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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6語教材導覽

淡水區
15景點

整合行動功能 QR Code連結YouTube 線上練聽力

【記者莊博鈞、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歷
時9個月的籌畫，外語學院於104年來臨之際，
即將推出《話說淡水》口譯導覽教材套書，
內容蒐羅淡水地區殼牌倉庫等15個景點，整
合外語學院院內英、西、法、德、日、俄6語

系師資，與出版中心合作，以中文和外語對照
方式編排出版套書；同時6系老師們更展現聲
音表情，將文稿錄製成6語系有聲書，只要使
用QR Code可連至YouTube聆聽。新北市市長
朱立倫特地寫序支持，不僅協助宣傳將書訊刊
登於新北市政府官網，
並預購30套書本提供給
新北市市內各區圖書
館，以供新北市民眾借
閱。預計明年1月6日舉
辦新書發表會。

本書主要規劃者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有鑑於
國內口譯教材內容缺乏多樣性，並欲提升學生
語言職場競爭力，他以淡水地區景點為發想，
於寒假完成中文版內容後，帶領6語系教師不
斷地討論與翻譯，並邀請英文學系副教授陳吉
斯設計書中插畫，由遠距組協助錄音製作，與
出版中心合作編排、書封設計、QR Code等
出版作業，套書內有中英、中西、中法、中
德、中日、中俄6本。吳錫德表示，本書是以
外國人角度出發並考量學生地緣性所以選擇淡
水景點編寫內容，「《話說淡水》除了可以是

口譯教材外，也可以當作觀光導覽，讓世界各
地的外國人能更認識淡水。」出版中心經理吳
秋霞指出，協助本書出版並結合行動趨勢，將
有聲書置放在YouTube上，可利用社群媒體的
力量去做更好的行銷。
吳錫德期許，運用本教材規劃校外實況演練
課程外，未來更進一步與淡水區文化局合作推
出社區服務課程，增加學生導覽外國觀光客
的實際經驗，甚至可拓展APP，他希望能延續
《話說淡水》模式，與臺灣各區域合作以共同
推動觀光產業。

本校簽署塔樂禮宣言 續推永續校園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中）以淡水區景點為發想，帶領6語系教師翻
譯，推出《話說淡水》口譯導覽教材套書。此書另整合行動趨勢，以QR
Code連結到YouTube，不僅練聽力，另可行銷淡水。（攝影／盧逸峰）

童軍40團慶 贈本校同舟廣場30萬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19日，由總務長羅孝賢代表出席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與全臺24所大專院校聯合簽署「塔樂禮宣言」，宣示
落實地球環保，永續經營校園。本校自101年8月擔任「臺灣綠色大學
聯盟」發起學校之一，積極參與各項節能減碳計畫及環保事務。
羅孝賢表示，在簽署宣言前，本校已積極落實各項綠色行動。此次
參與簽署塔樂禮宣言，更是期待強化各校間的經驗交流與分享。目
前，本校在硬體、管理及教育3面向，如開辦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
推廣低碳便當、實行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等作為，經營永續校園。

3人出訪世界領袖任務 2015暑假出發
【本報訊】第四屆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
行-拜訪100位世界領袖」的活動中，在近2千
人次的旅行計畫裡，本校電機三黃國恩、水環
碩二黃友麟、經濟系校友吳逸昕3人脫穎而出
獲選旅行家，他們將依照計畫內容於2015年暑
假，分別前往比利時、以色列和美國向教育、
水資源及科技領域領袖請益。他們須自行募
款、聯繫、採訪等挑戰，完成這趟旅程。

臺北校園防災 演練

黃國恩將以「偏鄉教育服務」為題，到比
利時拜訪mobile school創辦人Arnoud Raskin。
他表示，原本就想與4位組員籌組偏鄉教育組
織，看到這個活動後更投入2個月時間了解該
領袖的行動教育上理念與實施情形，這趟行程
除了規劃請益內容外，希望能在該單位
的印度部門擔任教育志工，將他們的經
驗帶回臺灣，對偏鄉教育盡點心力。

