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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又如 林俊耀 淡水公民報導獲捐款

張慶國

　「紅場聖巴索教堂那一片片好似玫瑰綻放般
的圍牆，蔥頭圓頂獨特的教堂設計，上頭鍍
上金黃色或是鮮亮的顏料，滿滿的俄羅斯信
仰」，複雜的俄語課程，因為老師6年多以來
在當地的經驗分享，學生開始漸漸浮現來自俄
國的憧憬，他是榮獲101學年度的教學特優教
師的俄文系副教授張慶國。
　張慶國在淡江教導12年俄文以來的中心思想
就是簡單一句「只要發音先練好，其他都可以
克服」，自1993年至1999年於聖彼得堡大學的
碩博士時期，長期研究俄漢發音的對比，因
此，他能了解學生學習的難處。「我上課都
會花很多時間在指導發音，發音是非常不簡單

的學問，特別是俄語 的 發 音 格 外
複雜，可是我都會鼓 勵學生，回
家慢慢練習，只要有 心 ， 發 音 是
可以克服的」。
　「在學習外語時，
若發音先掌握好，
對信心培養會有
幫助，如果有信
心 及 興 趣 ， 要 學
不好也不容易」，
悠揚又富含抑揚頓
挫的談吐，是張慶國
最 讓 學 生 著 迷 的 特
色，俄文四黃海琳分
享：「有關俄文語音

發音學習開路 帶你暢遊俄羅斯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開發優
質數位教材區域合作計畫」將於21日
星期五舉辦「教師數位學習專業成長
研習（3）」活動，上午場將邀請科
技企劃部協理潘素滿以「數位學習新
趨勢與數位教學設計」為講題，針對
產業形態的數位學習趨勢及數位教學
設計進行分享。下午場則邀請致理技
術學院張淑萍老師進行「線上帶領技
巧」分享線上帶領的技巧。（文／遠
距組）

　【人物短波】大傳四李又如、林俊
耀投稿WeReport調查報導以題目「我
們不要下一個『複製城』！」共募得
11,000元，整個專題預計以6篇系列報
導搭配20張左右照片呈現，將採訪地
方政府、農業專家以及成功保留農地
繼續發展的城市案例等。李又如有感
大眾對非主流議題的漠視，藉此專題
刺激大家對淡水有新的想像，正視腳
下這塊土地的價值。林俊耀認為，城
市發展不僅地產開發一條路，過去以
農為主的淡水曾多麼純樸美麗，反思
開發的必要性。（文／姬雅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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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部分，老師不僅發音非常漂亮，就連書寫體也
很優美，我們會請老師發音輔助語言學習。」
　談到老師的關心，黃海琳感動地說：「老師
像朋友一樣，會在課餘時間給予關心，也參與
我們在社群上的言論，甚至請許多學長姐分享
工作經驗，讓我在學習俄語上更確信目標。」
　曾擔任系主任的張慶國，在任上極力爭取分
班，為改變90人一班的制度，希望栽培每顆渴
望長大的種子，如此一來每位同學才能有效地
吸收。此外，更在課後輔導及師資聘用上著力
爭取，帶著深切的教育熱忱，他握緊雙手、語
氣激昂地勉勵著，「學俄語要有耐心，不要害
怕短暫的挫折，企盼他們能因俄文，以這份獨
特成就自己的成就。」（文／蘇靖雅、攝影／
吳佩穎）

教學特優教師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
院於5日舉辦「看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緊張情
勢」論壇，當天與會人員逾30人，與談人
有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歐研所所長郭秋
慶、我國前駐白俄羅斯代表（大使）姜書
益、歐研所教授彼薩列夫、歐研所副教授崔
琳以及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鄭欽模。  
郭秋慶表示，在討論中大家因為立場不同各
持己見，「不過也是因為這樣能聽到更多元

的聲音」，即達到當初舉辦論壇的意義。
　論壇內容探討烏克蘭事件在國際間引起的
高度重視，此問題牽涉到美國、俄羅斯和歐
盟等眾多國家，大家都很關切後續是會平和
解決還是引發戰爭，當天同學反應熱烈，也
有許多外籍同學，顯示出同學對於此國際議
題十分關切。
　鄭欽模認為，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各學院
學生都應該關心，烏克蘭的情勢直接影響到

