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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大三出國
新增杜拜阿聯酋實習
【記者劉家伶蘭陽校園
報導】上月29日，由全球發
展學院院長劉艾華代表國
際觀光管理學系與杜拜阿
聯酋酒店管理學院（The Emirates Academy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EAHM）通訊簽
定大三出國合作備忘錄，並舉辦說明會。
會中，觀光系系主任葉劍木引薦該學院代
表John Fong，除了介紹學習環境、學費及學
制外，還進一步說明留學期間的第一學期，
規劃在該學院修讀專業課程，第二學期則安
排至當地國際級飯店帶薪實習。他強調，
該學院坐落在杜拜帆船飯店步行3分鐘的距
離。對於畢業前擁有國際觀光產業實務工作
經驗的誘因，現場吸引近30名學生踴躍參與
及提問。
John Fong表示，非常榮幸與本校合作，阿
聯酋酒店管理學院非常願意提供優秀學生獎
學金，讓學生安心出國留學。對杜拜很感興
趣的觀光二蘇竑力說：「感謝系上提供這個
特別的機會，相信對於我的學術專業及國際
實務經驗會有非常大的幫助。」觀光二林珈
伃表示，這場說明會非常具有吸引力，教授
也講解得非常清楚，讓我降低出國的恐懼、
也更增加我的國際視野。

台灣好行前進蘭陽校園
【本報訊】「台灣好行」開進蘭陽校園！
自今年6月1日起，宜蘭縣政府配合教育部推動
「大專院校公車進校園」，結合市區觀光，安
排中型巴士開進蘭陽校園。目前校內設置兩處
站牌，分別在校門口與行政大樓前停靠；平日
「台灣好行」礁溪線每天行駛3班次，假日配
合遊客增加至5班次。軍訓室少校教官劉家勇
表示，蘭陽校區位於林美山上，除原有交通車
外，台灣好行確實提供師生新的交通選擇。
目前，蘭陽校園有逾250位學生申請校內停
車位，劉家勇進一步說明，「這些學生不僅持
有機車駕照，也須通過本校要求的山路體驗測
考，但因為蘭陽受限天氣因素，學生自然會降
低騎車需求，加上觀光巴士的增駛，有助於學
校、也分擔了學生對於交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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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7日，國際
處舉辦短期國際移動暨行遠多識海外見習計畫
成果發表會，吸引逾60人到場聆聽。國際長李
佩華說明，國際處透過提案競賽的方式，獎助
入選學生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活動，「希
望能讓更多學生藉由本計畫，走向海外，提升
國際視野並豐富閱歷，若有志參與此計畫的學
生，可與淡江逾千名境外生互動，不但行銷臺

周奕成來校分享大稻埕賣小藝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系學
會於上月29日晚間在牧羊草坪舉辦年度盛事
「德國文化節」活動，吸引近500人共襄
盛舉。舞台上裝飾著以德國國旗為底色
鑲有Oktoberfest（慕尼黑啤酒節）字樣
的布條，並由詞曲創作社、吉他社、
Beatbox社輪番表演，氣氛十分熱鬧。
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致詞時表示，提
醒同學體驗德國文化之餘，切勿飲酒過
量、酒後勿駕車。現場備有大麥、小麥、
黑麥3種啤酒及德國香腸、德國麵包、法國
麵包等供享用。活動總召德文二廖裕嘉表
示，德國當地啤酒節在戶外舉行，這次特
別選擇在牧羊草坪舉辦，讓大家體會最道地
的啤酒節。化材二劉仲恩表示，在草皮上品
嚐美食、聆聽歌曲，別有一番風味。建議未來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開設課
程「專題研究」，於上月27日邀請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副署長張子敬，談臺灣環境保護策略現
況與成果。授課老師水環系教授康世芳表示，
希望借重張副署長30餘年的豐富經驗，讓學生
更了解政府政策及未來發展方向。
張子敬以諸多案例分享政府近年推動空氣污
染管制、水污染防治、廢棄物管理3項策略，
例如以補助方式加速淘汰老舊二行程機車政策
改善空氣品質；以鳳山溪為例探討都會型河川
的整治策略；秉持「污染者付費」原則，自

