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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圓仔
耶誕雪花

中西合璧 歲暮祝福

圓過冬至，倍感溫馨，也讓外籍生體驗中國傳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儘管寒流一波
統文化。」政經一劉柔良開心地表示，「在寒
波來襲，蘭陽校園仍處處洋溢著節慶的溫暖！
冷的冬至，能有家的感覺，真的很棒。」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及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
一年一度的蘭陽校園耶誕晚會，在 24 日聖
華於 23 日中午，與 4 學系系主任在 CL501 外
誕夜於強邦教學大樓餐廳一樓舉辦，配合今年
走廊，為同學盛起象徵圓滿的湯圓，大家享受
主題「冰雪聖誕」，學生會蘭陽事務部特地將
著熱騰騰的圓仔。
場地掛滿了可愛的白色雪花，聯合各社團一起
這是由文苑宿舍自治聯誼會主辦的「冬暖你
演出。
心」搓湯圓活動，現場還設置體驗區，備有麵
林志鴻、劉艾華及 4 學系系主任祝福大家
團供外籍生體驗搓湯圓的樂趣。聯誼會會長觀
Merry Christmas，並預祝 Happy New Year。現
光二林憶潔表示，「大家都住宿舍，一起吃湯
場除搖滾來滾去研究社、勁舞社、華麗旋轉國
標舞社的一系列勁歌熱舞
表演活動外，還邀國立宜
蘭大學勁舞社上百位舞者
同歡。
最 後， 在 充 滿 耶 誕 氣
氛 中 以 party time 劃 下 歡
樂 的 句 點，「 藉 由 party
time，希望促進同學們的
感情！」蘭陽事務部會長
政經二李國瑋表示，「耶
誕節是西方國家相當重要
的日子，加上我們有很多
蘭陽校園學生戴上麋鹿頭飾表演，更增添耶誕氣氛，整 外籍同學，希望他們能感
到溫暖。」英美語言文化
個場地溫馨滿滿。（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冬至湯圓溫暖滿分 冰雪耶誕互道祝福

創新創業講座 創業資源何處尋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本校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於 22 日在 T505 舉辦第五場創新
創業講座，邀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創輔中心主
任石怡佳，以「創業資源何處尋」為題進行分
享及交流。
創育中心經理詹健中表示，若想創業成功，
須多方思考、面面俱到，透過系列創業講座，
不但有助學子更深度的認識，也鼓勵大家參與
創業競賽、累積實作本領。
石怡佳首先以問答方式與觀眾互動，引領大
家思考「缺乏的資源」為何，進而主動出擊、
尋找資源。對於國內創業的環境現況，她表
示，約八成企業在近 3 年可能面臨倒閉，因此
爭取補助對青年創業很重要。
石怡佳介紹戰國策創業、青年創業及圓夢
網、資金募集平臺等資源，她鼓勵：「創業要
結伴，年輕人有的是創意！」同時引述馬雲的
語錄「要懂得賞識自己」做結尾。
自創「淡江美食外送」的化學四黃楷哲說：

「聽完演講後，我才發現有很多管道可以申請
創業資金。且在座談會中與創業夢的人員交
流，更是有意外的收穫！」
另外，創育中心將於 1 月 21、22 日舉辦創
新創業工作坊，讓大家實戰創業。相關訊息請
參 閱 活 動 報 名 系 統（http://enroll.tku.edu.tw/
course.aspx?cid=ECSOS-1-20150121）查詢。

英詩
朗讀

【記者余浩鉻淡水校園】為推廣法學知識，
本校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將於明年 2 月 9 日
在臺北校園舉辦「2015 青少年法律冬令營」。
為期 4 天的營隊聘請業界執業律師親自授課與
講評，透過深入淺出的法律課程與法庭演練，
訓練青少年法律的基本素養。
中心主任范素玲表示，法律冬令營為首次舉
辦，課程開設對象為國、高中生及大學生，以

培養學生流利暢達的答辯技巧、思考邏輯及應
變能力，同時提升學生資料搜集、製作報告與
寫作能力為目標。
即 日 起， 開 放 報 名（ 網 址：https://GOO.
GL/8Ga2Q）， 每 人 收 費 5,800 元， 五 人
以 上 團 體 報 名， 另 享 優 惠 價 5,500 元， 詳
情 請 參 閱 工 程 法 律 中 心 網 站（http://www.
constructionlaw.tku.edu.tw/）查詢。

