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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自創口訣背法規 邵昀貞
國企四邵昀貞，兩年前轉學進入國企系，
從此成為同學們的考前救星，她的講義被奉
為武林秘笈，考試週時，她的手機幾乎是忙
線，因她總是不吝嗇地借給大家筆記，耐心
回答所有的問題，「有個月電話費高達1314
元，正逢期末考，回撥很多電話幫忙解題，
結果就打到『一生一世』這麼多了！」保持
好成績的她，不如刻板印象的「關起門自己
苦讀」，反而是大方分享，甚至教同學讀
書技巧，「因為教人的同時也可以自己複
習！」於是讓她讀書越來越上手，成為第一
名。

蘭 陽

102年寒假機器人課程系列
「Android與NXT樂高機器人營隊」
開始招生！由本校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中心組長曾吉弘擔任講師，招生
對象為小學4年級以上，對機器人、
Android手機程式設計有興趣者皆可
報名。報名日期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上課地點為臺北校園，時間為1月22
日，為期2天，共3梯次，詳情請上成
教部網站（http://www.dce.tku.edu.
tw/index.jsp?pageidx=02）查詢。
（成教部）

筆記救星

戰爭與人性課程

貼近小桃阿嬤 看見真實歷史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教師黃文智所教授的「戰爭與人性」課
程，日前利用課餘帶領本校5位學生參與首次在臺灣舉行的第11屆
「日軍慰安婦問題亞洲團結會議」，該會議由國內婦女救援基金會
主辦，總統馬英九也出席這場會議，進行開幕演說。
會議中有慰安婦倖存者致詞、慰安婦議題之教育與歷史傳承及臺
灣慰安婦運動20年暨秀妹阿嬤追思會等活動。會後，學生與參加會
議的「小桃阿嬤」寒喧，讓學生從中了解戰爭歷史帶給人們的傷
痛。俄文四陳俅如表示，主辦單位很驚訝有學生來參加！她看見阿
嬤生前的照片每一張都充滿樂觀的笑容，還有在各國街頭遊行發聲
的照片，讓人覺得敬佩。俄文四吳佩穎表示，因為老師在課堂中提
到許多從人性角度思考的議題，「原以為這些議題只是歷史，參加
後才知道有歷史問題尚未解決，也深覺有這類活動一定要再參加與
支持。」（文／趙巧婷、圖／黃文智提供）

兩岸尖端資訊技術研討會 預見雲端未來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將於21日舉辦「2012海峽兩
岸尖端資訊技術研討會」，邀請兩岸各3名專家學者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針對「智慧感知與雲端計算」議題發表演說，促進兩岸資訊科技
交流。會議主辦人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表示，受邀的3所對岸學校都
是本校姊妹校，皆期望透過會議共同發掘兩校合作及交流機會。校長
張家宜將出席開幕典禮，頒發「2012資旺盃」獎項；參賽作品也會在
T306開放展示。
6場演講題目包括臺灣觀光學院校長張瑞雄解說的「雲端時代的關
鍵計算」、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副院長張煥國帶大家從「從銀行看雲
計算」、本校資工系教授張志勇演講「物聯網的發展與挑戰」等。歡
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會議詳情請參閱http://cscait2012.cs.tku.edu.tw/
index.html。

邵昀貞坦言，從五專轉到大學花了一段適應的
期間，加上英文程度不好，系上英文授課的課程
就顯得吃力，「但是我用比人多兩倍以上的時間
讀書；上課筆記雖潦草但精確，回家再抄錄整齊
精美的一份，而考試前兩個禮拜就開始安排每日
進度，一旦當天進度落後，隔天就早起補上。」
曾經是標準的「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學生，
從小熱愛運動的她，國小到國中成績一直是倒數
幾名，直到國中基測落榜，看到家人難掩失望的
神情讓她過意不去，才下定決心要專注於課業，
並且找到自己的讀書方法，她分享自己最基本、
最重要的小撇步就是上課要聽懂，「遇到不懂就
要馬上提問，這樣回家複習才能事半功倍、融會
貫通，不然問題累積起來，不僅阻礙到下次上課
的學習效果，還會讓問題越來越大洞。」
國企系的背科很多，邵昀貞發明一套口訣，她
的口訣也是同學經常向她請領的小法寶，「例如

