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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用字彙
1.男演員 actor
2.女演員 actress
3.演戲 (v.) act
4.有信心的 (adj.) confident
5.信心 (n.) confidence
6.懷疑 (v.) suspect
7.嫌犯 (n.) suspect
8.離家出走 leave home

9.紅色 red envelope
10.因…而轉為高興 cheered up by…
11.跳蚤 flea
12.跳蚤市場 flea market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大聲唸3遍
（以下是「被動」的分詞構句）
1.這個女明星「被」大家所愛，她就
愈來愈有自信。

        by many people, this        has 
become more         .
2.他「被」太太懷疑，就離家出走
了。
         by his wife, he                   .
3.他看到紅包而高興，就停止哭了。
              by the              , he  stopped 
       .
4.跳蚤市場總是擠滿了人，就愈來愈

有名。
Always               many people, this 
               has become          .
5.這隻可憐的貓咪被壞孩子踢了一
腳，就逃走了。
       by the bad boy, the poor cat               
                 .

三、答案

1.Loved; actress; confident
2.Suspected; left; home
3.Cheered; up; red; envelope; 
crying
4.crowded; with; flea; market; 
famous
5.Kicked; ran; away

培育商管專才
國際商務學分學程、國際行銷與貿易實務學分學程

隨著時代潮流與國家發展及產業需求，英語授課成了許多課程的指標。橫跨國企系、財金
系、運管系、產經系等4系課程，所開設的「國際商務英語授課學分學程」，透過學程設置使修
讀學生可兼具商業與財經專業能力。

另外，「國際行銷與貿易實務英語授課學分學程」也跨足國企系、財金系、資管系、運管系
的課程，透過修讀學程課程，以學習兼具行銷與貿易實務專業能力。

蘭陽校園
文化旅遊學分學程、國際經貿事務學分學程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為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業需求，培養學生兼具文化語言與旅遊管理等專
業能力，開設了「文化旅遊學分學程」，修讀學程的課程即可修習跨學系的課程。另外為落實
本校國際化進程、強化學生參與國際事務的專業能力，由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於蘭陽校園開設跨
系的「國際經貿事務學分學程」。課程除了必修的「國際經濟」、「會議英文」、「英文簡
報」外，也設置「行銷與廣告英文」、「統計學」、「民意與市場調查」等選修專業科目。限
蘭陽校區的學生，對於國際經貿事務與語言文化相關領域有興趣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分以上始可修讀。

文教經營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

教育學院、商管學院合作的「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主要希冀
透過學程的系列課程，培養對文教產業有興趣的各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學習具備課
程設計與企業管理等科際整合專長，以提升其創業與經營管理文教產業之專業職能。

企業亟須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

因環境充斥強大競爭，工作壓力伴隨而來，工作者普遍都面臨工作生活品質與身心
健康之問題。該學程藉以整合諮商輔導與企業管理之專業知識系統，以達培養具備企
業諮商、員工協助方案等科際整合專長的研究生，提升其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發
展、教育訓練及員工心理調適等專業職能。

國際關係的碩士學分學程
國際關係理論英語授課碩士學分學程

由國際學院承辦的「國際關係理論英語授課碩士學分學程」，開設橫跨歐洲、美洲、戰
略、亞洲、大陸等5個研究所之眾多精華課程，包括「談判理論與美國外交談判案例」、「地緣
政治」、「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方法論」等等，藉此落實並推廣「國際關係理論」相關新知、培
養具國際關係理論人才。

選課人數最多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近年來，文化產業是當今盛行、政府鼓勵、跨領域的新興產業。由文學院所開設的「文化創
意產業學分學程」是歷年來修習人數最多的學程，該學程課程結合文學院5系特色、跨足多方
領域，其課程內容提供學生學習產業鏈的相關知識，藉以培養文化產業的基礎及競爭力。關於
文創學分學程相關事項，可至「淡江大學文創學習網」（http://
www.ccci.tku.edu.tw/index.php/tw/news）查詢。

歷史最久
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

「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於2013年榮獲教育部所頒贈的「優良
學程學校」獎，該學程是由工學院資工系與電機系一同開設，課
程主要教授學生嵌入式系統軟體，培育嵌入式系統開發與建置之
專業人才。