CPR
AED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總務組於24
日在臺北校園進行「103學年度第1學期自
衛消防隊演練」，共有53教職員工參與，
自衛消防隊隊長、成教部執行長吳錦全表
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希望
同仁學會操作，在緊急狀況發生時做有
效處理，共同為校安盡一份心力。」
本次演練主題為操作心肺復甦
術（CPR）和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ED），邀請立偉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經理陳瑋珩講解使用說明，並簡介求
援步驟為確認意識、求救、實施CPR、實施
AED。他表示，CPR能搶救生命，AED能增
加生命存活機率，而「時間」是搶救成功的
關鍵，全員在現場針對兩項進行實際操作。
總務組組長潘文琴說：「臺北校園於去年7
月已買進一臺AED，希望藉由此次演習讓同
仁們熟悉操作，遇到緊急狀況時，也能即時
正確處置。」

塔樂禮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源
自於1990年在法國塔樂禮市鎮，由美國塔夫
斯大學舉辦「大學在環境管理與永續發展的
角色」國際研討會中，集結20位大學校長與
主要領導人共同發起簽署的宣言。塔樂禮宣
言是目前國際公認大學推動永續發展最具指
標意義的文件，臺灣簽署校數達48所，為全
球排名第三多的國家，僅次美國、巴西。

本校獲綠色採購績優

20日，淡江童軍團40週年團慶暨剛毅文教基金會15週年會慶於學生活動
中心圓滿落幕，約4百位海內外童軍人齊聚同賀，校長張家宜也蒞臨現場支
持。淡江童軍團捐予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同舟廣場30萬及2萬元醫療急救
箱，由張校長（左三）、課外組組長江夙冠（左二）代表本校受贈。
東京都童軍聯盟副理事長入江生夫、姊妹團日本大學及明治大學童軍團等
致贈淡江童軍團數座紀念立牌以表賀意，續寫臺日童軍跨國情緣。小蛙、小
狼童子軍等更帶來精采表演，博得滿堂喝采。晚宴席開30桌，團友回娘家吃
團圓飯，攜家帶眷同慶，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理事長趙守博特別出席與會。
主任委員黃文智（左一）表示，除了感謝團友們熱烈參與外，「特別感謝
本校羅浮群與資深女童軍團的同學們為系列活動的付出。」經過四十載，淡
江童軍團將繼續懷著服務的熱忱，攜手並行。（文／卓琦、攝影／吳重毅）

黃友麟將到以色列拜訪Eilon Adar，
他說明，因所學為水資源而該名學
者是以色列
水資源知名專

家，以色列屬沙漠氣候卻能充分利用水資源將
大片沙漠變成綠洲，所以不但將向該專家了解
相關技術外，也將體驗當地的農業發展，「複
賽過程中還受到評委的鼓勵，希望能藉這次拜
訪行程，開拓視野以加強水資源研究。」
吳逸昕則是前往美國矽谷拜會facebook營運
長Sheryl Sandberg，她感動於女性能在矽谷中
發光發熱，因此想以「女性鼓勵女性」的角度
深入「Lean in」基金會，更希望能將該基金會
引入臺灣，鼓舞更多女性。
你想一同出發嗎？黃友麟、吳逸昕公開甄選
組員，報名至31日止，歡迎同學來信，電子郵
件信箱：140024@mail.tku.edu.tw。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日前
榮獲「103年度民間綠色採購－績優獎」。22
日，環安中心技士邱俊豪、嚴煒舜代表出席綠
色消費聯合授證表揚典禮，由新北市環境保護
局局長劉和然頒獎。此獎首度公開表揚11家民
間綠色採購績優企業，本校與輔仁大學、馬偕
醫學院等5所大專院校共同入選，本校綠色消
費金高達1,032萬。
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本校從
101學年度即推廣綠色消費概念，建議各單位
盡量選擇購買『節能、省水、綠建材及碳足
跡』標章的環保商品，一是為了環保、降低環
境負荷，二來可節省電費，得到雙重效益。」

