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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素養系列專題之一：全球視野】

國 際 處 在 驚 聲 10 樓 大
廳舉辦「外語聊天室 Chat
Corner」，提供英、德、法、
韓、 日、 俄、 西 7 種 語 言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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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校友陸西亞，現任
瓜地馬拉共和國駐華代理大
使，返校為畢業生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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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世界村
境外生國家文物展中，可讓
境外生和本地學生能互相交流
並透過活動欣賞異國文化。

是非要溫柔
導讀 高柏園 中文系教授
選此書引介給讀者有兩種原因。其一是因
為此書作者聖嚴法師是我在文化大學哲學研
究所碩士班時的老師，開授《華嚴經》，身
為弟子有義務宣揚師學。其二是因為此書不
只是人生智慧的寫真，而且更是禪式管理的
大作，對身陷時代困境的心靈，無疑是最佳
的指南針。
眾生有情，因此生命充滿了熱情與理想，
然而，如果我們缺乏智慧，熱情便可能成為
激情而泛濫，理想也因為缺乏基礎而流為幻
想。「多情須講理」，聖嚴法師這句話既是
肯定熱情，同時也要用智慧穩住熱情，使人
既有情感的熱力，也有智慧的光明，有智慧
的熱情就是慈悲。
愛人不難，因為這是人性。問題是，如何
有智慧地愛人才是學問的重點。孔子說「仁
者愛人」，也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恕道。其實，慈悲就是愛人，就是為他人
的設想。「常替他人處理問題，相對地，困
擾自己的問題也會愈來愈少，也就愈有智
慧。」
為什麼會如此呢？
原來，因為我們能為他人著想，就表示我
們的心量放大了，不斤斤計較了，煩惱當然
就少了。因為不起貪念、不起嗔怒、不起癡
迷，心地自然光明，智慧自然生起。所以說
「慈悲愈重，智慧愈高，煩惱也就愈少」。
千萬不要以為這只是佛教的智慧，它其實
也是人生的智慧，也是生活的智慧，也是管
理的智慧。智慧之本在於心，心能自覺、自
省、自安，則人生也就能在不安中安定生
命。面對一切，皆能面對它、接受它、處理
它、忘掉它。舉重若輕，無執無礙，這是溫
柔的是非，也是溫柔的智慧。

文字／呂柏賢、余浩鉻、攝影／余浩鉻

◎沈寶仁獲「全國百強講師」等榮譽封號
本校企管系沈寶仁校友，多年來專注於名
片管理、人脈經營、個人品牌等研究，工商
時報、經濟日報稱為人脈達人，城邦出版集
團黃金人脈專刊稱為人脈經營大師。今年度
10月，沈校友參加中國大陸培訓之「我是好
講師」比賽，旨在為大陸培訓講師提供一個
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和職業能力提升平臺。
經過初賽、複賽、決賽，沈校友從10268位
講師中脫穎而出，獲得大陸「全國百強講
師」、「最佳課件講師」的榮譽封號。
◎會計系系友李子松受封DPSM拿督勛銜
上月15日馬六甲州元首敦莫哈末卡立耶
谷慶祝76歲華誕，是日共封賜501名有功人
士，其中華裔有63人。本校會計系校友、第
26屆金鷹獎得主，同時也是馬來西亞留臺校
友會聯合總會會長李子松校友受封DPSM拿
督勛銜。此為馬六甲州州元首和州政府用以
表揚和獎勵社會有功人士及效忠者的榮譽制
度，一般於馬六甲州元首誕辰頒布，較高的
榮譽勳章會由州元首公開頒贈，一般的獎章
則由州政府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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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並轉寄他人作品，除非獲得著
作權人同意，否則會構成侵權行為。
2.（ ）將網路上看到的圖片少量下載來自
己使用，並沒有散布出去，有主張合理使用
的空間。
3.（ ）將目前正熱烈上映的電影檔案放到
網路上供人下載，不必負擔法律責任。
【說明：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台幣75萬元以下罰金。】
4.（ ）不可以將新版作業系統軟體的序號
公布在網路上，供網友隨意取用。
5.（ ）在網路上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的整
套日劇，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答案：1.（○）2.（○）3.（Ｘ）4.（○）
5.（○）

