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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適性適材 伴學成長

多一次專業進修，多一分安全保證！
「營造業工地主任4年回訓課程講習訓練
班」將於10月19日準時開課囉！102學年度
上、下學期分別在花蓮、臺北開設6期假
日班，每期上課時間共計4日。歡迎符合
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
證者報名上課。欲報名者請至臺北校園成
人教育部辦理。詳情請上成教部網站查詢
（http://www.dce.tku.edu.tw/index.jsp）
或洽潘小姐（分機8866）。（資料來源／
成教部、文／林佳彣整理）

兼具專業、道德及團隊合作的建築系助
理教授宋立文於6月當選「特優導師」，不
同於一般科系，建築系需要5年光景造就專
業，對於初次步入令人憧憬的大學生活，建
築系學生在大一就須接受嚴格又密集的專業
訓練。身為導師的宋立文說：「同樣畢業於
淡江，求學的過程是如何熬過去的、何時需
要溫暖的安慰與支持，我心裡最能明白。」
由於學生幾乎長時間在工作室，他更能直
接地觀察到學生的學習進度，不僅深刻感受
到艱辛，更經常主動向家長說明孩子的學習

狀態，藉以避免學生承受太
多的壓力。
比起專業培訓，宋立文懇
切地說：「我十分認同張校長
主張培育心靈卓越的人才，況
且建築絕非一人作業始可完
成；因此，團結、溝通及道
德的養成顯得格外重要。像
是每當要進行『機具使用』
課程時，我一定要求全員到
齊才能進行。」他提到使用
機 具非常危險，有紀律約束不但能確保安
全，更能培養謹慎的態度。「而嚴格監督廢
棄材料的處置也是我在乎的，希望學生在擁
有一流技術之餘，更能成就具一流品德的建

國際資訊檢索評估競賽 資管戴敏育領4生穿金戴銀

RITE4QA簡體中文（CS）分項第一名與正體
中文（CT）分項第二名！
今年第二度參賽，團隊由資管碩二杜駿、吳
思葦、黃灝程，以及資管碩三黃世禎組成，連
續2屆榮獲RITE4QA分項冠軍。戴敏育表示：
「第二年參賽同學更加投入，此次參與國際競
賽，不僅可以培養和拓展同學的國際視野，更
是充分展現本系學生紮實的資訊系統訓練與研
發技術實力；因此，我們是文本蘊涵（RITE資管系助理教授戴敏育（右一）、資管碩二黃灝 2）項目28支參賽隊伍中，唯一連續2屆成功展
程（左一）和資管碩二吳思葦（左二）。（圖／資 示文本蘊涵線上資訊系統的隊伍。」
亞洲NTCIR、美國TREC和歐洲CLEF被視
管系提供）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資管系助理
為3大國際資訊檢索評估的重要會議，廣受資
教授戴敏育帶領淡江資管團隊 （IMTKU）
訊檢索學術研究領域認同。其中，NTCIR為
參加「2013年日本NTCIR國際資訊檢索評
日本國立情報研究學研究所主辦，至今已邁入
估競賽」表現優異，榮獲文本蘊涵項目之
第十屆，本屆參賽隊伍有來自日本、中國、臺

灣、德國、美國、加拿大、法國等13個國家，
合計105組隊伍。
今年在八大競賽項目中，以文本蘊涵項目為
最多隊伍參賽。資管系碩二吳思葦說：「在展
場上遇到很多專業人士，從業界角度提問，所
以非常緊張！在過程中，資料檢索有雲端、搜
尋引擎上等各種面向的應用，且與他隊交流
時，產生許多當初沒思考到的想法，這是很酷
的一件事！」

統計三劉怡萍奪Word世界盃亞軍
統計三劉怡萍於上月3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2013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總決賽」，
獲得2007版本Word亞軍。劉怡萍說：「很高
興首度出國比賽就能獲獎，雖然與冠軍失之交

