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響應環保 蘭陽8年植樹 4820 株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主任
室與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年合
作，7 日一早在蘭陽校園由全球發展學院院長
劉艾華迎接愛普生科技總經理李隆安，以及該
公司百餘位員工，另有華經資訊公司由總經理
唐宇華帶領 41 名員工、圓展科技由 RDC 研
發二處處長鄭顯文帶領 43 名員工共襄盛舉，
種植包含鐵冬青、油桐、九穹、流蘇等 4 種共
700 株樹苗。目前已在蘭陽校園種植 28 種，
共 4820 株各類喬、灌木樹苗。
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表示，「植樹在環
保教育上很有意義，非常感謝愛普生公司帶領
大批員工與家屬前來植樹，也希望同學們因

此更重視環保。」他又進一步說明，「儘管蘭
陽校園風大，樹木不容易生長，且種植的都是
喬、灌木，生長時間較長，我們仍熱切地期待
未來蘭陽校園綠樹成蔭。」。

小天使宣導性別平等及情感教育
14 日是白色情人節，同學是否有想表白卻
不敢開口的困擾？蘭陽校園 9 至 13 日由男女
宿舍自治委員會扮演小天使，為羞於啟齒的同
學們傳達心意。
蘭陽校園每學期皆會舉辦性別平等及情感教
育的宣導活動，本次配合白色情人節，有別於
以往，特別以匿名的方式將祝福的話語或是對
於對方喜愛之意，透過小天使將訊息傳遞出

教科系黑天鵝展畢業成果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突破傳
統教育限制，結合現今科技學習模式，推出第
十五屆「吾時吾刻」畢業專題成果展，將於
17 日起（週二）中午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
幕式，至 20 日止會展出 21 組協助企業或政府
單位製作數位教材，除展現教科系學生 4 年所
學，並表現對教學與教材的創新創意。總召教
科四許舒堯表示，展覽取「無時無刻」為諧音，

象徵科技的發展促成大家隨時都處在學習的環
境中，因此本次除了傳承學長姊的經驗外，並
與 Adidas、春源鋼鐵、動物園、台北晶華酒店、
內政部消防署等 21 所單位透過教育科技內容，
結合單位特色開發數位教材、數位學習課程、
輔助電子書等作品。許舒堯說：「我們還有集
點抽獎活動，有各式大獎等著你，歡迎大家都
到黑天鵝觀展，體會數位學習科技。」

去。 諮 商 輔 導 業 務 陳
家 豪 表 示，「 雖 然 蘭
陽 校 園 為 住 宿 學 院，
同學們朝夕生活在一
起， 但 也 有 些 想 說 不
敢 對 對 方 說 的 話， 因
此以白色情人節的背
景來呼應情感教育。」
政經一黃璽恩表示，
「走過團體輔導室時，
看到小天使箱子裏放
滿 小 禮 物， 讓 人 覺 得
窩 心， 深 深 地 感 受 到
學校的用心。」
台灣愛普生科技公司持續 8 年歡喜來蘭陽校園種樹。（圖／
另 延 續 宣 導 活 動，
蘭陽校園主任室 提供）
於本週在建軒一館前
的心態！」去年的實習單位為礁溪老爺飯店、
設有攤位，針對性別平等及情感教育舉辦有獎
科見美語、凱斯美語以及台灣新聞網，今年多
徵答活動，強化同學更正向的性平觀念。
了大陸四川的里程公司、台灣勝輝國際公司
語言系熱烈分享產業實習經驗
（Santa Fe Relocation）、 台 灣 醒 報 及 ZnA 教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9 日在蘭陽講堂為大二同
育訓練公司。其中，里程公司為境外實習，須
學提供產業實習說明，並邀請去年暑假開始
於大四時赴大陸 3 個月。
參與第一屆產業實習的 5 位大四學長姐經驗分
去年在科見美語實習的語言四蔡欣妤分享，
享。語言系系主任黃雅倩提醒同學，「實習的
「與家長溝通是最有挑戰性的。」科見美語的
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同學要有肯吃苦
實習內容為負責遊留學部的出團與照顧兒童，
黃雅倩表示，「科見美語的負責人對淡江學生
評價相當高！」在凱斯美語實習的語言四李念
庭說，「每天都很開心，最大的學習是觀看課
堂如何運作。」在台灣新聞網實習的語言四王
式，來激發對於亞太地區未來學網路的研究經
棋表示，「新聞用字方式、文法和一般文章寫
驗分享。
作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學習是參與記者會，
未來所所長陳國華表示，因現代未來學仍以
感覺眼界更開闊。」
西方為主，希望藉研討會融入亞洲國家當地元
素，並透過產官學合作推動亞太地區的未來學
運動，盼能將遠見思想之傳遞，從政府推動擴
散到企業，進而影響公民社會。
本次研討會中，19 日將有「亞洲風格之未
來學」、「亞太未來學網絡創建」、「新加坡
之遠見：國家資訊、策略與能量建構」等 9 場
專題演講和討論亞洲風格未來學工具與方法的
工作坊，由陳國華、未來所助理教授紀舜傑等
人主持；20 日的圓桌論壇將討論如何建造亞
太未來網絡的下一步。

