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承辦的
「2011國際化學年」因各界反應良好，理學
院院長王伯昌繼續爭取到國科會經費與相
關企業的支持，再次擔任化學下鄉活動計
畫主持人。王伯昌表示，這次主要是延續
行動化學車活動，以「化學趴趴走」為主
題，前進臺灣偏鄉地區，讓偏鄉中學生能
動手體驗生活中的化學，感受化學樂趣。
   首站於上月26日在新竹市內湖國中起跑，
活動當天，新竹市長許明財致贈感謝狀，
中國化學會理事長鄭建鴻、中國化學會秘
書長劉陵崗、中國化學會副秘書長洪克
銘、張昭鼎基金會董事長廖俊臣、張昭鼎
基金會執行長張敏超等都到場參與。化學
下鄉辦公室執行秘書暨化學系校友高憲章
表示，目前已接獲很多學校的聯繫，預計
今年度將完成30至40所偏鄉學校的走訪，同

時也會提供此次實驗教材，讓偏鄉教師充
分利用教學資源，以深化化學教學。
   高憲章表示，特將行動化學車設計改
裝，以實驗室常見的三角燒瓶為識別設
計，以展現化學動手做的涵義。而這此實
驗內容有部分調整，因此安排「屬於我的
洗手乳」、「咖哩偵探」、「爆發吧！熔
岩」、「七彩小蝌蚪」等生活化的實驗；
還有魔術表演、大型海報介紹生活常見的
石化產品的原料，高憲章希望學生可以藉
由親手體會、實際操作實驗活動、海報內
容等，增加化學方面的知識並進一步將其
用在日常生活上，提升對化學的興趣。
   高憲章呼籲，此次化學下鄉活動，需要
志工的協助，歡迎有興趣、服務熱忱及喜
歡與小朋友相處的同學和在職人士踴躍報
名參加。詳情請洽化學下鄉辦公室助理謝

韋 毅 ， 校 內 分 機
3165，聯絡信箱：
iYC2011@www2.
tku.edu.tw。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教
科系將於11日（週五）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2教育科技創新
應用與發展趨勢」研討會，將由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開幕，並邀請
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
所講座教授黃國禎、資策會數位教
育研究所副所長林立傑與會。研
討會主題為「無所不在學習」，並
包括「Mobile相關研究」、「行動
學習科技趨勢與應用」、「行動

學習－M化教學應
用」和「行動學習

於數位產業之應用」等研討專題，
將由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教科系
系主任張瓊穗、教科系教授李世忠
與教科系副教授黃雅萍等人主持。
張瓊穗表示，此次邀請來自產學界
專業人士，希望能融合教育與新科
技，透過學術與業界的互助，提升
行動科技的深入運用。此外，另安
排教科系回顧活動，由多位教科系
優秀系友分享職場經驗。意者請至
本校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
tku.edu.tw/）報名，報名截止日為
明日（8日）。

   【記者莊旻嬑專訪】2012年3月，一年一度的臺北國際電玩
展上，最受人矚目的是，遊戲產業振興會舉辦新舊任會長交接
儀式，新任會長暨本校電算系（現為資工系）校友張厥猷甫上
任便積極推動遊戲分級制度。他笑著表示，只要有建全的遊戲
管理方式，家長才能放心讓孩子玩遊戲，才有機會培養遊戲專
業人才。
   他在淡江的生活，是將大學三必修學分「戀愛、學業及社
團」發揮得淋漓盡致。課業上不僅名列前茅、參加跆拳道社練
到黑帶，並在淒風苦雨的天氣下，提著一袋零錢站在男宿的投
幣式電話機前和女友聊天，也經常和朋友騎車到淡水淺水灣出
遊，他回憶說道，「不過印象最深的就是課業真的很重，每個
老師都以高標準來要求我們，所以大家都拼命唸書。早期淡江
電算中心的設備領先其他學校，那時我也在那裡擔任工讀生，
所以『玩』得很開心，也學習到寫程式的技巧。」
   提到遊戲，滔滔不絕的張厥猷，分享起他的遊戲生涯，畢業
後的首份工作是在臺灣的美商玩具公司美泰兒（Mattel）的遊
戲設計公司開發apple2的遊戲軟體。離開美泰兒後，開始往辦
公室自動化、工廠自動化等領域發展：張厥猷與朋友創業、加
入剛成立的智邦科技拓展全球市場及成立美國智邦公司，最
後進入在臺剛成立的臺灣微軟，40歲時從臺灣微軟退休，「那
時每天幾乎工作到半夜2、3點，第1年就要舉辦超過180場研討
會，還被稱為工作狂，不過也因為這樣收穫很多，認識很多業
界的好友與講師。」
   從臺灣微軟退休後的張厥猷認為這是人生的起點，因此他學
烹飪、玩攝影、念法文，甚至考取國際領隊執照專門帶高科技