給大家享用，期待藉由生態觀察擴大我們對生
活環境的關切。資創二陸玟臻說，茶與書畫皆
是能充分展現中國藝術之美的文化特色，透過
將兩者結合，希望喚起本地生對文化的情感，
以及外籍生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文／劉家
伶、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蘭陽萬聖趴變裝拚獎金

藝高文創總經理

林羽婕

演講人：藝高文創總經理、台北當代藝術館涉
外合作統籌林羽婕（攝影／盧逸峰）
時間：104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2 時
演講題目：一個城市為何需要一間當代藝術館
－以台北當代藝術館為例
在趕來本校「全球文化行銷企劃專題」課程
演講前，林羽婕正和來臺參與京台論壇的北京
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張澤工會談，就策展價值
深入淺出的討論後，雙方對於成立「華人品牌
研創基地」有了共識。張澤工認為，兩岸文創
應該建立合作機制，用策展的思路，整合資
源，成就華人品牌。林羽婕匆匆走進教室，從
第一次來本校演講時，曾以「文創通識」開題
展開這場講座，本報摘錄此場演講重點。
【記者盧逸峰整理】我一路走來，曾經做過
媒體業、電視臺製作人、美術館副館長、文創
園區總監等歷程，對於近年文化創意產業的起

德文系系學會於上月 29 日舉辦年度盛事「德
國文化節」，現場美食、音樂相伴，不少學生
也相約舉杯同慶。（攝影／李建旻）
可準備更多樣的食物，明年很樂意再參加。

環保副署長張子敬暢談政策現況

【記者劉家伶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萬聖
節活動由淡蘭學生會、文苑女宿自治會聯合舉
辦「I搞怪愛妝瘋」萬聖節裝扮活動，於上月
27日登場，現場逾100位學生響應。活動從早
到晚接力進行，白天參與學生以變裝行動出
席課堂，中午在強邦國際會議廳旁安排團體拍
照，同時網路票選裝扮前衛前3名，晚間另有
精彩的萬聖闖關遊戲。主辦人政經二白蕙慈開
心地說，「期待大家能藉此抒壓。」

翰林驚聲

灣，也行銷淡江。」
現場有3組學生發表感想。西語四林妤洵以
「北海烏托邦 嚴以綠己X沙發客窩世界」為
題，分享暑假25天旅居北歐的沙發客生活，除
對北歐人推動環保、永續生活態度大開眼界。
電機四黃國恩、吳承霖、西語四王紫瑜3人拜
訪比利時移動學校的「世界公民島」任務，分
享以行動拉近淡水坪頂國小的城鄉差距，他們

鼓勵大家：「把臺灣的經驗帶出去，把國外的
視野帶回來，為臺灣冒險，看見不平等。」美
洲碩一陳韋君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大縱走」
為題，分享自助旅行見聞，「旅途中無論發生
什麼事、遇到什麼人，只要微笑，再多困難都
迎刃而解。」參與活動的經濟四張瀚勻說：
「大家的故事都很精彩，訝異於同齡人的思考
縝密，對提升自己有所幫助。」