黃金及石油價格，對股市影響也非常大，論
壇特殊之處在於觀點多元，2位俄國籍教授
提出的看法，「讓大家不再只接收西方觀
點，更能全盤了解此議題。」
　歐研所碩二侯智堯表示，如果有發生這麼
臨時卻重大的議題，建議各系所應多舉辦此
類論壇，促進師生間互動，更能跟上國際腳
步，並了解世界情勢演變。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化學系
將於8日在鍾靈化學館舉辦「2014第九屆鍾靈
化學創意競賽」。今年參賽人馬來自四面八
方，除了有離島地區的高中生一同角逐金牌，
另邀請廈門大學附屬科技中學學生參賽，該中
學審慎地派出3位經由學科考試、學期成績等
考核的3位優秀同學參與競賽。
　7日上午，廈門大學附中副校長鍾燦富率領
指導老師周玉燕、廈門大學化學系副主任黎

朝、化學系實驗中心主任任艷平、2年級學生
宋家豪、栗文凱、黃凱鑫，一行人提前蒞臨本
校，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接待，進行交流
會談，會後則參訪校園。
　面對比賽將至，3位參賽同學異口同聲地
說：「好緊張啊！」宋家豪表示，曾造訪過淡
水，每次來都覺得親切可愛，對於校園綠化的
特色，更留下深刻印象。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將於
12日至14日在臺北校園5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
「國際風工程研討會暨風工程學術研習會」，
本校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教授張正興及助理
教授羅元隆將發表研究，除了國內各界專家學
者及研究人員，也邀請到澳、美、德、中、日
5國學者前來參與。
　本會議為國內非例行性學術會議，會議技術
秘書羅元隆表示：「為持續發展風工程學術領
域的研究與培養未來優秀專家人才，本次邀請
國內外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透過參考國外
各研究機構辦理推廣風工程教育及培養優秀風
工程專家學者之經驗，希望刺激國內風工程學
術領域縱向與橫向的再次發展，並推廣風工程

風工程研討會 ５國交流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你曾經在校園
中尋寶過嗎？大傳系將於11日至14日舉辦校園
尋「草莓」活動，並於11日中午12時在工館中
庭舉辦開幕活動，十顆氣球大小的草莓將會分
布在淡江校園各處，同學只要找到任何一顆草
莓並連絡「淡江大傳第28屆畢業展覽重草莓」
臉書粉絲專頁，即可獲頒一份line貼圖禮物卡
並合影留念。「重草莓」理念為這個世代的年
輕人拒絕被視為爛草莓而發聲，而本活動負責
人大傳四張瑞文表示，「請大家細心觀察周
遭，希望同學在找尋、發現草莓的過程中，能
成為一顆真正有愛的份量的『重草莓』！」

啥？你在找草莓嗎！？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教發
組將於12日〈週三〉早上9時30分至下午3時10
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大學102學年
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期初會議」， 協助本校教
學助理認識自己的角色與定位，並教導面對身
心障礙學生之教學互動技巧，以及外籍生輔導
教學技巧等，本次活動分為上、下午場次，教
學助理選擇乙場參加即可，欲參加者請於11日
中午前，洽詢教發組組員林姿均，分機2121。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為了瞭解身處
數位時代同學的學習動機及學習狀況，學發組
開出260份大禮鼓勵同學上網填答，其中包含
「烏克麗麗」、「32G隨身碟」、「16G隨身
碟」、「8G隨身碟」、「淡江小書包」、文
具及各式淡江文創紀念品等吸睛好禮，幸運
得獎名單將以電腦隨機方式於20日抽出，心動
不如馬上行動！（活動網址：http://enroll.tku.
edu.tw/course.aspx?cid=aisx20140315）