嵌入式系統為控制、監視或輔助設備、機器或是工廠運作的裝
置，為一種小規模的技術整合。而臺灣在電子產品與智慧型家電
的產業特色，有賴於嵌入式系統軟硬體的技術，以提升相關產業
的產值與附加價值。

具前瞻性
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

有鑑於國家及產業界以綠色能源為前瞻科技及研究發展，工學院與理學院在101學年度合作
開設「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以培育綠色能源領域之人材，並提升本校在產業界之競爭優
勢，課程開設至今已近300人修習！

工學院特色之一
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

國家及產業界以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為科技、研究發展重點，工學院於102學年上學期開設
「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因為產業有賴於智慧機器人軟硬體的技術，為了可提升相關產業的
產值與附加價值，藉此透過該學程的系列課程，期待培育出機器人開發與建置的專業人才。

華語教學熱潮
外語華語教學學分學程

為因應華語熱潮，外語學院與文學院於102學年度新設「外語華語教學學分學程」，讓修讀學
生能以所學的外語來教華語。該學程開設一系列多樣化、跨領域課程，從「華語文數位化教學
與實務」、「華語文教學概論」等共同必修，到更深入的會話、口譯等專業課程，課程多元。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本校目前有40個學分學程課程，且歷年來已有近3,720人修讀。而學分學程的課程設計，主

要是為培育學生具跨領域的專業能力與因應就業市場需要，依各院系所特色、教學研究發展需

求，設置跨系所、跨學院學分學程。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改進課程學程面向」子計畫－發展學分學位學程，本校於102學年度上學

期針對已開設3年以上的課程，施行「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本校為全臺第一所進行評鑑的大

學，其評鑑方式包含有質、量化標準等書面審查，而首度參與評鑑的15個學程，全數通過評鑑。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期待同學們能夠修讀學分學程，以提高未來就業競爭力。他認為學

分學程是現今高等教育發展必然的趨勢與方向。時代的演變，許多產業都不是單一技術層面及

單一學系就能夠因應與解決的，因此需要跨領域的學習機制，以解決當前的問題。虞國興也提

到，未來本校也將推動每個學院，在每學年度均能增設至少1個學分學程，透過學分學程的設

立，以提升實務的需求、迎合社會發展。

文／趙巧婷採訪整理報導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全民英檢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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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企管系校友林明禮先生擔任駐馬來

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副代表，

日前正式榮休回國，馬來西亞校友會在吉

隆坡海鮮酒家舉辦餐敍歡送會，兼致贈紀

念品感謝任內卓越貢獻，並於1月28日齊

聚吉隆坡國際機場歡送。另，新任駐馬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濟組張明組長，也是

本校傑出校友，可謂淡江之光。（文／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態
校

1.（ ）學校每個月都會由各社團舉辦「電影
欣賞」，可以租用一般家用的DVD來播放。
2.（ ）小布發表1篇「如何讓男人也愛智慧
型女人」的文章，在合理範圍內，可以引用
自網路上找到的相關資料，並註明出處。
3.（ ）著作權仲介團體代表權利人授權予利
用人，使創作者在家安心創作，利用人又可
合法利用著作。
4.（ ）仿冒商標就像小偷竊取別人的心血與
努力，是一種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5.（ ）阿花利用暑假到外國旅遊的時候，買
了幾片盜版的電影DVD，並帶回臺灣，屬於
違法行為。
答案：1.（X）2.（○）3.（○）4.（○）
　　　5.（○）
【第一題說明：因為涉及「公開上映」行
為，所以要用已經取得公開上映授權的「公

播版」來播放。】

在美國生活了10個

文／國企四  林葦柔留學生涯
　從嘗試與冒險中成長

多月，想到離開真的是件很不捨的事。回想
第一天抵達賓州印第安那大學已是晚上10點
多，而入住宿舍第一個感覺就是這裡的宿舍
好高級啊！

在印第安那大學讀書，我覺得只要依照教
授的規定，完成每一項作業，並按時參加每
一次考試，要達到及格是很簡單。我遇到的
教授都很好，如果對課程有困難，只要願意
提出跟教授討論，教授都會幫忙解決。

我覺得與臺灣相較，在美國的課程，無論
功課或報告的量，都比較重。至於考試，通
常教授會把成績平均分配在每個單元上。上
課時除了發言時間，學生幾乎都不會在課堂
上交談，非常尊重教授。

