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為介紹國內外優良數位學習教材
與課程，並結合認證精神為題，本
校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於30日在I501舉辦「數位學習優良
教材與推廣經驗分享研習」。同時
對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人才培
訓及推廣服務計畫專案目標「數位
學習推廣與服務」之期中成果進行
分享，邀請對數位學習有興趣之教
師及同仁踴躍報名參加。詳細活動
訊息，請參閱遠距組網頁（http://
nco2.learning.tku.edu.tw/index.
php）。（遠距組）

廈大鄭若玲來校研究兩岸高考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為加
強學生的專業科目學科能力，推出工學院及全
創院「專業科目基礎課程加強班」。週一至週
四，在指定時間及地點進行課後輔導。工學院
針對建築設計、工程數學、結構學、應用力
學、熱力學等科目；全創院則以作業系統、網
路與通訊、財務管理、觀光消費行為等科目，
於課後進行輔導。開課詳情、時間及地點，請
洽學教中心學發組劉欣怡，校內分機3531。

會計週活動精彩增企業參訪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會計週於5日
在月亮咬一口前熱鬧開幕！舉辦卡拉ok賽、
保齡球賽、楓言楓語傳情等活動。會計系系學
會會長會計三戴逸嫻表示，今年還增加企業參
訪，讓同學可了解會計師事務所內部運作，提
早為畢業做規劃，「並透過會計週能連繫同學
感情，希望也能在企業參訪中有所收穫。」

婦女節賞析黑天鵝

【本報訊】中文系女性文學研究室為慶賀婦
女節，於8日晚上6時10分，在L301舉辦《黑天
鵝》電影欣賞，會後討論女性自我的成長與追
尋。本次活動承辦人中文系助理教授黃麗卿表
示，希望藉由本部電影，探討人性光明面和黑
暗面掙扎外，並希望藉此了解真正的敵人，及
在面對壓力時要有挑戰自己的勇氣。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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綽號小飛的產經碩二楊安瑜給人
陽光般的健康印象，熱衷健身的他，擁有
健美的身材和結實的肌肉，問他如何辦
到，「當你每天都持續做相同的事情時，
那你就會成功！」楊安瑜認真地說道。
高中時熱愛籃球，因想讓自己在球場上
有身材優勢，因此他制定「強健體魄」的
目標，開啟了每日健身計劃。楊安瑜從仰
臥起坐和伏地挺身開始，也會上健身房

用重量訓練鍛鍊不同肌肉群，在每
日不間斷努力下，展現出結實健壯
的身材，也在碩一時參加本校的水上
救生社，並考取救生員執照。他分享
健身訣竅，「每天要分開訓練不同部分
的肌群，從輕量開始調整，最重要的是
『循序漸進‧量力而為』，且為了讓肌
肉獲得充分的休息，盡量不要熬夜，並
少碰油炸物和有糖飲料。」
變壯後的他在籃球場上比較容易卡位，

本校輔導員方將任考取丙級廚照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專任輔導員
方將任考取中餐廚師丙級執照，
他表示，雖然擔任心理諮商師，
但內心藏不住對餐飲夢想，所以
利用休閒時間準備餐飲證照考
試。他不侷限自己，要再開創事
業第二春，滿足自己未竟的夢
想。平常的他最喜歡煮雞湯給家
人、朋友品嚐，他笑著說：「未
來退休後也許會開家小吃店。」
（謝孟席）

61教學助理獲獎勵 微型教學小組演練增實力
校長張家宜（前排左四）與優良
教學助理合影。（攝影／林奕宏）

教發組已在「教學知能培訓室」（I301），增設微型教學設備，提供全
校教師及教學助理申請使用。（圖／教發組提供）

亞洲研究所數位碩專班 體驗臺灣之美

（文接1版）遠朋數位碩班歡迎茶會已
於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並歡迎15
位來自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厄瓜多，
與多明尼加等8國學員。
張校長開幕致詞表示，感謝外交部給
予機會，對該班學員開辦以西語教授亞
洲事務的課程，淡江在三化教學理念的
經營成果，並基於遠距教學的經驗累積
和準備下，欣然接受這樣的挑戰，並勉
勵學員們要用功讀書。
尼加拉瓜大使達比亞當天以學生家長
身分致詞，並親切以中文向校長問候。
他讚譽淡江是「美麗的天堂」，「很高
興各位學員能成為淡江的一份子，未來

