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為分享推動數位學習業務之經
驗，將業務推動相關組織、制度及
人力支援等與各校分享交流，以協
助各校推動數位學習之環境與制
度，提升數位學習品質，學教中心
於25日（五）在N203舉辦「數位
學習業務推廣觀摩研習」，本次研
習將針對目前數位學習現況發展及
業務推動做經驗分享，並介紹創用
CC的簡介與引用示範。歡迎對數
位學習有興趣之教師及同仁踴躍現
場報名參加，詳細辦理訊息，請參
閱遠距組網站。（遠距組）

統計系問卷設計賽賽果出爐

【記者黃宛真、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統計
系主辦的「第6屆問卷設計與統計資料分析學
術競賽」於18日舉辦頒獎典禮。本次問卷設計
組第1名從缺，由「老闆我要加薪隊」抱走第
2名獎金3千元、「YES！隊」獲第3名獎金2千
元、佳作「老虎鬼隊」；統計資料分析組第
1、2名皆從缺，由「詐欺獵人隊」獲得第3名
獎金3千元，及佳作「老王賣瓜隊」。
活動負責人統計系教授張春桃指出，這次比
賽因題意多半表達不清，且大都未標明資料來
源或分析過程不合理等問題導致冠軍從缺，
「希望學生能藉此機會精進自己，多注意細
節，讓問卷設計和資料分析有高水準表現。」
「老闆我要加薪隊」隊長統計一謝岱凌表
示，沒拿到第1名代表還有努力的空間，「會
繼續加油，下次要把冠軍抱回家！」

亞洲所辦澳洲與東南亞英語課

校友嚴昱文獲會津大學准教授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校友嚴
昱文近日成為姊妹校日本會津大學准教授，充
分展現本校國際化優秀成果。嚴昱文就讀資工
系博士班時，獲國科會補助至姊妹校日本早
稻田大學當交換生，獲本校博士學位後繼續深
造獲早稻田博士學位。國際處國際長李佩華表
示，很高興看到本校交換生傑出成就，同學應
多爭取出國交換機會；計劃申請出國交換同
學，要把握暑假增強語文實力。嚴昱文表示，
「若能力許可一定要出國，臺灣視野太小，不
出去看看的話，不會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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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網球校隊獲瑪吉斯盃2連霸

學以致用 蕭志堯

資工博一蕭志堯目前擔任資

工系教學助理，主要教授《資料結構》和
《作業系統實習》等課程，並於99及100
學年第一學期榮獲優良教學助理。

要的是，你在過
程中學到了什

年輕，和學生相處

麼，且在未來

起來較無距離感。

是否有學以致

談到教學理念，

用。」

蕭志堯認為自己深

蕭志堯鼓勵學

受資工系教授張志

他表示，擔任教學助理3年間，多以板
書，搭配程式軟體說明來進行實作式的教
學。這樣的教學方式除了讓教學內容簡單
易懂外，同時亦可讓學生更加了解課程的
核心內容，再加上自己的外表看起來比較

勇的影響，他笑著說：「過程大於結果，
要讓學生從做中學，這樣的學習效果會是
最好的。」面對現在高學歷的學生滿街都
是，他認真說道：「學歷是一種工具，重

五虎崗文學獎 林念慈

本次競賽中有多位黑馬，同時抱走多個獎
項：首次參賽的劉依依獲得極短篇組首獎及新
詩組佳作；中文一曾貴麟獲得散文組佳作及新
詩組推薦獎；德文四陳紹涵同時獲得小說組推
薦獎及極短篇組推薦獎，展現出參賽者不同領
域的書寫能力。
大贏家林念慈以小說〈禮物〉和散文〈鄉愁
的新品種〉受到評審肯定，散文組評審委員顏
崑陽表示，〈鄉愁的新品種〉以舊題新解的內
容、似隨筆卻行雲流水的文句吸引讀者的目
光；而〈禮物〉則被小說組評審委員鍾文音讚
有寫實主義的味道。林念慈表示：「很感謝評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於今日
（21日）舉辦1週的「第31屆文學週」活動，
今年由中文系主辦以「海容千水‧月映萬川」
為題於中午12時10分在文學館2樓大廳舉行開
幕儀式，校長張家宜、文學院院長邱炯友及各
系師生等共同揭幕。活動承辦人中文系助理教
授鄭柏彥表示，此次展覽主要是想呈現各系特
色，並以臉譜為概念，展現各系自有不同樣貌
及人文取向。展期間在文學館2樓大廳展示手
繪臉譜展覽，並於今日下午2時在L305舉辦臉
譜面具彩繪活動，還有5天的臉譜猜謎活動，
提供精美獎品，歡迎全校師生前往參與。
除臉譜活動外，明日（22日）下午1時30分
在L522舉辦文學院各系學生成果展覽，各系
均舉辦精采活動。資傳系於今日下午3時20分
在O303邀請遊戲橘子研發顧問饒敏瀚，主講
「社群遊戲的全球市場分析」。中文系將於明

