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導演林奕華曾文珍
香港知名舞台劇導演林奕華，以幽默的口
吻談中國四大名著。（攝影／吳國禎）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記者賴郁雯蘭
陽校園報導】你看過《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
義在爭吵排名嗎？或者由幾個大男孩詮釋《紅
樓夢》的故事呢？而《水滸傳》與現代社會中
的黑道又有什麼連結？中文系 13 日於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辦「四大名著的傳承與顛覆」講

座，邀請香港知名舞台劇導演林奕華來校分享
這 8 年製作舞台劇的構思及想法，帶著全場觀
眾看見不一樣的古典文學！
林奕華分享了許多創作作品的某些段落，透
過這些片段帶給觀眾對傳統故事的新看法。如
《三國演義》中的桃園三結義，他將重心放在
3 個人的排序，延伸至現代人對排名、名次的
重視和偏見；《西遊記》中的豬八戒則被比擬
為現代許多人的通病，自我中心過於強烈，使
人變得愛面子又自私！這些傳統故事由嶄新的
方式詮釋，激發了不同的觀點。林奕華強調，
四大名著的流傳必有其不可撼動的價值，希望
能從中看見更多的新奇與驚喜。
講座結束後，林奕華笑著說，其實今天想帶
給觀眾的是，打破生活中既有框架，激發新思
想和新價值。主辦人中文系助理教授林偉淑則
表示，這場傳統與現代交織的講座，希望讓平

睽違 40 載
歷史系 1974 年畢業的 30 位校
友，在睽違母校 40 年後，相邀
17 日返校重溫年少求學情景。他
們漫步校園，歷數往事，並在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
陽（右一）陪同下，於驚聲廣場
開心合影。（攝影／吳重毅）

資傳創意營 腦力 大激 盪
發 展， 此 次 著 重 於
創 意 科 技 方 面， 使
學生能隨著最新產
業 流 向 發 揮 專 長。
資傳系系主任孫蒨
鈺 表 示，「 本 次 具
有獨立設計全傳播
國際創意科技師「超級天團（The Super Group）互動行銷公司」應邀蒞
能力的『超級天團』
校，震撼資傳系學生的創意思考。（圖／資傳系提供）
帶來結合創意及效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於 16、
益的世界級行銷解決方案，希望系所學生能利
17 兩日在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 資訊傳
用難得的機會，接觸實作練習，並結合校內課
播創意營」，約有 40 位學生參加。邀請國際
程，讓自己再上一層樓。」
創意科技師「超級天團（The Super Group）互
此外，也邀請臺灣業界「i@ T」、小魚廣告
動行銷公司」進行實務互動和專案分享，希望
網一同參與，使營期中國際大師、產業界人士
兩天的創意激盪能產生更多新穎想法。
和尚在學習的學生們三方交流，討論且實際操
資傳系兼任講師同時也是小魚廣告網創辦人
作互動科技，讓參與者更直接了解講師所講授
賴治怡負責活動策劃，她表示，因應全球趨勢
的創意科技，並融入在校所學。

外國人競說流利華語

時接觸傳統文學的中文系學生，有不同的感觸
讓同學能夠了解外籍配偶在臺灣的處境、傾聽
和啟發。中文三吳芝婷說：「原來古代的狀況
她們的心聲，對多元文化有更深的感受。
套用到現今是無違和的，時間與空間雖然改變
觀賞影片後，透過與導演面對面座談，政經
了，但人的某些性質卻是一樣的。」
四楊宗叡表示，「這次的活動，帶給我意想不
蘭陽校園住宿學院的主題活動，則以多元文
到的收穫，讓我更了解在臺灣這個多元文化的
化為題，由14日於CL328播放的「跨越大海的
社會裡，其實還有很多族群需要我們的幫忙和
另一端：《夢想美髮店》」打響第一炮，導演
照顧。我們原來似乎有某些偏見，只對歐美朋
曾文珍曾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肯定。
友比較熱情友善，對於東南亞的新住民們就比
曾文珍表示，歷時2年拍攝，「因此更深入
較不友善。我們應該對在臺灣生活的異國朋友
了解外配在臺如何生活，以及在政策與教養子
們多釋出善意，幫助她們盡快適應臺灣的生
女上遭遇的困境。」活動主辦人之一的全球
活，讓她們喜歡臺灣。」
政治經濟學
系系主任包
正豪致詞時
說，希望透
過播放紀錄
片的
方
導演曾文珍（右五）與蘭陽師生笑談拍攝甘苦，也談拍攝《夢想美髮店》
式，
時看到外配展現堅韌的生命力，努力突破現狀時的感動。（攝影／賴郁雯）