團和遊學團出國。後因朋友的邀約，加上對遊戲有很多美好的
回憶，因此在45歲時重新復出，接手雷爵網絡科技，並在他的
領導下開發出《童話》、《天外》、《萬王之王3》等知名原
創作品，其中《萬王之王3》獲經濟部GAME STAR 數位遊戲
獎項年度大賞及最佳線上遊戲；在個人獎項上奪得最佳製作
人、最佳美術設計、最佳程式設計獎項。
   提到遊戲的製作，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製作「遊戲的核心引
擎」，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一旦遊戲的引擎研發成功後，之
後就是「包裝」，可將主故事架構配合各國國情，設計不同角
色服飾、配樂、場景等。所以，遊戲製作相當注重團隊合作，
「因為每個人專業不同，大家都需要各司其職但又必須經常溝
通協調，才能集思廣益，發揮創意。 」
   張厥猷為了讓開發的遊戲能打開海外市場，經常參加各國遊
戲展，藉由展覽的方式向參展廠商、民眾說明，並可蒐集各國
對於遊戲的國情，利於調整遊戲內容及行銷方法，「大家都知
道遊戲產業有很大的商機，這是因為遊戲所帶來的週邊商品，
會讓認同者蒐集購買，傳統是動畫或漫畫帶動週邊，現在是由
遊戲帶動週邊，所以只要能將動、漫、遊及週邊結合起來，就
會有很大的商機。」他觀察認為遊戲是生活化的產物，發揮創
意一定要多接觸生活的各類事務，而在經營面上則要科學化制
度，可效法迪士尼的經營模式，打造夢想的遊戲產業。在整體
營運上，他認為遊戲代理是當下趨勢，也能從中學習到他人運
作方式，現在在研究各種平臺的遊戲開發，希望藉此能再拓展
遊戲發展的可能性。
   熱愛遊戲的張厥猷認為遊戲可以增進親子互動，「我從兒子

小時開始陪他玩遊戲，從中發現到遊戲可訓練他的思考邏輯、
機智反應等，現在學校只要和電腦相關的比賽，他都會主動參
加，因為這也會增加他的自信心。」因此在接下遊戲產業振興
會會長職務便積極推動遊戲分級制度，將參考電影分級制度，
把遊戲分為輔導級、限制級和普通級等，國外的遊戲產品也需
要透過申請或是來臺灣成立據點的方式進行營運，除讓家長安
心外，也能對遊戲人才的育成有所幫助。他惋惜的提到，臺灣
坐擁多元文化的環境，沒有善用遊戲資源真的很可惜，只要大
環境的觀念改變，國內遊戲產業一定能發揮更淋漓盡致。
   他的人生哲學就是「每天做一點、學一點、玩一點、想一
點」，儘管面對挫折時，他都會以這4句來調適自己並思考經
營策略，「最重要的是，要問問自己，何以能樂？做什麼事情
才能讓自己快樂？並保有熱忱，將學習當作樂趣，才能樂在其
中。」他勉勵學弟妹，對於未來一定要確立目標，並勇往直
前，把握任何機會學習，不要虛度光陰。
   張厥猷的人生也如同遊戲內容一樣，他「玩」著屬於自己的
角色：在公司，他扮演好經營者的角色；在家中，他扮演好父
親與丈夫的角色，他會在各場合中創造人物角色該有的責任和
心情調適，不會將情緒影響到其他人，盡心地與他人相處。未
來，他仍持續保持他的「童心」，將觸角向外伸展，嘗試著人
生的不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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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企管系校友魏珍輝旅居美國，
專學嶺南畫派30餘年，擅長工
筆、山水、動物等，已開過11次
個人畫展，2日至9日（週三）在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舉行個人畫展
共55幅畫作。她在美國作畫，
在臺灣開畫展，常會揣摩畫作主
題，研究觀察半年以上，找出主
題精神後，才會動筆作畫。魏珍
輝認為，畫家的畫要讓人感動，
才算是好的畫作。（本報訊）

   賽博頻道展開節目企劃製作團隊
人才招募，只要對拍攝影片、採訪
新聞有熱忱，或對節目企劃、廣告
設計有創意想法，即可加入賽博頻
道節目製作團隊，一同打造豐富多
元的校園頻道。即日起至18日請至
I602索取報名表，或上Facebook
搜尋「淡江賽博」下載，填寫完
後寄回tkucyber@hotmail.com。14
日下午6時30分將在I601舉辦招生
說明會，歡迎同學踴躍參加，業
務連絡人遠距組馮富雄，校內分機
2162。（遠距組）

