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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高教研討
淡江週刊
李雙澤

記憶民歌

「民歌 40 －再唱一段思想起特展」於 8 日
至 24 日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舉行。現場展出
662 期當年記錄民歌風潮興盛的《淡江週刊》
（《淡江時報》前身），也展出本校數學系校
友、民歌手李雙澤的紀念影片，以及國貿系
（現國企系）校友李建復的唱片作品集。
65 年 12 月 13 日出刊的 662 期《淡江週刊》
頭版頭條即是〈唱我們自己的歌！〉其他各版
還有李元貞的〈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歌〉、李雙
澤的〈歌從那裡來？〉、有辛人的〈為什麼不
唱中國民謠〉。該期記載李雙澤當月 3 日在學
生活動中心的民謠演唱會上問觀眾，「請問我
們自己的歌在哪裡？」開啟臺灣校園民歌創作
風潮。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李建復也因
當時本校興起的民歌創作風潮而踏上歌唱路。
現場仔細觀看的陳姓中年民眾表示，「淡大
當年在民歌發展上不得了！還有楊祖珺。」曾
對此次民歌特展提供資料與建議的校長室秘書
黃文智表示，「本校作為民歌發展上重要一
環，又以李雙澤最具有代表性，學校在李雙澤
過世 30 週年時在牧羊草皮坪為他立碑紀念。」
盼藉由特展，讓大家了解本校在民歌發展上的
意義。（文／周雨萱、蔡晉宇、攝影／閩家瑋）

化學車開往府城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以化學遊樂趣
為主題的本校化學車今年與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合作，在 5、6 月份與臺南市的中學生們一起
體驗化學樂趣，期望讓更多學生正確認識國內
的各種化學產業，並燃起對科學研究的熱情。
12 日，臺南市教育局副局長王崑源、中國
化學會秘書長趙奕姼、理學院院長王伯昌等都
出席臺南市土城高中的化學實驗活動，這是化
學車所停駐的第 191 站。王伯昌表示，「我是
臺南人，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把這個活動推
廣到家鄉來。」當天共有 135 位學生在高昂的
情緒下動手玩化學。

大傳系校友
林宏宜

深入中東險境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校友、
兼任講師，現任 TVBS 新聞部國際中心主任兼
特派記者林宏宜，日前赴位於約旦及敘利亞
邊境的 Za'atari 難民營與約旦及伊拉克邊境的
Azraq 難民營進行採訪。該專題 18 日起連續兩
週在 TVBS《十點不一樣》節目播出。林宏宜
表示，「在 TVBS 取得聯合國難民署核准下特
派至兩難民營，卻因情勢不穩且 ISIS 揚言綁
架國際志工及記者情況下，使得採訪行動必須
有軍警陪同，以策安全。」最讓他印象深刻的
是，在戰地醫院有許多遭受戰火波及而毀容或
殘疾的敘利亞孩童，「這些接受採訪的孩童，
都能正視影像中的自己。但當初他們被送進醫
院時，是不發一語的，經過心理醫生持續輔導
治療後，才逐漸好轉，令人十分不捨。」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與教
政所 21、22 日「高等教育研究學會第三屆國
際學術研討會」，有英國、日本、中國大陸、
韓國、香港、馬來西亞等學者一同參與，校長
張家宜、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教政所所長潘
慧玲、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等人一同參與，
張校長歡迎各國學者蒞校研討東亞高等教育，
討論因應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高教方向。
會中還邀請本校通核中心副教授干詠穎吹奏
長笛、旅美舞蹈家博士吳文琪表演，優美的音