日下午6時30在C013播放電影《電哪吒》。
大傳系播放《很久》及《不能戳的秘密》紀
錄片並會後舉行座談會，邀請紀錄片導演蒞校
演講，分享紀錄片拍攝的心路歷程，23日（週
三）下午6時30分在O202，邀請《很久》的導
演龍男‧以撒克和吳米森，說明原住民首部音
樂劇創作、編排，以及在國家音樂廳表演等過
程。24日（週四）下午6時30分在O202，邀請
《不能戳的秘密》導演李惠仁，分享2006年至
2011年間臺灣禽流感疫情揭發始末。大傳系系
主任王慰慈表示，能邀請到這些紀錄片的導演
實屬難得，讓同學們能拓展視野多關心社會。
資圖系將於24日下午2時10分於L302，邀請
城邦出版部資深經理祝本堯演講「數位出版
在臺灣-2012年觀點」；歷史系將於25日（週
五）下午1時在L522舉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文學週 臉譜特色 上演多元人文視角

政經系歌唱短劇送舊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政
經系於15日下午7時在強邦教學大
樓舉辦「政重跟你SAY個掰」歡送大會，邀請政經系
師生參加。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致詞表示，很高興大
四的學生經歷四年的學習都已成長蛻變，而大二同學
即將出國希望大家都能照顧好自己，帶著豐富的收穫
回臺，政經系是個大家庭，歡迎畢業後常回母校，祝
福畢業生鵬程萬里。
本次活動由政經系系學會安排短劇表演炒熱氣氛
後，並安排學弟妹分享與大四學長姐相處情形，其中
政經二陳彥竹一上臺就感動落淚，並表示「很感謝這
兩年在蘭陽校園裡大家的扶持合作，讓政經系可以變

弟妹，「要為自己的將來著想，確定自己的
興趣，然後訂好每個階段的小目標，學習的
過程中努力吸收培養專精，最後逐步達成，
未來一定能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文／
楊傑齡、攝影／謝佩穎）

小說
散文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第28屆五虎崗
文學獎於16日在商管B302a進行決審，共有129
篇作品參與競賽，決選結果由中文碩二林念慈
同時獲得小說組及散文組首獎，獎金共1萬6千
元；西語四劉依依奪得極短篇組首獎；新詩組
首獎由中文三洪崇德獲得。
對於這次比賽的作品，小說組評審委員鍾文
音及施淑女同樣指出，本次參賽的作品較中規
中矩，看不出同學的企圖心。極短篇組評審呂
正惠表示，參賽作品中有不少錯別字，這樣的
錯誤出現在文學獎的比賽中是極不恰當，希望
同學們能以更嚴謹的態度看待比賽。

蘭陽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在教學特色計
畫下，亞洲所和姐妹校澳洲昆士蘭大學於本學
期合作開設〈澳洲與東南亞〉英語密集授課課
程，研究所以上者自由選修，從14日到18日修
畢該課18小時的課程後，可拿到1學分。
本次課程內容以主題式介紹澳洲的外交政策
及澳洲與東協雙邊關係，以及澳洲與亞洲國家
的互動模式。授課教師為澳洲昆士蘭大學交換
教授David M. Jones對此次短期授課表示：「和
臺灣學生討論很有趣，也很開心能聽到有別於
澳洲學生的觀點，但希望能延長至2星期，以
加深課程效果與議題深度。」
亞洲所所長林若雩表示，開課目的除與姊妹
校交流學術資源和師資，基於大洋洲國家本屬
亞洲所研究範圍，以及澳洲近年提出「脫歐入
亞」政策，因此希望學生能藉此增進澳洲的學
術知識背景。選修該課同學歐研碩一花晟豪表
示，因澳洲與東協區域市場是未來趨勢，所以
有研究興趣，才會選修這門課，但課程太過密
集有些辛苦，不過能快速連結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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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冠王

審的肯定，寫作是自我的表現，小說是自我補
償的描述，而散文僅是想如實記錄其背後故事
力量，是許多人給予的，謝謝大家的支持。」
上屆新詩組推薦獎洪崇德，今年再接再厲以
〈靜坐〉勇奪新詩組首獎。新詩組評審委員何
金蘭對作品表示肯定，讚其為充滿哲理的詩有
許多意象能使讀者陷入沉思。洪崇德表示，自
己的詩觀不斷改變，〈靜坐〉便是在探索過程
中所作。劉依依〈呢喃〉獲得極短篇組首獎，
她表示，「自己一直有寫作習慣，卻因為缺乏
信心而不曾投遞文學獎，很高興受到肯定。」
會議中因有感有些作品難以取捨，為鼓勵用
心創作參賽者，評審們慷慨解囊捐出車馬費，
增設極短篇組推薦獎1名和散文組佳作1名。