此比賽為促進
外籍生對於華
語的深入認識
與學習，並以
發音咬字、語
調、語氣、神
情等，做為評
分依據，前5
童春雄以流利的華語侃侃演
名得獎者，除
講。（圖／華語中心提供）
折 免 學 費
外，另將代表本校成人教育部參加「國立國父
紀念館2014外籍生華語文演講比賽」。

TED×Taipei 創辦人許毓仁以自身經驗，解
釋如何主動創造未來。（攝影／吳國禎）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對於未來，你
會怎麼想像？未來所於 16 日邀請 TED×Taipei
創辦人許毓仁以「實驗未來」為題演講如何主
動創造未來，許毓仁：「未來並非憑空想像，
應要探究根源不被問題的表面所限制，以尋求
根本解決之道。」
許毓仁以「我想要影響一億個孩子」說明將

排球師生會
由蘭陽校園主任室舉辦的校園傳統體育活動
之一：「師生盃排球賽」，13 日於紹謨紀念

點與點的連結
「我希望創造一些東西，留下一點什麼，讓
這世界因而改變一些運作方式。」說這話的人
是臺灣第一位獲選進入「奇點大學」，並已結
業返臺的葛如鈞，他是資傳系校友。
能進入奇點大學的重要關鍵是，葛如鈞在
短短時間內成功達成募得美金 3 萬元學費的挑
戰。擁有傳播、設計、科技等跨領域背景的他
認為，「跨領域的朋友圈造就寬廣的影響力。」
友善連接人與人的連結點，形成巨大的人際脈
絡，是他成功的祕訣。
將點連結點，成就新的創意價值，葛如鈞認
為「這世界上再無全新的梗」，並引述賈伯斯
的話強調，「創新就是把看似不相關的點連結
起來。」
葛如鈞並計劃舉辦「奇點臺灣」講座回饋贊
助者，「知識無價，既然是去求取知識，那就
以知識做為回饋。」回歸本質思考，葛如鈞期
望將自己定位為媒介，將奇點大學的知識與眼
界帶回來，希冀影響臺灣的思維。
古老的智慧 歷久彌新
經過奇點大學為期十周的課程洗禮，葛如鈞
分享道，「世界需要具有創新、改變世界能力
的人。」這個人必須擁有寬廣的視野與豐富的
知識層面。而葛如鈞認為華人悠久的文化思想
是優勢，也是厚實的根基。