張子翰勝出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 23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英詩朗讀比賽，經
過 13 組 比 賽 之 後， 最 後 由 英 文 三 張 子 瀚 以
Robert Browning 作 品〈My Last Duchess〉 獲
得冠軍。張子瀚開心地表示：「今年參賽的同
學素質都在中上水準，比賽過程相當競爭，能
拿下冠軍獲得肯定感到高興。」

名
報
首屆青少年法律冬令營 快

中華民國駐菲律賓代表、英
文 系 校 友 林 松 煥，9 月 23 日
抵菲履新，為其豐富的外交閱
歷增添新頁。（圖／林松煥提
供）
【記者盧逸峰專訪】現任駐菲律賓代表為英
文系校友林松煥，因應當前臺菲日漸頻繁的
互動，履新 3 個月來，即致力推動臺菲全面實
質友好合作關係，包括臺菲漁業執法事務制度
化、簽證待遇便利化與經貿合作協議的洽簽。
外交閱歷豐富的林松煥曾任駐挪威、澳洲、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也曾任外交部亞太司
司長、外交部主任秘書。

外交職涯甘苦談建樹

林松煥侃侃分享外交職涯的心路歷程，「捍
衛國家主權的戰士有兩種，一種是穿軍服的士
兵，另一種則是穿西裝的外交人員。」這是林
松煥為自己所下的註解。
他進一步說，「戰士無法選擇戰場，為了國
家在外交上的發展，須要在各國間調動。有些
開發中國家資源較少，更要適應。」一進入新
環境，就必須立刻運用專業，進而提升與派駐
國之間的關係，誠懇熱忱地尋覓合作機會。
林松煥說，「在艱辛背後支撐我的就是一股
使命感與愛國情操，而這也是我人生理想的實
踐。」他為臺灣外交奮鬥著，那家人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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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系主任黃雅倩回憶在英國讀書，「每逢耶
誕時節，在地的同學都回家過節，身為外國學
生的我倍感孤單，看著蘭陽校園這個大家庭，
大家能聚在一起過節，實在很幸福！」來自海
地的政經二百勒密表示，「表演非常精采，主
辦單位很認真，讓離家的我覺得好溫馨！」

成人教育部於 22 日舉辦本學期最後一次
的「大陸地區研修生座談會」，希望了解大
陸地區研修生在學情況，共 111 位參加。華
語中心主任周湘華也向同學說明大陸地區研
修生招生影片競賽辦法。（文／陳羿郿）

冬至湯圓助興

學思知行營報名至 31 日止

境外生巨 sing 大決鬥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瑟瑟寒冬之際，境
外生輔導組和華僑同學聯誼會於 18 日為 180
位境外生冬至湯圓送暖，並舉辦「冬至晚會暨
巨 sing 大決鬥」音樂活動，參賽同學展示歌喉
一爭高下，還有琵琶、口琴等樂器表演，大家
開心感受冬天的溫暖。
活動負責人境輔組專員陳慧芝表示，這個結
合節慶與美食的歷年傳統活動中，還有安排表
演活動，不但可讓學生展現才藝，還能體驗冬
至團聚的意義。
來自印尼的土木三李泉勳說，「這次選手實
力都很強勁，我是第一次上台主持，雖然非常
緊張，但是看到台下同學反應熱烈，心中很有
成就感。」來自馬來西亞的財金二李嘉敏分
享，「這次比賽活動讓喜歡唱歌的我們，有實
現夢想的機會，感謝學校的貼心與安排。」

戰略所大口啃火雞

打靶歡度耶誕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耶誕節到了，來
吃火雞吧！」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
賢在驚聲大樓 12 樓，為 25 日的戰略所耶誕節
慶祝活動開場！除所上師生外，國際學院院長
王高成也應邀出席同歡。
現場有豐富的熱舞表演外，並安排打靶競
賽，由王高成擔任先鋒，參賽者卯足全力，觀
眾亦大聲加油，本報記者還受邀參與，意外獲
得第一名。戰略所碩二陳柏宏開心地說，「今
年活動融合打靶遊戲，更加顯現出戰略所特
色。」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左一）偕同全球發
展學院劉艾華院長及 4 學系系主任為同學盛湯
圓。（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外交官須具備之要件