法規考試要我們背出24個WTO組織的協定，組
織名稱都很長、不好背，我的方式是會把24個協
定名稱的第一個字挑出來組成好背的句子，一拿
到考卷就趕快寫下24個字，幫助 在 考 試 過 程
中回憶完整名稱。」邵昀貞
謙虛的表
示，因為自己不夠聰明，得
靠勤能補拙，曾經因
為現金流量表實在背
不起來，就逼自己手寫
了30幾張的表，直到駕
輕就熟為止，但也許正
因為她不是資優生，才
能讓勇往直前的心帶領
她出類拔萃。（文／賴
奕安、攝影／鄧翔）

【記者盧逸峰、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
本學年度起開始實施社團學分必修化，12日課外組
於蘭陽校園針對社團幹部，舉行首次社團知能研習
「C+,promoting your ability.」，由淡江大學北極星服務
團─蘭陽校園社團TA主辦，觀光、政經、資創與英美
四系協辦，並邀請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教師、中華康
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秘書長邱建智，對社團經營、活動
發想、企劃書撰寫進行解說、分享，更提到蘭陽校園
實施住宿制，使學生感情密切融洽，是得天獨厚的特

色。課外組專員許晏琦表示，本次知能研習有57位蘭
陽校園社團幹部出席，除安排講座課程，也進行分組
活動，交流活絡且熱烈，希望藉此機會讓蘭陽校園各
社團交流經營意見、使社團活動更加健全。
活動執行長觀光二許浚銘表示，蘭陽約莫有20個社
團，社團成員、幹部重複性高，因此校方希望藉此課
程教導社團幹部如何讓社團資料能更完善的建檔，為
下一屆幹部留下活動及社團資料作為參考；並且利用
知能研習的機會能讓大家可以交換彼此經營之心得及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統計學界重大
盛事，一年一度中國統計學社「101年社員大
會暨統計學術研討會」於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前司法院統計長
詹德松、統計系系主任吳淑妃皆出席。虞國興
會中說明，民國18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為能
順利推展政務，創立了中國統計學社，對我國
主計事業發展更是貢獻良多。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長石素梅表示，統計學社在今年有不少
突破性發展，包括在8月份參加國際統計學會
（ISI）第二十屆國際統計會議時，終於以「臺
灣」名稱入會，且今年適逢《統計學報》創刊
50週年，引進一系列開創作法，包括建立線上

投稿系統，期刊論文電子全文免費刊載等，希
望大家善用《統計學報》，分享統計新思維。
會中頒發終身成就獎、統計獎學金及論文
獎。終身成就獎由畢業校友前司法院統計長詹
德松，與任職於財政部統計處統計長葉滿足獲
得，統計系獎學金由中正大學陳昶汝等8位獲
得，論文獎由本校數學系陳業勛等4人獲得。
詹德松表示，當時在淡江就讀夜校，半工半讀
瓜分所有時間，但仍堅持回家後念書，因為深
知唯有教育能改變人的命運。大三便是高考榜
首的他期勉學弟妹，把學科基礎打好，培養心
性和努力踏實的態度，遵守校訓「樸、實、
剛、毅」。

普魯斯特研討會 擴充普學視野

【記者林佳彣臺北校園報導】法文系於13日
在臺北校園舉辦「普魯斯特暨法文翻譯研討
會」，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外語學院院
長吳錫德、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法國在臺
協會法語暨出版事務專員金娜(Mme Valentine
GIGAUDAUT) 皆出席。並邀請中央大學、輔
仁大學等教師蒞校，並在會中發表相關議題的
論文，共60餘位學界人士共襄盛舉。
透過法文系客座教授Pierre-Edmond Robert
對普魯斯特的研究，擴充國內研究「普」學的

視野。Pierre-Edmond Robert為馳譽歐美的20
世紀法國文學學者、巴黎第三大學榮譽教授，
更為法國學界公認的普魯斯特資深研究專家之
一。會中，國內相關譯者對於普魯斯特的作品
進行意見交換。也使臺法雙方學界在普魯斯特
的研究工作上有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接軌。楊
淑娟表示，本學期很榮幸延攬Pierre-Edmond
Robert到系所客座講學一學期。「藉由此次研
討會，能讓國內學者對於普魯斯特這位作家有
更多面向的探討。」

