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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網路校園動態

旅遊二賴宜萱、張博惟於「2011
綠色博覽會」中，擔任服務志
工，主要是在諮詢服務台，負責
英文導覽項目，提供外國遊客專
業而詳盡的解說。賴宜萱表示，
參加志工工作主要是希望能發揮
所長。張博惟指出，透過這次的
志工體驗活動，不僅能應用所
學，也能學習到實務經驗，收穫
很多。（林宇濤）

   99學年度畢業典禮將在11日家長
休息區體育館一樓社團辦公室、
三樓桌球室、SG314、SG402、
SG503、SG504、SG506、SG602
及SG603進行實況轉播。同時，可
在本校各樓館電視「賽博頻道」收
看典禮情形，並提供網路直播，
在本校首頁選單「2011畢業禮讚」
點選「實況轉播」，即可線上觀
賞。2011畢業禮讚實況轉播網址：
http://cyber.tku.edu.tw/show/
graduated.htm，歡迎全校師生多
加利用。（遠距組）

　

　 擅長各種球類運動的溫漢雄，主

要負責蘭陽校園宿舍管理業務，他不僅參

加淡水校園的教職員網球隊以及蘭陽校園

的桌球、排球隊，更在2011年獲得「閃

耀蘭陽，就是愛運動」路跑賽教職員組教

職員男子組第3名軍，他笑著說：「平時

雖然沒有路跑的習慣，但都維持每週運

動三次以上的頻率，還算保有不錯的體

力。」

賴宜萱張博惟  任綠色博覽會志工 高爾夫球好手 溫漢雄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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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學位 5國外語「學識才能讓人驚訝的學者」

國際事務專家林中斌  學豐識瞻 遊刃鐘鼎優遊山林

淡江時報

   【記者陳思嘉專訪】尚未進到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所教授林中斌的研究室，就看到學生們排隊請益，他以流
利的英文和外籍生討論專題內容，精闢入理的國際情勢解
析，溫雅的談吐，以及引人入勝的話題，讓我們領略到國
際關係專家的深度與內涵。
  「比起物理，我更喜歡爬山。」因此，林中斌進入台大
地質系。隨後赴美就讀保齡格綠大學地質碩士，以及洛杉
磯加州大學企管碩士。取得雙碩士的他，在1974年發現美
國蒙大拿州靜水白金礦的第一個露頭後，原本應從此平步
青雲，他卻拋開探礦工作，欲轉所嚮往的文史哲研究時，
但朋友「既然喜歡語言，應該去學國際關係。」的一句
話，遂到喬治城大學修習政治學碩、博士學位，進而成為
國際關係領域的專家。他笑著說，「當然，當時只有30幾
歲，而且單身，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29年的旅美經驗，他未曾有過美式名字、未入美國籍，
專業的國際關係背景，很快的被延攬至政府機構擔任要
職。行事作風低調的他，雖曾任國防部副部長、陸委會副
主委，未參與任何政黨，但仍秉持自我志向，毫不戀棧地
離開人人稱羨的職務，還婉拒當時上司蔡英文為他舉辦的
歡送會，「因為，在我的生命中，還有更多值得發揮長才
的地方，像是教育。」
   離開公職後，赴淡江任教，「因為這裡學風很自由，可
以有所發揮。」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賢說：
「林老師最大的特質就是專心、深入、了解，而且全心投
入，所以無論在地質、國際關係、甚至生活文化，都是極
富內涵和深度。而他的上課方式都相當的具有啟發性，他
教同學如何思考，把思考內化成觀點，所以林老師是一個

讓人感到驚訝的學者，驚訝在於學識才能。」戰略所碩二
馮英志表示，「老師上課總是關心學生，會以各種角度強
化我們的思考面向，而且老師很注重禮儀，他認為這很重
要，對我們出社會是有幫助的。」他鼓勵學生，英文很重
要，要多花點時間在語言學習上，同時要注重禮儀，因為
這是全方面的，可以改善人際關係，也是最實用的部分。
   對生活大小都傾以關注之心的林中斌，讓他將研究焦點
轉到「全球磁變」上。他解釋「全球磁變」：「1831年，
人類第一次在加拿大找到磁北極。第二次1904年再定位
時，磁北極已在七十年間移動四十公里。目前磁北極幾乎
沿直線向西伯利亞加速移動，每年移動十至四十公里。地
球磁極移轉，牽動地球磁力變弱。」因此從新聞中看到魚
群集體死亡、鯨魚海豚擱淺，候鳥偏航、天坑現象、交通
事故、暴動事件、自殺及傳染病等，他認為，這些現象或
許和太陽活動及地磁變動有關，「因為這些都是敏感的高
科技儀器，當全球的磁力環境弱化時，他們可能因此受到
干擾；而人的心臟其實和太陽活動息息相關，太陽磁爆如
果愈來愈嚴重，人心也會愈浮躁，特別是全球氣候極端化
現象。」他嚴肅地說道：「很多事實在發生，我們必須承
認並正視。」他表示，很多災難其實可以事先預防，而且
應該在災難的過程中有所反省，每個人都可以為地球盡一
分心力，「就從把自己的心平靜下來做起吧！」
   林中斌精通英文、德文，自修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
文等語言，他謙虛地說著，「我學語言沒有竅門，就是下
苦功。」每天如同牙牙學語般，一字一句的勤背練習，拿
出他大三時所讀的《Newsweek》（1963年），紙張的泛
黃，密密麻麻的註記，看出他認真、努力的精神，靠著

