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遠距教學發展組推出數位學習科技發
展最新趨勢報導，本期介紹5項改變數位
教室的新科技：(1)利用受密碼保護的教
科書電子檔進行行動學習，兼顧綠色環
保與書包減重。(2)網路校園學生可建立
屬於自己的虛擬圖書館。(3)校方入口網
站與社群多媒體整合，吸引學生經營社
群的熱情投注於課程中。(4)視訊會議定
位成實體課程的延伸，課程演講內容可
以線上觀看與儲存。(5)擴增實境技術仍
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性；全文請至淡江大
學網路校園網頁觀看。網路校園網址：
http://cyber.tku.edu.tw。（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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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搞不定原文書呢？還是你正苦惱著口頭報告時
會吱吱嗚嗚說不清楚而感到緊張呢？根據本報180份有
效問卷隨機抽樣調查「學生學習困擾」，有32%的同學
認為閱讀原文書是學習過程最困難的事情，近14%的同
學有使用應用電腦軟體的困難，另15%的同學則有上臺
口頭報告的障礙。
對此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則表示，外語學院各系近來
聯合研擬一套「陪讀小幫手」提供發音、跟讀、翻譯多
功能的語言學習系統，讓同學在學習英文上更加得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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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臺口頭報告
15%

有效問卷180份、統計時間9月26日
手，「建議商管、理工等相關系能開設專有名詞的語
言課程，規劃『專業術語』的課程提供有需要同學修
習。」資工系兼任講師朱奐禎則建議，在應用軟體使
用上，同學們可以善用網路資源，參考網路上部落格
圖文教學或是軟體應用的影片教學，「文字和圖示的
清楚說明會對同學很有幫助。」中文系教授趙衛民表

示，臺風是需要靠長期的磨練培
養，建議同學多觀察電視節目的
主持人說話方式，在報告前要充
分地準備，報告時要氣定神閒並
切入要點、條理分明地敘述、展
現自我風格，這樣一來報告時就
能完整呈現。管科二陳穎斌苦笑
著表示，最害怕就是上臺報告，
因為曾經碰過教授釘子，至今仍
對上臺報告沒有信心，他由衷
期盼學校能開設專門教授PPT製
作和報告技巧的課程。學發組組
員劉欣怡也表示學發組將於10月
中旬提供學習工作坊和相關學習
課程鼓勵有學習熱誠的同學注意
學教中心報名資訊，踴躍參與。
（文／呂柏賢）

李奇茂用藝術做公益 拍賣助弱勢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與臺灣
菸酒公司合作做公益！以李
奇茂的國畫為設計，結合臺
灣本土極致的名酒、名窯，
將於20日起在圓山大飯店
舉辦「第一屆玉山高粱名酒
慈善拍賣會」。首度以酒、
器及畫作三方頂尖的元素組
合，李奇茂表示，「公益是
一輩子的事。」也持續參與
弱勢關懷的各種議題，希望
藉慈善拍賣幫助需要幫助的
團體。（本報訊）

學院拚特色 文學院與蘭州大學互邀講學 外語學院創貼身教學

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左二）書贈蘭州大學文學院楹聯一副，
文曰：「金城古華鎮九州‧淡海新文奔三江」。左為文學院院長邱
炯友、右為蘭州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李利芳。（圖／文學院提供）
【記者李亞庭、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打造院系特色，增加學
術視野，文學院與外語學院分別推動姊妹校交流以及新設教學方
案，透過更卓越的教學環境，提升學習競爭力。

