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翅待飛 留學經驗傳授19場
大二學生聚精會
神地聆聽臺上學長
姐的經驗談，握筆
的 手 也 沒 停 過。
（攝影／賴郁雯）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美國《紐曼華
語文學獎》於上月 19 日公布 2015 年得獎名單，
英文系系友朱天文從 5 位入圍者中脫穎而出，
獲此殊榮。她不僅是紐曼華語文學獎第 1 名女
性作家，也是繼楊牧之後，第 2 位獲獎的臺灣
作家。將可獲得美金 1 萬元的獎金，並將受邀
前往奧克拉荷馬大學進行一系列學術活動，頒
獎典禮將在明年 3 月 6 日舉行。
朱天文 1983 年以其著作「小畢的故事」與
導演侯孝賢合作，改編成電影，獲得第二十屆
臺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此後，也撰寫了

多部經典劇本，屢次獲獎。退休英文系副教授
楊銘塗表示，「朱天文文學造詣相當高，是很
出色的學生，在就學時期，並沒有侷限於課內
知識，而是自我精進，走出自己的路。」
《紐曼華語文學獎》由美國奧克拉荷馬大
學美中關係研究所設立，每兩年頒獎 1 次，表
揚傑出的華文寫作者，由世界各地專家學者
提名。提名朱天文的牛津大學教授希倫布蘭德
（Margaret Hillenbrand）推崇朱天文在現代華
語文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吸引華語世
界讀者的注意。

王兆熙 獲全國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只要有信心、
夠努力，視障生的表現也可以很亮眼！」歷史
系系友、目前任教基隆成功國中盲師王兆熙，
以自身經歷勉勵視障生永不放棄，於上月 24
日基隆市政府所舉行教師節表揚大會中，榮獲

參考組在本學期規劃全系列實用的講習課程，
有「完成學位論文五堂課」、「學科（主題）
資源怎麼找」，以及「精進學術力」3 大單元，
盼透過專業指導讓效果立竿見影。
此外，參考組為外籍生設計了圖書館全英文
導覽課程及館藏電子書介紹講座，將於本月中
旬陸續開課。相關資訊請見圖書館網站（網
址：http://www.lib.tku.edu.tw/service/inst-db.
htm）。

產

最讚

飛出產學力

俄羅斯實習分享

笑起來有個酒窩、說話聲音輕柔好聽的馬湘萍，談起高等教育政策時，語
氣認真誠懇，神情充滿希望與信心。（攝影／余浩鉻）

教育部高教司
副司長 馬湘萍

卷宗闔上，深省沉思，「未來高等教育在面
對少子化的衝擊下，我們要用什麼態度、什麼
政策去應對？」這是許多人質疑的問題也是她
的挑戰。一身俐落套裝，步伐自信穩重。她，
是攸關臺灣高等教育不斷前進的幕後重要推
手，她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馬湘萍。

語言是開啟認識文化的利器
關於求學路，畢業於日文系的馬湘萍感性地
回憶起大學時光，記憶裡和日文的邂逅與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度以及科技行業的專業知識，他們均表示，因
之前沒有相關3C專業知識，剛開始非常不適
應，「尤其是路上的訪問市調讓人印象非常深
刻，儘管事先有加強教育訓練，但仍有些專
業術語會造成討論困難，因此會想更認真學
習。」
透過這次的實習經驗，他們都建議學弟妹在
出國實習前要做好心理建設，畢竟處在外地克
服心理壓力是很重要的。詹靜宜和施議智認
為：「之前不了解這領域，藉由這次經驗會認
真
思考未來的規劃。」陳麗
心認為這
次的經
歷 很
值得。

行。雲南雨崩村之旅，雖然路
程長達4天，但可以學習他們
保存文化資產等風俗。李奇嶽
提到，遇到文化差異時，更要
以尊重的態度與當地人互動，
「才會知道世界的好，以及自
身的不足。」
李奇嶽除了談到許多風土人情外，也道出領
隊不為人知的辛苦。他最後以「沒有不經氣，
只有不爭氣」勉勵聽眾，找出一條路、努力不
懈的走下去。（文／曹雅涵、攝影／黃國恩）

