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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素養系列專題之一：資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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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起，本校將電腦科技
應用於教學、研究、服務 ..

書名：心鏡
出版社：星光出版社
作者：夏目漱石
譯者：趙慧瑾
索書號：861.57／8756-22
（攝影／姜智越）

蔓延了百年
你我內心的顫慄
導讀 曾秋桂 日文系教授
該書為夏目漱石（1867年－1916年）的
曠世巨作《こころ》（1914年，英譯為
《kokoro》、中譯為《心鏡》），問世至今
屆滿百年。
漱石的作品常被收錄於日本高中國語課本
當中。且長年蟬聯日本最暢銷排行榜中，是
一位日本的國民作家。又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流傳海外，享譽國際。
小說《心鏡》依序由「上 老師與我」、
「中 雙親與我」、「下 老師與遺書」
等三篇組合而成，作品中出現的重要人物
依序為「我」、「老師」、「小姐」。作
品中除了出現一次「老師」呼稱妻子為
「靜」、「老師」好友以「K」代號來稱呼
之外，重要人物皆不具名登場。時代背景
設定也非常含糊，僅能從穿插其中的明治
天皇駕崩（1912.7.30）、乃木希典將軍殉死
（1912.9.13）等歷史重大事件，嗅得出作品
年代的氛圍。
作品不乏經典名句，例如：「平常大家都
是好人。或者說雖然不到好人的程度，至少
大家都是普通人。但是當利害薰心的剎那
間，突然由普通人一瞬間變成壞人，實在可
怕。不謹慎提防不行。」、「精神上沒有擁
有上進心的人，就是蠢蛋」、「即使是使用
策略贏過他人，但做人這方面我還是輸得徹
底。」、「受到明治精神影響最深的我們這
群明治年代出生的人，深深感到明治年號結
束之後的苟延殘存，就等於跟不上時代潮
流。」等，皆是發人省思的經典名句。
特別是當被世上唯一的親叔叔蠶食家產，
決定不再相信人性的主角「老師」，卻因為
喜歡上「小姐」，藉由出賣好友「K」來橫
刀奪愛。逼得內心受挫的「K」走向自殺之
途。雖然如願與喜愛的「小姐」結為夫妻，
但深受罪惡感所困，「老師」終究選擇自
殺，結束一生。從不同角度探討背叛、人與
生俱來的自私自利、罪惡感、自殺等課題，
引發現代人內心的共鳴。這是本非常值得閱
讀的著作，從中感受一番那份跨越時代、跨
越國境，蔓延了百年你我內心的顫慄。

校友動態
◎優秀校友林健祥 企業屢獲佳績
本校化學系林健祥校友所率領的宗瑋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榮獲「第四屆臺灣中小企業社會
責任獎」，9月25日由副總統吳敦義頒獎致
贈。本屆評選項目包括「幸福職場」、「環
境永續」、「產品創新」、「社會關懷」、
「服務加值」及「永續楷模」等獎項，獲獎
企業均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具體實踐環境
永續、公益社會、關懷員工與保障顧客權
益等目標，殊值社會肯定。副總統吳敦義
除恭喜得獎企業，並盼未來企業社會責任
（CSR）的觀念能在更多企業中生根，為臺
灣社會帶來正面能量。（文／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提供）

智慧財產權Q and A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 ）民眾利用政府機關發行的出版
品，只要註明出處，基本上成立合理使用的
空間較一般寬廣。
2.（ ）撰寫碩博士論文時，可以在合理範
圍內引用他人的著作，只要註明出處，就不
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3.（ ）電視新聞報導知名藝術家（例如聲
樂家、演奏音樂家等）公演消息時，可以播
放小部分演出內容，來達到新聞傳播效果。
4.（ ）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就可以隨意
使用他人著作。
【說明：註明作者、出處是利用人在主張合
理使用他人著作時，依著作權法所課予的
「義務」，並非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即屬
於「合理使用」。】
答案：1.（○）2.（○）3.（○）4.（Ｘ）

本校推動資訊化以來，因應全球趨勢推
出校園網路、遠距教學、行動趨勢等多樣
性的軟硬體服務。

TKUWIFI 淡江軟體雲

文字／楊宜君、潘倩彣、曹雅涵、黃詩晴、攝影／吳重毅
務、設備、財務、人事等行政業務納入電腦作
業。加上個人電腦及工作站之性能提升，自
1995年開始規劃建置主從式架構應用環境之校
務管理資訊系統，以增加系統擴充彈性，加速
應用系統開發，並持續依據需求更新功能，還
針對學生、職員、學生、學生家長提供查詢功
能。此外，還有教學支援、教師歷程，以及成
績登錄暨預警等系統平臺，以協助教師教學與
研究之用。