築師。最後，我總是提醒他們，人們辛勞地
賺錢只求一個安全、穩固的地方落腳，所以
道德更是建築師最重要的素養。」
建築四馮紀涵分享道：「老師做到的不僅
是傾聽，更是依每位學生的狀況予以不同的
建議，有時感到挫折時，老師更是班上同學
最佳的心靈寄託，因為他的鼓勵與關心，讓
我擁有持續堅持夢想的力量。」
宋立文對教育的熱忱是他持續擔任導師的
動力，不論是在學業、品德，甚至是社團參
與，他總是鼓勵學生堅持夢想、勇敢闖蕩，
也如同他提到「對我們而言，不僅是建築專
業的培養，擁有卓越的品德及良好的應對進
退，才是大學生應有的學習。」（文／蘇靖
雅、攝影／盧逸峰）
臂，但受獎時看到國旗升起覺得感動和光榮，
家人觀看網路直播時，更是開心地大叫，很感
謝大家支持與鼓勵，雖然因賽制而無法再參加
Word項目，但會再朝其他項目學習，希望未
來能再參賽。」
指導老師暨資工系校友
陳智
揚，亦是臺灣首位參與
世界
盃電腦應用技能競
賽
Excel項目的獲獎選
手。他認為，國際
賽注重臨場反應，
因此克服緊張很重
要，儘管無法陪
同參賽，但仍透
過網路電話給參賽選手
們鼓勵。本次賽果，另
圖為統計三劉怡萍。（攝
有統計四許卉萱
和統計三謝芝庭 影／鄧翔）
參賽，獲得2007版本Excel第四名與第六名。

推廣書法 教部委請文錙揮毫 全員加值中 學教中心暑期成長營 開發教學新動力

英語夏令營 新北高中受益

教學助理暑期成長營的「團隊暖身」活動中，學員們藉
由分組活動培養默契，以達成所有人的合作目標。（圖／
學教中心教師組提供）
以現場解說，使參觀者能更清楚了解飛
機製作的概念和架構，且現場展出實驗
室近期製作的飛機、去年試飛成功的太陽能無
人飛行載具，以及研製中的四旋翼無人機。
其中，航太系校友陳沛仲出版《第一次造飛
機就上手》，以漫畫方式介紹無人飛行載具的
歷史、設計概念和國際現況，吸引不少民眾目
光。該展負責人航太四楊宗祐分享道，透過參
展能得知航太產業目前現況及了解市場需求，
亦能他校進行經驗交流。

世貿飛機展 航太系精銳盡出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兩年一度「臺
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於上月15日至18日
在臺北世界貿易中心盛大舉行，航太系受邀參
展。該系教授馬德明表示，每次參展除了展示
研究成果外，最主要是藉此讓學生了解航太產
業近況，並與業界和他校進行交流、學習。
本次參展由航太系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
（UAV）負責。展出內容主要以馬德明和副
教授蕭照焜帶領學生研究的成果。佈展期間，

高中生瘋法文 體驗說學逗唱

圖為法文系助理教授馬朱麗親自示範如何製作
可麗餅。（圖／法文系提供）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睽違十年，
法文營重出江湖！法文系於7月5日至7日舉辦
「三天兩夜瘋法文」，吸引27位高中生體驗法

國生活面面觀！營隊協助人員、法文系副教授
朱嘉瑞提到，透過活動讓學員能感受法國文化
各面向，且希望明年宣傳範疇能擴及中南部；
而學員則對於此活動有百分之九十的肯定。
課程內容安排手勢語言遊戲與互動、戲劇活
動、法國卡通及歌曲介紹。其中，體驗更是
少不了法國美食。助理教授馬朱麗除了向學員
介紹法國各地代表佳餚外，還帶領同學製作可
麗餅及沙拉的酒醋醬料。有別於臺灣卡通的風
格，副教授孟尼亞分享《高盧英雄傳》、《傻
咖卡斯東》等法國卡通。活動總召法文三李宜
庭表示，本次籌備時間較緊迫，但隊輔和學員
玩得都很盡興。

理學院數學營 教你搞定微積分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
園報導】開學起跑啦！
為了要使大一新生與大
學學業迅速接軌，理學
院按照往例舉辦暑期數
學營，此次針對令人聞
之色變的「微積分」加
強複習，邀請到數學系
副教授伍志祥、李武炎
親自教導，以深入淺出
的教學方式破除大學生
對微積分的恐懼感，也