由中華民國網球協會、正新橡
膠工業公司、第一金控等共同舉
辦第3屆「正新瑪吉斯第一金控
盃」全國網球團體錦標賽，本
校網球校隊蟬連2屆大專乙組冠
軍。網球校隊隊長中文四林哲緯
表示，本次由體育事務處副教授
洪建智和講師張嘉雄帶領下參
賽，各隊實力相當，以2：0打敗
大葉大學而取得優勝，「很高興
在畢業前留下回憶，希望下屆學
弟妹能續保佳績。」（本報訊）

理學院數學營科學營徵輔導員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將徵選
「大一新生數學加強營」及「淡江大學科學
營」服務員！「大一新生數學加強營」服務員
限理學院學生（含研究生），報名至29日止。
科學營則不限任何科系（含研究生）皆可報
名，報名至明日（22日）止。徵選時間為：大
一新生數學加強營將於31日下午7時在科學館
S220舉行、淡江大學科學營將於29日下午7時
在科學館S220辦理，歡迎具熱心服務，主動積
極、曾經擔任社團幹部者、且7、8月份時間上
可全力配合的同學皆可報名參加，凡通過的徵
選服務員，將依學校規定提供待遇。報名詳情
請洽理學院網站（http://www.science.tku.edu.
tw/main.php），或洽理學院院辦公室，校內
分機2534。

英文寫作語料庫 教學研討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由
英文系主辦的「第3屆淡江大學英
文寫作國際會議」於18日上午8時
5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
張家宜開幕致詞表示，歡迎來自世
界各國的貴賓。首場主題講座邀
請美國Brigham Young大學的英文
語料庫專家Mark Davies分享COCA
語料庫在英文寫作層面的應用，並
介紹WORD AND PHRASE 網站
（www.wordandphrase.info）的使用
方式。
校長張家宜（右二）蒞臨第3屆淡江大學英文寫作國
英文系助理教授胡映雪表示，寫
際會議。（攝影／謝佩穎）
作是語言學習中很重要的一環，研
究如何教授英文寫作是會議的主要目的，英文寫作背後的邏輯思考訓練也是英文系教學的核心
目標。英文三林蓓緯說，曾使用過這個網站，聽講座後才知還有同義詞和學術詞彙替換功能。

全球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25日展開

政經系的送舊活動中，安排歌唱活動歡送
學長姐。（圖／政經一李亘淨提供）
得更棒。」政經一學弟妹則準備明信片，讓大家寄張
明信片給未來的自己，希望一年後打開時提醒自己莫
忘初衷。最後播放四年集錦影片，許多同學感動並在
這樣溫馨的時刻下結束。政經四蔡宜俐表示，「很高
興參加學弟妹辦送舊活動，很有意義也很感人。」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課程
所、師培中心與教育部及國科會將於
25、26日（週五、六）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聯合舉辦「全球教育國際學術
研討會暨第26屆課程與教學論壇：課
程、教學與教師發展」，將由校長張
家宜主持開幕，並邀請中華民國課程
與教學學會理事長黃秀霜致詞。
研討會的主題為「全球教育國際
化」，包括「培育具全球理解的教
師」、「實施全球教育：一些成功的
模式」等專題演講，將由教育學院院

長高熏芳、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
劉美慧等人主持。會中也將分中、英
文場發表論文，並邀請iEARN-Taiwan
國際聯繫人吳翠玲主持工作坊，帶領
與會者將國際教育資源融入教學教案
的設計，透過學習理論與實務兼具的
實作，鼓舞教師邁向國際，讓與會者
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與溝通。
課程所所長暨師培中心主任宋佩芬
表示，教育國際化是臺灣教育未來發
展方向，藉由此次研討會讓教師在教
學中，融入具國際化視野的課程。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洪蘭認為，我們的腦神經是會因應需求不斷的改變
的，所以人生是馬拉松，而不是百米衝刺，要放眼在歷
程和終點。（攝影／黃資詒）

翰林驚聲 洪蘭 從腦神經科學著眼 籲正向鼓勵品格教育藝術

講題：大腦與品格
演講人：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演講時間：2012年5月15日下午2時
演講地點：文錙音樂廳

