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傾囊相授 讓學習好愜意
坐在研究室裡繪製圖表，桌上擺放講
義的手稿，數10頁的英文教材讓外行人聞
之色變，但他總是能有系統地解說專業理
論，這是電機工程系教授詹益光。談起贏
得「101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殊
榮，他謙虛地表示，「大概是學生們覺得教
材很豐富吧！」
在課堂上，詹益光不但會提供講義習題的
詳解，另會補充足夠參考資料。他認為，這
些有助於學生釐清計算過程，更有益於學生
建構出有效率的思考脈絡。詹益光於本學

蘭 陽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因應國際化趨勢，
開設日語第62期課程，加強你的第二、
第三外國語文能力！本期除了基礎、檢定
與實務課程等多元選擇外，特別加開飯
店日語、日本文化、中級聽力會話及日語
口譯等實務課程。11月18日在臺北校園開
課，預留課程請至線上報名（http://GOO.
GL/8Ga2Q）。詳細資訊請至成教部網站查
詢（http://www.dce.tku.edu.tw/）或電洽
陳芷娟小姐（分機8832）。（資料來源／
成教部、文／蔡昀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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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矩陣完美策略 大公開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想提升學習能
力和效率嗎？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
於本學期開設「學習策略工作坊」報名活動開
跑囉！學發組組員劉欣怡表示，為滿足多元學
習需求，提供同儕間經驗分享模式，藉以精進
自我學習的策略及技巧。
課程內容分為4大類，從《英語就是生活，
帶你玩英語》、《英文閱讀一點通》，以及
《如何踏出日語學習的第一步》，講授種類一
應俱全。此外，工作坊亦分享簡報製作、時間
管理，以及上機操作SPSS、Word 2010等基礎
教學，不只從做中學，透過互動的體驗，更能
進行自我學習診斷。
即日起至今年年底，總計有12項豐富主題
陸續開張，名額有限，每門工作坊於開課2週
前，開放線上報名。詳細資訊請至淡江大學活
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

大三出國留法趣！

法文系於14至16日在系辦走廊舉辦「法文系
大三出國留學成果展」，展示101學年度22位
出國同學在法國的生活點滴，並與學弟妹分享
留學經驗。該成果展於14日中午掀開序幕，由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
法籍助理Romain等師長蒞臨現場，一同參與學
生遠赴法國留學的收穫與成果。
吳錫德致詞時表示，該系推行大三出國留學
計畫已邁入第二十年，逐漸變成辦學特色之
一。他鼓勵學生留學，「對學習語言來說，
環境是相當重要。」並認為，在臺學習法語4
年，臨場感抵不上在法國1年，出國的收獲不
止於語言上的精進，更能提高同學們的成熟
度及處事能力。吳錫德打趣地說：「這樣才不
會當個媽寶！」最後，他引拿破崙名言勉勵大
家，「機會不等人，只給做好準備的人！」
楊淑娟表示，「同學們回國後，法文程度有
相當大的進步，尤其在會話上，連講法語時的
手勢都有點兒法國味，可見在法國生活確實有
一定的影響。」她並認為，留學還可以培養國
際觀，因此非常鼓勵同學們出國見識。
法文二楊椀淩表示，聽了學長姐的分享後，
對留法生活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很開心得到這
麼多實用的資訊，希望自己有機會到法國親身
體驗！（文／葉睿涵、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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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期在電機系大學部開設
《通信系統》，教學以
全英語授課的模式進
行，並在機器人碩士
班開設《新世代多天
線無線通訊系統》、博
士班開設《進階數位信
號處理》。教學跨足不
同年級的他表示，面對
大學生較多採取解釋的方
式，把基礎觀念講清楚、說明白，但針對碩
博生，他的角色旋即轉變成為引導者，丟問
題給學生，讓他們自己去找答案。
要在課堂上教授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課程實
屬不易，詹益光藉由曾在電信業服務的經

驗，教導學生如何測試數據，進而透過電腦
上機的操作、實驗或演練中，印證課本上所
學的理論。他強調，同學在課堂上汲取學習
是必要的，老師傳授知能之餘，亦提供學習
方向。詹益光篤定地說：「只要認真上課，
一定可以學到東西！」
他非常鼓勵學生在課堂上，或私下找他討
論專業，而同學也常擔心提問是否太基本，
抑或是不敢舉手發問。身為老師的詹益光
說：「其實我都非常樂意為同學解答問題，
若同學剛好問到較為模糊的部分，我也可以
再研究。」研究室依稀亮著燈光，燈光下依
舊是詹益光編輯講義的身影，他會繼續在電
機工程領域精進，引領學子進入知識的殿
堂。（文／陳騫靜、攝影／林俊耀）