葛如鈞肯定地說道：「世上唯一固定不變的
事，就是所有事情都在改變，在科技時代改變
地更快。」他笑說，「這道理早就蘊含在《易
經》中了，古書所闡述的道理歷久彌新啊！」
歷經最先進科技訓練的葛如鈞更提及老莊與孔
孟思想中令他讚嘆處。鑒古知今，他說自己透
過古老經典的知識與智慧，思考未來。
大學啟蒙多元思維
從小喜歡線上遊戲的葛如鈞，選擇就讀資傳
系。談到在淡江求學的階段，葛如鈞感謝系上
開課範圍廣泛，開闊了他的視野，「當年就是
什麼都要學，包含理則學、心理學、經濟學等
等，再加上電腦設計。」他肯定多元的課程設
計對他幫助很大，「接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
西，看事情就有了許多不同的觀點，所以我也
能面對不同理念的人。」
讓葛如鈞最難忘的是啟蒙恩師盧憲孚，他回
憶當時課堂上的一門「五感（視、聽、嗅、味、
觸）」作業令他震撼，從此敲開了他找尋自我
的價值與通往成功的大門，「在 14、5 年前，
創意觀念未盛的時代，是盧老師帶領我領略創
意思考的大觀園，他讓我知道看事情有許多面
向，要隨時打開自己的感觀，容納多元思維。」
葛如鈞並強調答案不會只有一個，要多視角看
待，「更要培養接受與消化多元可能性的思考
方式。」
因著家人的鼓勵，意外考取研究所的葛如鈞
笑著表示，自己討厭猶豫，因此當時沒太多考
慮，就繼續讀書了。憑著這股衝勁，與廣角的
吸收力，葛如鈞一路從傳播、設計到資訊工
程，跨領域的專業背景，造就了他開啟奇點大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TED 引進臺灣的初衷，他認為，臺灣的死板
升學制度會侷限於未來願景描繪，導致容易受
限於事件本身，而缺乏回到事件源頭思辨的能
力，因此藉由 TED 的引進，希望能藉由各行
各業講者的故事分享平台，提供大家各種不同
面向的思維，進而增進創造未來的能力。
他以自身的經驗解釋如何主動創造未來，強
調，在舊金山與朋友合作經營網路行銷公司
中，所得到的最大啟發是：「無知是生命中最
大的寶藏，因為經營公司必須處理自己陌生的
事，因此每天都須反覆問自己為什麼、如何處
理等問題，這樣養成批判思考的習慣，讓自己
一天天的進步，並把公司經營好。」
中文三林欣侶表示，講者點出了現在臺灣年
輕人普遍問題，對事物的質疑能力降低，以致
於想法變得膚淺表面，回到原點和逆向思考正
是我們須要改變的方向。
活動中心開打，共計 12 隊參加。其中由蘭陽
校園主任林志鴻率領的教職聯隊更是多次奪下
師生盃冠軍，他們今年參賽目標是希望能夠延
續去年氣勢再次奪冠。
政經一張孟祐表示，「此次活動讓我體認到
團結的重要，也感受到班上同學都很重視團隊
精神，不知不覺間就凝聚了彼此的向心力，希
望學校能夠再舉辦類似的活動。」主辦人體育
處講師陳凱智表示，「為發展蘭陽校園住宿學
院精神及提升師生間情誼，舉辦師生盃排球
賽。四強準決賽預定於 11 月 8 日舉行，請大
家為參賽選手加油！」（文、攝影／賴郁雯）

利用圖書館資源 外籍生注意聽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於 16 日
舉辦「外籍生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主題講
座，吸引多位外籍生前往聆聽。參考組組長張
素蓉表示，本次為圖書館首次開辦此類講座，
期待課程內容有助外籍生發掘圖書館之美。
講師許琇媛除簡介圖書館歷史、特色館藏及
新啟用的 RFID 預約書系統外，也透過互動教
導外籍生使用 Web Pad 線上目錄查詢功能，並
現場示範操作及列出詳盡的電子資料庫及期刊

多視角看世界 沒有單一答案
企圖建構華人創業資訊平台
奇 點 大 學（Singularity University） 被 稱 為
Google 的 未 來 學 院， 是 由 谷 歌（Google）、
美國國家太空總署（NASA），以及菁英科技
界專家聯合建立的一所新型大學，旨在解決人
類面臨的重大挑戰。