資訊化是本校三化教育理念之一，1968年創
設資訊中心（現為資訊處），並將電腦科技應
用於教育行政、教學、研究、服務工作，為國
內大學資訊化的先驅。
在資訊化是全球普遍趨勢的發展下，影響的
層面涵蓋教學與行政活動，為因應趨勢，近年
除持續發展便捷的校園網路、功能強大的校務
資訊系統、多重綿密的資訊安全防護網及別具
特色的教學支援平臺外，亦計畫發展輕巧便利
的行動服務，打造一所網路無邊界、全新行動
生活最吸引人的e化校園大學。

遠距教學
淡江大學從2005年開始設置網路校園並推廣
國際遠距課程，迄今每年均與日本早稻田大學
合作開設「跨國文化」遠距教學課程；2012年
時更在亞洲研究所開設了第一個跨國遠距碩士
學位課程。此外教育學院還設有教育科技學系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文學院設有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設計了全方位的課程，提供產業、企業及
政府各部門各管理階層在職人員修習。
從99學年度第1學期起與真理大學及聖約翰
科技大學共同開設跨校數位學習學程，100
學年度第1學期起與5校合作開設特色數位課
程，開放各校學生跨校選修課程，以落實教學
資源共享與跨域合作。101學年度起，擴增為7
校：本校、中原大學、實踐大學、元培科技大
學、東南科技大學、東華大學及銘傳大學，共
同開設跨校數位遠距課程提供7校學生互相選
修。

校園網路
為加速教學與行政「溝通」成效，本校逐年
完成校園網路建置，校園內網路主幹採用高速
寬頻網路，連結各教學與行政大樓辦公室、教
師研究室、校內學生宿舍；校外有專線由淡水
校園連至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再接台灣學術網
路（TANet）等。隨著無線網路硬體與相關管
理技術的成熟，校園內完成無線網路建置，只
要是校內教職員工生，都可在校園內任何角落
隨時存取網際網路，讓你隨時帶著筆記型電
腦、手機、平板電腦，在行人徒步區樹蔭下瀏
覽網路訊息。

校務資訊系統
本校為推展行政業務電腦化，以提高行政
效率並達到最佳的行政管理效果，自1969年起
於全國大專院校中率先採用電腦，逐步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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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留學珍惜

法文四顏妙蓁經驗分享

法文四顏妙蓁留學法國佛朗士孔泰大學一年的求學經歷中，遇到來自世界各地
的同學，如同環遊世界般可結交各國的朋友，她說：「我覺得這趟旅途上最美的
風景是人，大家跨越疆界，交流文化和珍惜著彼此情誼。」
顏妙蓁認為，有別於臺灣的大班教學，在法國是以精緻小班的上課方式，每班不超過15
人，教師可關注每位學生上課情形，「因為是全法語上課，一開始難免會緊張，不過其實我
是一個蠻喜歡上課發言的學生，這樣真的對學習比較有幫助，而且上課有時候老師會提出一
個議題讓同學們互相討論，真的可以發現從世界各地來的人們擁有的價值觀是多麼的不同，
進而認識、了解、接受大家的差異。」
不同的文化衝擊在生活上隨時可見，這也讓她從不習慣轉而接受，如親雙頰的問候方式，
「因為這就是當地的文化，就如同我們會握手打招呼一樣，如果沒有這樣的話，反而不容易
融入當地生活。」但是另外的衝擊卻讓她體驗了現實的社會切面，「我在那裏遇到很多好
人，卻也有些種族歧視的分子，對亞洲人有很深的歧見，這時卻也只能默默承受，並不是所
有的事物都像童話書上美好，但收穫很多。」
顏妙蓁說：「此行最大的收穫是學習如何陪伴自己，其中學到在外地獨立自主地生活，尤
其是用法文去克服所有的難題，如和房東爭論、手機電信註冊等，從一開始的雞同鴨講到後
來的對答如流，真的發現自己比以前積極主動許多。我認為，獨自生活並不表示要孤僻、封
閉，以及冷漠地不搭理別人，而是更懂
得珍惜與朋友相聚的時刻，這樣不僅能
在國外享受一個人自由、沒有拘束的生
活，還能結交好友。」
這一年的國外生活經驗，讓她活出自
己的步調，改變了自己對事物的刻板印
象，「大三出國這一年讓我的態度、想
法改變很多。很強烈地體會到西方與東
方相異的文化與特色，讓自己更增廣見
聞。很幸運也很感謝系上給我這個機會
去法國讀書一年，非常鼓勵大家趁年輕
又是學生時去外地走走，對自己的人生
和未來都很有助益。」（文／姜智越、
圖／顏妙蓁提供）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文法
正在進行被動：be+Ving + p.p.
(進行式+被動)
例一：我經過你家時，你的車正在被洗。
Your car was being washed when I passed
your apartment.
例二：我經過你教室時，你正在被老師訓話。
You were being lectured by your teacher
when I passed your classroom.
例三：我的車正在修理。
My car is being repaired now.
二、重要字彙
1.手機 cell phone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2.充電 charge
3.充電器 charger
4.轉車、轉帳 transfer
5.轉學生 transfer student
6.正午12點 12 noon
7.附近 neighborhood
8.維修、保養 maintain
9.修理 repair
10.訓話 lecture
三、請填入正確文法，訂正之後朗讀三遍
1.A：你的手機呢？ B：在充電。
A：Where is your __ __？ B：It's __ __.
2.A：你為什麼明天中午不能轉帳？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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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等下要去電腦教室打報告，還要去上早稻田遠距課
B：嗯， 等下我們小組要在行人徒步區用NB討論報告
A：對了，我的電腦沒有安裝SPSS軟體說
B：你可以使用淡江軟體雲，有30多種軟體可以使用唷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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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
涵養