保險週 玩出業界經驗談
10日起為期4天的保險週在海報街盛大舉行，有別於以往的
小型擺攤，今年力邀富邦人壽、三商美邦人壽、國泰人壽、南
山人壽、公勝保經、大誠保經及中國人壽一共7家廠商進駐海
報街，舉辦闖關活動及抽獎活動。更祭出New Ipad、拍立得、
Swatch時尚手錶等多項禮物吸引人氣。活動總召統計三詹博鈞表
示，希望藉由保險週的活動來顛覆同學對於保險的觀念，「不僅
止於『拉保險』，而是包括心態調整、自身權益維護和一種防範
未然的準備等，都是從事保險業應有的專業態度。」
因應活動正逢寒冬，現場填問卷即送貼心暖暖包，甚至發送麻
油雞湯，讓同學不僅能玩闖關遊戲，還可以順便吃東西暖身。公
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德成笑著說：「藉由闖關
遊戲的過程，讓同學了解保險產業的工作內容和保險知識，也
將業界中的寶貴經驗提供給大家。」（文／呂柏賢、攝影／林俊
耀）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 郭士賢當選理事長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高雄市校友會於9日
在西子灣沙灘會館，舉辦理事長改選會議及交接活動，由
會計系校友郭士賢當選理事長。活動還邀請嘉義市、臺南
市、屏東市、臺東市等各地校友會一同參與，中華民國淡
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以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執行長彭春陽也南下與校友歡聚，總共約有百人共襄盛
舉。
當天還來了土木系校友的外籍生伊狄斯，從非洲內陸國
家查德來到本校就讀，畢業後仍不忘臺灣，特地返臺參與
校友活動。這次的校友活動也讓臺灣南部地區的校友歡樂
相聚，彭春陽說：「當天感受到南臺灣的熱情，現場真的
很熱鬧。」

國際長李佩華（左）代表接受大陸讀者雜誌贈書，並致贈感
謝狀予該雜誌發行人吳治亞（右）。（攝影／劉代揚）

大傳郭薏珊周傳雅 蹲點紀錄片走入偏鄉獲二獎

參加服務活動，是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的範例，
「從課程中向機構提案，經由親身參與到實踐，得
獎是顯現專業結合服務的良好成果！」
此次獲獎作品，是拍攝高雄山區「六龜天主堂」
的紀錄片，內容講述輔仁大學透過數位遠端教學，
使得偏鄉孩子們獲得更多教育機會，郭薏珊表示，
進到六龜感受特別深刻，「自然環境優美，孩子們
也好天真可愛，而進入一個資源較不足的地方，真
的會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而周傳雅則說：
「透過紀錄片，我們看到許多人願意為臺灣這片土
地服務，真的很感動。」也感謝大傳系系主任王慰
慈支持協助紀錄片的拍攝。

馬雅文化週 破除世界末日

華語中心 用美食提早歡度聖誕
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聖誕園遊會於13日在臺北校園2樓走廊熱鬧
舉行，共有300多位師生一同提早歡慶聖誕節，用異國美食high翻全
場。泰國籍學生李雪莉表示，「園遊會很有趣，有很多外國學生賣異
國菜，有越南菜、韓國菜、美國菜和奧地利菜等，能和不同國籍學生
在淡江一起學習中文真好玩。」（圖／成教部提供）
本報於879期刊登境外生球賽，外籍生組成隊伍名稱應為「Gagnam
Style」；「陳文怡隊」為由「馬來西亞學生組成」，特此更正。

從文化激發創價人生 為教育注入認同價值

學生就像夥伴 相互啟發和刺激
曾擔任意藍科技、龍捲風科技董事長，與華山1914
創意園區董事總經理的陳甫彥，在商場學習經營夥伴
關係，雖然看似和在學校所建立的師徒關係有所不
同，但陳甫彥認為老師和學生間，也像夥伴一樣有相
互激勵的作用，「其實學生影響我比較多，也給我不
少影響和啟發。」像是大傳系第五屆校友，著名音樂
人雷光夏，也曾上過陳甫彥講授的視覺傳播，他回