少子
高齡

樂配上曼妙的舞姿，吸引學者們
爭相拿起手機錄影。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 29 日始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
戰略所將於 29 日（週五）起連續
3 天在臺北校園舉辦「淡江戰略學
「高等教育研究學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校長張
派年會暨第十一屆紀念紐先鍾老
家宜（左三）致詞歡迎各國與會學者。（攝影／何瑋健）
師戰略國際研討會」，將討論國
國防教育論文發表會，共同研討臺灣戰略安全
家安全戰略的理論與實踐、臺灣經濟安全戰
議題；本會邀請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吳榮義
略，並有全國戰略社群碩博士論文和全國全民
等人演講，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戰略所
所長翁明賢等國內外高等教育學者一同參與。
翁明賢表示，臺灣經濟安全與兩岸關係發展
是本次年會重點，現今臺灣對大陸的經濟依存
度高，加上近期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歐亞經濟
當日上午的立夏詩會，當場抽選詩題、詩
整合戰略」，勢必更牽動臺灣經濟發展方向，
韻，參加者必須依此規定創作，由周益忠擔任
因此藉由本次研討會探討臺灣經濟動向；研討
左詞宗、網路古典詩詞雅集版主李正發擔任右
會中除了獎學金頒獎典禮，亦會延續鈕先鍾老
詞宗，各選出 20 篇優秀作品。最終，輔大中
師在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強化其理論，讓理
文四簡聖峰奪下雙料榜首。
論應用在實務上。
值得一提的是驚聲古典詩社與攝影社舉辦首
屆「攝詩入鏡－詩詞攝影大賽」也於會中頒
獎。英文三劉嫻慧在 52 件作品中歷經初、複
審後掄魁。劉嫻慧表示，「想表達愛有各種形
【記者陳羿郿、張芃如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式，我作品中表達的是其一。」競賽由中文系
與教學中心積極營造好學樂教的師生文化，於
教授顏崑陽等 4 位老師與 4 位校外專業攝影師
26 日（週二）至 29 日舉辦 104 學年度「好學
組成評審團，總召中文三張依慈表示，「特別
樂教分享週」活動，希冀透過分享研討會，提
感謝評審及本社指導老師普義南大力協助。」
供校內外師生、學者專家觀摩與交流機會，26
另該詩社於 18 至 22 日在文學館 2 樓大廳舉
日中午 12 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幕式。
辦 20 年成果展，除展示成員創作作品及上述
系列活動包含學生學習發展組於 27 日、28
競賽作品外，更將歷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
日分別舉辦「學生學習社群」、「閱讀達人」、
獎、立夏詩會、秋水文章等作品匯集成詩刊呈
「特優／優良教學助理經驗」3 成果分享。教
現，也搭配互動式遊戲，吸引同學駐足觀展，
師教學發展組 28 日在覺生綜合大樓安排「特
拍照打卡抽獎。（更多內容詳見淡江時報網
優教師教學經驗及 PBL 獲獎教師課程成果」
站，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分享、29 日則有「教師教學行動研究經驗分

古典詩詞4活動 詩壇新秀露臉

【記者盧逸峰、張芃如、姜智越、陳安家淡
水校園報導】由中文系主辦的第五屆蔣國樑先
生古典詩創作獎頒獎典禮暨立夏詩會於 16 日
在覺軒教室舉行，蔣國樑胞妹蔣國榕專程自美
國返臺參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周益忠
等古典詩詞愛好者雲集本校，更有來自彰師
大、東吳、輔仁等校的古典詩社，參與盛會並
表演詩詞吟唱，表達對於推廣古典詩的支持。
蔣國榕表示，「十分感激淡江師生持續舉辦
蔣國樑古典詩創作獎，發揚兄長遺願。」中文
系系主任殷善培強調，「系上相當重視古典詩
詞課程，更盡力投注資源辦理創作比賽，播下
傳承種子。」擔任評審之一的中文系助理教授
普義南說明本次主題為對街景的描寫，共有來
自 18 所大專院校學生投稿 113 件作品。
最後有 8 件作品獲評審青睞，由本校中文一
胡修竹榮獲榜首有獎金一萬元。胡修竹對於得
獎感到受寵若驚，表示「學長姐更有值得我學
習的地方，讓我有勇氣在古典詩詞創作的道路
上前行。」

多元活動推好學樂教

6國美食領跑外語月 化材週頒獎展成果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外語週 18 日
在海報街熱舞開幕，英文、西語、法文、德文、
日文、俄文 6 系擺攤展現各國特色。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與 6 系系主任均到場剪綵支持，6
系系花系草們上場拉票，希望在 27 日（週三）
外語之夜中獲得高票。而 6 系異國風情美食吸
引大家前往購買，俄文一黃子洋表示，「感謝
學長姊讓外語週活潑精彩，雖然偶爾下雨影響
遊興，但和大家一起參與覺得很開心。」

西語系繪本展 歐語系作品出籠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上週西語系很
「圖畫」，在外語大樓大廳舉辦繪本展，除歐
洲語系的繪本作品外，並展出義大利波隆那國
際插畫大獎得主鄒駿昇作品，吸引許多師生前
往參觀。本次活動負責人西語系組員陳非凡表
示，本次因應外語月，希望藉由繪本展讓全校
師生了解歐洲繪本以及小說，遙想歐洲各國的
民俗風情。俄文四林雅鴻表示，這展覽可看到
許多圖書館沒有的書籍，最喜歡童書展區，建
議可增加宣傳活動，讓更多人知道展覽活動。

