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外籍生來源前 10 大國家 102-2

外籍生體驗臺灣文化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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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境輔組的資料統計，外籍生中以馬來
西亞 38 人居冠，來自日本的 26 人為第 2 多，
第 3 則是 20 名來自宏都拉斯的同學，尼加拉
瓜 19 人、聖多美普林西比 17 人、薩爾瓦多
16 人、所羅門群島 13 人、美國 11 人、同樣
有 9 人之多的巴拉圭及瓜地馬拉。
來自馬來西亞的國企三彭偉祥表示：「雖
然當初來到臺灣感到陌生，但加入淡江馬來
西亞同學會後，真的很感謝學長姊的接待，
及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給予協助。」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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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想在炎炎暑假找一個清涼又能學習
的地方嗎？成教部與體育處合辦的暑
期游泳訓練班開跑！課程含游泳安全
教育、適應水性、韻律呼吸、蹬牆漂
浮等游泳技巧教學並穿插趣味遊戲，
輕鬆快樂享受游泳樂趣。依學員游泳
能力，分為初級班和進階班。凡 6 歲
以上至 18 歲以下，且身高 120 公分
以上對學習游泳有興趣者均可報名，
詳情請洽校內分機 8831，陳小姐或
上網站（www.dce.tku.edu.tw）查詢！。
（資料來源／成教部，整理／陳羿郿）

（表／淡江時報製作；資料來源／境輔組）

「大二擔任淡江馬來西亞同學會幹部，回饋給
這個當初給我溫暖的地方，社團不只是磨練自
我，更讓我找到擁有革命情感的朋友。」
國企三馬維詩來自宏都拉斯，在自己的國
家打招呼總是熱情的親臉擁抱，卻發現臺灣
不是如此，「這裡的學生較不敢舉手表達，說
起話前面都加上一句不好意思，但我反而覺得
常常說不好意思很好，因為這是謙虛的禮貌表
現。」參加外籍同學聯誼會讓喜歡各國歷史的
馬維詩，「以往我都透過書本來認識，經由與
各國學生互動，發現與人接觸才能真正認識當
地文化。」
來臺灣 3 年的英文三石居望，這位甜美的日

本女孩笑說︰「在日本時就聽朋友說淡江很漂
亮，來了後發現天氣好真的很美！」曾因去年
外籍同學聯誼會舉辦的「TKU IDOL」，而表
演了肚皮舞的她，也曾去圓山流浪動物之家關
懷動物，「淡江的師生很溫暖、好熱情。」
外籍同學聯誼會社長國企四陸西里介紹︰
「我們每月至少舉辦 1 次活動，其中最有價值
的是去年 12 月舉辦耶誕周，在海報街賣各國
的小吃，希望將耶誕節氣氛帶進臺灣。」陸西
里非常歡迎臺灣人參加活動，藉此促進文化交
流，「有一次萬聖節活動，200 人中就有一半
是本地學生來參與，一起扮演電影中最喜歡的
角色，玩得很開心呢！」（文／蘇靖雅）

運管週３

Ｄ模擬體驗酒醉 宣導責任飲酒

社會責任促進會合作，4 日在海報
街舉辦「騎車不喝酒、指定駕駛」
首場校園宣導記者會，宣導責任飲
酒的重要性。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
示：「本校長期重視交通安全宣導，
不 僅 考 量 學 生 行 的 安 全， 也 讓 滿
18 歲的學子培養責任飲酒的正確觀
張校長（右二）與新北市政府秘書長許育寧（左一）、交通部道安委
念，共同為交通安全盡份努力。」
員會執行組長徐台生（左五）、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執行長傅鴻懿（左
新北市政府秘書長許育寧指出，
三）和本校4位學生宣導大使，宣導責任飲酒重要。（攝影／林俊耀）
暑假出遊旺季將屆，避免酒駕才是年輕學子安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由運管系主辦
全回家的路。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執行組長徐台
的「運管週」今年特別與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
生則分析，據統計顯示，酒駕件數與死亡人數
督導委員會、新北市政府、社團法人台灣酒與
皆有減少趨勢，目標在 2020 年前將三大類事