開講

未來所前瞻趨勢 實驗未來

歷史系校友聚首母校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華語中心於
16日舉辦「淡江大學華語中心朗讀暨演講比
賽」，越南陳氏夢從21位朗讀競賽者中，獲第
一名，可折免學費3000元；越南童春雄以「博
愛-談愛無國界」為題演講，以台風穩健、發
音清晰獲評審青睞，從14位競賽者中脫穎而出
拿下冠軍，可折免學費5000元。
來臺4個月的陳氏夢表示，「以前沒參加過
此類型的比賽，所以想嘗試，也很開心第一次
參賽就能有好成績，對我而言，朗讀最難部分
在於要投入感情以及發音，會繼續以國父紀念
館2014外籍生華語文演講比賽為目標努力。」

淡水
蘭陽

新聞萬花筒

世界最聰明大學臺灣第一人
葛如鈞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蒞校參訪
17 日上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研發處研
發長林純如、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史穎君等一
行 31 人蒞校參訪，針對本校 4 個校園師資
與行政資源整合、遠距教學管理及教學卓越
計畫執行 3 項主題進行瞭解，並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進行綜合座談及意見交流。（文／王
心妤）

通核音樂會開始索票
喜歡聆聽古典音樂的你有福了，快來參加
「2014 淡江音樂季」！通核中心將於本月
27 日、12 月 19 日、12 月 31 日三場的獨唱會、
小號獨奏、中提琴、雙簧管及鋼琴音樂會，
邀請本校藝術學門教師及嘉賓共同演出。有
興趣者可在今日（20 日）至通核中心辦公
室（I805）索票，數量有限，要搶要快，詳
情請看官網。（文／劉蕙萍）

女聯會邀達人 教輕鬆收納
苦惱衣物收納嗎？女教職員聯誼會於 16
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輕鬆收納術：教您如
何成為衣物收納達人」，邀請到環保收納達
人楊賢英蒞校暢談，吸引逾 50 人到場聆聽。
楊賢英不僅善於收納，更著有多本有關生活
小撇步的暢銷書。現場還開放觀眾提供不會
摺疊的衣物，運用口袋摺衣術將它們變得服
服貼貼，全場報以熱烈掌聲。（文／蔡晉宇）

特優導師

葉劍木

期勉自己是良師亦是益友
「輔導學生不僅課本上的知識，也延伸到
生活上的經驗。」這是獲得全球發展學院特
優導師代表的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葉劍木，一直以來秉持的教育理念。
「亦師亦友」正可詮釋葉劍木與學生的關
係，「課堂上做學生的導師，下課後當學生
的朋友。」他關心學生生活，善用時下年輕
世代常用的臉書關注學生近況，也從中找尋
與學生溝通的話題切入點。
喜歡打排球的葉劍木，時常在球場上與學
生互動，以球會友，他笑說，「要和學生當
朋友，就用學生的文化和他們溝通，讓學生
能敞開心胸地暢所欲言。」
葉劍木不只輔導學生解決人生當中不同階
段所面臨到的問題與疑惑，也與學生分享自
身的職場與人生經驗，他希望養成學生的軟
實力，並強調，「學生應培養自己協調溝
通、團隊合作等能力，這些課本上沒有教的
事情，是很重要的人生職場力。」
投身教育界，葉劍木盼能
「發揮影
響力，影響下一代。」
他
認
為，「言教與身教同等重
要，老
師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學
生。」
因而特別注意自己的言
行
舉止，一切謹言慎
行，盼能帶給學生
一個好的模範。
最後，他也勉
勵在學的莘莘學
子，「凡事要正向
思考，培養正面思
考
的能量。」（文／
黃怡玲、攝影／余
浩
鉻）