化材週看展抽大獎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化材週 18 日
在工館大樓中庭揭開序幕，工學院院長何啟
東，與院內各系系主任均出席支持。除展現系
上專題成果外，並頒發工學院獎學金、大禹獎
等獎項，肯定表現優異的學生。

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致詞表示，本次邀請傑
出校友返校演講、研究生論文賽以及企業徵才
資訊，希望對學生就業有所助益。」化材週還
舉辦遊戲集點抽獎活動，讓參觀者了解化材系
特色外還能獲得獎品。化材二陳令玨說：「為
展現化材系，規劃許多互動內容，希望讓大家
更了解化材系。」

後手哲學 永續經營

談到接掌文化部，和之前職位有何不同挑
戰？洪孟啟侃侃而談，最大的差別在於看事情
的高度不同，「任基層主管時只需盡本份，做
好自己處室的事，把意見提供給主管即可，現
在則是要有更廣的視野、更高的眼界，去綜觀
整個文化部的發展。」
洪孟啟期許在有限的任期內，做到「後手哲
學」，落實永續經營的概念，讓後任者有良好
基礎能繼續發展。他指出，「有些已預見將來
必定會發生的問題，我不把它擱一邊，而是先
想辦法找出頭緒。好比一團雜亂的線球，起碼
理出線頭，讓接手的人能更快地上軌道。」
然而，僅做好後手哲學是不夠的，洪孟啟分
享了面對眼前政策難題時該有的態度，「最重
要的就是不要躲它，躲得過今天，躲不了明
天，且越躲問題越大。」更說，「我不認同有
些人慣性推事情的僵化思維。」並舉近來爭議
不斷的臺北機廠為例說明，「臺北機廠被認定
為國定古蹟後，若我們只消極地將古蹟相關維
護推給交通部、臺鐵，互踢皮球的結果，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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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掉政府形象，因為老百姓不會問是哪個部會
負責的，老百姓只知道，政府只有一個。」
因此，洪孟啟積極橫向聯繫，扮演起居中協
調的角色，跨部會共同面對。他除拜會臺北市
3 位副市長共同研議臺北機廠議題外，也向國
家發展委員會取經，拜會主委、副主委，在了
解現況下，提出建議協助臺鐵。洪孟啟不僅守
住古蹟保存的基本立場，更進一步提出「將古
蹟修復列為重大公共工程」的創新思維。

結合科技與文化 擘劃文創

身為最高文化首長，洪孟啟將延續各項重要
文化施政，結合科技與文化，引領文化部為臺
灣的「軟實力」再創新局。他表示，「我們這
時代的文化創意產業，離不開科技，從盧卡奇
（Ceorg Lukacs）開始，文化就被強調是一種
生活方式。而科技已成為現代生活的表徵，因
此當代文創發展必須與科技結合。」10 多年
前洪孟啟就開始在大專院校教授文創課程，他
闡釋了自己對文創的觀察面向。
文創的擘劃與制度建立是接下來的施政重
點，「當代文化發展不是生產者掛帥，而是消
費者主導，文創潮流的前端就是流行文化，由
流行文化進入文創。」他進一步說明，「流行
音樂領頭，最具競爭優勢，接下來是電影、電
視、人文出版，未來希望整合資源、結合網路
科技出擊。」
網路世代主要是 30 歲以下，但目前政府部
門決策者多是 50 歲以上，所以他請 6 年級生
邱于芸擔任政務次長，「希望她發揮創意、專
業，串起科技與文化，發展出貼近年輕人的想
法和作法。」並強化文化部網站，把文創視為
平台以及媒合劑，進行業界媒合與跨界串聯。

享」與「教師教學研究型升等講座」。
為期一週的活動，除了研討會，還有靜態
展。遠距教學發展組設有數位學習成果展暨體
驗區，現場除有最新的虛擬攝影棚體驗、資
訊講桌觸控手寫板體驗外，還有「闖關拿大
獎」、「翻轉吧！婉君」活動，更準備 Sony
藍芽喇叭、王品西堤餐券、TKU T-Shirt 等精
美抽獎禮品。該組 29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MOOCs 課程經驗分享」，歡迎大家踴躍
參觀。