故與死亡人數降低 27%，讓民眾感受到安全的
交通環境。而針對校園宣導計劃，酒與社會
責任促進會執行長傅鴻懿說：「期望透過持
續性宣導，貫徹促進會推廣指定駕駛與責任
飲酒的宗旨。」
記者會上，本校 4 位學生宣導大使，運管系
學會執行秘書運管三張振耀、英文系系學會
會長英文二陳怡君、學生會會長歷史三吳承
翰、運管系學會總幹事運管三毛玉，分別分
享其對於「指定駕駛」的概念，並由主辦單
位為其披上宣導值星帶，象徵宣導活動開跑，
未來宣導大使將利用軍訓課程向全校學生，

淡江論壇探美日中關係

未來所 5 師帶 UNESCO workshop 日企業與本校產學合作
【記者莊博鈞、林芳均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1 日至 24 日，未來學研究所赴菲律賓佬沃市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單位共同舉辦「活力城
市、閃亮未來：永續城市未來論壇工作坊」，
本校由未來所所長鄧建邦、副教授陳國華、助
理教授紀舜傑、助理教授宋玫玫及訪問研究員
蘇哈爾 5 位代表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菲律
賓分部及泰國曼谷分部主席等各國逾 80 位學
者與會。活動希望參與學者在密集的互動下，
分享經驗，永續城市發展，也盼藉此向世界各
地拓展未來學概念。
論壇方面，本校由鄧建邦分享淡江推動未來
化的經驗，其他各國大學也分享其在未來學研
究的現況。5 位老師均是工作坊引導員，並參
與分組討論，透過引導、激發在地成員對自己
城市未來的想像。工作坊並輔以角色扮演遊
戲，模擬社會中各個角色在社會發展中的互

動。分組討論中，衍生出如菲律賓城市 Imus 的
未來發展、城市發展中的交通改善等 5 主題，
進行有系統、組織的思考，使各國能突破舊經
驗的框架，找出自己的立基，並使用自己的資
源找出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
鄧建邦說：「此活動不僅能激發菲律賓對城
市發展的未來想像，同時也能激發臺灣發展的
願景，體會到社會不同角色參與社會發展的重
要性，非常有意義。」
日本研究中心與亞洲研究所於 9 日在驚聲國
際廳合辦「國際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會。活動
邀請日本航空公司、亞東關係協會、台灣三菱
商事等單位親臨參與、共襄盛舉。日研中心主
任胡慶山表示，這次培育人才計畫是與日本 4
家廠商進行合作，發表會另邀請多家日本企業
一同分享，期待透過提出創新的成果及建議，
促成更多的實習與就業機會。

淡江論壇論「當前美中日關係」，教授
熱烈激辯。（攝影／王政文）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4 日，國際研
究學院舉辦淡江論壇「當前美中日關係」，由
國際副校長戴萬欽主持，邀請美國美利堅大學
亞洲中心主任趙全勝參與，並有國際研究學院
5 位教授參與討論。戴萬欽表示，能邀請到在
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專家參與本次討論難能
可貴，希望能交換彼此的想法與所學。
會中針對美中日三方間的相互關係進行討

李又如
林俊耀

由蘭陽校園主任室主辦的102學年度第2學期
住宿學院成果展「樂宿蘭陽，吾居吾宿」活
動， 3日在多元學習角CL501舉辦開幕式，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
艾華及各系系主任與90餘位師生共襄盛舉，林
志鴻致詞時表示，住宿學院生活是蘭陽三大特
色之一，也是最難展現卻最為重要的，非常肯
定住宿學院導師的指導及學生在課外活動的表
現，並期勉蘭陽新年度有更好的發展。
活動由政經四郭宇璇帶來精彩的魔術表演，
同時也頒發晨曦攝影比賽前3名、綠化植栽認
養獎前3名、宿舍整潔比賽、圖書館世界閱讀
日讀好書活動摸彩及活動達人獎。獲得活動達
人稱號的政經四郭宇璇表示，「從大三回來後

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陳烯堅

大傳四林俊耀拍攝記錄淡海新市鎮徵收區域內的農民，希望藉
由影像喚起大家對於土地和農業的重視。（圖／林俊耀提供）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李又
如、林俊耀以「禁建！土地緊箍咒 淡海未來
叨位去 ﹖」榮獲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舉辦