大家以淡江為榮。」
該班學員是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區的官員、外交人才菁英、政黨要員及
企業經營者等共同組成。學員之一的尼
國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國際政策研究專員
卞洛培表示，因為想更了解亞洲事務，
尤其是臺灣與其他國家的政經關係，而
淡江提供的課程具全面組織性，「很期
待來上課，並會深入學習，未來更希望
能繼續開辦。」
茶會結束後，學員於開學週內在校研
習面授課程，另參訪臺北101、紅毛城等
地，在課堂之外認識亞洲文化，及體驗
臺灣之美。

（文接1版）此次參訪的推手之一馬
來西亞留臺淡江校友會會長彭慶和說：
「這次張校長來馬行程中，能拜訪馬國
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與拉曼大學
簽約為姊妹校、及參訪馬來亞大學等，
這是項突破，其他私校都不曾有過此經
驗。」並表示很高興張校長等人能親自
拜訪馬國，除有助於淡江在該國文教社
團知名度提升，最大的收穫就是，更凝
聚校友向心力，也讓校友會更具號召
力。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認為，
此行受到禮遇及熱情接待，當地校友資
源的整合是很大的關鍵。
馬來西亞留臺淡江校友會晚宴席開16

桌，準備精彩表演活動與校友們同歡，
並邀請張校長等多位貴賓敲鑼，象徵
2012年淡江雙年會推介開跑。而18日馬
來西亞留臺聯總將改選總會長，會計系
校友暨馬來西亞留臺聯總署理會長的李
子松參與競選，張校長特在晚宴中授旗
打氣。彭春陽表示，留臺聯總是臺灣各
校校友會在馬國的聯合組織，期望當選
人能增加本校與馬國教育交流的機會。
面對今年8月即將舉行的世界校友雙年
會，彭慶和表示，歷經這4個月來的推廣
再加上張校長親自來訪，「因此預估可
突破6百人，希望達到8百人的目標，讓
淡江的旗號能穩穩地插在馬國上。」

馬留臺校友會16週年 校長造訪凝聚向心力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教發
組於6日至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100學
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期初會議，本次共分3梯
次，會中說明本校教學助理制度、介紹微型教
學外，並表揚「100學年度第1學期優良教學助
理」共61名，由校長張家宜頒獎。張校長致詞
表示，淡江是所教學型大學，在教學上花費相
當多心思，也很重視教學助理的培訓，以幫助
教師教學、促進學生學習；並感謝教發組支援
教學助理，幫助助理提升教學能力及技巧。
相較於上學期的會議內容著重在宣導兩性平
等及身心障礙生的教學注意事項，本次則以
「微型教學」為重點項目。教發組助理林姿
均表示，微型教學是實際教學的縮影，主要是

蘭陽校園應林美社區邀請，於上月28日參加林美社
區101年「低碳世紀 森活做起」植樹活動。本次活動
負責人蘭陽校園學務業務課外活動組吳舒絹表示，林
美社區每年都有舉辦植樹活動，今年特別安排熱舞社
開幕表演、7名陸生等一起協助。廈門陸生資創一張斯
琦表示，這是她的社區服務初體驗，很開心能參與這
次活動，希望能多舉辦這樣的活動。
另外，本學期的帶動中小學計畫中，於9日由書畫社
前往龍潭國小匏崙分校帶領小朋友繪畫、志工服務隊
則是到三民國小教授英語課程。吳舒絹表示，這是延
續上學期計畫，但因布袋戲社人手不足、童軍社另有
行程，所以這學期只有志工服務隊、書畫社，另外有
瑜珈社會到林美社區進行瑜珈教學活動。（文／楊志
偉、圖／蘭陽校園提供）

教師上臺教學演練並同時錄下過程後，立即檢
視自己教學不足之處，也藉由同儕間的討論回
饋，協助找出教學缺失，利於精進教學技巧。
教發組組長宋鴻燕期許教學助理，可多善用
教發組所提供的相關資源，進行交流以能隨時
調整教學模式，增強教學實力，如參加教學專
業課程培訓、期初會議中邀請資深優良TA分
享教學經驗，和使用教發組網站上的「TA專
區」等。
教發組已在「教學知能培訓室」（I301），
增設微型教學設備，歡迎全校教師及教學助理
申請使用，使用須知及申請方式請見教發組網
站（http://tpd.tku.edu.tw/index_c.aspx），或
洽承辦人林姿均，校內分機2121。