李奇嶽導覽各國風情

來場室內旅行的感
動！為增進本校教職員
國際視野，人力資源處
於2日在驚聲國際廳，邀
請資深旅遊達人李奇嶽，以
「繞著地球跑－世界各國風情多」為題進行演
講，並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李奇嶽首先分享旅遊拍攝的美景照片，其中
曾搭乘遊輪環遊世界，他幽默的比喻行程就
像置身五星級飯店，任其從容不迫的享受旅

商管學會全校迎新 High翻 天 50 高中生 驚艷物理
晚會先由西洋音樂社熱
力 開 場， 國 標 舞 社、 魔 術
社輪番上陣炒熱氣氛，地
下樂團「火曜日」帶來的
表演為晚會掀起第一波高
潮， 當 晚 更 舉 辦「 喝 可 樂
大賽」，一分鐘內暢飲速
度大車拚，爽快之餘也讓
學生活動中心舞台上，地下樂團「火曜日」賣力演出，帶動臺 各個參賽者大喊吃不消，資
下同學一起 High 翻天。（攝影／盧逸峰）
管一闕壯軒就直呼：「大概
一段時間不敢再喝可樂了！」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第 27 屆商管學
當晚最大獎 Canon 數位相機由國企一閔懷
會舉辦的全校迎新晚會，百餘人於 1 日晚間在
毅獲得，他笑說：「當臺上唸出我的名字時，
學生活動中心熱烈參與，今年的迎新活動由電
嚇了一大跳呢！」並認為此次活動流程規劃順
影冰雪奇緣的人物、情境貫穿全場，並以「啟
暢、看出學會用心，下次若有機會還想參加。
動你的大學冰風暴」為主題，希望各位大一新
參與「第一支舞」的中文一程思捷也說，場佈
生能夠拋開過往的高中生活，「Let It Go」，
十分精緻，讓人印象深刻。
勇敢地向大學新人生啟程！

政經二項子恩表示，「我聽了惠霖老師及莊
晏甄老師詳細說明事前申請流程及資料，再聽
劉鴻瑋學長的生活經驗分享，更加深我對布蘭
登大學的印象，覺得十分有幫助。對於出國準
備提供了方向，不再一無所知。」觀光二鄭栩
堯表示，「葉依珊學姐分享了在華盛頓州立大
學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經驗，還有留學生可
能會面臨的困難及處理方法等等，讓我覺得參
加座談會很值得！」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暑假海外
實習生俄文四陳麗心、施議智、詹靜宜，日前
已從俄羅斯返校上課。他們是大三下時，通
過技嘉科技公司的駐俄海外實習的產學合作
甄試，於暑假期間進行64小時實習。施議智表
示：「以前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透過系上安
排的海外實習方式，多認識外面的世界，並給
自己機會體驗一下。」
技嘉科技為臺灣電腦主機板製造商，俄國分
公司主要是行銷相關業務，在這次實習中，3
位同學負責市場調查、會議紀錄、會場布置等 陳麗心（中）與施議智（右）帶來技嘉科技公
工作，透過這些工作內容，增加對語言的掌握 司為他們印製的名片愉快合影。（攝影／姜智越）

基隆市及全國優良特殊教育人員表揚。
王兆熙 5 歲時因意外導致兩眼失明，但他照
樣打籃球、棒球，更曾被選為盲人棒球錦標賽
的首位救援投手。王兆熙希望視障學生都能對
自己有信心，除了課業，獨立也是學習重點。

國際期刊投稿達人把脈 疑難雜症現形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如何成功投稿
國際期刊？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將於 9
日下午 1 時在 I501 舉辦「達人投稿講座」，
邀請 Elsevier 物理期刊出版社執行總監 Dr. Jan
Willem Wijnen 傳授符合國際水準的撰寫秘笈，
並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分享投稿經驗，蘭陽校
園將於 CL506 同時視訊，歡迎全校師生聆聽。
參考組組長張素蓉表示，為解決大家在撰寫
學術論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疑難雜症，