不投機取巧，專心看待生活中的大小事
物，讓他取得5個學位的榮耀。而他豐富
的學識，健談風趣的話題，這些都是林中
斌從廣泛閱讀興趣中得來，同時他也熱
愛古典樂、攝影、藝術作品、電影等，並
曾舉辦過攝影展，被比喻為「業餘中的專
業」。問他有沒有特殊的心法，他想了想
並笑著說，「因為世界的變化很快，每個
人都有專屬自己的心靈避風港，而藝術可
以使他從中獲得力量。」
  年屆古稀的他，開朗的笑容，絲毫讓人
感受不到歲月的痕跡，很難想像，他從
小身體病弱，甚至被認為養不活，但林中
斌仍以樂觀的態度面對，克服了在幼年、
少年、中年4次健康危機，他靠著奮鬥，
換來健康，也因為先天不足，所以他比別
人更注重飲食和運動。他也感恩有這樣的
磨練，「這是一件福禍相倚的事，如果沒
有這些磨練，我不確定是否能更好。」所
以，他比任何人都要珍惜當下，「我們要
對遇到的事情感到幸運及感謝。」
    林中斌經歷多變，從探礦到國際情勢專
家，從高官要務到學校教授，他專注致力於
學術、健康、藝術等深入研究的精神，令人
敬佩，他享受生活當下的每一刻，滿足於簡單的生活，以
自我力量活出閃耀生命的人生。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全球
化政治與經濟學系於上月31日邀請民主進步黨
黨主席蔡英文以「雪山論政－蘭陽青年學子
V.S.蔡英文」為題發表演講，宜蘭縣縣長林聰
賢等人蒞臨參加，並吸引媒體採訪。
   蔡英文對於蘭陽校園的印象是遠離塵囂，可
以專心於課業，並讚許大三出國制度及全英語
教學，她表示，這是台灣教育上的新體驗。她
以自身經驗為例，「當我第一次繳交英文報告
給美國研究所教授時，他只回了我一句話，這

不是真正的英文。」因此，她認為，學習語言
不單是能夠聽說讀寫，要全面化的學習，更重
要的是了解語言代表的文化意義和思考邏輯。
而蘭陽校園的大三出國制度可以強化台灣學生
所缺乏的國際化經驗，和異地獨立生活的能
力。
   蔡英文與師生暢談海外求學時的經歷及分享
舒壓的方式，她表示，因面臨全球化時代的來
臨，學生課業壓力很大，建議學生，要找到適
合自己排解學業壓力的方式。現場發問踴躍，

批踢踢實業坊的宜蘭版版主也到場將網友的問
題，經彙整後提出，蔡英文逐一解答獲得肯
定。
   最後她建議，要培養跨領域及溝通的能力，
以能適應各種環境，並且加強自身的文化素
養，透過藝術的薰陶，以擴展視野。旅遊四廖
祥恩表示，「這次的演講幽默精闢，令我印象
深刻。」政經四施仁懷表示，「演講內容貼合
時事，更提供我們畢業生很多未來的方向。」

統計系問卷設計競賽                            獲獎    

多國交流國關理論與全球發展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國
關理論與全球發展（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Global Developments）」學術研討
會，將於9日（週四）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由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及中華民國國際
關係學會共同主辦；將邀請政治大學副校長兼
國關學會理事長林碧炤、總統府資政暨本校大
陸所教授蘇起等蒞臨開幕。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這是國關學會
的年會，第一次由私立學校主辦，特別感謝本
校國際研究學院各所的合作與努力，同時希望
藉此活動提高全院的學術聲望。研討會將有來
自印、日、蒙古、香港等國際學者共襄盛舉，
主題包括「中國與亞洲」、「世界趨勢」、
「日本的轉變」；圓桌會議主題則為「台灣與
世界」。將有國內外24所學校、250位人士參
加，並發表100多篇論文。