我修過的課程中，小班教學的日語課是我

最喜歡的了，除課程上課外，每個星期還安排
一天須與日本人以日語交流、練習。

我也修了一些商學院的課，基本上只要有看
書，教授的考試題目一點都不刁難。但課程報
告比較多，2千多字或至少6頁以上的案例研讀
報告是很平常的。

在美國還有一種線上考試是很平常的，在期
限內上學校網站參加考試，或寫作業上傳，我
覺得這個做法很方便也很不錯。

讀書之餘，旅遊與交朋友也是必要的。宿
舍被分成很多不同社區，成為一個個小單
位，由不同CA管理，我很幸運遇到一位很好
的CA，她雖然比我小但非常照顧我，我都
稱呼她為我的美國媽媽！我的CA常常舉辦活
動，像是社區聚會，每個人帶一道料理分享
晚餐。學校也常常有很多活動可以參加，像

是校園演唱會、萬聖節派
對、校友週派對、蘇格蘭
週，等等許多不同活動。

此外，discovery club 或
是oie都會不定期地舉辦
出遊行動；臺灣同學會也
經常辦一些不同活動，像
是烤肉、滑雪、聚會等
等。我第一次滑雪，摔得
慘不忍睹，但是漸漸地也能滑些簡單的路線。

在美國有許多不同放長假的時段，例如感恩
節、聖誕節、春假，我和同學們多利用這些時
間到處旅行，甚至還去了加拿大多倫多，雖然
幾乎每趟旅行都遇到不同的困難，像是飛機延
誤，或錯過班機，甚至是朋友的簽證過期，不
過還是玩得很開心。

至於在學校的日子，因為學校位於比較鄉村
的地方，晚上沒什麼地方可以閒逛，所以通常
不是跟朋友去打球，就是上健身房去運動囉。

留學一年，不僅是課業上的學習或旅遊。因
為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學習更獨立，過程中
有辛苦、有快樂，但都成為我人生中很美好的
一段回憶與經驗。

在結束留學生涯之旅前夕，林葦柔（前排左1）的宿舍樓長和宿
舍鄰居邀她和其他朋友一起吃飯，並在學生餐廳前面留下歡樂的影
像。（圖／林葦柔提供）

修讀「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的教科三江昕潔同學指
出，因為本科系所學的較偏向於電腦軟體的應用，而文創學程除了有與業界相關的專業課程
外，還有文學方面的課程，像是影視娛樂產業概論、跨媒體行銷等科目。因此透過修讀這些課
程可接觸不同領域的科目，而且修習完學分學程規定的學分數還可拿到證明書！但江昕潔也
提到，「雖然學程整體的安排相當不錯，但有些實習課程對外公告不夠明確，造成修習的延
誤，有點美中不足」，但整體對於該學分學程的評價相當高。

對於華語方面本身就有濃厚興趣的英文三姬雅瑄，目前正在修讀「外語華語教學學分學
程」，她表示，英文系本科的課程偏向文學方面，實作課程較少，但「外語華語教學學分學
程」所安排的課程相對有較多的實務課，像是在華語教學的課程上，老師會分享實務經驗，引
領學生們對教學有初步印象與基底。就課程的系列安排，姬雅瑄認為，對未來在實務上有相當
大的幫助。

歷史三鄭珮弘目前並未修讀學分學程，她表示，先前對於修讀學分學程並沒有得到太多的資
訊，也未了解相關修課規定，但較深入了解後，她期待有機會可以修讀一個有興趣、對未來就
業有幫助的學程來修習，以達到充實自我、學習更多跨領域的知識。

開課學院 學分學程名稱
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
文學院 跨校學程華語文數位學習
文學院 文化產業
理／商管學院 計量與財務
工／理學院 綠色能源科技
工學院 嵌入式系統
工學院 軟體工程
工學院 智慧機器人
商管學院 資通安全管理
商管學院 財經法律
商管學院 會計財金
商管學院 工業統計與管理
商管學院 商業統計與管理
商管學院 財金與保險
商管學院 商業財經
商管學院 產經財務
商管學院 物流管理
商管學院 智慧運輸系統
商管學院 國際商務英語授課
商管學院 產業電子化