陳維信 投身老房子文化運動
【人物短波】未來碩一陳維信從2011年
起，投身協助陽明山古蹟聚落生態護育聯
盟在美軍眷舍的保存運動。他與幾位年輕
人協助社區居民，在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老房子文化運動」專案中標得老屋。陳
維信表示，目前正在翻修，並邀請劇團演
出當時美軍家庭的生活樣貌，與遊客互
動。此外，也將建立口述歷史錄音室，蒐
集歷史記憶。近期正籌備「第一屆美軍眷
舍群攝影展」在北、中、南巡迴展出。他
希望大家能藉此關注在地文化和生態環
境，為社會盡一份心力。（文／林佳彣）

High Table 住宿院生與師長300人晚宴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主
任室主辦「102學年新生High Table Dinner－住
宿學院新聲餐會」於15日傍晚在強邦教學大樓
1樓餐廳舉行。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教務長葛煥昭、
總務長羅孝賢親赴蘭陽校園，與300餘位師生
共進晚餐。
語言二吳奕萱、語言一張厚慈擔任司儀，以
流利的英文介紹師長；張校長提示，蘭陽校園
為全國首創實施「大三出國研習」及「英語
授課」的教學設計，以住宿學院、英語授課及
大三出國等特色，皆是讓學生走向國際的窗

口，期待同學們能珍惜在學時光；亦特別強調
Learning and Living精神，且教師的角色不止是
專業教學，同時以住校導師的身分和學生分享
生活經驗，交流彼此的感動。
此外，張校長指出，現今年輕人上網習以成
性，希望同學能養成早起的習慣，欣賞蘭陽的
日出，且要走出戶外，不要沉溺於網路世界，
從生活中學習、從學習中成長。
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來自牛津、
劍橋大學，是指提供給學院院士及客人使用的
餐桌。由於桌子通常放置在高出地板的檯子
上，位於正餐大廳的盡頭，為一正式場合，就

座者皆須穿著
正式服裝。資
創一黃佩珊表
示，「第一次
穿著正式服裝
與師長同桌用
餐，感覺很特
別。同桌的資
創系副教授黃
煌文還幫忙夾
菜，讓我感到
受寵若驚！」

產學合作捷報 資工3教師獲獎展示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由數位語文研
究中心主任郭經華帶領資工系教授洪文斌、副
教授陳建彰和資工系博士班畢業校友彭建文，
與太瀚公司合作，將原有的「e-筆書法」之
應用再往前跨一大步，並共同參與科學園區的
「MG+4C」產學合作計畫，表現傑出，獲得
園區推薦，將於23日在清華大學受獎，在智慧
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NPIE）辦公室展示。
這套Android系統是將本校先前由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帶領資工系、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
煌所研發的e筆書法軟體，以「e-筆書法帶著
走」為概念，適用於創新研發的行動裝置（智
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上。

郭經華與資工系研究團隊將e筆書法軟體研
發成可以用「手」來書寫，對行動裝置的面
板而言，感應能力比之前專用的手寫板還要
困難，陳建彰說：「這是本次研發最困難的
點。」不過這也是在行動裝置上的優點之一，
使用者能夠在行動裝置上書寫，並能夠確切地
掌握書寫位置，相較於手寫板，這將提供使用
者更加便利的應用在書法或是藝術創作上。
本次創新的軟體主要是希望能透過軟體的應
用，讓大家可以在APP程式中學習中文，並且
體會漢字的有趣之處。洪文斌說：「現在是文
創產業熱門時代，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藉
由此次的產學合作，讓不同專業領域，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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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於15日舉辦High Table住宿學院新聲餐會，邀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一同與300餘位師生共進晚餐。（圖／蘭陽校園主
任室提供）

體，並能廣泛的推行。
e筆書法提供大家學習書法各種字體的奧
妙，體會文字之美，這項功能往後也將改良檔
案的程式，應用在APP的程式中。目前，整套
軟體預計於1年後可以在「play商店」上架。
郭經華表示，「希望之後能廣泛應用在華語文
教學中，並能和教科系等系合作。」未來，也
將努力研發出可適用於iOS系統的e筆書法。

綠化植栽認養 美化社區服務 蘭陽品德教育敲響生命共鳴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舉辦
「品德教育─綠化植栽認養」，並於7日起展
開為期一學年，分2學期階段式進行。蘭陽校
園主任室為提升關懷生態意識，讓每個人透過
照料、觀察、修剪及美化過程，照顧植栽、體
會自然資源的珍貴，以及領悟尊重生命的核心
價值，藉由品德教育來體現關懷生命的意念。
蘭陽校園總務業務園藝景觀約聘技術人員陳
宣瑄表示，「照顧植物看似簡單，但每一株花
草皆有自己的屬性，需要用心去了解植物本身
的特性，才能使其生長順利。」