洲、歐洲、非洲、亞洲等國家的境外生共1601
人，包含外籍生、陸生和僑生，一走進淡水校
園，經常可見金髮碧眼、膚色黝黑、自然捲髮
的外籍學生。同時，針對境外生陸續開設英語
授課課程外，另有國際企業學系英語專班、亞
洲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戰略所等特
色學系境外生專班，並且蘭陽校園之全球發展
學院更以全英語授課發展國際學習教育，讓境
外生有更多修課選擇。淡江現有5個英語授課
學士專班、7個全英語授課學分學程。

國際化推展
國際化是本校三化教育理念之一，1968年起
陸續與國外各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以拓展
國際交流與合作。1978年3月正式成立「學術
交流委員會」，負責研究及執行本校國際性學
術交流等工作。1995年8月1日起，將學術交流
委員會改組為「國際交流委員會」，延伸職掌
內容推動學生短期海外留學、學生出國參加國
際會議等國際交流活動。1999年更設置國際交
流暨國際教育處，專司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事宜。2007年，設立國際事務副校長，專門督
導國際交流等業務，同時整併成「國際化暨國
際交流委員會」。2011年8月1日，因應教育部
政策，本校開始招收大陸學位生，並加強兩
岸學術合作交流，特復將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
處更名為「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並擴大編
制，分設「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及「境外生輔
導組」。國際暨兩岸交流組負責國際及兩岸合
作交流等相關業務；境外生輔導組負責國際學
生、僑生及陸生之輔導等相關業務。

境外生文化活動 增進國際觀
為讓境外生適應本校校園生活，依據需求規
劃相關輔導。生活方面，建立境外生導師制及
安排學伴幫助同學，還有國際大使團及僑生性
質學生社團，協助境外生辦理各項活動。同時
因應境外生的國情或節慶，舉辦境外生文物
展、文化之旅、中秋節柚子比賽、端午節餐
會、冬至湯圓享溫情、境外生運動競賽、星月
飄揚音樂會、跨文化之夜等活動，來充實境外
生生活。

國際化特色 校園隨處可見

英語環境深受肯定

本校不遺餘力地推動國際化，包括積極拓展
國際交流與合作、陸續與國外各大學簽訂學術
合作協議，如雙聯學位合作計畫、加強與姊妹
校師生交換交流等，目前本校已與全球173所
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本校自1990年開始招收國際學生，各院所系
都有境外生，截至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止，有
來自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

本校重視英語教學，外語學院下設有英
語等6語系，並設有各語系專屬的外語學
習特區。自2008年起進行全校英語課程改
革，且日間學制學生須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畢業門檻；另外，在國際處在驚聲10樓大
廳舉辦的「外語聊天室 Chat Corner」提供
英、德、法、韓、日、俄、西7種語言練

真

英文四劉秋蔚經驗分享

2012年的8月23日，第一次搭機到日本，「噗通噗通」的心跳
聲，是對未來這一年的期待與未知的緊張，至今記憶猶新。秋田國際教養大學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是全英語授課的大學，平日在校內用英文交談
溝通，除了一週4天的日文課外，也上了其他英文課程，由於是小班制，師生互動密切，每個
人都必須發表意見，其中感受到同學們的學習積極，絲毫沒有拖拖拉拉的心態。日本人的守
時觀念讓我印象深刻，明明離上課時間還有5分鐘，日本學生就開始奔跑，讓我也不自覺地跟
著跑起來，這樣的做事態度，時常讓我審視自己的學習習慣和生活態度。
這裡是小而美的校園，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及日本學生分享自己國家的文化、民情風
俗，拉近彼此距離也拓展了我的國際觀，當然也免不了culture shock，如外國同學受到東方功
夫電影的影響，一見面就問我：「你會什麼功夫？」等，這讓我的生活感到有趣。除了校內
交流，校方還會安排當地各級學校的互動，讓各國留學生們跟幼稚園、中小學生們日文互動
和練習英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聖誕節前，我跟來自捷克同學去幼稚園送禮物，小朋友
們看到聖誕老公公蒙著臉，立刻抓著老師大哭起來，捷克同學無奈寫在臉上。最後是由我所
扮演的麋鹿送出禮物，孩子們
才破涕為笑，是個很有趣的經
驗（見左圖）。
日本物價高，為了節省開
銷，自己煮飯是平常的事，每
週一次採買食材，也和同學舉
辦交流餐會，一起享受美食，
過年除夕夜時，大家還會各自
烹煮臺灣美食圍桌團圓，讓我
們在日本過了一個難忘的農曆
新年。
很感謝我能有這機會出去體
驗，也深深體會到對於學語
言，環境真的很重要，最後考
到了日檢N2才回台灣。非常推
薦AIU給學弟妹們。（文、圖
／劉秋蔚）