德國文化節 近500人交流美食音樂 英語授課經驗分享CLIL

外籍生體驗水墨畫 品茶聊生態
淡蘭書畫社於上月27日舉辦以生態環境為主
題的「墨色渲染，茶香泗溢」住宿學院活動，
現場逾50名師生參加。活動首先由駐校藝術家
林妙鏗解說水墨畫與自然環境的關聯，並親自
示範繪畫花朵的技巧，學員透過學習觀察植物
生態，再依個人對花的觀察，將內心所看到的
意境自由揮灑在畫作中。會中，林妙鏗為使學
員融入中國書畫的意境之中，在現場提供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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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珍執導公益微電影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曾獲金馬獎最
佳紀錄片的導演、大傳系校友曾文珍以微電影
推動愛的力量！為積極響應公益，她與台新銀
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合作，執導〈看見
愛的力量〉微電影
於上月27日舉辦首
映，透過影片讓大
家看見弱勢族群的
需要，也鼓勵大家
投票、給予公益團
體支持。
曾文珍分享到，
「此次合作源自台
上月 26 日，由國企四吳翠軒、教科三陳詩婷等 7 位學生自主舉辦「有 新看見我在2015年
種勇氣，叫出走」講座，邀請《有任務的旅行》紀錄片導演林正盛、劇 執導的紀錄片《長
中主角之一的吳心耘、謝睿哲，以及曾參加「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 情的告白》，讓我
行」的電機四黃國恩、吳承霖進行心得分享，逾 200 人出席聆聽。
開始認真思考相關
曾以電影《愛你愛我》獲得柏林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林正盛受邀參與拍 議題。這次以老人
攝紀錄片，「過程中發現他們很有勇氣，相信這些經驗在未來會對他們 照護、身心障礙和
產生很大的幫助。」吳心耘分享在斐濟執行「漂浮圖書館」時募書的艱苦， 新住民為題材，片
以及旅程中與當地孩童建立友誼的感動。謝睿哲分享非洲馬拉威的旅程 中融合插畫家幾米
改變了他的想法，讓他更能看待、接納新事物。
繪本《忘記，親一
黃國恩和吳承霖則是提到透過旅行任務，更能體會到偏鄉教育的意義， 下》的情境發想，
並以迴紋針以物易物、換到房子的例子鼓勵大家，「別說自己不行。沒 透過影片的傳遞，
有試過，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換到什麼！」俄文二王靖雅說：「一直以 希望大家看到需要
來覺得自己很渺小，看到活動意義和內容可以讓自己更了解人生，也體 幫助的人時，能主
會到其實還有很多的時間可以發揮。」（文／孫于翔、攝影／朱樂然）
動給予幫助。」

逾200人見證有任務的旅行

策展人大解密 打造華人品牌研創基地

伏，這是產業轉型必經的過程，讓
大家有機會重新思考文創的根源與
定位，如同我認知的文創初衷應該
來自單純的藝術文化。
談起文化創意回到根源，可以追
溯至博物館，身為一個策展人，我
認為一間美術館對於一個城市的轉
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美
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示了各
國家、各文化的歷史文物，希望將
「人類文化的根源」匯聚於館中。
然而，博物館營運除展出奇珍異
寶，讓人大開眼界、滿足有錢人
外，其實最終的使命在透過展出充
實參觀者的人生經驗。根據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定義，博物館應具
有 3E 功能，包括教育國民 (Educate)、娛樂大
眾 (Entertain) 及充實人生 (Enrich)。時至今日，
多數博物館除了展覽，皆設有咖啡廳、紀念品
店等誘因，期待參觀者進一步知性學習、感性
娛樂，同時吸引大家主動詮釋與表達，進而得
到圓滿豐富的體驗。
辦活動、跑行銷 策展人各顯神通
我在台北當代藝術館服務，最初營運從行銷
美術館開始，嘗試在捷運站燈箱展覽藝術、販
賣夢想的活動，到後來連清潔人員都開始討論
展覽內容，藝術氣息逐漸在社區、生活中感
染，也帶進商業空間，成功引起話題與連結。
台北當代藝術館身為新時代博物館，也是臺
灣發展藝文的重要據點之一，企圖把藝術生
活化、生活藝術化，同時跨領域經營、挑戰多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104年起，向污染者徵收水污染防治費；分析
公營及民營焚化廠差異等。
水環碩二林己豪表示，聽講後收穫良多，尤
其是更瞭解臺灣廢棄物管理的歷史演進。除此
之外，也看到政府為讓焚化廠更易被民眾接受
及外觀能融入城市所做的努力，如：國際知名
設計師貝聿銘團隊規劃八里垃圾焚化廠外觀。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習與
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上月29日在I501
遠距教室，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邀請英語
授課教師軍訓室少校教官周之興分享出國研
習的經驗，他於8月中旬遠赴澳洲昆士蘭大學
參加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訓練課程，吸引逾60名教師與會。
CLIL是指將授課內容以第二語言作為媒
介，借以傳遞知識的教學法。周之興談到CLIL
教學特色為全英語小班密集訓練，課程分為專
業知識、語言教學與學習技巧。他進一步說
明，「最好的授課方式就是『Less is more』，
用最少的講授方式和時間，讓學生吸收最多。
因為英語授課不易讓學生理解且有進入障礙，
建議每10至15分鐘變換上課節奏。」
周之興分享教學秘訣，例如他嘗試以戰鑑為
題，鼓勵學生用英文介紹自創戰鑑，透過腦力
激盪，增加彼此的學習機會。軍訓室護理教師
施淑芬說，「真的要多給老師與學生肯定！透
過講者的學習過程及授課教師的經驗談，從中
得到打造更適合課程的靈感。」