施淑教授75壽慶論文集發表 未來學 7 國學者蒞淡江
中文系 13 日舉辦理想主義研討會
【記者鄭文媛、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中文
系於 13 日舉辦「文學與文化：前衛的理想主
義學術研討會」，暨《施淑教授七秩晉五壽論
文集》新書發表。特別邀施淑在內共 20 餘位
國內外學者、作家，探討現當代文學發展與文
學批評理論等議題，共發表 8 篇論文。中文系
教授高柏園開幕致詞表示，「施淑教授為兩岸
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具有整合古今中外
縱深的視野和格局，任教於本校時更培養了無
數學生走向具主體性與獨立思辨的研究之路。
很榮幸能邀請施教授回到本校舉辦此次新書發
表會。」
專題演講中，由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黃錦樹
主講「重談中文現代主義」，討論了魯迅、王
國維、郁達夫等重要作家，與他們在現代文學
中所代表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黎湘萍，則以「『盜火者』的創造力與
批判力」為題，探討施淑教授的思想、詩學與

評論。會中也舉辦兩場文化界座談會，由作家
宋澤萊、李昂、簡白等人與現場學者們對談，
增進彼此對現代文學、理想主義的見解。閉幕
式上，微光現代詩社帶有感情地為現場來賓朗
誦社團自作的阿赫馬托娃組詩，為研討會畫下
完美句點。

未來所 19 日亞太地區未來學研討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近年來東亞和
東南亞地區急遽發展，未來學所因應此趨勢，
將於 19、20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亞太地區未來學網絡」國際研討
會。本研討會邀請韓國政府科技政策研究院副
研究員 Dr.Seongwon Park、韓國公共管理研究
機構研究員 Dr.Yongseok Seo、新加坡總理辦
公室公共未來政策中心 Joan Moh、馬來西亞
總理辦公室遠見中心主任 Dr. Rushdi、姊妹校
伊朗德黑蘭大學科學政策國際研究中心博士
Dr.Mohammadali 等 7 國學者、公共研究員與
會，以專題演講、圓桌論壇、工作坊等多元方

商管聯合愛心勸募 海報街開跑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
辦的「2015 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
賣活動」於 16 日（週一）至 20 日在海報街登
場！今日中午開幕式邀請到藝人魏如昀擔任一
日店長，發送 100 個福袋贈送給前來共襄盛舉
的師生。為期 5 天的愛心義賣，現場將有 1500
件商品進駐，皆以市價 8 折義賣，期盼師生一
同到海報街為弱勢團體獻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活動前兩日現場將有捐血車進駐，參加捐血
即能獲得溫泉優惠券，鼓勵大家挽起袖子、捐
出熱血！ 17 日至 20 日中午烏克麗麗社、吉他

社、火曜日樂團、極限舞蹈社、卡波耶拉社將
輪番上陣帶來精彩演出。此外，還有 80 元義
剪活動，不僅讓你做公益又能擁有嶄新造型。
在義賣活動單筆消費滿 300 元，即可獲得一
張摸彩券，摸彩最大獎為空氣清淨機一臺，還
有慢磨機、行車紀錄器等多樣好禮等你來抽。
活動負責人會計二范文華邀請大家響應，「很
高興在大學時能夠透過這個活動幫助弱勢團
體，尤其收到小朋友的感謝卡片，籌備活動再
辛苦也值得！」活動剩餘物資也將捐贈給家扶
中心，讓每份愛心都能發揮最大效果。

