四章婕儀製播的《繆
思新聲帶》拿下音樂節目類優勝，大傳四陳
智弘、嵇郁涵製作的《健康檢查不分年紀》獲
得廣告行銷類佳作，大傳四蕭伃庭、賈恩祺的
《心中思源路》得到佳作。《繆思新聲帶》為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潘劭愷攝影】
這幾天若經過建築系館，你應該會發現一架從
未見過的飛機身影！本校於 22 日移入一架退
役直升機 UH-1H，該機原屬內政部空勤總隊，
為救難型直升機。
本校航太系為國內少數綜合型大學能於大學
部及研究所 ( 碩專班 )，同時開設旋翼機原理
課程之學系，該課程授課教師教授王怡仁說
明，為讓學生上課時能有實機學習，在與空勤
總隊交涉四年後，終獲得全機贈與，使課程更
加完善。同時因學生興趣廣泛，他也希望藉由
本身所開設的飛機系統與工場實習課程，激發
學生興趣，進而朝此方面發展。

曾芃茵談林百貨經驗

【本報訊】文創學程「全球文化行銷企劃專
題」課程於上月 20 日邀請林百貨企劃部副理
曾芃茵，以「林百貨的文化精神展現 - 府城摩
登大遊行」為題，分享林百貨如何從曾經落魄
的日式百貨，蛻變成如今展現台南文化，讓各
地人士看見台南的文化場所。她談到，林百貨
是一群結合了商業經營者、文化工作者、社會
責任兼顧的團隊，以古蹟結合文創的方式，重
新詮釋最適合林百貨的定位。林百貨團隊將歷
史這項特色保存，並以「越在地越國際」的概
念出發，設計林百貨各層樓的主題。

富樂群建設

董事長

介紹當今美國youtuber翻唱歌手的節目，新穎
的題材不僅貼近年輕世代也深受評審青睞。張
瑀晴開心的說，感謝淡江之聲所有的訓練，奠

定下好的基本功，並感謝講師李蝶菲、指導老
師馬雨沛，及助教何嘉敏的教導，且和夥伴章
婕儀合作，是非常有默契的搭檔。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上週
於黑天鵝舉辦「師生創作展—走走、停停」
和「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成果展—創視
季」。師生創作展是「新媒體藝術」及「影像
敘事創作」兩門課程成果，同學以手繪、電腦
繪圖、攝影、動畫等不同的媒材來敘事。
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為資傳系所成
立，此次展出動畫、遊戲、網站及音像等四

組成果，動畫組同學發揮2D及3D動畫能力，
從角色、場景、建模及腳本繪製都一手包辦；
遊戲組平時的教學內容包括撰寫程式及遊戲企
劃，整套遊戲皆能由自己一手創作出；網站組
則自網站平面設計及後端管理從零開始學習，
寫出自己的網站；音像組展現了影片前製、拍
攝、後製的訓練成果，展場播放學生自己掌鏡
拍攝的MV，配合流行音樂歌詞內容來拍。。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
報導】中文系舉辦的第六
屆秋水文章詩歌創作大
賽於上月22日舉行頒獎典
禮，今年來稿量創歷年最
高，共有927件。比賽共
分為古典詩組、現代詩
組、五言對聯及七言對聯
四組，各取優勝四名，佳
作十名，由文學院院長林
煌達、中文系系主任周德
良、主辦人普義南助理教

授等人親自頒獎。
中文系系主任周德良致詞時表示，秋水文
章已成本校中文系的傳統文化之一，雖然沒
有獎金，同學們仍踴躍投稿，榮譽和成就超越
物質。頒獎典禮中有驚聲詩社的吟唱表演，吟
唱曲目有「山中與幽人對酌」、「章臺柳」，
主辦人助理教授普義南表示，舉辦秋水文章的
原因是希望能傳承文學，以互動的方式去相互
觀摩刺激，此外也帶動了系上的交流─上至老
師，下至學生，也是給驚聲詩社的訓練機會。
得獎者中文三覃佳儀分享，上了普義南老師
的課之後，對創作有更深的理解，希望接下來
也可以在五虎崗文學獎拿下獎項。