【記者蘇靖雅專訪】一枚枚或紅或藍的閃耀勳章、印有
朱紅「榮典之璽」4 個大字的褒揚令，這些榮耀與功績的
象徵，都是由總統府二局所製作。不到早上 8 點，他高挺
的身影已出現在辦公室，伸展一下身手，靜下心來打拳運
氣，「勳章及褒揚令的製作屬於二局的工作 ，需要將精
神維持在最好的狀態下，拿出 100 分的能力完成」，身為
總統府二局局長的陳烯堅，民國 95 年畢業於本校公行系
碩士在職專班。

之第 11 屆新傳獎「最佳專題平面新聞獎」，
與全國大專院校傳播科系學生角逐，經過初
審、決審後，脫穎而出獲選。
專題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採訪各界看
法、市井小民心聲等多元角度，探討淡海新市
鎮開發議題。負責攝影的林俊耀表示，主要是
希望透過鏡頭讓大家看見淡水新市鎮徵收區內
僅存的農業風景、人文與可愛的居民，讓觀者
知道淡水不只有開發這條路。李又如表示，
「受到肯定非常開心，也透過這個專題開啟的
視野，以及能有實際親近土地的機會。」

資圖畢典復辦 搞笑又溫馨

資圖系 4 日晚間於鍾靈中正堂提前為 40 餘
位大四畢業生舉辦「資圖系畢業大賞」活動，
活動邀請資圖系系主任王美玉及系上師長、系
教官等共襄盛舉，王美玉送給畢業生祝福：「畢
業是進入人生的另一階段，希望畢業生有夢成
真、心想事成。」前圖書館館長、資圖系教授
黃鴻珠也特別對全體畢業生勉勵。
活動中，最特別的是以模擬金馬獎的形式頒
發給畢業生金圖嘴砲獎、金圖重修獎、金圖翹
課獎、金圖睡覺獎等 4 獎項，有趣獎項讓現場
師生笑得滿堂彩。另外也特別頒發給師長，恩
師獎及良師益友獎，場面溫馨感人。除此之
外，更安排互動遊戲、撥穗儀式、頒發畢業證
書等活動相當豐富多元，畢業生也在紙板上互
相寫下祝福。資圖系系學會會長資圖三林書宇

跑跑薑餅人 @TKU

又見同學在校園全員逃跑囉！機電、國企、
公行與統計系於 5 日晚間聯合舉辦「薑餅人逃
走中」，宣傳期的大型薑餅人玩偶讓宣傳奏
效，逾 160 位學生報名參賽，活動即使飄著小
雨，也不減熱情。21 小隊從宮燈教室出發，
在校園奔跑解任務。
參賽者扮演「玩家」或「獵人」，活動一開
始分別在各點進行積分闖關解團體任務，輪到
個人任務時，同時釋放獵人。因任務稍難，不
好過關，僅少數人拿到復活卡。參與活動國企
二黃詣衡說：「這次獵人都很強，與隊友分開
時非常緊張，想快解任務救隊友。」活動玩家
第 1 名可獲獎金 1500 元，獵人第 1 名獲 4 百元。
負責人機電二程樂庭表示：「本系想辦不一
樣的活動，所以找有經驗的系共同合作，即使
活動過程有點小插曲，但整體還不錯。」（文
／曹雅涵，攝影／王政文）

化學系系友分享職場經驗
【記者曾俞菱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31 日，
化學系舉辦系友座談會，邀請 4 位系友返校，
與學弟妹分享職場經驗，近 40 位學生參與。
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表示：「邀系友分享目的
在於讓化學系學生更加了解職場性質與未來產
業方向，藉此與系友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梁。」
台 灣 先 進 系 統 技 術 副 總 王 彥 智、Heraeus
Fusion UV Taiwan VP 張清森、宇崴科技技術
副總陳良吉、中研院分生所研究員林亮儒，分
別以「提升職場競爭力 & 3D IC 封裝簡介」、
「幅射固化與化學人」、「職場的態度與學
習」、「路是自己走出來的」為題進行分享。
會中，學弟妹也針對職場文化、應有的應對進
退方式及未來就業方向提出疑問，系友也逐一
回應。
化學二譚家盈表示， 「參加這次座談，令
我更了解化學系相關行業工作的資訊，學長們
都很親切回答我們的問題。」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 大