百位交換生拿紅包

兩岸 60 青年領袖
探討建構和平發展
【本報訊】寒假期間，大陸所從 300 位兩岸
四地的大學生甄選出 60 位，將於 21 日（周六）
起，來臺參加由大陸所與和平基金會舉辦為期
4 天的「2015 第四屆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
大陸所所長張五岳表示，本校所舉辦的領袖營
已建立好口碑，所以都會受到兩岸注目，本次
研習營將以知識青年和公民團體為主題，邀請
政府部會首長、資深媒體人等，一同與青年學
子探討兩岸和平發展之構建。本次研習營將邀
請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立法院副院
長洪秀柱、花蓮縣縣長傅崑萁等人進行專題演
講，並由戰略所助理教授黃介正進行兵棋推
演，從操演中學習危機處理和應變能力。另外
還參訪關渡慈濟園區，了解公民團體的運作。

台數科副董事長暨執行長
廖紫岑 有線電視女王
的是一處展示最新 App 應用程式的區塊，
該集團最新穎的「哈 TV」應用程式，能
直接在行動裝置上觀看第四台節目，還包
括預錄等功能，讓人感受到該集團為顧客
提供最佳服務的理念。
領導台數科的正是副董事長暨執行長、
本校教資系（現資圖系）校友廖紫岑，她
一步步整合資源、帶領事業體走向巔峰。
2008 年度獲新聞局金視獎「個人特殊貢
獻獎」、2014 年獲青創總會頒發第 37 屆
創業楷模獎。運籌帷幄的豪氣與直爽在言
談間交錯著，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位宅心仁
厚、為員工著想的領導者。

克服難關堅持向前

帶領集團出頭天

媒體曾以「窮到沒錢的乞丐公主，變
百億有線電視女王」來形容廖紫岑帶領台
數科走出一片天的事蹟。
廖紫岑分享，該集團前身為佳聯有線電
台數科副董事長暨執行長廖紫岑表示，「價格是 視，「我們經歷過臺灣早期有線電視業者
別人開的，價值是自己創造的。」她擴展中臺灣傳 百家爭鳴的時代，一路整併中臺灣各家有
媒等事業版圖，成績斐然。（攝影／吳重毅）
線電視業者，好不容易小有事業規模。」
不料，又遇上外資來襲，企圖瓜分臺灣有
「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台數科）目前
線電視市場，「我只能四處調頭寸，拿鈔票換
已發展為具有地方特色的 MSO（多系統經營
股票，度過那段艱辛歲月。」廖紫岑結盟中臺
者），該集團是由臺灣多家有線系統整合而
灣業者，守住濁水溪基本盤。面對 4G 戰局，
成，以既有的有線電視為基礎，逐步發展網路
擁有近 6％市占的台數科，是中嘉、凱擘等財
寬頻事業，進而結合策略夥伴，在中臺灣擴大
團都想購併的，但廖紫岑堅持「自己創造價
經營規模。旗下有 5 個系統臺，提供有線電視
值」。
服務，含臺中市「台灣佳光電訊」與「大屯有
台數科目前有 3、40 名記者專注製播中臺灣
線」、南投縣「中投有線」、雲林縣「佳聯有
新聞，2009 年大屯有線電視以「中臺灣大事
線」與「北港有線」。另擁有「冠軍電視台」
紀：濕地？失地？！」榮獲第八屆卓越新聞獎
衛星頻道、清新溫泉飯店、霧峰高爾夫球場，
電視類專題新聞獎；2014 年第十三屆卓新獎，
與澎湖賽納美渡假村等事業，是全國第四大的
中投有線電視以「中台灣生活網」摘下電視類
MSO。
每日新聞節目獎。面對這些殊榮與肯定，廖紫
【記者盧逸峰專訪】踏入台數科，映入眼簾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多元深耕中臺灣

岑自豪地說，「這是資源較少的地方新聞臺難
得的成就！」
2014 年，「冠軍電視台」與臺中市政府合
作，舉辦微電影比賽，獲獎影片將在該電視臺
播出，廖紫岑表示，「希望讓冠軍電視台有不
一樣的發展方向，也藉由提供播放平臺，讓年
輕人揮灑創意的空間、發掘更多才能！」
正是這份固守、深耕中臺灣的堅持，成就台
數科今日規模。她認為，「要將挫折當作磨
練、當作邁向成功的墊腳石。」用堅持努力的
態度、實踐自己的理想。