 來自香港的法文三尹珏麟，來

臺第一印象是「車子很多，尤其是機

車！」但也因為機車的機動性強，可以

騎車四處走，對他而言是個有趣的新鮮

體驗。

   尹珏麟深受父親的影響，對父親的印象

就是常會利用工作之餘把握時間進修，

以充實自己，來臺就讀就是與父親談過

後而決定的，「我的父親認為臺灣的讀

企管系校友魏珍輝辦個人畫展

淡江時報

境外生人物誌
輔修德文，希望在學業上能

有好的表現。

   來臺求學時，發現身邊

同學常使用網路購物認

為網路商機無限，因

此，他希望將來能自

創服飾品牌，但目前

資金有限，所以先從

服飾網拍的網路商店

做起，以累積創業經

驗。（文／歐書函、

攝影／羅廣群）

書環境頗佳，並且也離家

鄉不遠，還可以擴大視野，

所以選擇

來 臺 念

書。」

   他把握

在本校讀

書的機會，

除了鑽研本科

之外，另外還

進階升級 訪偏鄉學校 大傳系畢展開天窗13組作品急救火

卓爾不群
PEOPLE

電算系校友任雷爵網絡科技董事長

　熱愛遊戲的張厥猷認為遊戲是可以增進親子互動，他的人
生也如同遊戲一樣，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
色。（攝影／李鎮亞）

樂活學苑講師蒲武雄 獲頒日雙光章
   【本報訊】成人教育部樂活學苑講師蒲武雄，曾任日本交流協會
臺北事務所副主任，獲頒日本政府「2012年春季外國人敘勳」之
「瑞寶雙光綬章」，而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董事長辜濂松獲頒
「旭日重光章」、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獲頒「旭日重光章」、中硫
婦女交流協會理事長蔡雪泥獲頒「旭日小綬章」，以表彰他們促進
對日交流的貢獻。瑞寶雙光綬章獲頒對象為公務員，是褒揚長期對
國家或地方公共事務有貢獻的人，蒲武雄1969年考進日本駐中華民
國大使館，1972年中日斷交後，改任日本交流協會，擔任過專員、
秘書及副主任等職務並於2004年退休。他曾在本校日文在職班教授
《中日關係》和《中日外交史》，與系上學生分享他的工作經驗。
蒲武雄表示，「很開心能獲得此綬章，並感謝日本政府的肯定」。

蔣國樑古典詩創作獎揭曉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第26屆
畢業成果展真的「開天窗」！大傳系畢業製作
團隊將於明日（8日）中午12時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辦道歉記者會，會中將說明「開天窗」的
創作始末。畢製總召大傳四張嚴尹說明，其實
「開天窗」是一個雙關語，除了字面上的意義
外，也希望讓大家能勇於面對困難，並為自己
開啟希望之窗。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此
屆成果展創作過程如同畢展主題，但大家仍勇
於挑戰且順利完成，希望藉此展出，讓大家都
能打開一扇大窗，看到屬於自己的壯麗風景。
   此次成果展內容分為「影音組」、「專題
組」及「行銷組」，共有13組同學參加，校內
展示從今日（7日）至10日（週四）；校外展
將於12、13日在信義誠品舉行，歡迎全校師生
蒞臨接受「道歉」。相關內容請見「淡江大傳 
X 開_天窗」Facebook粉絲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tkubreak）

行動化學車

張厥猷從遊戲培養夢想能力 將國產遊戲推向世界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
校服暨資發處將於明日（8日）
至10日（週四）舉行小型徵才活
動，企業參與有臉書雲端科技
有限公司、敏鈞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及精英國際教育集團等8
家，共釋出29個職缺。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
示，此次是校服暨資發處首次舉
辦的媒合活動，在校內舉辦5場
面試活動，將企業的徵才與職缺
需求，提供給應屆畢業生並接受
履歷報名申請；與職輔組不同之
處在於，職輔組針對全校性舉辦
的大型就業活動，而此次是針對

單一企業需求，只要媒合成功就
能參與面試。
   彭春陽進一步表示，希望能整
合校友企業和之前曾參與過「大
專畢業生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的
企業，透過求職媒合的活動，與
業界保持聯繫，隨時提供學生業
界的發展狀況與資訊。校服暨資
發處另有「淡江大學就業網」，
提供相關求職資訊，歡迎應屆畢
業生、畢業校友可上網查詢。
淡江大學就業網，網址為http://
ejob.tku.edu.tw。關於本活動相關
問題，請洽校服暨資發處組員羅
少鈞，校內分機8125。