• 創設資訊中心，
現為資訊處

本校資訊化歷程及成果
• 通過 ISO27001 國
際資安驗證

2005年

1968年

2006年

‧ 設置網路校園
‧ 推廣國際遠距課程

• 獲得 ISO 20000 資訊
服務管理國際認證

2008年

• 開通單一服務窗
口之服務機制

資訊運用
本校自99學年度起積極辦理MOS證照服
務，每年舉辦場次多達8場，希望藉此鼓勵學
生更完善地為職涯生活準備，以增加就業競爭
力；為幫助學生獲得專業證書，職輔組開辦
MOS輔導課程，並且栽培選手參加世界盃電
腦應用技能競賽，年年表現優異，並於2013年
獲選全球最大考證中心－Certiport國際證照認
證中心之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是大中華
區唯一入選學校，同時在亞洲和韓國又石大
學，並列唯二的大專院校。

行動趨勢：淡江i生活、淡江軟體雲
行動趨勢成為新資訊科技
應用主軸，資訊處推出「淡
江i生活」APP，整合學生常
用最新消息、報名系統、公
車動態、實習室機位、即時
影像、天氣等功能和量身訂
作的創新應用，讓學生可將
本校資訊隨時帶著走。
而「淡江軟體雲」則是利用雲端運算基礎架
構，將全校授權軟體，如Microsoft系列，以及
共用SAS、SPSS、PS之專業軟體，集中安裝於
淡江軟體雲之上，讓全校師生於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在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環境下，均可
使用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或智
慧型行動設備，即可非常便捷地利用安裝於淡
江軟體雲上之各類軟體資源及服務，不必擔心
軟體安裝、更新及漏洞問題。

持續精進推行資訊化
本校為持續掌握時代脈動，因此提出5計畫
在現有基礎上繼續邁進：
‧推動磨課師之課程（MOOCS）
‧形塑多樣雲端頻道（軟體、課程內容即服
務， Course Content as a service）
‧精進軟體雲之服務
‧整合教學資源平臺
‧強化校園網路環境