資傳系展新媒體技術成果

秋水文章詩歌賽投稿量創新高

（圖／中文系提供）

機器人運動競技賽本校奪佳績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電機系
教授翁慶昌及助理教授李世安指導的機器人研
究社，上月16日赴勤益科技大學參加2017亞洲
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在E11輪型機器人走創
意軌道大專院校A組分別獲得第二、三名以及
佳作的好成績。
該比賽項目眾多，開放參加的年齡也從國小
到大專校院學生，希望促進學校師生電機、控
制、資訊等相關技術應用於機器人之整合能
力。社長電機二林敬恆說：「這次參賽的同學

都是大一，看到學弟妹們的表現十分感動，因
為是社團的關係，參與同學除了電機系，還有
機電、會計、歷史等系的同學，對他們的熱忱
感到高興，也特別感謝喜德公司協助運送比賽
用機器人。」機電一沈欣晨分享：「透過比賽
收穫很多，且提升我們小組的能力，比賽過程
中碰到的問題，需要大家通力合作解決。」
電機系主任李慶烈表示，這類的機器人比賽
越來越多，本校也第一次以這樣的團隊走出
去，希望未來有更多同學參與比賽。

陳暐霖操盤高手賽冠軍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財金系「操盤
高手投資模擬交易爭霸賽」於11月開始，經過
一個月的廝殺，冠軍為財金碩二陳暐霖，亞軍
為財金四王逸琦，季軍為財金四林家瑋，4日
中午將於B1012舉辦頒獎典禮。
該比賽為虛擬投資，每位參賽者在一開始都
會有一千萬元的原始投資金額，並可選擇多種
投資標的，如股票、期貨等，也可利用不同的
持股方式進行。依據「總報酬率」作為排名依
據，於每日下午3時後公布競賽成績。

莊子華傳承家族榮耀

門等商埠貿易，專
營 黑 砂 糖、 橄 欖、
鷹牌煉乳、麒麟啤
酒等貨物進出口生
意，家族綿延至他
為第八世；他表示，
據說家族過去於淡
水握有土地就有
四百多公頃，現今
於北臺灣也留有許
多土地資產。小學
三年級便隨父母進
行土地交易工作，
耳濡目染之下繼承
家學淵源，培養出
敏銳的投資能力。
土木系校友莊子華關心父母雙方家族並記錄家族歷史，將家族位於迪化街 讀書學習雖對他
中街的莊義芳商行，改建成博物館供人參觀。（攝影／盧逸峰）
來說不是難事，卻
不是認真守在書桌前的學生，自認從師大附中
【記者丁孟暄專訪】來到充滿各式南北貨、
一路玩到土木系，在成績危急時還運用談判技
中藥材與茶葉的迪化街，放眼望去古老建築
巧跟教師「溝通」，莊子華笑著說：「我在學
中，座落於中街的「莊義芳商行」是本校土木
校成績沒有『蓋』好，期末時都會跟老師『協
系校友莊子華家族過往的事業基地，也是他生
商』自己可達到的成績，考前與同學討教並努
長的地方。自小優渥的環境讓莊子華深諳骨董
力達成與老師約定的成績，只要達到就可以過
珍玩、專於攝影和音樂，更收藏萬片以上音樂
關囉！」還讓莊子華印象深刻的，「大一下時，
CD 和黑膠唱片，徜徉在各套自組的音響中，
有天竹子湖下雪，全班都跑去賞雪，結果沒上
他是游於藝的生活玩家，卻也是買賣土地高
到一堂微積分，寫題目都卡卡的。」
手、水上安全高級教練救人性命的專家，他在
父母均為日本大學畢業，教育他並要求自我
有興趣事物上遊刃有餘。
負責的態度，養成他自主學習，大四那年莊子
莊子華之祖輩自八里上岸於淡水地區承租土
華主動至臺灣科技大學進修營建工程碩士、也
地予佃農，輾轉定居大稻埕從事對香港、廈