校園報導】讓諾貝
爾文學獎大師陪你迎接2015
年！為推廣閱讀，覺生紀
念圖書館典藏閱覽組在2
樓大廳，展示諾貝爾文學
獎自西元1901至2014年間

愜意閱讀的氛圍，「未來也持續歡迎有才華的
同學與圖書館合作！」
此外，2樓大廳另一焦點，用書堆疊而成的
耶誕樹格外吸睛。石秋霞說：「『book tree』
構想是參考國外作法，利用不入館藏的贈送圖
書所堆疊，希望藉此吸引更多同學在隆冬季節
來圖書館閱讀、度佳節。」

產生111位得獎者著作，
合計106冊，開放同學外借，展期至明年
1月9日。
特別的是，擺放書籍的桌椅是由典閱
組工讀生建築碩二許恆魁一手打造，他
認為，「考量到閱讀機能，設計想法是
能讓同學坐著、倚靠著，同時兼具實用
性與觀賞性。」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
示，希望利用一隅營造如同在家中書房

員福會48人健行 賞美景 探礦坑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員工福利委
員會為鼓勵同仁健康運動、聯絡彼此情感，
於20日舉辦「碧湖步道、大溝溪溪畔步道」

健行活動，不少教職員攜家帶眷同行、
一同響應戶外運動，共計48人熱情參與。
活動在晴朗的好天氣下展開，碧湖步道、
大溝溪溪畔步道均位於臺
北市內湖區，沿途可見景
觀植栽、花卉，另有昔日
礦坑的風貌，全程長達3.5
公里，踏青的心情循地勢
而上、自有不同變化。
事務整備組組長吳美華
說：「碧湖步道的鳥類種
類繁多，運動健行之餘、
還能觀賞到豐富天然林生
態，讓我到達了終點，都
還想繼續走，覺得意猶未
20日，員福會舉辦「碧湖步道、大溝溪溪畔步道」健行活
盡呢！」
動，不少教職員一同響應戶外運動。（圖／員福會提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圖書館典閱組在總圖2樓大廳展示諾貝爾文
學獎得獎者著作，吸引不少學生駐足、翻閱。
（攝影／吳國禎）

女聯健身閉幕 9人全勤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於25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排球場舉辦本
學期「塑身健身、活力校園」閉幕式，以及最
後一堂舞動熱力運動。
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於致詞時表示：「很開
心看見全勤人數較上學期增加不少，期許大家
要繼續保持運動習慣，帶動校園運動風氣。」
閉幕式除了獎勵9位學員獲得全勤獎外，也
頒發體脂後測下降前16名獎。第一名由人力資
源處專員許之榕摘下，她說：「參與課程體驗
到運動的好處多多，不僅體脂下降、體能也進
步了，明年還要來參加。」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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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29(一)
10:10

水環系
E680

12/29(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2/29(一)
13:10

產經系
L417

12/29(一)
18:10

水環系
E787

12/30(二)
8:10

德文系
T505

12/30(二)
10:00

戰略所
T503

12/30(二)
12:00

職輔組
Q409

12/3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2/30(二)
15:10
12/31(三)
10:10
12/31(三)
13:10

亞洲所
T702
財金系
B713
歷史系
T212

12/31(三)
14:10

資圖系
L206

12/31(三)
15:00

俄文系
B302A

1/2(五)
14:10

經濟系
B606

演講人/講題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副
總工程司陳弘凷
流域綜合治理及相關法規
Director of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Program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lectric-Drive Vehicle
Engineering Wayne State University廖有堅
Vehicle Electrification an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總經理梁正德
保險業企業風險管理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河
工科科長張凱堯
河川管理法規與實務-以淡水河為
例(二)
全球人壽財務安全壽險顧問盧君婷
大學畢業22K？專業vs.特質－從產
業趨勢談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王冠雄
由國際法觀點論南海爭端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楊雅伊
職涯輔導講座－拒絕拖延，職場
時間管理
輔仁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孫永信
An ellipsometry-based biosensor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using
microarray platforms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攀龍
ODA的作用與影響
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
綜合研討
天將創意總監陳仕成
品牌設置與規劃
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駱
英豐
圖資ICTs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襄理李杰翰
學生基金理財達人養成班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兼任副教
授莊孟翰
房地產發展趨勢與購屋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3(六)
13:10