元議題，更邀請藝術家以創新創意來突破既有
的認知、活在當下。但館方也曾因財政窘迫，
在缺乏經費宣傳下，於 2008 年起展開「零元
行銷」，使用免費的社群媒體來宣傳，如今
Facebook 粉絲團擁有逾 26 萬人按讚，且多年
來累積逾 700 部影片也上傳至 YouTube，成為
全臺灣最重要的當代藝術教育資源。而起初僅
用一臺相機起家、拍攝藝術家紀錄片，到現在
練就出拍攝 4K 畫質的實力，這是一個學習的
過程，跟著時代脈動走，也能達成優質效果。
鼓勵秀出作品 試圖引動討論
在策展的過程中，因為存在許多可能性，所
以很難去定義「當代藝術」，如同現今科技與
社群媒體發達，每個人隨手拿起手機、平板，
皆可扮演起作者、導演、演員多重身分，所以
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策展人。而當時的台北當
代藝術館就曾經以「公民藝術之窗」為題策
展，由每位參展者抒發己見、讓他被看見。
2011 年另啟動藝術家駐校計畫，促成館校
合作、協同教學，除了邀請藝術家跟學校美術
老師合作，讓每位參加的學員都完成了人生第
一次展覽之外，也與附近的成淵高中、建成國
中、日新國小合辦課程、舉行藝術踩街等活動；
更曾與詩人鴻鴻聯手辦詩歌節，帶領孩童創作
詩，把詩作結合文創、用詩表露感情。
當時的當代館館長石瑞仁曾對我說，「藝術
無所不能！」直到累積多年的策展經驗後，我
在華山文創產業園區執行「365 天、天天有藝
術家的胡搞瞎搞」企劃案中，發現藝術多元呈
現的手法，讓藝術家盡情自由揮灑，使華山出
現新的光景及有趣事物，真的是無所不能！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時代下的策展人
在人人都是策展人的時代，「策展」顯得非
常重要。我認為，每個人在做的每件事都與
「策劃」有關係，如同一個人的人生中，不能
光是停留在當下，必須思索你想要成為怎樣的
人、要成就什麼樣的事業，以及完成如何的夢
想？所以更要把策劃的概念昇華到「策略」，
才能在當下做出選擇和決定、也為未來鋪路。
很多人會問我「怎樣能成為策展人？」對我
而言，策展是一個學習、也是實踐的過程，但
大家請先思考、培養出下面 4 項先決條件：首
先，策展人需要強大的「溝通」能力，其次透
過「說服」影響他人，包括說服自己、也說服
別人；再者，必須要有「組織」架構的能力；
最後，則是一定要有無比的「熱忱與熱情」，
唯有相信自己，才能接受所有挑戰、面對挫
折，進而完成夢想。
實踐品牌工程
關於品牌，剖析歐美產業的發展，會發現到
我們對於歐美的認識來自於他們的品牌，鋪天
蓋地的行銷手法是值得取經。而在華人文化圈
中，臺灣有好的創意、大陸有廣大的市場，且
兩岸有相似的文化，所以「如何建立一個華人
品牌、在世界發光發熱？」就是當前的課題。
現在無論是中國大陸、甚至全世界，都在流
行「創新創業」熱潮，我也透過實踐去了解自
己的能耐，這是一項自我挑戰的任務。如今選
擇創業，我常在奮鬥之中努力說服、也相信自
己。未來嘗試建立華人品牌研創基地，這不只
是一個夢想、更是一個可以實踐的理想，期待
立足全球、邁向世界。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條