本校與新北市立新北高中（原國立三重高中）進行策略聯盟，移師蘭
陽校園，展開為期4天的「英語夏令營」。圖為參與此次的學員們和英文
系系主任蔡振興（左二）、英文系副教授杜德倫
（左一）、新北高中校長江家珩（右二），以及
新北高中教務主任莫恆中（右一）一同合影。
（圖／英文系提供）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上月4日至11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教務
日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員紀淑珍率領6名同學
處與新北高中策略聯盟合作，於上月24至27日
參加日本立命館大學主辦「2013淡江立命館學
在蘭陽校區為該高中舉辦英語夏令營，由英文
生論壇in東北」，並參訪2011年3月11日歷經
系主任蔡振興帶領副教授杜德倫等3位老師一
地震和海嘯重創災區所舉辦的復興活動。
同前往，活動主題包括情境英文、電影欣賞、
紀淑珍表示，今年3月初立命館大學師生蒞
演講的藝術、如何閱讀英文書、說鬼故事比
校參訪時，曾與本校學生熱烈討論日本災後的
賽、寫作和作文比賽。
重建議題，因而促使本次參訪行程，延續2校
蔡振興說：「今年首度為高中生們量身訂
學生的交流。
製，除了聽說讀寫外，更讓高中生學習獨立思
行程中也走訪了立命館大學師生在岩手縣
考，期許夏令營能對大家在未來大學升學有所
宮古市建造的ODENSE2（鍬崎地區及會所）
幫助。」新北高中教務處主任莫恆中表示，學
和ODENSE PLAZA，並從臺灣帶來愛玉子和
生們反應良好，感謝淡江大學在研習營期間各
天燈吊飾的材料，邀請當地災民製作愛玉和天
方面的照顧。

順便複習高中的課業，讓學生對於微積分不再
害怕。李武炎表示，只要上課專心聽講，課後
勤於練習，人人都能成為微積分達人。他也表
示，希望藉此讓學生提早進入狀況，銜接課業
也能更得心應手。
數學營期間不僅有豐富的課程內容，課餘也
安排聯誼、聚餐等活動，藉此增進學員間的感
情與默契，更讓大家提前體驗大學生活。活動
執行長數學四林惟覺如釋重負地說：「這次讓
我學習到很多處理事務的技巧，雖然在準備與
規劃的過程中不是很順利，但還是感謝所有工
作人員齊心努力，讓活動有個圓滿的結果。」

淡大開講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為協助大一新
生適應英語授課環境，蘭陽校園於10日至11日
舉辦英語授課體驗營，在營期中邀請語言系教
授黎白露講授「如何適應英語教學」、英文系
副教授郭岱宗傳授「如何從生活上增進英文能
力」的秘笈外，負責國際事務游慶怡亦主講
「大三出國準備停看聽」，讓學生提早了解學
習規劃。此外，主辦單位安排許多遊戲活動，
讓學生可以在輕鬆的氣氛下開心學習。

學員學習溝通、傾聽及合作，當中也有
所成長，相信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有助
於提升教學助理的能力。廖啟豪表示，
學生反應機靈，且對學校的認同很高，
相信對大家往後的教學有所幫助。
第二天下午進行成果發表，同學多數
以幽默的短劇來表現教學助理的態樣，
企管碩一張巧融以生動的肢體語言，成
功讓優、劣質助教形成強烈的對比，也
贏得滿場的笑聲。她說：「這次讓大家
可以學習如何帶動團體，收穫很多。」

一三全國台灣文學營
○

新生英語授課體驗營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於5日至6日在救國團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
教學助理暑期成長營「全員加值中」，邀請救
國團探索教育推展中心執行長陳建成、訓練員
朱啟仁及業務經理廖啟豪等人擔任講師，活動
共有133位教學助理參與。張家宜校長出席閉
幕式時表示，透過小組互動來體驗和探索不同
的學習方式，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期許同學
們在新學期能有個充實的教學經驗。
為期2天的營隊是由救國團客製系列課程，
成長營執行秘書林姿均表示，藉由團隊運作讓