性別藩籬不成阻礙

經營哲學不裁員

身為五大 MSO 企業中唯一的女性領導人，
廖紫岑認為傳統社會衍生的性別刻板印象，固
然會使女性在商場上的發展受到影響，但她努
力打破性別藩籬。笑說，「我在力抗外資、整
併集團、推動數位化過程中，以自己的努力讓
人刮目相看。」
廖紫岑堅持「從不裁員」的經營目標，十分
鮮明、可貴。她指出，「由於集團裡有許多員
工都與集團一同成長、朝相同理念邁進，所以
感情融洽，也十分團結。」現在集團跨足休閒
事業，經營飯店與高爾夫球場，廖紫岑也輔導
資深員工發展第二專長，她要求員工，「無論
從事什麼工作，都要做到專業水準！」將職場
上的良好態度推己及人、帶領集團攜手進步。
父親為前雲林縣縣長廖泉裕、母親是前國大
代表、現行政院政務顧問許恒慈，父母親長期
為民喉舌、服務鄉里，家庭背景正向影響廖紫
岑。她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時常看到民眾陳
情，父母親都義不容辭協助。」在雙親身教言
教下，廖紫岑自小萌發：「要從事能服務社會、
有利他人的事業」的想法。如今她不僅誠懇對
待員工，也致力給予顧客更好的品質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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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中午及晚間，境輔組為境外生舉辦交
流聯誼餐會，大家彼此交流校園生活經驗。中
午在驚聲大樓 10 樓，超過百位交換生在此相
見歡，並依著中國新年傳統，由國際副校長戴
萬欽、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長吳
錫德等師長發送紅包，以表達歡迎與美好的祝
福。來自韓國京畿大學的中文一交換生金壽賢
說：「體育館很棒，尤其是游泳館設施完善，
經常去那裏運動。」來自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的交換生英文一陳佩兒認為，校園的各種安排
很貼心，特別是麗澤國際學舍就在校內，十分
便利。大陸西北大學交換生企管一郭秦陽子表
示，兩岸老師授課風格有所不同，大陸教師偏
重於理論講述，而淡江教師喜歡小組討論，透
過交換生方式可體驗不同的學習生活。晚間約
有 50 位外籍生與戴萬欽在殼牌倉庫舉行餐聚，
度過了美好的一晚。（文、攝影／盧一彎）

是位值得尊敬的女強人。

大學啟蒙傳媒興趣

打開生命一扇窗

追溯開啟廖紫岑傳媒興趣的，正是大學時
期。她的大學生涯多采多姿，參加土風舞社等
社團，同時考入大傳系廣播電視教學實習中心
（現淡江電視臺），學習媒體相關技能與知識。
訪談中，廖紫岑多次以感恩的語氣提起當年
指導老師關尚仁，並表示，「想起曾與同學
一起拍片、製作到深夜，一心只想把最好的作
品呈現出來，點點滴滴到現在都還歷歷在目
啊！」與現在台數科要帶給顧客最好的產品與
體驗的意念一致。
談及大學教育，廖紫岑表示，「進入淡江猶
如打開一扇窗，我的視野更遼闊！」加上感受
到當時經濟起飛的氛圍，她督促自己更要勤奮
學習，以面對競爭。她不但學習專業知識，更
在同學互相關照間，學習待人處事。她認為，
在大學中拓展人脈是不可或缺的，「大學時期
認識的朋友，很可能就是你職場中的貴人。」
廖紫岑強調，在大學時期強迫自己學習的習
慣，養成她持之以恆學習的態度，「直到現在，
我仍不斷吸收知識！也在公司成立讀書會。」

秉持良好態度

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針對現在大學畢業生薪資待遇普遍不高，廖
紫岑建議學弟妹們，「除了要多元、努力學習
外，更要適應環境變化。」她以公司內年輕員
工為例說明，「他們會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方
式，也在短暫假期中用力地玩，假期結束後就
持續職場的打拚。這些年輕人所得到的快樂不
比我少！」燦爛的笑容中對年輕人抱持肯定！
廖紫岑誠懇地總結，「職場奮鬥中往往有許
多挫折，但每個困境都是學習機會、學到的經
驗更是人生的資產。」她鼓勵學弟妹們，保持
正確的態度，生命會自己找到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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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率 70%