網路看更 大

校友歡聚 大傳、統計辦系友回娘家

大眾傳播學系和統計學系分別在上月
24、25 日在臺北校園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
除了邀請歷屆系友外，亦找來在校師長和學
生與會。席會間，師生、同窗歡聚互動，讓
現場處處倍感溫馨。（文／陳照宇、杜歡）
公共行政學系、職輔組於上月 26 日邀請世
代文化創業有限公司執行長周奕成，以「大
稻埕賣小藝」為題進行演講。他也分享參加
野百合學運的經驗，鼓勵大學生參與公共事
務，進而從中能增加對議題與知識的了解。
（文／盧逸峰）

教師評鑑優等獎

廖育卿

身教言教 盼起示範作用
「正面思考、積極理解、主動學習，是我
一直以來的教學理念。」眼前這位笑容燦爛
的是外語學院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廖育
卿，對於今年榮獲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肯
定，她保持一貫謙虛的態度、以感謝回應。
廖育卿教學採行因材施教，在初、中級課
程中，以理論引導學生打下扎實的文法基
礎，講求咬字清晰的發音方法，掌握學生學
習進度；在日本名著選讀等進階課程中，她
則是擅於互動，鼓勵學生詮釋文學角色，加
深知識的理解。
學習要建立在興趣的基礎上，是廖育卿十
分強調的一點，她希望學生能主動發問、自
主學習，也很樂於學教翻轉。她拿出自己學
生時代的筆記和學生分享，也曾在課堂上討
論學生有興趣的日劇和遊戲。通過日文檢定
的學生還會收到廖育卿獎勵的小禮物。
採訪中，廖育卿最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
「思いやり」，意指做人做事要設身處地的
為別人著想。她以身作則鼓勵學生以正向
方式對待負面情緒，系上學生在她薰陶之
下，也顯見有禮的成效。
最後，廖育卿鼓勵大家善用校內軟硬體資
源，自我訓練一顆柔韌的心去應變複雜的社
會。她十分喜愛一副字「日日是好日」，希
望大家把握時間、珍惜當下。（文、攝影／
盧一彎）

學程加油讚
綠能科技學程 實務接軌
本校工學院與理學院自101學年度開設
「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並於101學年
度獲得教育部「跨領域學分學程」補助。學
程整合工學院7系所、加上理學院化學系，
除了提供跨領域訓練課程外，另整合發展研
究計畫，總計19門課程供全校選修。統計至
103學年度的申請學程人數逾450人、累積32
名學生取得學分學程證書。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表示，學程分為基礎課
程、基礎科學課程及應用領域課程三類，總
計修習21學分可取得學分學程證明書，「課
程設計為培養跨領域、產業的人才，安排有
逾55場專題講座、企業參訪，例如邀請前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長李鐵民演講、前往台
灣電力公司龍門廠了解實務；另辦有成果發
表會，展出教材資料，同時在現場讓學生實
作、相互觀摩所學，並加以應用。」
綠能學程為貼近能源產業發展，目前以太
陽能、風力至燃料電池三主題為重點發展領
域，其中涵蓋節能照明技術等應用，讓學生
對能源產業的想像具體化，期待提升就業競
爭力。（文／秦宛萱）

人物短波
廖韋呈赴法教華語文
本校法文系校友廖韋呈於今年年初獲得法
國在台協會青睞，入選成為中文助教。今年
9月，她遠赴法國Lycée Henri Martin教學華
語文，除了協助該校中文教師教導國、高中
生外，也順勢推廣臺灣特色，與大家介紹這
塊美麗的寶島。她分享到，國外教育方式較
為開放，課堂中多以分組討論進行，而廖韋
呈指導的學生因年齡層廣、程度不一，在課
程設計上更需要費心調整。「對我來說，海
外教學是一種挑戰，而且助教也來自不同國
家，文化風情的交流與衝擊遠超出我的想
像，但是待人接物的感受比以往還更有包容
性。」廖韋呈勉勵夢想赴海外教書的學弟妹
們，「想做就去做吧！即便失敗，也因為你
有做過，所以不會後悔。」（文／林妍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