上網填問卷 學發組送你烏克麗麗

烏克蘭緊張情勢 淡江論壇熱烈激辯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情勢是你
我不可忽視的事情。由國際研究學院主辦，戰
略所承辦的「第一屆淡江大學模擬聯合國安理
會」已於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圓滿落幕。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戰略所所長翁明賢，國
際研究學院5所研究生及觀摩學生，逾60名師
生參與。翁明賢表示，本活動為102學年度國
際學院特色計畫之3大重點活動之一。除了能
提升學生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度外，也有助於
培養其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上午以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林文程專題
演講揭開序幕，談論聯合國的組織與架構。接
下來則為3階段安理會會議模擬。會議全程以
英文進行，研究生亦有來自德國、美國、宏都
拉斯等國的外籍生，翁明賢說：「這就像是一
個聯合國！」
　本次模擬議題為「敘利亞危機」，活動總策
劃戰略所副教授李大中說明，敘利亞問題是
2013年度國際大事之一，該國的化武攻擊、內
戰紛爭等問題，相當適合作為議題。學生透過

模擬安理會輪職主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各
組織角色，進行敘利亞情勢的外交模擬，以了
解國際溝通、協調的重要性。對於學生們的整
體表現，李大中稱讚說：「超乎預期！」
　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智利代表的
戰略所碩一陳廣庭提到，會議除以英文表達自
己的想法，也學習到與各國的談判技巧。觀摩
的俄文一林璟文分享道：「各國代表人的發言
充分表現國家立場，非常專業！」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學發組於5
日上午12時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閱讀達
人頒獎暨成果分享會」，本次主題為「理財
類」，閱讀書量以51本居冠的語言二蔡博雯抱
回3,000元獎金，第2、3名的數學二婁心宇及經
濟二羅俊孝分別獲得2,000元及1,000元，其餘
4至10名皆有500元獎金，而第10名中文三林筱
婷手持長皮夾逗趣分享《為什麼有錢人都用長
皮夾？  年收入200倍法則！改變25萬人的錢包
增值術！》，抱回人氣獎2,000元。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指著圖書館標語「在
閱讀中遇見幸福」笑說：「在場分享的同學們
想必也『在閱讀中看見財富』，理財是人的一
生中必備的能力，本學期的新主題為『科技
類』，期待同學們能繼續一同參與『閱讀達
人』的活動，『在閱讀中看見智慧』。」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日本山口大學

教育學院於7日前來本校參訪，由文學院院長
林信成與5系系主任帶領一同參觀淡江校園，
並與本校文學院討論合作研究事宜，為整合雙
方的學術交流邁進一大步。
    去年7月文學院與日本山口大學教育學部為
整合兩地共通學術研究，簽下姊妹院約「學術
交流協議書」，7日蒞校參訪詳談合作細節，
先參觀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文錙藝術中心、圖
書館等單位後，討論合作計畫，此次研討主題

為「邁向解明東亞文化的特性─日本－臺灣的
共同性和多樣性」。合作內容主要分為5大領
域：古典的意義、近現代藝術的創造、在媒
體‧藝術的民族性、歷史‧地理分野及傳統的
創出，並預計3年後匯集為一冊論文集出版。
    林信成說：「這是首次兩國間的在地文化共
通性整合，且持續有當地文創的研究，非常期
待後續成果。」他表示，此次集結兩地精華與
師資，不同國界下火花中的作品或許能成為東
亞文化學術交流的翹楚，實在令人引頸期待！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由英美語言
文化學系主辦「High Table Dinner-戲說台
灣」於3日晚間在蘭陽1樓餐廳舉行，系上師
生共100餘人一同享用晚餐。
　活動主題為復古風，主持人和工作人員都
換上復古服裝和大家同樂，值得一提莫過於
上菜服務生都穿大紅旗袍，語言四練庭羽表
示，學妹們好用心，有種在高檔餐廳用餐的
錯覺。中場穿插許多小遊戲，大夥玩得不亦
樂乎！語言系系主任施懿芹驕傲地表示，本
系學生太讚了！不僅餐點好吃，主持精彩爆
笑，還有小禮物！身為本系老師感到榮幸。
此活動執行長、語言二詹宜表示，很滿意活
動成果，感謝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員！