中研院院士朱國瑞蒞校演講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邀請中
研院院士朱國瑞蒞校演講，將於13日（週二）
下午2時10分在S215以「The Electron Cyclotron
Maser–Relativity in Action」為題開講。朱國
瑞為國際知名物理學家，致力於高頻電磁波
物理與新型毫米波源之研究20年，曾獲得國科
會物理傑出研究獎（1986-1995，共五屆）、
中華民國總統科學獎、行政院傑出科學與技術
人才獎、國科會五十科學成就等學術榮譽。其
研究成果深受國際重視，使臺灣在世界相關領
域研究中佔一席之地。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表
示，能邀請朱國瑞來演講，除拓展系上師生視
野外，也希望藉由演講中最新研究成果的分
享，提供新的研究課題和解決方法的啟發。

經濟英文日文3系參訪北京高校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經濟系系
主任莊希豐、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及日文系系
主任馬耀輝3人，於上月17至19日遠赴北京進
行招生宣傳和文化交流，對象包括北京理工大
學、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清華大
學等北京地區重點大學。同時也力邀大陸各校
的外語系所，參與本校外語學院將於6月舉辦
的「2012年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
蔡振興表示，就招生議題及交流活動，各參
訪高校均表示支持，並將予以協助，具體事項
持續研擬中。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系主任趙璟
璐，對陸生來臺讀書表示高度興趣並樂觀其
成，且將宣傳本校經濟系碩士班。

歷史系校友各地廣蒐史料

化的研究基礎要感謝《希臘羅馬史》的課程，「課程中，
老師不只是唸過課文就算了，他都會用『why』來鼓勵我
們思考，問我們什麼是歷史，也希望我們不要用死背的，
而是需要用社會科學的方式去思考與探索，探索史料背後
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因在故鄉蘆洲成立「河上洲文史工作室」，利於地方的
文史調查工作。在蘆洲國小百年校慶時，前去幫忙的楊
蓮福意外發現鄧麗君是蘆洲國小第20屆的畢業生，如獲至
寶的他，開始著手進行鄧麗君及蘆洲的田野調查，也蒐
集了鄧麗君的唱片、電影等相關產品，自民國89年起，積
極推動「鄧麗君文化在蘆洲」的相關活動，如出書《戀戀
蘆洲情─鄧麗君在蘆洲的歲月》；協助蘆洲國小成立校史
館及鄧麗君文物室；也主張保留鄧麗君舊宅規劃為鄧麗君
紀念遺跡；並將所蒐集的鄧麗君作品借給鄧麗君文教基金
會建檔。隨著蘆洲捷運站的開通，民國100年6月在蘆洲捷
運站出口舉行鄧麗君銅像揭幕儀式，面對這些年來的推動
工作，他表示，「兩岸三地都熟悉的鄧麗君，卻不知道她
的成長地是蘆洲，這裡也是她的音樂啟蒙，因此藉由此巨
星的介紹，結合文化、歷史、家鄉和旅遊，讓歌迷或觀光
客隨著鄧麗君的成長軌跡，了解蘆洲特色，進而推廣蘆
洲。」
隨著地方文史工作的深入，他發現百年以上歷史的蘆
洲，有著地方特有的宗教民俗和廟宇古蹟，因此，楊蓮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福催生「蘆洲古厝文化園區」、協助並參與蘆洲
當地古厝的古蹟修護工作，也出版《蘆洲古厝的故
事》，詳述蘆洲的文化特色，如湧蓮寺與廟口形
象商圈、蘆洲李宅等重點建築的歷史沿革和故事，
並且深入兩岸宗教民俗的研究，及參與兩岸交流活
動。民國100年11月的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中，他攜
帶300多冊圖書參展，其中新書《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一套33冊，受到廈門大學出版
社等大陸出版機構的興趣，套書內容含括佛教經
卷、少林拳術、民間神話、玉匣記、萬寶全書、火
燒紅蓮寺、洞冥寶記等，書中呈現的文物圖片，有
當年的紙幣、旗幟、徽章等三百多件珍貴史料，都
是他歷經十多年收藏的「寶貝」。楊蓮福笑著說：
「應該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有一股力量讓我將臺灣
的本土文化及民俗，一點一滴的推廣到大陸，以潛移
默化的方式，達到傳播歷史及兩岸交流的目的。」
楊蓮福說：「我讓自己的定位，是從史料的收藏
家，到至今的文化推動者。」他從歷史中發現新議
題，以豐富的史料、科學化的分析，讓歷史走出沉
睡時光，進而喚起大家的記憶。他的下一步，是會將
蒐羅的文物史料數位化，希望能規劃完整的漢學資料
庫，以圖像和內容保留文化資產，讓大家都能窺探歷
史之美。