學

作
學合

朱天文 獲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由於逐漸接近選擇學校的日期，藉由透過大
四學長姐的經驗分享，以及負責各姊妹校的指
導老師做基礎說明，讓大二學生能夠更清楚地
了解國外留學的生活及課程，並從中選擇他們
所想、所需的學校。」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系主
任包正豪表示，「大四學長姐和指導老師的資
訊是相輔相成的，有指導老師的學校介紹，加
上學長姐的親身體驗，使學弟妹能經由第一手
資料，更加了解自己想去的學校。」

淡江大

【記者賴郁雯蘭陽校
園報導】別再猶豫到底
要去哪所大學留學才
好！針對蘭陽校園大二
生的最大苦惱，蘭陽校
園主任室自 1 日起，在
CL328 主 辦 19 場「 大
四學長姐留學經驗分享
座談會」介紹美、歐、
澳洲的 19 所大學。
主辦人游慶怡表示，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不只讀物
理，更要玩物理，物理可以很簡單！」物理系
於上月 27 日邀請近 50 位高中生至騮先紀念科
學館玩科學，活動籌劃人物理系副教授劉國欽
表示，希望能藉由活動讓高中生們發現物理不
只能從課本上讀到，更能活用，也讓對物理系
有興趣的同學，知道在大學的物理系能學到哪
種類型的知識。
物理三韓志勇帶領學生體驗數位星象儀時，
用儀器帶領學生穿越古今。劉國欽提及，在觀
看不同時間點的星空時，許多學生對著浩瀚的
星空發出讚嘆聲。除了能看到課本上才能看到
的器具外，「學生對於能體驗掃描式電子顯微
鏡及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等實驗室才具備的器
材，臉上皆是掩不住的興奮之情。」
當天有兩場演講，其中一場是與諾貝爾物理
獎有關的主題「上帝的粒子」，期望能以淺顯
的字眼讓學生們對物理不再抱持畏懼感。

張家齊剖析記者魂

大傳系於3日邀請TVBS新媒體副總編輯張家
齊蒞校演講，以「Think like a Journalist 」為
題，吸引近60人到場。張家齊先以「如何像總
編輯一樣選擇適合的新聞頭條」激發同學思
考。他表示，對於媒體的選擇，除了須具有基
本的是非判斷外，也要廣泛接受不同的意見。
他播放專題報導影片，分享進入以色列戰區
的採訪經驗，並以當地人民的回答引述出「身
為記者，我們永遠知道的太少；因而我們說
的，必須確定是真的。」
張家齊認為，新媒體的王道在於「整合」，
結合文字與影像，並期勉「就像電影，若是
結合八大藝術，就要將八大藝術都學會。」
接著他以作品「公路人」報導中，玉山國家
公園信義工務段段長
恪盡職守的精神，來
勉勵記者要擲地有
聲。大傳四趙巧婷表
示，「總編輯以自身
經驗帶領我們以不同
角度去思考，不僅收
穫很豐富，內容也很
有趣！」（文／周雨
萱、攝影／吳佩穎）

放眼國際 著眼未來
臺灣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推手

好，仍停留在宮燈教室修習日本文學史的那些
日子；詩意的花圃走廊，揣著最愛的那本夏目
漱石所著小說《我是貓》，年輕幸福的時光流
過。日式浪漫幾乎是她對日文的印象，不經意
透出她對日本文學的喜愛。
她不記得為什麼選填日文系，但她從未後悔
學日語，馬湘萍說：「語言就是工具，它成為
我開啟認識另一片土地的利器，讓我領略日本
文化的豐富涵養與氣質，我也從中享受日本的
文學、歷史與人文菁華。」

未知的領域值得期待
求職路是未知的，面對未知，她沒有絲毫畏
懼，「沒做過！那就去試試看吧！」馬湘萍轉
著水靈大眼睛說道。抱持這般心態，畢業前她
即進入科技公司上班，因著科技日新月異，這
第一份工作鍛鍊了馬湘萍遇事不驚的態度，面
對迅速更新的工作內容與全球各地合作廠商的
多變，她的國際視野更寬闊了。
未知的領域就是她前往的目的地，未曾去過
日本的馬湘萍告訴自己：「一定要親眼見證日
本的魅力。」即便當時東京物價比臺北高出很
多，馬湘萍仍盡其所能地待了 3 個月。她分享，
在當地才能真正感受到異國文化的差異，真正
開拓眼界，「相信我，你一定要走出去！」