靈花園

心

2011年

2012年

• 跨校合作開設特色
數位課程

2013年
• 入 選 MOS 成
功案例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2014年7月
份最新排名於日前揭曉，本校全球排名第
401名、亞洲第72名、全國第8名，為臺灣私
立大學第一，也是臺灣唯一進入前500大的
私校。
Q：我要如何使用淡江i生活？
A：「淡江i生活」是行動裝置
專用的應用程式，內容包羅
萬象隨時因應全校師生需求而新增功能，是
淡江師生的好幫手。因此想要使用「淡江i生
活」APP，請持iPhone、Android手機者，分
別至App Store、Ｇoogle Play下載。安裝後，
可依教師、學生身份使用相關功能。依據
資訊處統計，自2012年上線以來至本月10日
止，功能排行前三名為「我的課表」、「淡
江Wi-Fi」，以及「考試小表」。
Q：我買新電腦沒有office應用程式怎麼辦？
A：「淡江軟體雲」是將全校性授權軟體及共
用的專業軟體約30多種，如Microsoft Office、
Adobe、Visual Studio、SPSS、SAS等，集中安
裝於在平臺上，只要是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可
透過VMware Horizon® View™ Client，使用
校內所有軟體資源。詳情申請辦法請見「淡
江軟體雲」網站。（網址：http://cloudweb.
tku.edu.tw）
Q：我要如何查成績？
A：本校建置「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提
供學生、家長、教職員和訪客4種身分查詢
功能。如果想要查詢成績、選課資料、課程
資訊等，均可在這裡查詢到相關功能。查詢
時需要登入帳號和密碼，以利於資安控管。
關於相關查詢功能請見「校務行政資訊查詢
系統」網站。（網址：http://sinfo.ais.tku.edu.
tw/eMis/）

快看！資訊運用

斷背山上的祝福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走在校園中，看到兩個女生手牽手相互陪
伴，或看到兩個男生併肩撐傘、柔情對望每當
看到這樣畫面，我總是想起過去的一段故事：
她對我說，「老師，如果愛上一個不該愛
的人，是不是一種錯誤？」我望著她，看著
這位女孩臉上困惑的表情，我問她，「你如何
知道，他是一個不該愛的人？他不愛你嗎？」
她眼神發亮了起來，她說，「她對我很好，我
們彼此相愛，可是卻有太多人反對我們在一
起。」隨即沉默了下去。我看著沉默的她，等
待著她繼續說。或許是發覺我的等待，她接著
說，「老師，我們的相愛，到底妨礙了誰？為
什麼大家要這樣對待我們？」她的語氣中隱藏
著一種不滿與憤怒。我說，「我感覺到你們的
相愛似乎碰到一些困難，許多人也對你們的愛
不理解，而這讓你很生氣！」她接著說，「我
覺得很不公平，別人相愛都會得到祝福，為什
麼我就不能得到別人的祝福？老師你能告訴我
B：因為我家附近的ATM明天中午12點正在
維修。
A：Why can't you __ the money tomorrow？
B：Because the ATM in my __ will be __ __
at __.
3.我八點鐘不能來，我的車那時候已在修理。
I won't __ __ __ come at 8:00. My car will
__ __ __ then.
4.警察到現場的時候，他們正在清洗地板。
The floor was __ __ when the policemen
arrived at the __.
四.答案
1.cell phone、being charged
2.transfer、neighborhood、being、maintained、
12 noon
3.be able to、be being repaired
4.being washed、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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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我回答她說，「我很遺憾別人沒有祝福
你們，但我想我是祝福你們的！」她帶著懷疑
的口吻問我，「你會祝福我們？如果我愛的是
另一個女生，你也會祝福我嗎？」
當異性戀者因為在戀愛過程中出現了問
題、紛爭或困擾時，他／她們能順利地找到別
人討論、分享心情，別人也往往會主動地給予
協助或祝福，但同性戀者卻不易得到相同的對
待。一樣是愛情，為何得不到祝福？
愛，就愛了！愛是親密、激情與承諾的綜
合體，無論自己所愛上的對象是同性還是異
性，都無損愛情本身美好的本質。可惜的是
我們所處的社會，的確對同性之間的愛仍存
有一些誤解，如「同性之間的愛是不正常
的」、「和同性戀者當朋友，我也會受影響變
成同性戀」、「同性戀只是暫時的，是因為年
輕或環境因素影響」、「同性戀會得HIV」…
。這些誤解往往造成了我們無法進一步，去了
解同性戀者的感情或心情，而我們採用不理解
或不友善的態度，來看待同性之愛時，同性之
愛無形中就會受到許多的壓迫或歧視。
當我們的社會缺乏對同性戀的正確了解與真
誠接納時，在這樣壓力下，同性戀者往往只得
隱藏戀情，同性戀者也需要我們的關心、祝
福，除性傾向不同，同樣身為人類，他／她們
也期待我們的信任和了解。同性戀者不會把
所有的同性都當成追求或愛戀的對象，也渴望
和同性或異性當朋友。如果我們能接納同性戀
者，不把他／她們當作是「特別」的人，多
和他／她們互動、溝通，理解他／她們的愛
情，就會發現彼此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無論你所愛的是女生或是男生，只要願意彼
此好好的對待，那麼你們所相處的所有時刻都
將是美好，你們的愛情也會散發光彩！我深深
的祝福妳們的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