憶，比起視覺，雷光夏對聲音更敏感，「當時我主要
講視覺，雷光夏也會來問我有關聲音的問題，被他一
問發現我真的也不會。」之後雷光夏就去念了交通大
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我覺得這就是師生間的一種互
相刺激，對他好、對我也好。」
而今年陳甫彥在文化創意產業概論課程，遇到一名
畢業後想回彰化繼承家中鐵鍋事業的資工四林冠亨，
和他討教行銷的意見。同為彰化人的陳甫彥，遇到同
鄉也難掩興奮，聽完他的分享後，請他繼續聽下堂全
球文化行銷企劃專題，「我就針對他的問題，上課時
特別改談價值鏈。」而課堂上的陳甫彥授業給學生，
下了課則為自己的好奇心解惑，私下買了學生的鐵鍋
來用，看看哪裡有問題，要和學生一起找答案。
正視內在的力量 做為步上「圈選」之路的動力
「我覺得我是個內向的人，但我被訓練要告訴自
己是個外向的人。」陳甫彥覺得，現在學校太重視
「skill」（能力、技能），強迫內向的人要變得外向，
只讓學生學了一身武功，讓隱藏於內在的力量更難顯
現，「但人頂多只有內向、外向和內外兼具，當你問
學生，『你是內向嗎？』沒什麼人會舉手；如果問
『你是外向嗎？』多數人都舉手，但這之中一定不可
能真的都屬於外向。」陳甫彥以導演李安作為內向力
量的例子，談到李安在大陸專題節目《看見》中，以
「無用」這個詞形容自己，因為他自認在處理生活的
瑣事上，其實不太靈光，但只要看到喜歡的腳本，就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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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有利往後合作等根基。排球社社長資創二周永
得課後表示，課程對他幫助很大，對於一個社團從無
到有，夥伴角色分配以及分工有更深刻的體會；「檢
討對事，建議對人」這是課程後得到的最大收穫，也
是最重要的道理。瑜珈社社長觀光二高碧玲則說，十
分想參加研習，但時間與交換生資格面試撞期，「也
許可以錯開時間讓幹部都能參加。」

統計學盛事 詹德松葉滿足獲終身成就獎

陸版心靈雞湯 讀者雜誌贈書

【記者梁凱芹專訪】「我沒上過的課，反而是我最
擅長的電子商務。」淡江教書20餘年，在學校他的職
稱是老師；成立旅遊網站易遊網後，在商場他的頭銜
是董事長；打造華山1914創意園區時，被譽為文創產
業推手。但放下這些稱謂後，他是不斷在人生中思考
自己價值的陳甫彥。
會在淡江教書，是由大傳系創系老師陳世敏引薦 ，
而陳甫彥也想找一個「偷懶」的方式，強迫自己看更
多書，「在上課前至少要看幾本書備課，教學大綱也
要買些書來參考才寫得出來。」接著在思索該開什麼
「有意思」的課時，陳甫彥以曾經在校外教影像相關
課程的經驗，再參考國外開設的課程，「最後我結合
圖形創造、視覺要素和視覺欣賞，再加上傳播理論，
開設了全新『視覺傳播』這門課。」而視覺傳播不只
從選修變成大傳系必修課，更領先各傳播科系的視覺
課程。陳甫彥不斷「創新」新課程，不僅洞悉傳播趨
勢，更為文創課程帶來創新視野。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即日起在國立
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展出「李
奇茂大展」。聲名遠播的水墨藝術
家李奇茂，能體察時代脈絡，不斷
地以創新風格展現獨特的畫風，重
新為傳統繪畫賦予時代新的意義。
本次展覽中，以經典、新紀元、傳
承等主題展現李奇茂歷年具代表性
的書、畫及裝置作品，具體而微呈
現他的創作歷程，展出時間至2013
年1月6日，請把握時間前往觀賞，
詳情請見：http://www.yatsen.
gov.tw/。（文／莊靜）

蘭陽首辦社團知能研習 協助茁壯與傳承

【本報訊】國際處於13日上午10時30分，在驚聲10樓會議室
舉行「大陸讀者雜誌贈書儀式」，由《讀者》雜誌發行人吳
治亞代表致贈一年份讀者雜誌，一個月約200冊，由國際長李
佩華代表接受，現場亦有多位陸生到場參與。李佩華表示，
讀者雜誌在去年1月1日正式進入臺灣，全球有90多國發行，
發行量有800萬份，「感謝發行人慷慨贈書給淡江。」吳治亞
表示，素聞淡江歷史悠久，在臺北、宜蘭都有校園，讀者雜
誌在大陸有心靈雞湯的美名，相信可為學生帶來助益，而我
們也十分樂意將這份刊物，分享給淡江。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中華電信基金會於
5日舉辦「2012感動傳承典禮」，大傳四郭薏珊及周
傳雅獲得第四屆「蹲點‧台灣」紀錄片競賽貳獎，
兩人大呼「簡直就是驚喜。」
「蹲點‧台灣」為中華電信基金會舉辦，鼓勵大
專青年到「數位好厝邊」社區進行蹲點服務，採用
文字、網路、影像多重途徑傳播，以實際行動認識
臺灣土地。兩位獲獎同學上學年修習大傳系專任講
師馬雨沛開設之「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得以與
中華電信基金會蹲點計畫合作，為基金會提出年度
的行銷與推廣企劃案。馬雨沛表示，該組同學在課
程中提出的行銷企劃案就獲得基金會評選為第三
名，課程結束後，學生被活動宗旨感動，決定報名