上月21至26日文學院院長邱炯友率領中文系副教授馬
銘浩、歷史系副教授劉增泉、資圖系系主任林信成、大
傳系系主任王慰慈及資傳系專任講師盧憲孚，首度拜會
姐妹校蘭州大學，與該校文學院院長程金城、歷史文化
學院院長王希隆、管理學院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學科、
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王惠民及藝術學院動漫與新媒體藝術
學科交流。
座談中雙方談定，該校歷史文化學院邀請本校劉增泉
明年6月前往密集講授「法國史」1個月，本校文學院亦
邀請王希隆明年9月蒞校講學，本校中文系則鼓勵研究生
前往該校研究敦煌學及書法，大傳系與資傳系將進行學
生作品交流，互相學習，讓該校學生瞭解影視娛樂產業
及市場。雙方亦同意召開兩岸學術研討會時，互相邀請
相關學者發表論文，增進專業交流。
蘭州大學於100年12月8日與本校簽訂姊妹校，本學年
度已有蘭州大學石婷婷前來就讀法文系、符意倩就讀國
際觀光管理系，但本校尚未有交換生前往。蘭州大學為
大陸西北地區學術重鎮，學術研究相當有特色，例如敦
煌學研究所和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文學院十分鼓勵
學生爭取明年前往蘭州大學學習的機會。邱炯友表示，
「本校文學院師生可望於明年7月前往蘭州大學，與該校
師生進行河西走廊敦煌文化之旅。」

表揚優良ＴＡ

美國天普大學3+2碩士課程說明

蘭 陽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2日（週二）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將於淡水校園驚聲大樓10樓舉辦美國
天普大學DBMD「3+2學碩士雙聯課程」講座，由
天普大學Ms. Erika Clemons主講，有興趣者請於當
日10時30分至T1005會議室聆聽，欲知詳細內容請
洽國際處李靜宜，校內分機2002。

蘭陽瘋月
high中秋

為表揚優秀教學助理，校長張家宜（右二）特頒
獎狀，並勉勵再接再厲，為教學盡心力！（攝影／
盧逸峰）

蘭陽校園於上月26號晚間在校園空地，由男、女
宿自治會聯合舉辦第8屆「月來串幾枝？中秋師生聯
誼活動」，是年年舉辦的校園傳統慶典，今年共有近
6百位師生參與，將蘭陽的夜晚high翻！
全創院院長劉艾華致詞時表示，對此次活動的支持
與期待，也希望藉此拉近校園師生距離、增進本籍生
與外籍生情感及歡慶大四回國重返校園。
為「迎戰」入秋的夜晚，宿治會特別搭建遮雨棚要
對抗臨時的大雨，要讓師生無憂無慮地邊品嘗自助美
食邊觀景。活動由熱音社主持，餐邊音樂饗宴使原本
夜晚濕冷的山區熱絡且溫暖起來。恰巧於當天生日的
觀光二吳宜靜表示，非常開心參與這次的校園中秋活
動，並且能在活動中得到全場的祝福，將在人生中留
下畢生難忘的回憶。（文、攝影／莊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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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中的溫暖燈籠
回憶起對淡江最深的印象時，林良笑著說：
「夜晚的臺北校園，四四方方的建築物，再加上
周圍的燈光，像個燈籠。」在進入淡江就讀前，
他畢業於師範大學國語專修科，40歲那年，林良
受到師大同學的鼓勵，及「不想錯過好機會」的
想法，成為淡江大家庭的一員。當時的夜間部須
就讀5年，但若曾專修畢業，只需研修大三以上的
課程。不過，好學的他卻自願「降一級」，從大
二唸起，也因如此，上課時，周遭的同學大多是
年輕小夥子，他說：「班上比我年輕的同學，總
會叫我老先生。」
重回校園的林良，為了不讓家人擔心，8個學期
中，有7個學期都是拿第一名的獎學金，唯一一
次的失利，過程卻很逗趣。林良解釋，因為白天
在國語日報擔任編輯，只有晚上的時間能準備考
試，「那天備考到凌晨，幾乎沒有睡。」去到學
校，又怕被同學一問，就擦掉腦中備考的資料，
只好在附近的冰店喝橘子水提神，「喝著喝著卻
不小心睡著了，考試差點遲到，」一夜沒睡的林
良，進到教室，拿起筆，一沒注意又與「周公」