閱讀達人樂談財金趣

溢」八個字形容近40年的調查局生涯，希望藉此講座將其
對於母校的感恩，對工作充滿喜樂的想法，回饋學弟妹，
並同時對在校同學未來就業規劃，給予適度建議。

　
　張處長回憶大一時的自己，也想「大學玩四年」，但大
二後開始思考若這樣玩下去未來畢業後的出路將何去何
從？因父親是軍人，從小到大鼓勵張治平當軍人，但他知
道自己個性不適合從軍，認為自己更有興趣的是語文，故
決定唸英文系，除了英文他更專攻第二、第三外語，培養
自己法文、俄文能力，此專長對於調查局工作大大加分，
即使走遍各國參加國際會議，語言溝通能力更成了工作上
重要的推手。
　依據其參與國際會議的經驗，法文、俄文相當重要，因
目前非洲曾經為法屬殖民地的國家在會議中仍在使用法
文，而在蘇聯解體後，俄文是俄羅斯及中亞地區的語文，
其影響力遍及於近乎20餘國。

　
　在考上調查局後，他的公職生涯，並非朝九晚五，他每
日幾乎24小時工作。1989年外派到美國西雅圖，擔任法務
秘書，工作內容是負責聯繫美國移民局、海關、FBI、高
速公路警察局，以及西雅圖警察局等勤治機關，服務範圍
之大讓他忙到難得有片刻空閒，但他也樂於其中，像這駐
美四年的人生，對其日後工作有更大影響力，實際體會美
國的司法、執法及人權與臺灣的差異，曾目睹一位詐欺

犯由於不守監規被當地移民局監禁在狹小的籠子中失去人
權，也曾親眼視及美國示威活動時警力執法的嚴厲行徑，
包括示威不能超越警方規定範圍，也不允許拿麥克風抗議
等。此外也與美國移民局相互合作，建立臺北檔案（Taipei 
File）合力防止臺灣通緝犯逃往美國，對他而言是很有意義
的工作經驗。
 
　
　在調查局任職經濟犯罪防制處科長期間，受命推動臺灣
的金融情報中心 —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當時很徨恐，不
知道如何著手，當即研讀各國洗錢防制制度與法規書籍，
以及相關報導研究，再開始規劃。身為推動洗錢防制中心
團隊，張治平很驕傲在與同仁共同努力下，亞洲第一部洗
錢防制法誕生於臺灣，且亞洲各國日後製作洗錢防制法
時，多以我國洗錢防制法做為藍本。
　其擔任洗錢防制處科長期間，申請加入「亞太防制洗錢
組織」，（簡稱APG），「艾格蒙組織」，積極參與國際
合作與交流，時常在會議中體會到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
各國選邊站的局面，其不卑不亢極力遊說各國代表，告知
世界防制洗錢體系要完整，就不應該排斥、拒絕任何國家
的參與。

　有感於臺灣法律的不足，他認為查扣不法所得是阻斷犯
罪誘因的最佳手段，在其任內長年致力推動查扣不法所
得，在洗錢防制處團隊的努力下，近年來查扣國內不法所

得的金額以倍數成長，從民國98年的 4億、民國99年的7
億、民國100年8億，到民國101年為止，不法所得查扣已高
達60億。

　
　學長建議同學們在做生涯規劃前先想好以下幾個問題：
這大學四年學了什麼專業知識？而未來工作發展有哪些規
劃？所學與未來規劃是否能夠連結？所學是否能夠所用是
最重要的。他分析自英文系畢業後，大學同窗的工作不外
乎英文翻譯、英文秘書、空服人員、外交人員等；此時也
介紹調查局的工作項目包括，維護國家安全、調查重大犯
罪、國際合作、科技建置、資通安全等，若是英文系同學
可應用語言優勢，選擇前三項作為未來工作目標參考。

　而對於想報考調查局的同學，給予以下建議：調查員的
個性需沉穩、嚴謹、反應快，也需具備高服從性、高抗壓
性，以及敏銳觀察力、正確判斷力、有效的執行力等。
此外，因為工作期間辦案甚多，具備「個人淡出、 團隊
勝出」的團隊精神也相當重要。除了專業知識及以上能
力外，調查局的工作亦需維持良好的體能，因此建議同學
們，平時應為多做體能訓練，以避免僅有專業知識，卻因
體能未達標準，而喪失進入調查局擔任公職的機會。
 
　最後，學長也建議同學專攻調查局考試時，可先上網了
解應試課目提早準備，多應用學校學習資源充實自我。

　【記者陳安家整理】張治平現職為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
制處處長，為本校英文系校友，曾任經濟犯罪防制處科
長、新竹市調查站主任、國會聯絡主任、外交部台北駐西
雅圖辦事處法務秘書等職務，他以「多彩多姿，福杯滿