二

蘭 陽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有感書
法教學師資不足，委託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
究室於上月22日至24日舉辦「國民教育教師書
法教學基本課程研究班」研習，共計34位國中
小教師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員張
瑜芳說：「此次研習以書法為主，之後將考量
教師研習需求，增設數位e筆的課程。」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書法的前景無可限
量，要用快樂的心態往下扎根，希望老師帶動
學生在書法中了解文化藝術。
上月15日至19日在文錙舉辦「第二十一屆暑
期書法教學研究會」，本校已連續辦理13次，
今年參加人數為78人，為歷來之最。中華民國
書道會副理事長何正一表示，每年暑假都會舉
行書法營，且透過密集教學，能使書法的能力
提昇。來自日本的學員木村翼沙開心地說，
「臺日的顏體書法很不同，讓我收穫良多。」
文錙藝術中心於7月22日和24日接待香港交
流中心及日本光陵高中參訪團。由文錙藝術中
心主任張炳煌親自接待，除了示範e筆書畫系
統，亦邀請日文光陵高中同學一起揮毫，而同
學們也帶來一場精采的日本傳統歌舞技表演，
剛柔並濟、活潑、有力的演出獲得滿堂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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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田運良提供）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
文學營又來了！由INK印刻文學生活誌、勇源
教育發展基金會主辦「夏‧讀文學十代 二○
一三全國台灣文學營」於7月18日至20日在本
校盛大展開。
營隊主任由張大春擔綱，和楊照、馬家輝、
駱以軍及樊光耀等人一同參與，今年文學營邁
入第十屆，除了師資陣容堅強外，更帶領學子
一同展讀文學風華。
本屆文學營將傳統與現代相融合，分為小
說、散文、新詩、戲劇、電影及歌謠6組。其
中，歌謠組講師魏海敏親自示範四大名旦的唱
腔，且文學歌謠之夜則由原住民音樂教父胡德
夫與客語創作歌手羅思容聯手演出，皆以歌曲
來詮釋情感。
中文二張依慈說：「能夠藉由文學營吸收到
平日不常接觸的戲劇知識、舞臺表演技巧，是
很難得的經驗。」
今年文學營仍保有古蹟文化巡禮，使學員在
課堂聽講和自由創作之餘，更實地參訪百年文
化遺址。INK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經理田運良表
示，文學營就像是文學界的嘉年華會，讓喜歡
倘佯於文學中的人們互相交流、學習，希望能
夠藉此使臺灣文學風氣更盛，並延續此精神。

災後教育 國際處率6生赴日 衝擊學子認知
燈，一同體驗臺灣文化。
日文碩二凌于涵表示，此行讓她對於
防災概念有180度的轉變，並認為「防
災演練不僅是政府責任，更是全民義
務，每位家長、每個家庭不能只是口頭
教導，更應該要以身體力行的方式，為
孩子樹立正確的防災觀念。」
機電博一張力仁則表示，此行讓他重
新省思「志工」的定義，並說明「志工
真的能滿足災民的需求嗎？還是只是志
國際組組員紀淑珍帶領學生參加日本姊妹校立命館大
工自以為的給予。藉由此次機會，實際 學主辦「2013淡江立命館學生論壇in東北」，並從臺灣帶
與災民互動，了解他們真正內心的需求 來愛玉子和天燈吊飾材料，和日本受災居民一同分享臺
和感受。」
灣文化。（圖／國際處提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賴惠如 數位藝術創作展
資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賴惠如於11日
至22日在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美術館舉辦
「空界／序曲之二－賴惠如數位藝術創作
展」。40幅展品以數位輸出的方式呈現，
藉由佛教六界中的「空間」概念及傣族仿
生舞蹈的模樣，來詮釋萬物演化的平衡關
係。賴惠如說：「系列創作靈感皆源自佛
教思想和傣族文化。本次展覽除了加入人
類創生的題材外，亦納入龍、鳳、白虎和
鹿等動物的元素，進而宣導天人合一及大
自然和平共處的理念。」（文／夏天然）