淡江之聲開播 廣播人李蝶菲任指導老師

說，「會議目的是讓學長姐將教學上的親身經歷
分享給學弟妹們，在授課前提供最佳的教材，互
相切磋琢磨教學上的技巧，在授課時能更得心應
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則以「教
學停看聽」為題，以最貼近生活的案例說明在職
場、校園、教學中應如何避免性別歧視和不平等
待遇的各類情形，黃文智強調，「任何人都不應
該以性別特質，而產生歧視或差別待遇。」
擁有兩年擔任教學助理經驗的日文碩四范舒涵
表示，「教室氣氛」和「學習情緒」是提升學生
學習效果最大的關鍵要素，老師上課的態度往往
是教室氣氛好壞的主因，親和力和專業的教學態
度會成為良好氣氛的最佳元素，自然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興趣，也能培養學生的學習情緒，她也
說，「以連續劇的教學方式，週週連貫課程內
容、有系統的教學，學習才不會東一塊西一塊，
才不會東一塊西一塊，學生作起筆記來也更容易
清楚明瞭。」土木碩二劉權毅表示，「學教中心
舉辦的課程，讓我們這些新手教學助理有充分的
資源可以準備，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使我在備課方
面也更有方向，也能及時補足自己缺乏的能力，
提供學生們最完善的課程內容。」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正式開播了！現在打開收
音機，頻率轉到FM88.7，立即收聽101年全新企劃。不管是播放當紅
韓流音樂的「韓樂報馬仔」、介紹臺灣各地夜市文化節目的「來去
Night Market！」、充滿印度風情節目「Bolly Bolly」帶你一窺印度
神秘風采，更有和輔大之聲合作的交換節目「卡茲！繽紛樂」，平
日晚上10點到12點，「夜貓DJ秀」每天設定不同創意主題；提供有
趣資訊和音樂，更歡迎聽眾朋友們Call-in和夜貓DJ們聊天互動。
淡江之聲本學期加入生力軍，邀請前中廣節目「音樂假期」主持
人李蝶菲擔任指導老師，她表示，接任淡江之聲適逢20周年臺慶，
希望能藉由此次活動能為電臺成功地行銷；更期待未來電臺能逐漸
與淡水在地風情文化做連結，成為淡水向外發聲的代表性媒體。
沒收音機怎麼辦？淡江之聲網站提供線上收聽（http://votk.tku.
edu.tw）。詳細播出請上Facebook搜尋：淡江之聲 FM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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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 管中閔與學者探亞洲情勢
【記者林妤蘋、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經濟學
系主辦，大陸西南財金大學經濟學院協辦的「2012全球經
濟發展研討會」將在2日（週二）舉辦，由於參與學者眾
多，研討會分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驚聲會議廳於上午9
時同時舉行。會中特邀行政院政務委員管中閔院士於11時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亞洲的經濟穩定」專題演講，與
與會的來賓學者分享現今亞洲的經濟情勢。系主任鄭東光
表示，鑑於近幾年來經濟情勢的波動，許多國家都在想辦
法克服經濟問題，希望透過此次研討會，邀請相關領域的

下棋去，等他醒來時，時間只剩下20分鐘，4個
申論題都沒有寫，「那時我心想：申論題有字，
就有分數。」於是他妥善分配剩下的時間，不
管有沒有寫完，只寫滿5分鐘就換題，「那個科
目我最後拿到74分，錯失第一。」如此勤學的林
良，印象最深的課程是「英國文學史」與「英語
發音學」。他回憶道，當時文學史考試，只要有
好成績，老師就會送書鼓勵學生，「曾收到一本
歐洲文藝復興，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而英語
發音學的老師，對林良總有高度期待，每次都考
滿分的他，曾有次不小心拿到90分，「當時老師
直說很遺憾。」還有次老師要求他背美國詩人福
羅斯特的一首詩，當他一字不漏的唸完，「老師
給了我『行！』的稱讚。」畢業近50年，還能詳
述當年點滴，足見淡江對林良的深遠影響。而他
的學習也從未劃下句點，透過閱讀吸收新知，創
作之餘也將畫畫視為休閒活動，思考著如何運用
色彩，用畫筆畫出腦海中的想法，「每當看到成
果，總會很快樂。」

專家學者提供國際情勢看法。
研討會討論主題廣泛，覺生國際會議廳由前經濟系系主
任莊希豐揭開序幕，講題包含「總體經濟」、「國際貿
易」、「能源經濟」三個主題；驚聲國際會議廳則由經濟
系系主任鄭東光主持開幕式，進行「勞動與教育」、「生
產效率」和「制度」的討論。除了經濟系的教授外，與會
人員包括來自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央大學、成功大
學、高雄大學、臺灣綜合研究院、大陸西南財金大學的學
者，都將在會中發表論文。