開課學院 學分學程名稱
商管學院 政府與企業管理
商管學院 工商管理
商管學院 財經資訊分析英語授課
商管學院 商管學院國際金融英語授課
商管學院 國際行銷與貿易實務英語授課
商管／理學院 精算
商管／外語學院 法語企管
商管／國際學院 大陸保險碩士
商管／教育學院 企業訓練與數位學習
商管／教育學院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
商管／教育學院 數位學習與資訊管理
外語學院 外語翻譯
外語學院 外國文學
外語／文學院 外語華語教學
外語／教育學院 英語教學與數位學習
國際研究學院 國際關係理論英語授課碩士
國際／商管學院 歐洲財金碩士
教育／商管學院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
全創學院 文化旅遊
全創學院 國際事務

如何修讀學分學程
欲修習「學分學程」的同學們，可向教務處學程辦公室或相關承辦學程之單位洽詢，或至

「淡江大學-課程地圖」網站（http://coursemap.tku.edu.tw/TKUMAP/）詢相關事宜。

學分學程一覽表（資料來源：教務處）

進入多采多姿的大學中，交男女朋友似乎
已成為大學生的重要課題之一。然而，如何
與異性相處，的確是一門學問。

我們常忽略了，男女是不同的。我們經常
會因我們的男、女朋友的緣故，變得很生
氣，或覺得挫折。因為我們期待他們能「想
我們所想的」及和我們「感同身受」。男性
錯誤期待女性和男性一樣去反應、思考和溝
通。女性也有相同的錯誤期待。這樣的錯誤
期待，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衝突和挫折。

小 莉 與 男 友 阿 成 ， 就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例
子。經由社團，小莉認識了大她一年的阿
成，小莉與他分享自己的感受，起先很甜
蜜，漸漸的小莉與阿成分享的越來越少。比
如說，當小莉考不好時，向阿成告知其沮喪
的心情，但男友的反應是「妳哪裡考不好？
需不需要我教妳？」但小莉反而覺得心情更
不好，因那不是小莉期待的安慰方式。而阿
成也覺得很挫折，好心安慰小莉不見感謝反
而更加其沮喪的心情。最後小莉終於受不
了，哭著說：「為何你都不了解我？」而阿
成則生氣的說：「妳到底要我怎麼做？」

因不了解男女思考模式上的差異性，往往
使我們覺得很生氣，或是挫折。那麼男女之
間主要的差異有哪些呢？女性對男性最大的
抱怨往往是，男性不願傾聽。女性期待的
是同理心，但男性以為她要他幫她解決問
題。而男性對女性的抱怨是，女性總想要改
變他們。她覺得她是在幫助他，然而他的感
覺是被控制。

事實上，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的，只要了
解兩性之間的差異性。如果一個男性不了
解和女性的差異時，他可能使事情越弄越
糟，越幫越忙。就如小莉和阿成，若阿成能
了解到小莉並非想要解決問題，而是要阿成
傾聽她的感受及適時的安慰。男性若能了
解，女性談到她的困擾時，並非一定要解決
問題，很多時候，可能只是想分享她的感
受。此時，男性如果懂得如何「傾聽」，這
將使女性覺得很感激。

男性習慣去「解決」問題，往往得不到女
性的感謝，並非她們不想解決問題，而是時
機的掌握及方法上的錯誤。如果女性在談她
的感受及困擾時，此時就不適合提供解決問
題的方法。

女性遇到困擾時，她需要與人分享她的感
受。藉由分享與支持得到自我肯定。若男性
遇到困擾時會如何反應呢？往往是不願說
話，需要自己獨處的時間。此時女性往往會
誤解為「他是不是不愛我，否則為何不告訴
我。」女性也會以她的方式來對待他，認為
只要說出來就會覺得好些。不知這會帶給男
性更多的壓力。

男性與女性之間如何和平相處？若男性能
了解女性談問題，並非因他做的不好，而是
抒解壓力的方法時，那麼男性心中會覺得較
舒服。且學會如何傾聽，不會感受到被責
備、批評時，那麼傾聽就簡單多了。

女性若能了解到，男性不想說話時，並
非表示他不愛她，而能學習去接納此刻的
他，因他正感受到許多壓力，很難給她關
懷及注意。此刻最好的方法是找自己的朋
友。若仍覺得有困難時，歡迎來諮輔組，讓
輔導老師來幫助你／妳。

男女大不同
─如何與
異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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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學生看學分學程

 碩士學分學程

（圖／資工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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