 探索教學新契機

土木系所志工團增能 赴樂山辦義賣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由土木系助理
教授范素玲發起，動員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
心、土木系大一生及碩一生50人，及臺北市龍
安國小童軍團，於上月28日前往八里樂山療養
院舉辦園遊會義賣，擔任陪同院童志工。
   范素玲表示，透過碩士班的專案管理課程號
召，讓同學組織成專案團隊，從實踐中去學
習，「同學們額外投入的心力遠超過課程時
數。」土木一徐任筌擔任計畫的專案經理，他
表示透過活動舉辦及媒體宣傳，讓大眾認識樂
山療養院，「從中獲得的超過學分所學。」26
日將於師大路上的河堤186咖啡館舉行義賣，
歡迎大家參與。

蘭陽校園安全演習夜間突襲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
陽校園於上月30日晚間10時45分舉
行無預警宿舍大規模消防演練，演
習災害發生時的逃生路線及程序，
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指示演習開
始，隨後宿舍大樓斷電、逃生燈開
啟、廣播指示同學逃生，大家迅速
且有秩序從樓梯到指定的安全教
室，確認學生均抵達集合點後，於

晚上11時結束演習。蘭陽校園組教
官黃銘川表示，這次演習主要是讓
全體住宿教職員、學生熟悉宿舍緊
急逃生路線，遇到災害時能有條不
紊地疏散及集合，以加強應變能
力。語言四廖俊仁表示，因演習時
間不確定是哪天，但沒想到會這麼
晚，已經準備要休息，卻緊急到樓
下去集合，希望以後可以早一點。

體育長參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上月16日由體
育事務處體育長蕭淑芬帶領11位體育教師及網
球校隊，赴北京姊妹校中國人民大學參訪。蕭
淑芬表示，2校學生人數相近，體育課程都十
分豐富，「同時中國人大副校長牛維麟又是一
個網球愛好者，學校教職員工的網球實力很
強，因此受邀去人大參訪我校網球隊。」
   本次行程特別觀摩人大國標舞、防身術、籃
球、羽球等課程專訓，2校教職員也藉此機會
互相切磋網球球技。交流後，人大的老師們對
淡江的撞球、高爾夫等項目很感興趣，希望能
觀摩本校教學課程。蕭淑芬說：「牛維麟希望
人大於11月造訪淡江，為62週年校慶暖場，促
進雙方姊妹校情誼。」

就貸生加退選補繳退費開始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
後就貸生收退費辦理時間為明日（8日）至25
日。補繳、退費單，將於明日（8日）前由各
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後務必
儘速至出納組淡水校園B304室或臺北校園105
室辦理。加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
將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於財務處網站
（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未完
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1學年度第1學期預
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碩學士學位服快快領取
   【本報訊】本年度學位服登錄借用已截止。
即日起至11日（週五）止，系統將開放給畢業
班班級負責人，列印班級繳費單並至出納組繳
費。領取日期，碩士服14至16日，學士服17至
23日，領取時請班級負責人攜帶繳費證明單，
於學校上班日每日下午1時至4時至覺生紀念圖
書館正門入口前左側領取學位服。詳情可洽事
務整備組組員黃錦桐，校內分機2232。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第2屆蔣國樑
先生古典詩創作獎於上月29日在覺軒花園舉辦
頒獎典禮，蔣國樑先生家屬蔣國榆女士、《乾
坤詩刊》副社長徐世澤及各校中文系教師等參
與。本屆首度開放校外學生報名，由中央中
文碩四何維剛獲得第1名，第2名為本校中文系
碩三劉兆恩、第3名是銘傳應用中文碩三涂宗
賢，獲贈獎金、獎盃及由本校中文系榮譽教授
曾昭旭親題得獎者作品摺扇。何維剛表示，很
高興得獎，不會就此滿足會持續創作古典詩。
   活動當天，中文系舉辦「立夏詩會」，邀請
中文系榮譽教授陳文華擔任左詞宗、玄奘大學
中文系教授文幸福擔任右詞宗，並由左詞宗拈
題、右詞宗拈韻，讓與會同學即興創作後，最
後再分別評選出15首，頒發獎狀鼓勵。本次詩
會活動承辦人中文系教授顏崑陽表示，這次是
採「擊缽聯吟」方式進行，感謝全國大專院校
的古典詩社、徐世澤等到場支持，得獎作品將
刊載在《乾坤詩刊》、中華詩歌學苑（http://
tw.chinesepoet.com/）與網路古典詩詞雅集
（http://www.poetrys.org/php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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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化學車重新設計改裝，以「化學趴
趴走」將走訪臺灣偏鄉學校。（圖／化學
下鄉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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