理學院畢業論文展現成果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在畢業
典禮能讓家長看到應屆畢業生的學習成果，
理學院將於10日（週五）上午9時至11日（週
六）下午2時，在科學館大廳舉行「畢業論文
展」，展示數學系、化學系、物理系約60篇論
文，並從各系的參展論文中，各選出院長獎1
名，分別頒發獎金2千元，以資鼓勵。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藉由論文展除分享
學生的學習心血，也能提供研究成果的意見交
流，希望全校師生及家長都可以來參加。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
主辦「第五屆問卷設計與統計資料分
析學術競賽」結果出爐，問卷設計組
第1名由問答隊獲得，統計資料分析組
第1名從缺，第2名是分達隊，第3名為
幾慢扣隊，另有佳作Heartbeat隊和派
大星隊。2日於B701舉辦頒獎典禮，邀
請統計系系主任溫博仕頒獎，溫博仕

表示，透過這樣的競賽活動，讓同學
們有實作的機會，不只是課堂中紙上
談兵，並且應用所學。
   問卷設計組冠軍問答隊隊員統計四
許舒嵐表示，本次設計是從地球永續
經營的議題作為研究動機，以「淡江
校園垃圾分類回收概況」為題設計問
卷，能得獎很開心，會再繼續努力。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首度開
辦「暑期企業實習方案」，於今日（週二）報
名截止，凡是大三升大四的學生（以企管系
優先），皆可報名，並於8日（週三）至10日
（週五）12時至15時，在H111、H112、H113
辦理甄選面試活動，通過甄選者將在7月1日至
8月31日暑期期間，進入知名企業實習。詳情
內容請洽系辦公室，校內分機2678。
  本次參與企業有遠雄集團、永光化學、科見
美語及智邦科技等多家企業，企管系系主任洪
英正表示，這是企管系首度與企業產學合作所
開辦的企業實習課程，希望藉此提升學生的就
業競爭力，讓學生以實習的角度，了解企業實
務內容，鼓勵大家要珍惜這實習機會。

教務處探討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為協助
各系所即早準備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將於15日
中午，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及蘭陽校園
CL408室，採同步視訊方式舉辦研討會。將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出席人員包括三位副校長、
各教學一、二級單位主管、各學系教師代表2
名等，預計約有200人將與會。
   研討會將以「如何將基本素養融入系所專業
課程」及「如何檢核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達成度」為題，分人文社會、理工、商
管、通識及蘭陽校園等領域，並由各領域的系
主任將自己的教學心得，以簡報方式分享，與
其他同仁一同研討座談。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未來學研
究所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將於10日（週五）
上午8時，於SG316及SG317，舉辦「通識社會
科學的教與學暨全球／在地趨勢與變遷學術研
討會」。邀請5位國內社會科學專家，探討大
專院校的社會科學之教與學。
   未來所所長鄧建邦表示，本校的社會科學系
所比自然科學系所少，但校內同學對於社會科
學、通識課程的參與度相當熱絡，希望藉此研
討會與校外專家學者交換意見，找出困難點及
未來需求，進而改善，使社會科學能更貼近新
世代的趨勢。此研討會開放全國研究生投稿近
20篇論文，鄧建邦表示，本校並不希望侷限於
校內，透過這種跨校性、跨學科的管道，讓參
與者更多元，讓更多人有機會能發聲，也希望
讓政府、社會有更多省思。