致力推展高教政策
回國後一連串的機緣，讓馬湘萍嘗試報考公
職，她笑稱，任職公部門是學生時期的她從未
想過的選項，然而在教育部，她一待就逾 10
年。馬湘萍在精進教育相關學識與學位的過程
中產生興趣，認知到高等教育的重要與變化，

她全心投入其中，一心一意希望它越來越好。
馬湘萍認真地表示，每項決策都是牽一髮動
全身，所有的計畫與政策都是再三推敲與討論
才能進行的，絕不是隨意蓋章了事。她以自己
推行的第一個法案《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
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
做說明，「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院所學位學程
及招生名額的數量，由原本是由審查人審查即
可，最後以設定總量管制拍板定案。」馬湘萍
進一步解釋，原先的審查方式，是由審查人決
定是否增設，這樣也許會產生濫權與濫設的可
能，因此她致力推行總量管制政策來因應。
她笑著說：「進入高等教育司後發現，教育
環境變化的速度，其實不亞於科技業！」法案
推動如何更加全面性？政策的推動要如何符合
各校師生的需求？馬湘萍面對的最大課題是
「政策行銷」，她表示，當民意成為政策導向
的同時，每每面對審案的立法委員都讓她吃足
了苦頭。「這東西好，好在哪裡？要讓買單的
人清楚地感受到，此時行銷成為一大關鍵。」
要清清楚楚地分析與化繁為簡的說法，才能順
利推行政策法案。

高視野、國際觀與世界接軌
對於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的衝擊，馬湘萍不
諱言她必須提醒各校，要以更前瞻性的思維去
改變辦學態度與方向，馬湘萍說：「臺灣能成
為亞洲經濟的重要國家，根基就在於研究與創
新的教育概念，才能跟得上國際脈動。」她強
調，眼光要放遠之外，更要有國際觀，與世界
接軌的同時，學習會更多元。「不妨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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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學校的定位，不管技職或一般大學，學校
的特色與專業，將創造不同需求，這是未來學
生擇校的關鍵，也能減緩少子化的衝擊。」
面對大學生滿街跑、碩士生到處是、博士生
高學歷高失業的情況、22K 就業隱憂等問題，
馬湘萍顯得從容不迫，「放眼國際、著眼未
來」她的看法正與本校的三化教育理念相同。
並強調，年輕人的舞台在哪裡？不應該僅止於
臺灣，培養在世界各地移動的能力是關鍵，如
學習國際語言、了解國際時事脈動、培養專業
能力，「遠眺的風景更加美麗！」
回想起當年毅然決然赴日遊學的時光，馬湘
萍更加肯定當時的決定，她以自身經歷鼓勵年
輕人，抓住機會就到不同國家去看看，視野開
闊，想法也會跟著不一樣。

不侷限、勇於嘗試更能成長
馬湘萍以學姊的身分誠懇地說：「不要害怕
去嘗試，即便是一件無趣的小事情，當你能把
它做完，都會是一種成長。」這是她初入職場
的態度，這樣不怕失敗的態度，也放諸人生路
上。然而面對壓力時，如何紓壓？馬湘萍露出
溫婉的笑容，「下廚是療癒且快樂的，這樣的
快樂也讓我更有正面思考的動力。」
念日文系為什麼不去當翻譯呢？很多人都這
樣問馬湘萍，她笑著說：「為什麼要侷限呢？」
她沒有畫地自限的概念，而記者彷彿看見那位
一步一腳印地走在宮燈路上，把握當下的女
孩！「當你準備好，機會來了，就能嚐到開花
結果的香甜滋味。」馬湘萍這麼說。（文／呂
柏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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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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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開發驅動力
上月 28 日，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教學
卓越 舉辦「開發驅動力：演員工具運
用」工作坊，再次與國際劇團「莫
比斯圓環」創作公社合作，吸引 28 位同學
參加，文創中心專案經理楊宜甄鼓勵大家
多加參與工作坊，此次由莫比斯圓環擊鼓
總監李子建與梗劇場創意總監禤思敏主講，
帶領同學運用劇場小遊戲來認識彼此。（文
／黃怡玲）