英西俄畢業公演精采絕倫
【記者盧一彎、孫于翔、李宜汀淡水校園報
導】英文系於 18 日至 20 日在實驗劇場連續演
出「慾望街車」畢業公演，改編美國劇作家田
納西 ‧ 威廉斯的同名作品，描述女主角搭上
開往天堂大道的「慾望街車」投靠妹妹和妹婿
時，與另一男子共同譜出的愛慾糾葛故事。演
員們以流利的英文，演繹主角的內心世界，
現場的服裝和道具更將觀眾帶入 1950 年代。
西語系於 14、15 日在實驗劇場舉辦「門
多侯爵復仇記」畢業公演，他們改編佩德
羅 ‧ 穆尼奧斯塞卡的同名戲劇，描述門多
侯爵遭受情人的背叛，並向舊情人復仇時所
發展的意外情節故事。
俄文系於 21 日舉辦「十二個月」戲劇公
演（右圖，攝影／何瑋健），該劇描述年幼
女王任性要求要在冬天開出春天的花，並重

游刃行政智慧 跨部協調有餘
【記者蔡晉宇專訪】「面對問題不閃躲，勇
於面對、承擔。」這是文化部部長洪孟啟近
40 年公職生涯秉持的一貫原則。
自歷史系畢業的他，歷任臺灣省政府文化
處處長、文建會第一處處長及中部辦公室副
主任、臺北縣政府秘書長及文化部次長等職，
文化行政資歷完備。此外，洪孟啟也在國立臺
北藝術大學等多所學校任教，具備深厚文化學
養，熟稔國內外文化環境。（3 月 16 日出刊
的 958 期淡江時報一版報導：本校歷史系校友
洪孟啟掌文化部）。

多國學者熱議



金犒賞找到花朵的人，女主角繼母為獲取鉅額
獎金，逼迫女主角完成任務，後來女主角遇到
掌握十二月份的精靈，通過重重考驗後最終取
得花朵，並獲得自由和愛情的故事。（更多內
容詳見淡江時報網站，網址：http://tkutimes.
tku.edu.tw/）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http://tkutimes.tku.edu.tw/
歐盟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於 19、21 日舉辦「2015
淡江大學歐盟企業社會責任論壇」，8 家臺
歐企業來校暢談公司治理。（文／蔡佳芸）

大陸所辦 ECFA 影響座談會

大陸所增進同學了解簽署 ECFA 後的影
響，21 日舉辦「兩岸 ECFA 對臺灣產業發
展之意涵」教授座談會。（文／蔡晉宇）

視障資源中心參訪兩單位

視障資源中心與臺北大學 15 日合辦職業
重建機構參訪活動，活動分別參訪身心障礙
就業大樓及職業重建中心。（文／張芃如）

美洲所與 Icesi 師生交流

18 日哥倫比亞 Icesi 大學師生 11 人來訪，
美洲所特舉辦座談，與本校 10 學生以東亞
與拉美文化為題交流討論。（文／李宜汀）

國際處、教務處赴陸招生宣傳

國際處與招生組於 16 日參加「2015 台灣
高校大陸招生巡迴諮詢會」，前往武漢之華
中師範大學進行招生宣傳。（文／陳品婕）

衣閃衣閃寨衣起募衣送柬國

18 日資管系學會主辦，課外組協辦的「衣
閃衣閃寨一起」舊衣募捐活動，吸引許多同
學捐衣，共募得舊衣 600 餘件。（文／杜歡）

淡江音樂季 28 日開鑼

通核中心淡江音樂季又來囉！為讓同學
有更多機會與音樂互動，28 日（週四）、6
月 3 日將在文錙音樂廳開演。（文／曹雅涵）

畢業考 6 月 1 日開考
103 學年度畢業考將於 6 月 1 日至 7 日舉
行，同學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
卡、駕照等應考。（文／曹雅涵）