資圖系
D407

演講人/講題

華藝數位（股）公司副總陳建安
中國大陸學術出版資料庫

期中預警 5369封寄出
【本報訊】根據教務處統計，本學期期中
二一預警函共寄出5,369封，本校以期中二一
預警系統，持續對學生進行學習關懷與輔導，
針對學科學習困難方面提供學生個別諮詢、導
師關懷輔導等機制，了解學習狀況後，進而提
升學習成效，但最終以期末成績為主。
接獲預警函的中文四呂同學表示，將檢視該
科學習情形後並加強學習，會好好把握大學學
習生活。

國際學院耶誕餐會

諾貝爾大師 書展陪你過冬

BOOK TREE
as
Merry Christm
LIBRARY 【記者卓琦淡水

左圖為現在文錙藝術中心展
出 的 「 2014
新浪潮繪畫展」
中，林美蕙的油畫「逐步消逝
的 風 景 十( 六 」) 。 前 景 是 攀 爬
在鐵皮牆上鏽蝕斑斑，表面的
牽牛花旁邊一片有小河的平
野，述說了土地的變革，人為
的藩籬喪失了原貌。（文、圖
／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0584 傳 真：02-26214169 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電子信箱：ab@oa.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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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消逝的風景 十(六

帶動中小學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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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來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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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究學院23日與院
內6所60餘人師生，共度耶
誕佳節，大家齊唱耶誕歌曲
外，現場還有境外生帶來不
同語言版本的歌曲，在餐敘
間瀰漫著歡樂及感恩氣氛。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致詞表示，「很高興能凝聚
師生情誼，讓大家一起度過
美好的耶誕節。」
戰略博四江昱蓁因課業繁
忙無法時時與同儕相聚，她
開心地說：「有這樣的時刻
和大家在一起真好。」（文
／周雨萱、攝影／朱蔚雅）

視障資源中心湯圓會 耶誕聚 師生話感謝
【記者李昱萱、黃詩晴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視障資源中心
於22日舉辦「冬至佳節愉快，
來呷暖呼呼a湯圓」、24日舉
行「聖誕交換禮物暨期末座談
會」活動，近30位師生歡聚，
現場充滿喜樂氣氛。
視障資源中心輔導老師林明
慧表示，今年冬至適逢週一，
中心特地買進湯圓，甜湯香味
視障資源中心於22日舉辦「冬至佳節愉快，來呷暖呼呼
瀰漫在教室內，讓同學們感受
a湯圓」。中心特地買進湯圓，甜湯香味瀰漫在資源教室，
佳節。歷史二何昌運開心地
說：「湯圓讓我充分感受到冬 在溫馨愜意的氣氛下，許多前往領取湯圓的同學都笑著說：
「我要續碗！」（攝影／姜智越）
至氛圍，心裡覺得很溫暖。」
24日座談會中，進行年度檢討及未來規劃。
輔導老師張閎霖說明，資源中心正逐步改
進，包括更新硬體設備、開拓會議空間，及策
劃體驗活動等，未來朝向參訪與中心更密切相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第二
關的企業。另有校友分享職場心得，建議同學
屆卓越校友當選人蔡豐名，於上月30日在國際
在求學期間積極充實能力。
生物能學術高峰會的文化創意論壇大會中，獲
交換禮物時，因每人在得到禮物後可觸
頒「文化創意貢獻成就獎」。
碰、猜測，還可依禮物特點，進一步選擇是否
蔡豐名表示，「得獎是對自己努力的一種肯
再次交換。現場出現不少猶豫不決的有趣畫
定，且活到老、學到老，更是一項重要的態
面，過程笑聲不斷。
度，希望有機會回母校展覽，讓更多師生一同
有同學提到，「資源中心讓他有回到家的感
欣賞個人創作。」
覺。」大傳碩一楊郭玴也分享，在這溫馨日子
蔡豐名曾就讀於本校管理科學學分班，現任
參與活動特別能感受到溫暖及意義，感謝資源
禪易齋詩書畫院院長，曾於2012年臺灣唯一一
中心輔導老師們的協助，並特別感謝輔導老師
位獲頒亞細亞美術賞大獎、2014年更獲第一屆
鄭景仁自大學時期至今的照顧。
海峽兩岸文博會頒發「慈善藝術家」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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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豐名獲文創貢獻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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