鎖定法律攻讀東吳大學法律碩士，深化自身專
業，拓展領域，將所學的知識運用在土地買賣
上，他說：「父親專攻法律專業，我原對法律
不以為意，直到真實交易時遇到挫折，才理解
父親的話，清楚法律，才知做生意的界線『什
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為了掌握家產的經營，每日追蹤觀察土地交
易情形，經年累月下來讓他對北臺灣土地資料
瞭若指掌，也熟稔相關法規，從第一次土地投
標以來，事事親力親為於尋找投資股東、與投
資者溝通、洽辦各項交易業務等。談笑風生間
展現專家能力：「我自己可以跑完如調閱土地
登記謄本等的繁瑣土地交易行政流程。」莊子
華也以等待時機享受豐碩果實，他透露，曾在
SARS 期間以極低的價格，大膽購入都會區的
土地物件：「現在想起來也會笑。」
而後，莊子華創業富樂群建設公司，在臺
北、新北、桃園一帶維持平均有 3 個建案在進
行，如淡海新市鎮、臺北市大同、內湖區、博
愛特區、合江街都更案等，他秉持著「誠信公
義」和「尊重專業」推出踏實的房子，以「一
生只能買一戶」的心情關心消費者的需求，即
使完工 15 年的建案，至今仍然提供維修；此
外，更尊重建築師的設計理念，不會因為設計
增加的成本打折扣。他認為，「建築的規劃與
設計都必須聽專家的意見，因此我尊重建築師
的設計，即便設計成本較高，只要有完整的設
計理念我都盡力支持，與臺灣活躍的建築師如
金以蓉、郭旭源等人都合作愉快。」
雖忙於新建案，但是莊子華更常在家傳的老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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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穿梭，一磚一瓦是他的童年回憶，耗時耗資
細膩修補以恢復先人在古宅中的生活樣貌，亦
整理祖輩流傳下來的文獻與古玩。他一面為我
們導覽老屋格局建材的特色，一面站在二樓窗
台前，生動描述祖母時代的女性生活細節；分
享「我應稱為伯公祖的莊清風，傳基督福音而
成為臺灣第一位基督徒殉教者，事蹟被載入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之中。」他關心
父母雙方家族歷史，為母親血緣的先祖記錄家
族史，「吳郭魚的名稱，即來自母親血緣的
『吳』姓先輩。」他也記錄祖父莊輝玉與友人
集資興建於延平北路的第一劇場等家族發展，
改建莊義芳商行成博物館供人參觀，希望建置
導覽歷史地圖計畫等。身為獨子，他有強烈使
命與責任要傳承家族的榮耀。
另外，救人性命讓莊子華富有使命感，加入
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以來頻出任務，救
命的專長甚至挽救了母親臨危一命，因而，
「體會到救人助人的回饋，更不能停止服務社
會。」至今仍擔任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
高級教練，持續每年超過 500 小時推廣救生與
自救等各項專業知識於志願服務中，更捐贈自
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於偏鄉原民部
落，亦將法律結合於救生培訓課程中，教導紅
十字會的救生員相關法律常識，學以致用。
甫連任本校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的莊子華，
日前也回饋母校認捐百萬磚興建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每年規劃春之饗宴等 8 項活動增進校友
情感，歡迎大家參與校友會活動，也樂意有更
多機會與學校課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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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視界
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
統計系教授林志娟
用說故事讓數字有意義
「一個大學
生的專注力
最長只有18分
鐘，這是經過
統計的數據。
因此，看到他
們眼神渙散
時，就要開始
說故事。」甫
獲得105學年
度專任教師評
鑑優等獎的林