應用外語專長 展開國際調查員生涯

駐美經驗 了解執法不容挑釁

專研法律書籍 推動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

張治平暢談調查員生涯

致力推動查扣不法所得 

調查員生涯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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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會計週 本週登場
　【記者吳雪儀、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財金
系於10日至14日將在海報街舉辦一連串職涯活
動，以「未來就業」為主軸，分為六大專區：
公職及研究所、航空及英文、生涯規劃、金融
就業了解、金融獎金介紹及證照考試、系列講
座，有興趣的同學可上淡江活動報名系統查
詢，財金系學會會長財金二伊依表示：「這次
財金系整合學校既有資源，盼能提供學生未來
求職方向。」會計系將於10日起舉辦會計週，
活動有卡拉ok比賽、金融戰略王、彩妝講座
等，活動請至商管大樓前福園報名。會計系系
學會會長林亭君表示，本次活動還有雲門舞
集－流浪者計畫，活動面相比往年擴大許多，

翰林驚聲

講題：我的公職生涯與未來就業規劃
講者：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處長張治平
時間：2013年12月31日上午10時30分（攝影／賴意婕）

　（文接一版）據校服暨資發處統計指出，由
校友徐航健捐贈1億2,000萬元，並為國際會議
中心命名；在空間命名認捐部分，淡江大學世
界校友會聯合會、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
會、菁英校友會分別認捐5百萬元大型會議室
各1間，而3百萬元的中型會議室，則有馬來西
亞校友會、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健祥、日
文系、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校長
勸募與楊姓校友等認捐，其中，匿名的楊姓校
友更是認捐2間會議室，捐贈金額為6百萬元。
除空間命名認捐外，也有不少校友參與了「一
人一磚」計畫，還有校友周介石、黃炳煌與香
港淡江大學校友會等個人捐款，以及淡海同舟
校友會認捐1樓的「同舟廣場」等，共累積可
觀的捐贈金額。
　不過，除空間命名認捐，尚有1間5百萬元大
型會議室、4間3百萬元中型會議室、2間3百萬
元高級套房和48間2百萬元客房等大額仍需認
捐，也包含一人一磚計畫需更多捐款支持，校
服暨資發處歡迎各界校友共同參與。 
　另外，依據校服暨資發處102年11月至今年
1月的捐款統計指出，除了各地校友會踴躍捐
款，也有多名校友大額捐款回饋母校，本校化
學系校友林健祥以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
會名義捐贈化學系200萬作為系上獎學金；國
貿系校友（現為國企系）陳定川，捐贈140萬
給理學院，作為「行動化學館」使用。
  化材系校友陳洋淵，為紀念胞弟，以其公司
翰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名義捐贈100萬元給其
胞弟畢業科系建築系，作為該系未來獎學金所
用；資工系校友歐陽自坤以財團法人私立學校
興學基金會名義捐贈80萬作為資工系獎學金、
系務發展、學術研究、產學交流等使用；會計
系系友成立之財團法人台北市淡江會計教育基
金會捐贈50萬供會計系務發展使用；國貿系校
友（現為國企系）陳定川以其公司臺灣永光化
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名義捐款給國企系40萬作
為系上獎學金，其餘捐款資訊請參考校服暨資
發處網站。

校友熱烈響應捐款

　學生以各國代表身份出席，圖為學生高舉代表自己
國家的牌子進行投票。（攝影／鄧翔）

蘭陽戲說台灣high table 

化學鍾靈創意競賽 廈門大學附中切磋觀摩

　廈門大學附中副校長鍾燦富（右一）帶領師生
參訪化學館，並合影留念。（攝影／羅廣群）

學術教育於實務工程界。」

日本山口大學 文學院文創交流 

　圖為語言系學生著復古裝，玩復古小遊戲。
（攝影／郭宇璇）

第 一 屆 模 擬 聯 合 國 安 理 會  商 討 敘 利 亞 危 機

希望讓同學更了解本系，也盼本系同學挾著會
計系優勢有更好發展。

　上圖為山口大學教授參訪圖書
館，館內同仁示範本校圖書查詢
系統，為其查找書籍。右圖為上
原一明准教授閱讀圖書館簡介。
（攝影／賴意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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