一、重要字彙
1.舒適的 cozy
2.整潔的 neat
3.空間 space
4.寬敞的 spacious
5.租金(n.) rent
6.出租(v.) rent
7.向人租房(v.) lease
8.預算 budget
9.超出預算 exceed my budget
10.水電瓦斯費用 utilities
11.管理費 maintenance fee
12.房東(男) landlord
13.房東(女) landlady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14.房客 tenant
15.租約 lease contract
二、請填入正確文法，訂正之後朗讀三遍
1.這個房子舒適又整潔。
This room is __ and __.
2.這是一個寬敞的套房。
This is a __ __.
3.請問月租多少？
How much is the __ __ ？
4.A:你的預算多少？
B:每月不超過6500元。
A:How much is your __ ？
B:__ 6500NT. __ month.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習，並規劃國際交誼廳，讓來校研修境外生可
藉此交流不同文化，豐富本國生與境外生互相
學習機會。2003年本校獲得行政院研考會頒予
「英語生活優質環境特優」的肯定。

課程涵養 社團培育 建立全球視野
為增進本校學生具有世界觀及全球化意
識，因此開設「全球視野學門」提供校必
修，讓學生能以經濟全球化、國際現勢、歐
洲與世界等主題下，建立全球性視野之基礎
外，並能在未來的生涯中不斷加強對世界趨勢
之洞察力。而學生社團與相關系所則展現多元
才能進行國際化交流，如國際青年交流團、國
際事務研習社等社團定期舉辦社課增進國際
觀；美洲所則於2013年擔任外交部國際青年大
使墨西哥交流團與墨西哥友善互動，展現國民
青年外交。暑假期間在校生組成「服務學習
團」至海外進行中文教學、村落關懷等。

未來持續精進推行
自103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各學院將成立院
級國際化策進委員會，以增強各系所國際化的
業務推動，未來希望更增加境外生人數。本校
將在既有的基礎上，將以5項計畫持續推動。
‧校園環境地球村化
• 陸續與國外各大學
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資訊
運用

三化教育理念
八大基本素養

樂活
健康

獨立
思考

洞悉
未來

品德
倫理

1978年

1968年

除持續營造國際友善校園，並建立行政體
系、校園資訊和學生諮詢輔導全面雙語化機
制，建置語言無障礙的生活學習環境等。
‧國外資源加倍增值
有效利用海外姊妹校研究與教學資源、深化
跨國學術合作；強化國際師資結構、增加優質
英語授課課程，以及持續增加國際認證領域及
積極參與國際教育組織等。
‧在地學英語頂呱呱
持續增設全英語授課多元學分學程，推出外
語網路學習站和雲端開放課程，並在暑假繼續
開設外語暑期班，吸引本地生與境外生參加。
‧突破千人海外學習
打造跨國多元學習共同體，經由長短期出國
留學、研習、海外志工、海外企業實習、國際
專業服務學習等，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
‧境外生競來淡江行
在海外招生方面，將積極與當地學校策略聯
盟、參與海外教育展、歐洲交換生增質計畫
等，以重視國際招生新市場。同時，強化本校
網頁將以多國語言、多媒體互動方式介紹本校
教學資源、全英語授課專班、學位學程，以吸
引廣大境外生申請入學。
• 設立國際事務副校長，整併
成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

• 改組為國際交流委員會

1999年

1995年

• 成立學術交流委員會

觀
時
守
植
深
學
大
秋田國際教養

全民英檢秘笈

]

團隊
合作

全球
視野

全球視野
碰撞新思維

為增進淡大生之全球視野素養，開設全球視野學門必
修課程外，積極與海外姊妹校學術交流、鼓勵大三生
出國、學生社團暑假海外服務更拓展國際化......

留學傳

校友動態

To know the world and to
be known in the world..