楊蓮福將自己的定位，從史料的收藏家，到至今的文化推動
者。他從歷史中發現新議題，以豐富的史料、科學化的分析，讓
歷史走出沉睡時光。（攝影／林奕宏）

楊蓮福開展地方文史工作 深耕故鄉挖掘蘆洲特色

【記者林俞兒專訪】走進歷史系校友楊蓮福的辦公室
中，映入眼簾的是細心收藏的文物史料，龐大卻不紊亂的
各種文物蒐藏品，均細心的使用夾鏈袋，放滿書櫃、辦公
桌及椅上，彷彿置身文物陳列館。他表示，「我的歷史研
究特色就是『專業化』及『特色化』，尊重歷史並發現地
方的人事物。」
提到與歷史結緣的開端，是爺爺的身教言教深深影響著
楊蓮福。在他的記憶中，平時的爺爺除了常講述歷史故事
外，也喜愛撰寫文章、研究歷史，他笑著說，「其實我是
考取淡江西語系，但剛好當年轉系的新規定，讓我只學了
一天的『¡Adiós!』，隔天就到歷史系報到了，或許就是
注定要和歷史結下不解之緣吧！」
儘管熱愛歷史，在當時限於歷史工作的狹隘，畢業後他
以語文為方向，取得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原本希望
藉此拓展工作領域，卻在友人的央求下幫忙規劃文化古蹟
系列叢書時，展開地方文史工作的研究之路，「當時，在
規劃那套叢書時，發現到臺灣本土書籍的不足，所以民國
85年成立博揚文化公司，希望能以出書紀錄的方式，來保
存、推廣及呈現歷史。」楊蓮福不希望只是單純的紀錄研
究而已，為了能讓歷史更完整呈現，他以第一手資料的蒐
集和研究為目標，不僅在臺灣廣蒐史料外，還遠赴美國、
大陸等地蒐羅文物史料，並且條理性分析史料後，系統化
的出書，希望讓更多人了解臺灣歷史。他表示，這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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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對輸贏的得失
心太重，所以比較少
打，反而透過重量訓
練增加耐心。他
笑著說，「現在
最大的好處就是
穿衣服時變得很
挺，出門用牛仔
褲搭配T恤就很好看
了。」下次在重訓室或游泳
池遇到小飛時，不妨可以和他交流一
下喔！（文、攝影／林奕宏）

服務中小學 開跑
林美社區 植樹

工學院全創院 基礎科目加強開班

人物
園健康

陽光健身壯男 楊安瑜

蘭陽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教政所邀請廈
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鄭若玲，至本校研究大
陸與臺灣的考試制度，並進行兩個月的短期交
流。教政所所長楊瑩表示，因開始招收陸生，
需要了解大陸高考制度的考試方法及招收學生
標準，「而鄭若玲在研究兩岸考試制度的議題
上相當專業，在半年前就著手邀請她來臺交流
的事宜。」
鄭若玲主要研究大陸考試制度、考試公平以
及高等教育理論與歷史，並曾前往美國聖母
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除來臺研
究考試制度與蒐集相關學術資料外，她也參與
「比較高等教育」課堂的講學、參觀大學入學
考試中心及進行既有文獻的蒐集。鄭若玲表
示，臺灣的考試制度較大陸走在前頭，現在大
陸逐步開始多元招生，面對公平性及效率等問
題，臺灣值得借鏡，「比起歐美地區，因臺灣
和大陸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在多樣化招生制度
下，會有共同的問題，如臺灣的考試引導教學
與大陸的高考指揮棒現象，這是讓我有興趣來
臺灣研究高考制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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