（攝影／黃懿嫃）

志娟說，「統計系招收的學生有個特質，就是
數理能力都很好，如何讓同學對統計感興趣，
就是要用Story讓數字不只是數字，而是看到數
字背後的意義。」
大學唸的是應用數學，在國外先是取得數學
碩士，後來博士班改唸統計，2000年至本校任
教，這16年的教學生涯，林志娟總是站在同學
的角度來設計課程。94學年度開設一門遠距課
程「應用統計方法」，當時很少老師採用遠距
教學，談起開課動機，林志娟說：「主要是看
到進學班同學上了整天班還要趕來上課，很心
疼，下課回到家也十一、二點，一整個禮拜都
是滿堂，沒有太多時間複習功課，遠距課程可
以讓他們利用通車時間來學習就夠了。」
林志娟說，統計多是應用在資料分析，利用
軟體把網路上的資料扒下來做分析，她的學生
以財務統計居多，到特定的財金網站爬資料，
也有部份學生做預測股價，當使用者操作手機
買股票，幫他們做最佳化的建議。如何讓同學
不排斥數字和統計，林志娟總是將實際案例帶
入課程吸引同學注意，她補充說明：例如要比
較兩個手機牌A和S的消費者偏好，從美國和
英國的推文當中去收集資料，馬上就可以看
得出來，英國討論A品牌手機的推文量相較於
美國是非常少的，當同學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
候，就會快速明白A品牌手機在美國有很大的
消費群支持，至於在英國，可能S品牌會比A
品牌的支持者來得更多，在制定行銷策略的同
時，從這些簡單的數字就可以有一個非常貼進
市場的概念。
「在研究所課堂中，或者學生來請求指導論
文時，都會問：『題目有沒有做完的一天？』
我都會告訴他們，把做學問當成生活的一部
份，解決問題又可以幫助他人，當你投入的時
候，熱忱是不會被澆熄。」林志娟說，一步
一步的解決小夢想，慢慢拼湊，有一天大夢想
就會實現，「所以我都跟學生分享：如果你只
是來拿學分，那就太不值得了，如果是為了夢
想，當你坐在課堂裡面，你知道這些學問可以
更快速地達到你的夢想，縮短實現的時間，那
你就會覺得坐在這裡是值得的。」
時時鼓勵同學「做夢」的林志娟，本學年申
請休假做研究，問到是否延續一直以來的研究
方向？還是有新的領域？林志娟笑說：「我的
夢做得有點大，還在修正中，希望可以很快跟
大家分享。」（文／黃懿嫃）

學程加油讚

商業財經學分學程

想要成為財經領域的新興人才，在激烈的商
業戰場上嶄露頭角？還是在國際市場中披荊斬
棘，成為公司裡的佼佼者？或想增加技能，為
未來鋪下另一條殷實的路？為順應時代潮流，
配合國家發展產業需求，本校國際企業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特開設「商業財經學分學程」，
凡對此領域有興趣之本校大學部、進學班二年
級以上學生，並已修習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3
學分以上（含）成績合格者，且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70分以上者均可申請。此學程課程可
分為財務金融領域和國際企業領域，修習24學
分以上（含）可獲得學程認證，其中必修學分
數12分，選修課程至少修習12學分（包含財金
系至少6學分，國企系至少6學分）。國企系表
示，自97學年度第2學年度開放申請至今，已
有28位同學獲得認證，相關的作業時間及申請
方式請洽國企系辦公室（B1013）。（文／陳
瑞婧）

人物短波

干詠穎演出琴笛和鳴
通核中心主任干詠穎於上月13日在臺北國家
演奏廳出演「琴笛和鳴」演奏會，以專業的雙
簧管吹奏技巧與另外兩位知名的鋼琴及長笛演
奏家一同交織出古典音樂之美，這次表演主題
是讓樂曲如一條河流般，以不同年代所創作的
曲目帶領聽眾向前漸進，徜徉在音樂的曼妙之
中。擔任二級主管的干詠穎其實非常忙碌，如
何在公務、練琴及不定期的舉辦演奏會之間取
得平衡，干詠穎說，除了良好時間觀的培養
外，最重要的便是自我心態的調適，在處理任
何事情時都切勿急躁，一急的話可能會影響做
事情的效率及完整度。她也勉勵同學，養成提
前規劃與適當的安排自己行程的好習慣，不只
能提升求學階段的學習效率，在未來進入職場
工作時，也能讓自己持續維持在良好的工作狀
態。（文／王怡雯）
編輯／黃懿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