人物短波

學的大門。
無畏失敗 解開謎團
又是什麼原因讓葛如鈞能從來自世界各地
五千多位佼佼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奇點大學的
新生？答案是「想去解開 why」的動力。
從小對事物存有許多疑惑和不解的葛如鈞
說，「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
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楊德昌《一一》
這部電影中 8 歲小孩洋洋所說的話，對於喜歡
嘗試新事物，抱持著高度好奇心的葛如鈞而言
有如醍醐灌頂，「我就跟洋洋一樣，希望能告
訴別人他們不知道或他們想知道的事情。」
「人既然活著，就要去做一件非你活著不能
做的事情。」受賈伯斯的思維影響，葛如鈞「想
要撼動這個宇宙」的理想很強烈，「想要做別
人沒有做過的事，你必須一再挖掘自己，及早
定義與了解自己的價值，累積能量、視野與資
源。」他也鼓勵，「不要害怕失敗，失敗也是
一種成功的累積。」
有目的地「玩」 挖掘自己的才能
對於時間的管理之道，葛如鈞說自己：「從
不浪費時間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有目的地
選擇休閒娛樂，注重其帶來的價值與效益，
「讓休閒成為紓解，也成為工作時的素材。」
葛如鈞一再強調「儘早找到自己的才能，而
這才能可以是任何事。」並進一步提點如何挖
掘自己，「當你做一件事所花的時間與精力比
別人少，但卻得到比別人高的評價，那就是你
的才能。」
葛如鈞引述作家村上龍說過的話：「最討厭
沒有能力的人。」他因此勉勵學弟妹選擇做 3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資源。另推薦有介購服務、館際合作等功能。
來自德國的未來碩一歐德曼表示，「圖書館
的介購服務非常貼心，以後一定會善用此項資
源。」來自巴拉圭、資工碩一的白若盟說：「講
座十分有趣，透過課程才知道館藏原來如此豐
富、多元。」在戰略碩一就讀的法國學生魏韻
則笑說，經瀏覽圖書館網站的多媒體資源，才
得知非書資料庫有為數不少的法語片，讓她倍
感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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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瑀婷
入圍兩岸新聞報導獎

葛如鈞表示自己從不放棄任何機會，笑說：
「你不會知道好事何時降臨，要把握每個機
會。」（攝影／盧逸峰）
種人，第一，創意者；第二，深度思考者；第
三，膽大心細者。他認為，「現在的社會越需
要多元，培養無法被電腦及人工智慧取代的創
新創意思維，越是單一的事就要越深入。」
對創業興趣濃厚，歷經創業的艱辛，因此想
建構「華人創業資訊平台」的理念依然沒忘，
奇點大學結業後，葛如鈞在觀念上有不同的想
法，他認為創立這個平台除了需要有更多人力
與心血的投入外，核心的概念更重要。「核心
就是自己，越早找到自我價值，並多元切換角
色。也就是價值觀的變與通，讓多元價值在需
要的時候附著在身上。」
未來葛如鈞規劃將創業的基本知識和思考重
點有系統的置入平台，以嘗試解決華人圈經驗
資訊未整合的現象。（文／黃怡玲專訪報導）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陸委會9日公布「第18屆兩岸新聞報導
獎」入圍名單，俄文二蔡瑀婷在《旺報》兩
岸徵文版發表〈我的中國想像〉文章，入圍
非影音新聞報導獎，將於11月12日頒獎典禮
公布名次。她表示，因為從陸生身上更深一
層了解那個從小在歷史課本裡學到的中國，
讓她發現臺灣學生還有可以學習之處，「就
是因為有這些陸生走入我們的生活，才讓這
片校園風景更加美麗。於是將自己過去的認
識，佐以書籍、故事、詩詞等，作一次較為
完整的叙述，很感謝評審的抬愛，希望自己
能夠有好的表現！」（文／盧逸峰）

探索之域
網路校園動態
為迎接數位教學帶給高等教育的衝擊與變
革，並增進教師對磨課師（MOOCs）課程
之認識，學教中心遠距組將於24日邀請國
立清華大學教授楊叔卿講授翻轉教育的挑戰
與契機，探討磨課師教學模式與應用；臺灣
知識庫協理程靖純，帶您了解教學設計師如
何在教學執行與多元化製作上進行協助；並
由碩方科技副總經理王聖欣現場提供虛擬影
棚技術，示範錄製高效率、高品質的課程影
片。活動資訊請洽活動報名系統或承辦人葉
愷芸小姐，分機2158。（文／遠距組）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