本學期認養活動共計釋出70餘盆植栽，提供
給全校教職員認養，認養人負責維護植栽美
觀，包含清除雜草、落葉、垃圾及定時澆水，
甚至可以進行修剪等美化作為。學期末將評選
出最優盆栽，獲勝同學有機會贏得獎金1,000
元。來自索羅門群島的政經二雷蒙、政經二艾
希奧表示，「原本對盆栽上的名牌感到疑惑，
才知道原來有認養活動，立刻就寫下自己的系
級和姓名，希望能為校園景觀盡一份心力。」
此外， 16日下午，由軍訓室蘭陽校園組中

校教官黃銘川、少校教官劉家勇，帶領修習服
務學習課程34名學生到林美社區，進行清理雜
草、枯枝等美化社區的活動。過程中，同學的
工作態度及團隊合作精神，不僅贏得社區村民
肯定，更向社區展現「淡江有品、學生有德」
的美好形象。
資創一丁珞婕同學說：「能因為自己的一
個小動作，而使鄰近的社區變美，覺得很高
興。」最後，林美社區新任理事長沈鴻裕代表
社區謝謝同學的愛心，並一同合影留念。

午後出走 認識臺灣新農業
蘭陽校園於本學期規劃主題系列活動，其中「生態環境」主題於16日舉辦「認識臺灣
新農業 午後到水草池畔走走」活動，由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主任包正豪、助理教授鄭欽
模、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洪復一帶領近20生前往宜蘭「勝洋水草休閒農場」，
一同認識臺灣新農業。包正豪提到，曾來過勝洋水草休閒農場體驗，認為農場運用創意
將生態保護與水草DIY活動結合，成功轉型成為觀光產業，所以藉此機會再度造訪。洪復
一表示，在園區導覽、解說下，認識不少水生植物，且發現原本熟悉的植物竟是屬於水
生植物，感到受益良多、滿載而歸。政經二楊乃一分享：「不僅可以認識水草種類，還
能可以把DIY的水草瓶帶回家，真是不虛此行。」（文／郭宇璇、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英檢達人分享巧實力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還在為英檢證
照傷腦筋嗎？對英語能力檢定有興趣的同學，
注意囉！英文系將於28、31日下午6時，分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TOEFL iBT和TOEIC兩
場英檢講座。英文系邀請到系上高分紀錄保持
人英文四黃士嘉與英文四楊涵婷分享應考經驗
心得外，也將傳授學習方法，讓同學參加檢定
考試時，更能得心應手。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
表示，黃士嘉曾於英詩背誦比賽獲獎，除了幫
老師做研究外，也有參與美國SAT的經驗，對
於準備證照的資歷豐厚；楊涵婷雖然在美國出
生，但從未在美國就學，優異的英文程度及漂
亮的發音，都是靠自己努力而來，她幾次參加
英語演講比賽都獲得優異的成績，不論是臺風
還是用字遣詞都讓評審印象深刻。

資管週22日登場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資訊管理學系
將於22日至2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資管週，
今年以「萬國博覽會」為主題，展出15組大四
精選畢業作品。資管系系主任鄭啟斌表示，本
週將公布「2013年第18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
用服務創新競賽」決賽名單，得獎的畢業作品
將晉級臺灣大學參賽，這不僅是程度上的認
可，亦有助於累積未來就業實力。
活動將邀請超跑媽媽邱淑容、資管系校友王
志清蒞校演講，分享人生經歷及就業規劃。資
管系系學會會長資管三蔡名宣說：「本次策展
目的在於向全校師生介紹資管系專業，除了讓
學生透過SD DEMO來呈現學習狀態外，也請
業界社會人士前來分享同學們的應用；而今年
設計每組代表一個國家，所以來參加資管週將
如同環遊世界般，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翰林驚聲 中國開放政府採購市場 牽動國際貿易發展
場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出口商機。但政府採購涉及到政府
機關的運作，屬於高敏感的政治議題，因此政府採購也
是各國用來平衡貿易逆差的重要工具，無形中阻礙了商
品與服務的國際貿易。
而政府採購協定的成立則為確保政府採購法律、行政
規章與採購招標實務的透明化，使其發揮良好的作用；
此外，希望通過政府採購協定的運作，減少賄賂與其他
可疑的商業行為。
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 達成政府採購協定（GPA）