跨界學習 閱讀拿獎金

學生學習發展組於 1 日至 104 年 2 月 28
日舉辦「閱讀達人」閱讀競賽，主題為「中
國文學」。活動獎勵豐厚，學教中心執行長
游家政表示，「此活動是希望學生有機會接
觸多元領域的書籍，增廣見聞，培養喜愛閱
讀的好習慣。」活動辦法請上學發組網站查
詢 http://sls.tku.edu.tw/app/news.php?Sn=65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文／陳羿郿）

蘭陽實務學習徵文 27 日止

蘭陽校園主任室舉辦實務學習成果徵
文 競 賽， 希 望 提 供 不 同 領 域 實 務 學 習 情
形，相互觀摩學習，以做為經驗的傳承。
即 日 起 至 27 日 下 午 5 點 前， 請 至 活 動
報 名 系 統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HRX20141126 報名，並上傳報名
表及心得。（文／賴郁雯）

特優導師

鄭建富

適性建議 啟發動機

「直接的關心更容易了解同學真實想
法。」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鄭建富雖熟悉通
訊網路，卻不以時下流行的Facebook、Line
和學生交流，反而更喜歡人與人之間有溫
度的面對面交談。鄭建富重視學生當下的
反應，我希望「觀察學生表情，主動詢問
想法，進而解惑。」他也透過和班代的聯
繫，側面了解同學近況，笑說，「從同儕
間，較易得知學生的真實狀況。」
輔導學生時，鄭建富用動機去吸引學
生，「給一個看得見的實際目標，更能吸引
學生奮發向上。」鄭建富引領學生主動學
習、樂在學習，並了解其適性面向，以給予
未來的生涯規劃建議。他也鼓勵學生在學期
間進入企業實習，提前認識產業趨勢與制度
運作，為就業做好準備。他勉勵學生認清自
己的位置，善盡本份，「當個學生就要盡本
分讀書，而進入職場就要了解職場倫理，做
好工作，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鄭建富同時期許學生培養興趣，「培養興
趣是一件重要的事」，他舉自己為例，說明
自己因為喜歡掌握時態動脈，所以養成平時
看新聞的習慣，並樂於分享，「舉生活中的
生動實例，不但能引起學生興趣，還能讓學
生反思。」
選擇走教育這條路，鄭建富說，「是希望
能與學生多一點互動」，對他而言，最欣慰
的是「看到學生從迷茫到了解的過程，當學
生眼神一亮時，是
種感動。」而學
生在節日贈送的
小卡是對鄭建
富而言是最實質
的回饋。（文
／黃怡玲、攝影／
張令宜）

探索之域
網路校園動態
學習與教學中心開設103學年大學學習線
上課程，課程單元「時間大玩家」教您學會
時間管理，「全能記憶王」將記憶策略應用
於課業，「原文書完全攻略」解析外文書閱
讀技巧，以及「考試達人」教您調適心情面
對考試。課程採用線上學習方式，只要在家
上網就能輕鬆學習，協助大一新鮮人站穩
學習的腳步。大學學習線上課程網址 http://
freshman.learning.tku.edu.tw。（資料來源
／遠距組）

人物短波
曾貴麟 寫作受肯定
中文四曾貴麟參加宜蘭縣文藝作家協會
舉辦之「文雨飛揚」第13屆蘭陽青年文學
獎，其小說及散文組作品雙雙榮獲優選。曾
貴麟表示，從高中起就常常投稿此文學獎，
從前擅長的文類是新詩，也獲得幾次獎項，
而近來嘗試挑戰散文、小說，他認為在較長
的篇幅中能「把想說的話說清楚」，本次作
品獲獎更是一種肯定與鼓勵。他也建議想嘗
試創作、投稿的同學，從生活中觀察開始，
學習紀錄印象深刻的事，以此為題材進行發
想、創作。（文／盧逸峰）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