美學
涵養

2011年

2007年

• 設置國際交流暨
國際教育處

• 更名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並設交流組及境輔組

本校國際化歷程及成果

Jordan Monica

徐皓鱈
何怡芳

小林愛美

我們都是淡江人
戰略碩二Jordan Monica，來自美國紐約
Jordan Monica表示，淡江校園確實有國際化氛圍，境外生豐富了校園多樣性，課堂上也充分感
受到教學因應國際化的趨勢。Monica建議課堂上的交流可以多使用英語溝通，更能感受到國際
氛圍並增加與境外生交流的機會。她認為，可從日常生活開始，如文化聯誼、餐會等各式各樣
的社交活動，透過這些參與認識，更能增加本地學生與境外生的互動，這應該會比課堂學習來
的輕鬆且有成效，也能讓境外生融入臺灣生活。Monica感謝校方對境外生的照顧，但希望在生
活資訊上能有更多的語言版本以便於了解；她以在紐約市的生活經驗分享國際化，她說：「紐
約市的多元化是遍及生活各層面，我們總是在與人互動中學習對各種文化差異的尊重，從中獲
得許多新觀念，因此增加互動性是實現國際化重要的因素。」（文／呂柏賢）

戰略碩二何怡芳，來自宏都拉斯
何怡芳肯定本校國際化政策，校方提供足夠的全英語課程讓境外生修讀。她認為，淡江的教
育優勢是以國際化的角度去面對趨勢，如設立國際處、鼓勵學生大三出國等，非常具有國際
觀，她在本校認識到很多好朋友，與大家一起生活與學習；另外，她覺得可再增加國際交換生
人數。何怡芳以拉丁美洲與亞洲的關係來看，認為還有許多發展互動空間，因此可藉由學術交
流增加對拉丁美洲的認識與了解，還能促進彼此專業人才的學識切磋。何怡芳建議，淡江可在
國際學術界上有更多的投資，藉此促進豐富多元的國際觀。（文／呂柏賢）

政經三小林愛美，來自日本東京
來自日本東京的小林愛美感謝蘭陽校園師生在生活及學習上對境外生的幫助，但希望能增加
多語系的生活資訊，她表示，「蘭陽校園有各種國籍的學生，大家都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我
覺得可以相互溝通彼此的差異是很有幫助的，在這裡我們能夠學習到互相尊重不同國家的文
化，大家都是開放心胸互相成長的。」小林愛美從東京的生活環境告訴我們，國際化是世界趨
勢，東京街道無處不在的中文與英文交雜的告示牌，讓外地遊客來訪時可感受到便利性，但也
應該要保留及發揮自身的傳統與文化精神，與世界各地的朋友們共享。（文／呂柏賢）

中文三徐皓鱈，來自香港僑生
中文三香港僑生徐皓鱈喜歡臺灣、同學們的友善和淡江的國際視野。初來乍到之時，儘管熟
悉繁體字但仍不適應校園生活，但靠著大家的熱
情協助逐漸熟悉校園生活，也認識很多臺灣好朋
友，「有次跨年，同學招待我去她家，那5天的
5.A:水電瓦斯費有包括嗎？
假期中，大家都對我很友善很熱情，這次的經歷
B:包水電，不包瓦斯
A:Are __ Include？
讓我在孤單時感到温暖，更深深體會到臺灣人的
B:What and __ and __ , gas __ .
熱情。」每逢寒暑假，境外生輔導組貼心安排移
6.A:管理費呢？
民署來校辦理出入境簽證申請事宜，減少很多繁
B:也包。
複手續。平時舉辦情誼活動，彼此互相交流，很
A:What about the __ fee？
感謝學校對境外生的關心。
B:That's __ , too.
走在校園裡經常看到外國人身影，身處在國際
三.答案
化校園裡不但開拓她的視野，學校也提供各種資
1.cozy、neat
源，讓她深入中文學習還能了解臺灣文化；另
2.spacious、suite
外，她還修習華語文課程並輔修西語系，因此
3.monthly、rent
更認識了臺灣、結交各國同學來開拓她的生活
4.budget、included、per
圈，「很喜歡學校國際化一面，讓我的大學生活
5.utilities、electricity、included、isn't
6.maintenance、included
更多彩多姿。」（文／余浩鉻）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