 境外生冬至才藝競賽中評審上台獻藝助興！
（圖／境輔組提供）

 戰略所學生拉著繩帶玩「交換禮物一線牽」
遊戲。（攝影／余浩鉻）

捍衛國家主權

身為資深外交官，林松煥認為外交人員需具
備幾項條件：首先，「必須對我國政府與文化
有充分的自信與認知，才能有力地說服對方，
也需深入了解駐在國的歷史、文化，由對方的
角度思考，才能擬定談判策略，以達成任務。」
外語能力是必備的，林松煥在初中時就體認
到外語是接軌國際的關鍵，「年少的我在英文
的學習上，下了很多工夫。」
此外，還要了解駐在國的法律知識，「要善
盡保護僑民之責，如有些臺商、旅客不小心違
反外國法令，當地的外交人員就必須全力為其
爭取權利，如在法庭上辯護、對於執法人員曉
以大義，並據理力爭，盡力保全我國人民的人
身安全與權益。」他說，外交人員還須通曉人
性，有充足的社會經驗，才能妥善執行任務。
對有志成為外交人員的學弟妹，林松煥建
議，要了解國際脈動與時代變化，「利用各種
機會強化自己，廣泛涉獵知識，以了解外交議
題與國際情勢。」

學務處舉辦的有品書院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山丘上的心靈對話－學思知行營」將於 1
月 28 日舉行，即日起報名至 31 日（三）止！
詳情至學務處網站查詢。（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home.jsp）（文／范熒恬）

九重葛 花非花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學生學
習發展組 25 日舉行「學生學習社群
期末成果分享會」，由 17 組參與同
學分享其社群的讀書成果心得。配
合活動，從 22 日開始，一連 4 天在
新工學大樓 3 樓中庭舉辦海報聯展。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表
示，「分享會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右三）頒發 1 萬元獎金給榮獲
透過互相交流，彼此成長，藉此提 第一名的中國書法史社群。（圖／學生學習展發組提供）
升讀書風氣，讓同學能主動學習。」
「非常感謝馬銘浩教授的指導，在過程中老師
經過兩場次百花齊放的分享報告，評審一
不僅教導及協助我們，且透過引導式的教學，
致認為榮獲優秀社群獎第一名的社群為文學院
讓同學自己探索，而不是立即給答案。我們會
「中國書法史」，獲獎金一萬元。第二、第三
將一萬元獎金應用在讀書會上，在此領域更深
名分別由工學院「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發讀書
入鑽研。」社群組員中文三陳韻心表示，「社
會」、文學院「文學讀書會─俄羅斯中短篇小
群讓我們從書法史中來看歷史，也是為中國傳
說」奪得，並各獲獎金八仟元與五仟元。
統開拓不同的面向，很開心評審對我們自主學
評審之一銘傳大學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主任
習方面的肯定。」
王豐緒建議，可再擴展自主學習理念，並運用
指導老師也非常關心學生表現，第二名指導
翻轉的概念。學發組組長黃儒傑表示，「各組
老師資工系助理教授潘孟鉉，與第三名指導老
表現都很精彩，希望同學肯定自己的表現。」
師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文倩，均出席分享會，觀
「中國書法史」召集人中文碩二顏瑜表示，
看各組學生發表。

電子等產業發展前景皆看好，充滿商機！」

大陸研修生座談會期末交流

花現校園

自主學習 中國書法史讀書會 奪冠

中華民國駐菲律賓代表
林松煥  靈活外交手腕
投入外交工作後，內人便以行
動支持我，辭去工作，隨我派
駐各地，以家管身分持家。」
談及戰戰兢兢的外交工作
時，林松煥說，現今臺灣因主
權問題，導致在國際上有許多
瓶頸，因此便須讓國際認同臺
灣，並將我國民主與自由的特
質讓更多人知道。
他舉例說明自己的全力投
入，「我出使馬紹爾群島時，
馬國與臺灣關係飄搖，對方甚
至考慮重新評估是否要維持邦
交關係。」他上任後立即與對
方誠懇溝通，優異的外交手腕，使兩國關係重
新鞏固。出使澳洲時，則促成打工度假協議與
電子簽證，也在經貿、關稅、情治合作上有所
進展，「對方還無償提供緝毒犬，更在臺灣設
立培訓中心，維持臺、澳之間的良好關係。」
出使挪威時，則推動臺、挪經貿諮商會議，
以增進雙方合作關係，「6 月時，我促成獲得
首屆『唐獎』之『永續發展獎』的前挪威總理
布倫特蘭夫人訪臺，拜會總統馬英九。」使雙
方關係有更深一層發展！
對於目前出使的菲律賓，林松煥視為全新挑
戰，「目前兩國外交發展目標聚焦於經濟、司
法、漁業等領域。」菲國境內有許多臺商逐鹿，
而其重要工業區－蘇比克灣，更有超過 40 家
廠商進駐。為此，他於 11 月下旬即參訪當地
臺商，了解投資環境與臺商經營狀況，表達政
府對臺商的關懷。
林松煥分析，「菲律賓雖然基礎建設較低，
且電費昂貴，但教育水準高，還是東南亞人口
第二多的國家，經濟逐年成長、內需強大，中
產階級消費力日益增進，無論是生技、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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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生有很多自由選課空間。我也因選修不
同學系的課程，而認識了不同背景的同學，拓
展人脈。」
由於當時提供師專生插大就讀的學校相當
少，林松煥表示，「淡江在當時就洞見社會上
有此需求！」為此，他對張創辦人建邦博士再
三表示感激。
林松煥以頂尖成績畢業後，考取中山獎學金
赴英國留學，後來更以榜首之優異成績通過外
交特考，從此踏上外交生涯，他再次感恩地
說，「當初若沒能進入淡江，可能就不會有今
日的林松煥了。」
「外交部有許多同仁是淡江校友，表現優
秀。」林松煥肯定地說，「淡江無論是師資實
力或是學生成就，均不輸給國立名校！」他也
強調在職場上，更重要的是認真努力與對職業
的熱忱。
專訪尾聲，林松煥以學長的身分提醒，年輕
人應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了解自己感興趣的
事物，保持「Open mind」的態度，充實自己，
並虛心向前進。