講題：
從WTO論歐盟與中國政府採購市場開放之立場
講者：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陳麗娟
時間：2013年10月16日上午9時30分（攝影／鄧翔）
【記者吳泳欣整理】本文將以世界貿易組織（WTO）架
構下的政府採購協定（GPA）作為研究對象，論述歐盟與
中國對於開放政府採購市場的經貿問題和立場，探討未來
政府採購在國際貿易的發展。
政府採購市場規模龐大、產值驚人
政府採購是一個涵蓋大部分國家的大市場，對於國際貿
易而言具有特別的利益，尤其在金融風暴後，政府採購市

國際社會自1970年代起就積極關注政府採購議題，世界
貿易組織的前身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在1979
年東京回合談判已達成GPA，但各締約國一直未能對於
協議生效後3年必須進一步談判而達成共識，因此在1988
年正式生效前，該協議只屬於臨時性的國際貿易協定。
1995年WTO成立，並在1996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下施行
政府採購協定，然而由於當時的國際經貿環境，並非所
有成員國皆有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因此政府採購協定僅
對締約國才有法律拘束力。現時，政府採購協定已從一
開始的13個成員增至42個，包括加拿大、歐盟（28個會員
國）、香港、冰島、美國、日本、韓國等，臺灣為第41
個政府採購協定簽署國。
政府採購協定（GPA）續朝多邊架構邁進
自1996年WTO持續對於如何讓更多成員國接受政府採
購協定的規定作討論，政府採購協定也陸續在2006年、
2007年作出修訂，包括招標爭議的仲裁程序達成共識，加
入談判、擴大採購範圍，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待遇。
2012年3月30日政府採購委員會決議通過修訂版的政府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採購協定，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政府採購多邊架構，希
望有更多WTO成員願意加入政府採購協定。

利加入政府採購協定。

中國對於政府採購議題早有法制化決心

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與相繼出現的歐債危機造成經濟
衰退，讓政府採購頓時成為歐盟極欲開發的商機，因此
歐盟積極思考與呼籲在WTO架構下檢討政府採購市場的
機制，並重新檢討政府採購法，以改善政府採購程序。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與歐盟的雙邊貿易快速擴
張，而WTO則為雙方貿易擴張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
但雙方的貿易發展皆有各自的問題，例如目前歐盟與中
國的貿易亦呈現鉅額的貿易逆差，同時也有不少的貿易
糾紛，逐漸成為WTO爭端解決機構的常客。
特別是反傾銷的爭端不斷，加上歐債風暴也深深衝擊
著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中國的出口明顯下滑，而歐
盟為改善其經濟發展，也希望尋求更多的出口機會，因
此中國開放政府採購市場日趨成為歐盟關注的焦點。

中國於2001年12月正式成為WTO成員，但當時中國堅
決反對以政府採購協定作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
所以未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但其實中國早在1999年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投標招標法」、2002年通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採購法」，顯示出中國對於政府採購議題的
重視與政府採購法制化的決心。
然而，這些法規大多規定優先採購國內企業的資源和
服務，實際上皆不利於外國供應商參與政府採購，且阻
礙外國廠商進入中國龐大的政府採購市場。直到2006年4
月中國才首度表態願意在2007年底提出申請加入GPA。
中國加入GPA的進程 仍有讓步和調整的空間
2009年，中國的政府採購政策面臨新考驗，主要是世界
貿易組織與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例如歐盟與美國，均
呼籲中國應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並調整國內政府採購法
規與國際法規接軌。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政府採購
結構複雜、採購制度封閉，且中國政府與國有企業難以
區分，兩者實為一體，所以難以與國際接軌，足見中國
要加入政府採購協定，這些問題皆須逐一解決。
直到2012年12月，中國承諾增加開放採購市場在中央及
地方政府採購機關名單，同時修正政府機關商品、服務
與公共工程的門檻金額。整體而言，中國雖然有意開放
政府採購市場，且門檻金額也遠高於其他GPA締約國的
承諾，甚至比臺灣承諾的門檻金額更高。但顯然名單和
地點不夠，中國仍應作更多的讓步與調整，才有可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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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於中國加入GPA的立場 樂觀其成

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加入GPA能引發正面效應
中國加入政府採購協定事實上應該是利多於弊，透過
履行政府採購協定的義務，中國可以建立一個有效率的
國內採購制度而快速與國際接軌；目前中國是一個世界
工廠，加入政府採購協定、開放政府採購市場等於是引
進更多的高科技，長遠而言對中國是有利的，也可以改
善政府採購的透明度與降低貪污賄賂的現象。為保護中
國出口商在外國市場上有公平的待遇，中國應盡快完成
加入政府採購協定的談判。
我們也樂見在修訂的政府採購協定，有助於國際社會
落實真正的自由貿易，對於臺灣而言，也會有正面的經
濟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