諮輔組辦憂鬱症防治影展

諮 輔 組 19 日 在 Q409 舉 辦「Running
Hunter －奔跑吧！獵人」憂鬱症防治微電
影影展，吸引約 80 人參與。（文／孫于翔）

蘭陽瑜珈成果展

瑜珈社 18 日至 22 日在健軒一館
前 舉 辦 瑜 珈 社 成 果 展「 瑜 珈 知 識
王」，邀請大家認識瑜珈。（文／馬雪芬）

蘭陽辦跳蚤市場

文苑宿舍自治聯誼會與健軒宿舍
自治聯誼會，於 18 日起合辦為期 3
週的「蚤來蚤趣」活動。（文／馬雪芬）

合唱團參加淡水合唱觀摩音樂會

本校合唱團於 16 日參加新北市淡水區公
所舉行的「104 年溫馨五月慈頌音樂會」與
6 在地合唱團體輪番演出。（文／王子承）

員福會漫步北投健行活動

員工福利委員會為鼓勵教職員工從事戶
外運動，於 16 日舉辦「北投禪風文化漫步」
健行活動，共計 46 人參加。（文／蔡晉宇）

孫寅華
鼓勵課堂參與 重視學生需求

面對未來，洪孟啟從無絲
毫畏懼，「沒做過！那就去
試試看吧！」他用堅定地眼
神說道。同時因為學歷史的
專業訓練，他力求了解事件
背景。抱持這樣心態，當他
踏入公部門服務時，每每在
面對批評時，懂得站在對方
角度思考，進而接納各種不
同的意見。
對此，他舉例在立法院備
詢時，「雖然在備詢當下彼
此言語交鋒，但回到辦公室 文化部部長、歷史系校友洪孟啟：文化離不開市場，文化可以更
冷靜思考，往往會發現很多 自由多元。（攝影／盧逸峰）
面與人文菁華。」
立委講的內容是補足了我們的盲點，如此便不
洪孟啟感性地回憶起大學時光，記憶裡和歷
會把批評者當成敵人，而是戰友，雙方能一起
史的邂逅與美好，是在宮燈教室修習西洋史的
解決問題。」
那些日子，「那時候的淡水還沒什麼建築，從
他再次感謝地說：「早年在臺灣省政府服務
宮燈大道可以直眺整座觀音山，日落時尤其美
時，長官們對我的養成皆是採充分授權、充分
不勝收，淡水河波光瀲灩！」
信任的方式，這也奠定了我爾後領導同仁們的
意猶未盡，他繼續分享，「當時火車站（現
工作價值觀。」
歷史系重視寫報告與外語 成為職場 址淡水捷運站）後面，退潮時可以涉水，我就
在那裡摸蜆仔，很乾淨也不用吐沙，與室友泡
助力
麵配蜆仔，那種日子真悠閒。」
歷史系的 4 年，影響洪孟啟的不只是綜古觀
面對學習，洪孟啟認為，現在學生的焦慮跟
今的歷史專業知識，系上重視寫報告與外語能
他當年做學生時候的焦慮，本質上是一樣的，
力的特色成為他日後職場上的助力。尤其是西
就是如何規劃學習？他以自身經驗勉勵大家，
洋史課程，無論是本國教授也好，外籍老師也
在任何學習上遇到瓶頸時千萬別放棄，要釐清
罷，一律英文授課，令洪孟啟至今難忘。他懇
學習目標，然後全力以赴，「每天督促自己練
切地說：「外語就是工具，它成為我開啟認識
習，養成一種不跟自己輕易妥協的習慣，時間
另一片土地的利器，讓我領略西洋歷史文化的
久了便會見到曙光。」
豐富涵養與氣質，我也從中享受歷史的哲學層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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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優良教師

文化部部長
洪孟啟

察納異見 勇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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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必須有同理心、以人為本，能站在
學生角度思考如何教學，才能營造出優質有
效率的學習環境。」留有一頭長直髮，訪談
間搭配上親切笑容，優雅而不失幹練的氣
質，自然而然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娓娓道
出教學理念的是甫獲102學年度教學優良教
師的日文系副教授孫寅華。
孫寅華教學不流於僵化，且注重課堂上師
生間的互動。總是在思考如何激起同學們學
習意願的她，不僅能認得班上同學，更藉由
觀察學生課堂上的反應，做為調整教學步
調，以及課程進度的依據，「不願意放棄課
堂上任何一位同學。」這不僅是孫寅華對教
學的理念，更是踏入杏壇至今的堅持。
孫寅華認為，現在同學們普遍缺乏的，是
自我學習、完整論述的能力。她不僅在課
堂前先公布講義讓同學們能事先預習，在
課堂上也鼓勵同學多發言參與課堂，對於期
中、期末考的出題更是用心。「一份考卷的
出題往往動輒5個小時，且出過的題目就不
重複命題了，題型也以申論為主，為的就是
訓練同學們更完整論述的能力。」
大學生該如何充實自我，孫寅華說：「大
學是人生中最能盡情學習的階段，培養宏觀
的格局，多參與社團活動更是大學生應該好
好把握在學時間學習的課題。」老師溫柔婉
約的言談中帶著關切的眼神，她總是能用同
理心了解同學們的需求，用心為同學準備最
豐富的教材，帶領迷惘的學生，一步步走向
積極明朗的未來。（文、攝影／蔡晉宇）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