開啟兒童文學大門
開始踏入兒童文學的大門，除了林良曾任職國
語日報，與其父親鼓勵看書的童年經驗外，他曾
思考，「為什麼成人可以閱讀，而小孩卻不行」
的不公平問題，林良說：「我希望能讓小孩也能
受到文學的薰陶，希望透過瞭解文字的意像，使
他們成為富有感覺及同情心的人。」他的小女兒
林瑋笑著回憶，從小父親很鼓勵孩子多閱讀，
「小學時曾問過父親如何記住『的』與『得』的
差別，那時他笑笑地回答：『你多閱讀就知道哪
個字是對的，哪個字是錯的了。』」
而林良寫作時，桌子上總不會缺少茶或咖啡，
他笑著說：「為了提振精神，而有時兩種飲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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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帶你逛古蹟看門道

本屆金鼎獎得主 兒童文學作家

林良

會放，輪流換著口味，也不錯。」另外，有項
寫作時不可或缺的助手─「國語大辭典」，是林
良嚴以律己的證明，他說：「小朋友們很注重用
詞、用字，所以我隨時隨地都在查。」他更進一
步補充，每次的下筆，心中都有位講述故事的對
象，「不同的小朋友，喜歡聽的故事也就會不一
樣。」而林瑋表示，文字比圖畫、照片等，都更
能充分紀錄作者的看法和情緒，對她來說，爸爸
的書就像是童年的相簿，曾是書中角色的她，回
顧父親過去筆下的自己，「能體會他在看著還是
孩子的我們時的感受，尤其是自己當了媽媽以
後，了解更深刻。」

文化使命是為人類謀取幸福
金鼎獎，為政府肯定文化傳播出版事業最具規
模的獎項。提到文化的定義，林良將其分成兩大
部分，第一個是「民族」，如生活方式、習慣
等；而另一部分則是「對於人類的貢獻」，他簡
單說明，貢獻就是「幸福」，如孔子儒家思想、
畢昇發明活字版印刷等，目的都是為了讓人類往
前一大步。如同他的偶像胡適也是其中一位，林
良說，「胡適的白話文運動，讓每一個人說話時
都不用傷腦筋『之乎者也』，只要簡單的言語就
可以表達想法。」但對於「文化的完整性」，林
良強調：「同時具備以上兩者，才謂完整。所以
我們仍須努力，在各領域善用自己的專長，為人
類謀取幸福。」就如同他在兒童文學的耕耘，林
良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讓孩子藉由閱讀獲得文學
的薰陶，替孩子們謀幸福。而對於獲獎的肯定，
林良說：「得獎，是份得到他人關懷與鼓勵，也
是份福氣。」他解釋，得獎與否，非自己所決
定，得獎的關鍵是有福氣碰到貴人肯定，他謙虛
地說道，「既然是福氣，就更不能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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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姊傳授教學經驗

信手拈來說故事 小太陽林良為兒童創作60年

【記者林俞兒專訪】同安街尾，紀州庵內，咖
啡桌前，一手暖茶，「一把筆停下，彷彿浪費生
命。」穿著藍衣襯衫、頭髮斑白、說話時優雅中
帶點靦腆笑容的他笑著表示。他是現已88歲的林
良，1966年畢業於本校英文系，用筆為許多人童
年回憶增添色彩，著名作品如《小太陽》、《現
代爸爸》、《小紅球流浪去》等，2005 年從《國
語日報》董事長兼發行人職位退休，但仍持續從
事兒童文學寫作的林爺爺，多次得獎，更於今年7
月以《純真的境界》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之兒童
及少年圖書獎人文類獎。