研發處於日前公布本校 104 年度科技部計
畫案申請率為 70%，總件數 519 件，較之去
年申請率有上升，工學院申請率高達 97%，
件數最多者為商管學院。（文／謝雅棻）

出版中心兩期刊使用新投稿系統

《淡江理工學刊》、《教育資料與圖書
館學》兩國際學術期刊改採國際知名的
ScholarOne 線上投稿系統。（文／王心妤）

女聯會活力校園活動開幕

女聯會 12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辦「塑
身健身 ‧ 活力校園」開幕式。續任第十一
屆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表示，希望同仁們持
續運動，讓身心更健康。（文／蔡晉宇）

五虎崗文學獎徵稿

第 31 屆五虎崗文學獎徵稿將於 4 月 9 日
截止，依體裁分小說、新詩、散文、極短篇
四組，最高獎金達 1 萬元！。（文／盧逸峰）

教育學程即日起開始報名

即 日 起 至 19 日 止， 符 合 資 格 者 可 申 請
「104 學年度教育學程」詳情請上師培中心
網站查詢或電分機 2122。（文／王心妤）

工學院獎學金申請至 18 日

工學院 3 獎學金申請至 18 日 16 時止，歡
迎工學院學生申請。詳情請洽工學院各系系
辦或至工學院網站查詢。（文／陳羿郿）

英文系獎學金申請至 27 日

英文系獎學金報名至 27 日，凡英文系學
生，均可向系辦（FL207）申請，申請詳情
請洽英文系網站查詢。（文／盧一彎）

淡海同舟服務員甄選開始

淡海同舟 104 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公開甄選
服務員！報名至 23 日下午 5 時截止，更多
資訊請上課外組網站查詢。（文／莊博鈞）

英語一對一寫作特區開始了

英文寫作諮詢至 6 月 9 日止，週一至五每
天 3 個時段，提供一對一寫作諮詢。意者請
上網預約或電分機 3201。（文／盧一彎）

教學特優教師

徐秀福

鼓勵創意發酵 拓展視野不設限
牆上是芝加哥公牛隊的海報、架上擺著
與家人的合影，辦公桌旁還停放一輛腳踏
車，化學系教授徐秀福的研究室擺設如同他
的為人一般令人感到愜意。個性熱情，交
友廣闊的他說，「我上課最喜歡與學生互
動，學生需要多發表才能拿到基本分數。」
他會記住班上每一人的姓名、臉孔與特
質，甚至從學期第一堂課就開始辨別哪些同
學個性活潑外向、哪群人又內向寡言，日後
再分配與之對應的化學題目。原來老師點名
學生回答問題的過程，是經過縝密思考的。
徐秀福認為老師在臺上教課，對底下學
生來講是「Easy come, easy go」，知識來
得容易也去得快，若在課堂上沒有透過表
達的方式重新消化一輪，下課後就會遺
忘。他用上生活化的化學譬喻：「要求多
思考，就像在學生腦中灌入不同酵素來刺
激，總有一天會讓它們在腦子裡發酵。」
為使同學更易瞭解，熱愛繪畫的徐秀福常
用簡單的圖案解釋複雜的化學觀念，他表
示：「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只是配角，學
生才是主角，我願意當架起橋樑的那個
人，希望學生們藉此激盪出新的火花。」
徐秀福的用心更體現在希望學生做化學實
驗時「安全第一、樂趣至上」，他解釋：
「做任何事都要懂得享受，若失去樂趣，就
變成一份苦差事，即使完成也不會有任何快
感，這樣活得太辛苦了。」因此他勉勵淡江
的同學，「要把精神養好，人生最精彩的時
光便是大學這4年，勇於接觸新事物，拓展
視野，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熱愛的！」（文／
卓琦、攝影／姜智越）

人物短波
鍾文音《最後的情人》問世
知名作家同時也是大傳系校友的鍾文音，
於2月12日出版了描繪法國作家莒哈絲的作
品《最後的情人：莒哈絲海岸》。周遊世界
多年的鍾文音，親自走訪了莒哈絲生平的寫
作現場，從越南河內，到印度支那，到巴
黎，除了感受現場的時間感，更記錄下最真
實的感動，完成了本書。鍾文音表示，「作
品是寫給莒哈絲的一封文學情書，盼藉由這
趟旅行，聽見更多莒哈絲創作當時被矇住的
心跳聲。」（文／蔡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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