古箏社成發

表示：「本系已多
年未自辦畢典，這
次希望為學長姐心
中留下一個難忘的
回憶！」（文／林
芳均，攝影／王政文）

古箏社於上月 29 日晚上在文錙音樂廳舉
行《楚漢相箏》成果發表會，以小短劇和相
聲形式，改編一齣穿越愛情劇，另有茶藝
社友情合作於入場時奉茶。（文／陳騫靜）

遊戲開發社成發
遊戲開發社上月 26 日至 28 日舉辦「No
Game No Life!」首屆淡江遊戲開發社成果
展，現場展示本年度開發出的 19 款遊戲，
共吸引約 2 百人參與。（文／陳騫靜）

終身學習推動總統府辦公廳自動化

終身學習與淡江結緣 結合所學應用於職場

公行系校友、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陳烯堅，終身學習推總統
府辦公廳自動化。（攝影／鄧翔）

論，趙全勝針對中國經濟權勢的轉移，討論
「權勢轉移」理論，認為由宰制性國家所護衛
的階層式國際體系才是穩定的根源。他也對日
本與美國的盟友關係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關係協議，分析日本的安全與經濟、美國如何
應對中國崛起的權勢轉移。在談到未來美中日
三方的方向，趙全勝提到未來日本與美國同盟
制約中國的趨勢，以及和平穩定「無戰」的世
界走向。
亞洲研究所副教授林若雩根據主題提出觀
察，她提到從 1 日在新加坡舉辦的第 13 屆香
格里拉對話中，能看出美日的安保同盟對於中
國的威脅。趙全勝對此，則從日本的軍事基地
位置等要素回答：「若是大規模的戰爭，無疑
是自殺行動。」

淡海新市鎮專題 獲 新傳獎平面新聞獎

蘭陽住宿學院展成果 政經系辯論賽北捷時事入題
覺得學校改變最大的地方在於開始有住宿學院
主題活動，歷經2學期的住宿學院活動，感受
最深的莫過於住宿導師的用心，每個活動都有
它的特色和吸引我參加的理由，希望這些用心
可以一直接續下去。」
成果展示也呈現同學在各項活動中的作品及表
現，也設置種子盆栽DIY、墨墨吾聞DIY活動攤
位，讓同學重溫住宿學院活動。
由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系學會主辦第二屆「蘭
陽校園品德年教育辯論賽」於4日在強邦國際
會議廳熱烈開戰。活動執行秘書政經一王運威
表示，有鑑於近日的北捷社會事件，本次活動
主題注重較嚴肅社會新聞。
此次以「疏於同儕關係是否造成負面品德影
響？」作為第一輪的答辯主題，「血腥暴力遊
戲是否影響個人品德行為？」作為第二輪答辯
的主題，共3組隊伍參加，最後由政經系代表
隊拿下優勝，獲得3,000元獎金，優勝隊伍組員
政經一邱鈺婷表示；「第一次參加辯論賽感覺
很新鮮，過程中，隊伍之間的攻防戰很刺激，
講評時，評審們的意見都很受用，讓我學到很
多。」（文／賴郁雯，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
供）

說明飲用不同酒類的
呼吸酒測值及相對應
罰責。活動現場也特
別 安 排「3D 模 擬 酒
醉機車路考」，讓同
學生戴上3D眼鏡，模擬酒駕
學模擬體驗，運管二
狀況。（攝影／林俊耀）
李皓瑋說：「體驗 3D 酒醉眼鏡的暈眩，讓我
深刻了解酒後騎車的危險。」
而運管週活動也在海報街設置「安全駕駛小
學堂」等攤位讓學生了解安全駕駛重要性，並
安排「TMW Ex 使命必達」校園傳遞活動，在
全校協助師生快遞跑透透。