【記者楊蕙綾整理】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尼爾森‧曼德
拉曾說，「教育是改變世界最勇猛的武器。」從20世紀
開始，因為知識改變的速度變快，教育的目的已不再是
新知的學習，而是在培養人格和情操，因為人的基本價
值觀，如忠誠、公平等是不會改變，否則即使是功課再
好、能力再強，也是沒有用的。
我們大腦的構造是4個腦葉：前葉、頂葉、枕葉及顳
葉，前葉負責認知思考及決策、頂葉負責運動感覺、枕葉
負責視覺功能，以及顳葉負責聽覺功能。前腦有個非常重
要的部分，主要抑制自己不要做不對的事，這個部分是大
腦中最晚成熟的部分，到20歲才會成熟，這也是為什麼法
律規定20歲以後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未滿20歲則酌量
減刑的原因。其中，海馬迴是大腦中生長記憶的部分，當
海馬迴受損，就會導致失憶及阿茲海默症，從腦科學的新
發現得知，海馬迴的粒細胞可以持續的進行神經細胞再
生，如果能找到方法來修復腦部的病變，將可造福很多
人，也讓科學家在大腦中看到了終身學習的神經機制。
我們常聽「不要輸在起跑點」和「三歲定終身」等話，
這些是錯誤的，因為人生是馬拉松，而不是百米衝刺，加
上我們的腦神經會不斷的改變，大腦功能會因應需求而會
做適切的改變。品德是種內隱的學習，它直接儲存在神經
連接的突觸上，也就是兩個神經元相交的地方，哪怕將來
得了失憶症，你還是知道你是誰，連小時候的壞習慣也都
還存在。因此，從小耳濡目染的身教是很可怕的，模仿是
最原始的學習，大人怎麼樣表現，孩子就會怎麼樣的學
習，家長的的一舉一動會讓孩子深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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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常常可以聽見「虎媽」、「中國狼爸，把女兒打進
北大」等諸如此類教養孩子的家長，利用打罵方式讓孩子
學習得快，但若只會一味打罵，有可能會適得其反。父母
對孩子的態度也決定孩子的命運，每一句負面的語言都需
要四句正面的話，才能抵消它的影響。因此，如何讓孩子
達成你的期望？其實就是多鼓勵、少責罵，不但可以讓
孩子更聽話，也有助於家庭關係之間的和諧。A片和媒體
暴力會改變大腦的神經結構，媒體暴力和攻擊性之間的相
關，遠大於肺癌及抽菸，是個不可輕忽的隱憂，因此盡量
不要讓孩子接觸A片和媒體暴力，有些卡通會帶給孩子不
好的觀念，例如抽菸、打人不會死等，這些冥冥之中的潛
移默化，其實都給孩子帶來很大的影響。
現在很多家長都喜歡比較：比成績、比發展、比成就，
但基因不同加上後天生長的環境也不相同，這樣比較是不
公平的，孩子只能跟自己比，今天比昨天進步時就應該
獎勵。只要把孩子放對位置，發展他的能力，他就是天
才，所以，誠實是最好的教養方法，不要欺騙孩子，真正
的品德教育，是從典範中去了解、從實踐中去體驗、再從
體驗中去感動，以及從感動中去內化。而「閱讀」是能最
快改變孩子觀念的方法，從品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身
教」及「言教」：身教源自於父母；言教則是從古人、書
本上及他人的一舉一動的行為中學習。
典範可以是古人的典範，或是父母親的身教言教；而古
人的典範，是可從閱讀中獲取。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鼓勵
孩子大量閱讀，再從古人的經驗中，汲取自己的智慧，教
導孩子正確的價值觀及人生觀。

此外，情緒也是品格培養的重要關鍵，因為情緒是認知
對情境的解釋。當你遇到不如意時，要產生怎麼樣的情緒
其實都是操之在己，念頭一變，一切不開心的事，都可以
有所轉變，人類可以因為心態的轉變而使人生改變，只要
改變心態，就能改變生命。聖嚴法師說過，「山不轉路
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每件事不可能盡如人
意，難免會遇見挫折、困難或批評，但路遙知馬力，人生
是必須走過才能了解的啊！
我們會看到價值觀決定事情大小的輕重，這個其實就是
個人的選擇，也能決定你自己是什麼個性的人。所以馬丁
路德說：「一個國家的興盛，不在於國庫的殷實、城堡的
堅固或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公民的文明素養，亦即人
民的遠見卓識和品德的高下。」所以，教育很重要，而品
格教育更能改變孩子的行為和反應，進而締造出異質多元
社會的繁華。
「教導孩子是藝術，不是科學」，不要低估孩子的學習
能力，從孩子的角度來看，也許可以看見屬於孩子那份未
來的無限潛力。而且成功的定義不在於金錢的多寡，生命
的意義，在於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學習如何「擇善固
執」、有勇氣去走自己的路，以及堅持對的理念不隨波逐
流。當面對一件事時，用欣賞及正面的眼光去看，你會看
到長處和解決的方式。最後，我以父親曾說的一段話勉勵
各位，「一生平凡事，平凡過一生。做好平凡事，一生不
平凡。」希望所有的學生都可以認真、踏實地努力，向未
來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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