開口練語言，讓老師
跟你輕鬆對話！

淡水是個人文薈萃的美麗小鎮，來到淡江就讀的你怎能
不了解這個充滿歷史痕跡的古蹟重鎮？中文系主辦的「
系
+列活動：古蹟迴廊」在上月 日舉行，由中文系
田野調查研究室主持人周彥文，帶領數十位同學實地走訪
紅毛城、馬偕博士故居等知名古蹟。周彥文認為在淡水讀
書，一定要去感受這些中西式古蹟間的差異之美。中文碩
一蔡佳臻表示，在淡水讀書邁入第五年，不曾如此仔細的
認識淡水，有些景點若沒老師帶路、解說，還真不知道它
的悠久歷史！（文／黃宛真、圖／黃涵怡提供）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教學助理了解
教學制度，提供學習交流機會，學習與教學中心於26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助理期初會議」，
校長張家宜頒發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良教學助理獎
項，張校長頒獎時提及求學時期擔任教學助理的熱忱
與感動，勉勵教學助理修習教育相關的學程；表示本
校教學為主研究為輔的走向，絕不可以輕忽教學的重
要性，「希望有更多的學生能投入教學助理的培訓工
作，提升教學品質。」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

而本校外語學院為提升讀書風氣並協助學生快速融入
SCI收錄。
外語學習情境，本學期起推出「貼身照顧、感動教學」
日文系助理教授富田哲指出，「因為上課是公開場
行動準則，由各系教師投入「外語特區駐點服務」及讀
合，同學往往不敢開口說，透過這樣的空間與同學交
書會。
流，在語言學習上有較大的幫助。」日文系碩一翁儷庭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外語學院鼓勵教師與學
說：「透過外語特區，能夠跟老師輕鬆對話，比較敢開
生在課餘時間進行更多元的教學互動，誘使學生提高自
口而不受拘束。」外語學院本學期亦安排20場讀書會，
主學習的意願。」讀書會及外語特區駐點服務是針對學
共20個場次，歡迎全校踴躍參加。
生需求，同時打造外語學院的教學特色，未來將結
合網路與國際化，比如：外語學院開發線上外語教
學網頁「多語莫迪」，希望透過動畫輕鬆學外語，
藉此平臺進行產學合作，讓外國人利用外語來學習
華文。
6系推動外語特區駐點服務，由專任教師自願挪
空在外語特區研究室等候同學登門請益。期望透過
外語的溝通環境，能讓同學更敢開口說外語，進而
培養口譯的專業能力。吳錫德說明，「本院積極培
養口譯人才，希望學生藉由此專業能力，能夠更順
利與就業職場接軌。」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表示，
目前各大學均欠缺具口譯實力的師資，外語學院也
朝向培育能說能寫的全方位口譯教學人才努力，比
貼身照顧、感動教學！日文系助理教授富田哲（左）正與
如：英文博四的王有慧即是全方位口譯教學人才，
學生用輕鬆的方式進行日文對話練習。（攝影／賴意婕）
且在研究上的表現也不俗，她所撰寫的論文陸續被

慈祥的林良，句句都像
篇故事，一壺茶、一枝
筆、一扇窗，生活處處是
創作靈感。（攝影／謝佩
穎）
永不西下的小太陽
他認為，新聞工作者須具備，健康的身
體、與時間賽跑的毅力，及能一心多用
的特質。「不過，當作家還要再加上『坐
得住』這個條件。」常有人問林良，寫作
時是否有缺乏靈感的窘境？從不擔心沒有
創作靈感的他，除了相信睡眠能讓腦袋靈
活外，也認為，「就算是吃晚飯的生活經
驗，也可以與人互相交換，也是一個新的
創作靈感。」
熱愛閱讀的林良，最近剛看完《賈伯斯
傳》及《翁山蘇姬傳》，林良表示，他欣
賞賈伯斯的商業頭腦；欽佩翁山蘇姬不畏

危險，為人民、為自由奮戰的精神。除了
學習新事物，創作超過66年的林良，至今
仍持續寫作，目前在國語日報上有4個專
欄由他負責，早上6時至9時，晚上10時到
凌晨1、2時，這兩個時段，是他鍾愛的寫
作時刻，「一旦開始寫，直到寫完才會放
下筆。」他表示，除了寫作是他的興趣
外，家人的呵護也是他持續的動力。「在
家裡，寫作就是門正經事。」他也鼓勵
想從事寫作的年輕學子，「磨練自己的
筆，」不要害怕，多投稿，「一步一步地
往前走，就算沒有入選，也不要小看自
己，只要多寫就一定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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