已取得政大大陸所碩士學位的他，以總統府副局長身分，
又選擇了第一屆淡江公行系碩士在職專班進修，「現在是
終身學習的時代，副局長的職務在於輔佐局長，於是我利
用公暇之做學術性的研究」，陳烯堅就是熱愛活到老學到
老的精神。
談到自己在碩專班的研究，陳烯堅表示︰「有些教授希
望我研究觸及政治理念，我認為身為一個事務官就應當嚴
守分際，因此我以手邊『總統府的辦公廳自動化為例』，
請系上以知識型政府為專業的陳志瑋老師擔任我的指導老
師，便定下了『公務機關運用知識管理之影響─以我國總
統府為例』題目開始進行研究。」
自民國 85 年政府開始推動辦公廳自動化，當時適逢總統
府電腦業務轉型自動化，經過學術的研究後，陳烯堅了解
電子化的好處，使他更能順利推動自動化，「最大的轉型
期在於把僅用在數字統計的一般性電腦全面轉型，包含公
文無紙化的系統（即電子公文），直至現今，總統府的喜
慶或是晚宴等業務全面電子化，甚至是人民陳情業務都是
可以上網申請，在節能減紙這部分很有績效。」
畢業 8 年的陳烯堅，最印象深刻的老師是與他亦師亦友
的韓釗，「因為我們曾經在臺北市政府共事過，他所教授
的〈動態政治學〉對工作上很有幫助，由於人的行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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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變的，故稱之為動態」， 他也強調這門學問對自己不
但在政治觀念上的啟發或是分析事理上，皆有很大的幫助，
使他更容易從人的行為判斷政治目的或是思考方式，培養
察言觀色的能力，也使其獲得工作穩定的助力。「人就是
要惜緣惜福再造福，我在淡江得師生關係及同儕之間處得
融洽」，在職專班這個跨領域的學習環境，陳烯堅開心的
說︰「在這結合產、官、學的環境，讓我增廣見識開了眼
界呢！」

滿腔熱血踏入公職 要求自己凡事做到一百分
為什麼選擇公職這條路，他便回憶起過往，「起初我在私
人公司工作薪水還算優渥，但碰上石油危機後，工作不再
那麼有保障，於是我便決定競爭公職這個鐵飯碗，雖然薪
水沒有當初在私人企業好，卻能求得安穩」，但命運捉弄
了他，並非考取自己想要的工作，「於是我放棄了」，但
是老天爺替陳烯堅開啟了另一扇窗，調查局釋放許多職缺，
「在當時調查局是個相當光宗耀祖的工作，就像是臺灣電
影導演戴立忍曾說『革命的工作不計較待遇』，我抱著滿
腔熱血，最終爭取上這份工作。」
「嚴守分際、善盡本份」這 8 字箴言，是陳烯堅對於工作
的態度，在公家機關服務的 37 年當中，陳熞希很感謝一路
上長官的賞識，從民國 67 年在各地據點進行基層治安的維
護，從中培養出溝通能力，直到民國 73 年轉任行政單位工
作，歷經內政部、臺北市政府、總統府，他認真的說︰「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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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職工作做到最好，讓長官沒得批評，長官交代的任務無
論如何都要達成，只有做到 100 分沒有所謂 99 或 98 分的
餘地，這是對自我的要求。」
陳烯堅詳細的介紹著二局，「榮典基本上就是勳章跟褒
揚，榮典的行使完全是總統的權利，前端勳章及褒揚令的
製作都是二局的工作，好似一個工程的上游，而三局則是
負責核定直到授予，是屬於下游的工作，除此之外二局也
負責公報的工作，公報上多辦刊載的是轉載法令或是官員
任免或是總統的一般行程以及重大政令的宣導，例如頒發
褒揚令或是授勳都會刊登。」
就因為是崇高的榮譽，因此陳烯堅謹慎不容許自己犯錯，
問起如何做到自己的 100 分呢？不同於平時爽朗的他，陳
烯堅眼眸散發堅定的眼神說︰「對自己的要求要比對部屬
嚴格，且很多事須親力親為，不僅要熟悉業務，也要熟知
所有相關法規，了解法規對自己各項業務的影響力程度也
很重要，若不熟會導致處理事情上亂了方寸，沒有了規矩，
就無法成方圓，熟知界線在哪，便可更有效率完成每次任
務。」
「大學的教育求一個工作的專業，以及一技之長」，這是
陳烯堅贈送給學弟妹的經驗分享，此外提及確定自己人生
的方向也是很重要的課題。面對全球化的來臨，他更笑說︰
「視野必須放寬至全球，心胸要開闊，廣泛學習語言，多
多接觸跨領域的之是因應多元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