九重葛是葉子花
屬植物，屬紫茉莉
科，為蔓性常綠灌
木，原產於秘魯、阿
根廷、巴西、南美等
地。因花姿自下而
上、層次繁複，故稱「九重
葛」。又因生命力強勁、適
應高溫乾旱，加上花朵叢
生，故博得「熱情、熱心」
的花語。九重葛易栽植、耐修剪，葉腋內又
有銳剌，自然成為防盜綠籬首選。
我們所見九重葛3片合生的豔麗「花
朵」，其實是「苞片」（包葉）的偽裝，這
是為了吸引昆蟲！有紫、紅、白、橙黃雙色
或深紅、粉紅等，也有單瓣、重瓣及斑葉品
種之分。就因苞片的水分含量低，薄得像
紙，所以英國人稱之「紙花」，引申為「不
牢靠的關係」，在英國，九重葛可不能饋贈
情人或朋友啊！
九重葛小小的花朵是藏在苞片裡，有白
色、黃色或黃綠色，三朵聚生，又名「三角
梅」。其實九重葛並沒有真正的花瓣，小漏
斗般的構造是花瓣狀的花被而已，花被是花
蕊的保護組織，比較原始的植物多有這種特
徵。小心將小漏斗剝開，可看到其中具有7
至8枚雄蕊和1枚雌蕊，雄蕊的基部還相互連
結。雖具備雌雄花蕊，但就是不結果，所以
我們不曾見九重葛結實。（資料來源／總務
處、文／淡江時報社整理、攝影／吳國禎）

行政大樓旁的校車停車棚架、牧羊草坪花
盆、工學大樓前停車棚架都可見九重葛芳蹤！

人物短波

謝雯凱
分享聯合國氣候變遷議題
第2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
會議COP(Conference of Parties)1日起在秘魯
首都利馬登場，為期兩週的議程中，共有
196個國家的代表與會。歐研所校友謝雯凱
以COP20特派員、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氣候
與能源計畫專員的身分，在秘魯透過網路部
落格，為國人分享氣候變遷議題與各國談判
進度。謝雯凱已連續3年參加此會議。他表
示：「氣候變遷是現今全球社會共同面臨的
挑戰，在各界加把勁攜手合作的同時，希望
在學的學弟妹們也能多關注相關議題！」
（文／卓琦）

知識之海
臺北校園動態
成人教育部104年機器人冬令營活動開跑
囉！為了學員輕鬆地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理
原理，課程透過樂高的圖形化介面，讓學員
了解機器人程式運作的流程，並透過樂高模
組化的各種感應器，讓學員了解應用於機器
人的各種感測器原理。營隊共分為基礎班、
進階班、應用班3班，即日起開放線上或紙
本報名，詳情請上成教部網站查詢（http://
www.dce.tku.edu.tw/）（文／陳羿郿整理）

淡江培育之外交
人才濟濟

林松煥於師專畢業
後，進入本校英文系
夜間部就讀。回憶起
大學時光，他對本校
的師資與教學品質讚
譽有加，特別提到曾
修習退休教授郭博
信、李本題所開課程，
對教師淵博的知識至
今仍感印象深刻。林
松煥補充，「印象中，
當時淡江的課程較彈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