推廣榮譽學程 吸引菁英出列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菁英不可
錯過！自101學年度起開設「榮譽學程」，課
程分為「學院共同討論專題」、「學院統籌
之進階專業」、「學系客製化」、「通識教
育」、「課外活動」共5部分。註冊組於14日
舉辦說明會，讓達到可修讀榮譽學程門檻的學
生，更了解學程的各項細節。
另外，針對校內推廣部分，該組也於上月27
日召開榮譽學程業務說明會，邀請各學院、系
所承辦業務人員更加瞭解學程的實施法規。承
辦榮譽學程的註冊組專員潘劭愷表示，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們洽詢（分機2363）。

性別與科技 17日走訪女性屐痕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榮譽教
授吳嘉麗與教授高惠春成立之「臺灣女科技
人學會」於9月14日至17日在臺北福華國際文
教會館舉辦「2013女科技人國際研討會暨亞太
國家聯絡網會議」。吳嘉麗表示，本次會議是
透過了解各國目前科技結合性別推行的政策狀
況，使本國得以借鏡與學習。
第三屆亞太國家聯絡網會議於14日率先登
場，該會議是亞太國家女科技人社團的資訊交
流平臺。會議期間，安排10國代表報告各國與
性別、科技相關政策與現況。緊接著15日至16
日「女科技人國際研討會」，邀請美國史丹佛
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Londa Schiebinger、美國
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副校長Sue Rosser等28位
國內外專家學者，以6大主題進行10場演講。
會後於17日（週二），則安排『女性屐痕』
之旅，走訪大臺北地區婦女權益及女性議題的
地標，如拓荒者出版社、婦女新知雜誌社及淡
水女學堂。吳嘉麗提到，本次會議藉由參訪，
讓參加者更能了解臺灣婦女權益的推動歷程。
當天下午2時30分，Londa Schiebinger、Sue
Rosser將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性別與科技講
壇」為題，分享如何將性別議題納入科技，全
程以英文進行演講，會前主辦單位則貼心提供
中文簡報摘要。對於性別議題有興趣者，千萬
別錯過「性別與科技」饗宴。

第127姊妹校 日本學習院大學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7月30
日以通信方式與日本學習院大學締結姊妹校，
並簽署兩校學術交流合約及交換學生約。該校
為本校的日本國第29所姊妹校，亦是第127所
姊妹校。日本學習院大學成立於西元1874年，
位於日本東京都豐島區。大學部設有法學、
經濟學、文學及理學等4個學院。研究所有法
學、政治學、經濟學、經營學、人文科學及自
然科學等6個研究所。該校在日本擁有相當高
的知名度，過去有許多皇族就讀，目前其學生
人數約9,000人。

香港官方代表蒞校 校方接待有禮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5日香港經濟
貿易文化辦事處副主任黎明暉和香港教育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翁佩雲蒞校訪問。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在主持座談會時表示，這是香港官方
代表首次訪問，近年來與香港交流增加，香港
學生也是本校僑生的重要來源之一，希望未來
持續多有聯繫。
黎明暉和翁佩雲來訪主要為了解本校學術品
質、招生政策、職業培訓及港生在臺求學概況
等議題。國際長李佩華則是分享本校國際化情
形，並說明大三出國和英語授課發展現況。翁
佩雲特別指出，淡江大學是臺灣唯一設有品保
單位的大學，同時稽核長白滌清亦分享全面品
質管理的執行概況。

伊格言出籍 預言零地點GroundZero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校友鄭
千慈（筆名伊格言）於上月31日出版《零地點
GroundZero》，以預言小說來描述臺灣陷入毀
滅性核災危機，主角能否在關鍵時刻掀開災難
真相、找回記憶與所愛的人。伊格言表示，二
次大戰是核能發展的開端，之後應用在能源議
題上，而人類發展文明也有出現錯誤的可能，
但卻缺乏改正的勇氣。他提到：「這本書不僅
具有社會批判的功能，也是我選擇與現實直接
對撞的行動藝術。在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民
眾開始正視核電議題，我無法預期此次作品會
引起何種效應，但我希望作品能有一次『大江
健三郎式』的突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