通識社會科學教與學研討會登場

校園健康人物 壓力，所以在生活與工作之間必

須創造一個平衡點，運動就是忙碌的

生活中最好的潤滑劑，不但可以提高

生活品質，更能使人正向思考並勇於接

受各種挑戰。」

   面對平時繁雜的公務，他認為，運動

可以找到一個抒發情緒的方式，也是釋

放壓力的管道。他希望能將這個好習

慣持續下去，達成「要活就要動」的理

念。（文／林宇濤、攝影／李鎮亞）

   林中斌對人生從一而終的專注及全心投入，令人敬
佩。（攝影／曾煥元）

   愛運動的溫漢雄年輕時熱愛

籃球、網球等運動，他認為不

同年齡有適合的運動，不但要

考量自身的體力、財力及生活

習慣，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恆。

   近年來，他最喜愛的運動是

高爾夫球，即使工作再繁忙，

他還是會抽空跟三五好友打

球、談天。他說：「現代人不

但工時過長，生活中又充滿各種的

蘭
陽蔡英文         暢談海外求學經歷雪山論政

   上月27日福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副廳長孫希有率團來校參訪，並在建邦創
新育成中心會議室 （R103）進行座談，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右排右一）、研
發長康尚文、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右排右三）也一同與
會，會中本校創育中心廠商進行簡報並與來訪人員交流，分享與本校之產學合
作經驗。（文、圖／曾煥元）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
導】資傳系一年級生為了感謝
學長姐曾為新生舉辦迎新、宿
營等活動，上月31日在覺軒花
園教室舉辦「第13屆資傳系期
末舞會」表達感恩。活動當天
要求所有參加者須穿著復古服
裝，如90年代的圓點裝飾，或
吊帶褲等，讓大家進入「回
憶」的時空中。
   舞會副總召資傳一曾竹吟表
示，本屆主題為「BACK TO 
IC」，以同學會為故事背景，
以開啟「時空膠囊」為引，分
享大家心中的小祕密。共製作
6幕戲劇內容，在每場中包含
歌舞串場表演與中場遊戲等，
內容豐富多元。
   資傳二陳侑伶表示，這次表
演很精彩，並且很有創意，舞蹈及短劇很有趣，能感
受到他們的用心。

                              談投資理財經驗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商學院於1日（週三）邀請知名
財經專家許啟智，以「投資理財經
驗談」為題，介紹自己投資理財心
得與經驗。許啟智表示，成功人士
須具備四種投資：知識、人脈、理
財與膽識。他認為，同學們要多吸
收各種屬性的知識，勤閱讀，並試
著解讀各種資料，以累積知識的廣

度和深度，同時也要精進自己的專
業及興趣，培養自己成為該領域的
重要角色。他建議同學要及早規劃
理財計畫，可以從績優股的投資開
始，在股票市場中學習操作。
   許啟智分享他多年的理財心得，
如：生活從「儉」開始，記錄支出
項目，了解自己的消費習慣，以利
於做好長遠的財務規劃。他建議同

學在求職過程中，以3到5年時間，
去評估公司的成長性，瞭解自己想
要的發展空間後，擴大工作價值，
讓自己成為核心專家，以發揮職場
上的不可取代性。產經三王郁絜表
示，在這次演講中，將理財觀念生
活化，而不是課堂上的理論，聽完
後會想嘗試股票操作。

 復古服飾秀創意  

文錙盃學生書法賽  絲凱郁奪冠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第三屆
「文錙盃學生書法比賽」1日在文錙藝
術中心舉行頒獎，頒獎人之一中文系
系主任張雙英表示，這項活動舉辦到
第三屆，規模也越來越大，很高興同
學們對傳統書法藝術有興趣。
   奪得第1名的中文碩二絲凱郁表示，
已連續參賽3年，也參與許多校外的比
賽，寫書法是自己的興趣，未來會繼
續往這條路邁進。

   另外，有許多各系的同學參賽，第2
名的電機二林渝翔表示，是從第2屆開
始參加比賽，以前有學過書法，對書
法很有興趣，所以想來挑戰看看。
   評審期許希望參賽同學對於各種筆
法、風格的呈現可以再多練習，在書
法的造詣上更精進，「期待下次有更
多書法高手前來比賽，呈現更多不同
的書體與筆風。」

企管系甄選暑期企業實習生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體
育室上月27日在體育館舉辦「教學
知能成長研習會」，由體育室主任
蕭淑芬開幕致詞，邀請體育室副教
授暨國家A級籃球裁判張弓弘，講
解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最新修改的籃
球規則，及邀請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執行祕書黃文智，分享性別
平等與體育教學。教學示範中，由

98學年度優秀教師體育室教授謝幸
珠教授和講師蔡忻林，於舞蹈教室
分別示範階梯有氧和團體體能間歇
循環課程，並表揚義務推廣體適能
促進班的教師。
   蕭淑芬表示，本校體育課程平均
每學年開設311個班，課程規劃分
為基礎班、進階班到證照班，提供
多元化的選擇。由於體育課程是所

有學科中跟學生接觸最頻繁的，而
且相當多的技能都要透過肢體的接
觸來達到學習效果，性別平等的概
念尤其重要。
   體育室講師李欣靜表示，這次研
習會的內容很充實，尤其是實作課
程有相當大的效果，肌力有充分運
動到。

福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參訪本校

   資傳系大一生穿著復古服飾，上台展示，讓現
場氣氛熱絡。（攝影／洪聖婷）

財經專家許啟智

資傳系感恩舞會

  體育教學知能研習 融入性別平等概念「垃圾分類回收」

絲凱郁

827-3-02.indd   1 2011/6/7   上午 09:2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