貼近水墨藝術 李奇茂展開跑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擔心2012年12月21號的世界
末日嗎？美洲所在本週舉辦馬雅文化週，為你解開馬雅預
言之謎！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本校美洲所的拉丁美洲
組，是臺灣唯一研究馬雅文化的學術單位，近日許多人
都在討論21日的世界末日，希望能藉機，讓大家更了解馬
雅文化，破除末日謠言。陳小雀也強調，「2012年12月21
日，其實是新紀元開始。」美洲所從今日（17日）至週四
（20日），下午2時10分在圖書館閱活區一連四場演講，
由陳小雀主講「破解謎樣馬雅」、墨西哥商務辦事處處長
慕東明主講「窺探馬雅文明」、拉美文化研究者Mtra. Luz
del Carmen Gives主講「介紹今日馬雅」、美洲所教授賈派
希主講「正式馬雅人權」等主題；21日（週五）放映導演
Michael Vetter所拍的馬雅紀錄片。

華山1914創意園區董事總經理
陳甫彥

會有股力量想把他影像化，「在這種轉換過程中，李
安就像是被『圈選』出來要去拍電影，他這時候就帶
有能量。」
而臺灣多元的文化特色，可以給那些走上被圈選之
路的人，有更多轉換的空間，這也是臺灣最有機會的
一項特質，但就算有這樣的自由，並不代表有前進的
動力，「我們無法改變他們的天賦，所以我們能做
的，就是給他們充點電、當他們補充能量的動能。」
陳甫彥認為目前在學的年輕人，生長在經濟和政局變
化後的時代，「小聰明」很多，也比較靈活，「而
這些年輕人哪天覺得他們被選上了，他就會帶有能
力。」
認清定位 再次「畢業」尋找價值
談到自我價值和定位，陳甫彥以市場的角度出發，
若要了解自己在市場的定位，必須先明白自己的競爭
者、和市場的關係等等相關因素；確定你的定位圖釘
釘在哪裡後，接著要「頂天立地」，「天」就是哲
理，「地」就是土地，如此才能站得穩；而「我是
誰」、「我要做什麼」是最後善加利用自身的專業技
巧，去加強論述或辯證的問題。
「聰明人很容易找到他們的定位，也能夠論述得頭
頭是道，但就是缺少其中的『價值』，而我也在一直
在生命的過程裡找尋自己的價值。」過往多是從資本
主義考量市場價格，但經歷母親車禍癱瘓的人生歷練
後，陳甫彥從資本主義轉向人生價值，他體悟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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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華山1914創意園區董事總
經理的陳甫彥，喜歡面對學生，
與學生相互激發出屬於人生價值
的內省意涵。（攝影／謝佩穎）
其想著改變人生「末端」，不如從「前頭」改變，「從我畢業到現在
足足30年，這30年裡就算想改變，也只能影響其中幾年，所以現在我
把自己也當成是一個準畢業生，即將從成人大學畢業，接著要進入的
是一個自我或生命的大學，從此我又重新開始一個30年。」在即將再
度成為「大學新鮮人」之際，陳甫彥也為此做了準備，替自己嶄新的
30年規劃了新方向。
在不同年齡的人生階段中，陳甫彥都和「樹」有關連，「念成功高
中騎腳踏車上學時，總會注意到路旁一排排的樹；進入華山後，也為
了保留一棵老樹，和董事會建議取消開發的計畫。」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長成一棵大樹何其不易，教育學生更需要長久的時間，陳甫彥
不論上的是視覺、文創或任何課程，都嘗試教導學生找到自己的價
值，以面對社會與人生的考驗。而陳甫彥對教育的熱忱沒有畢業，仍
持續在教育的人生中，學習人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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