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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益友共享學教經驗
【記者陳品婕、陳羿郿淡水校
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教發
組於3日在T307翻轉教室，舉行
Mentor and Mentee教學經驗分
享，共有35位教師參與。執行長

國際研究學院戰科中心和學教中心學發組於上月 28、29 日
合辦「2015 菁英學生課外活動發展─領導統御營」。
潘慧玲表示：「透過Mentor and Mentee制度，
（圖／學教中心提供）
激發教師們設計出讓學生有興趣的教學方式，
以及運用不同方式呈現學習成果，盼改變課堂
氣氛，也希望教師們互相討論、分享教學經
驗。」教發組組長李麗君讓教師填寫教學心聲
便利貼，了解Mentor和Mentee的

吳舜文新聞獎真善美新聞獎
大傳校友范逸華雙響砲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2015第七
屆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於上月9日公布得
獎名單，本校大眾傳播學系校友范逸華在
三立新聞的作品「伊斯蘭誰的國：中東戰
火與難民衝擊」、李碧蓮在聯合報影音新
聞部的作品「對話世界首部曲－對話環印
度洋」，榮獲社會前進獎「拓展國際視
野」報導。范逸華並以作品「漂浪‧敘
利亞苦難紀實」於3日獲頒第29屆吳舜文
新聞獎的電視類－國際新聞報導獎。她表
示，首先感謝評審的肯定，這次前進土耳其
與敘利亞，土耳其敏感的政治氛圍，時常面
臨警察關注，甚或要求刪除畫面，拍攝難度
高，但還是帶回當地難民營辛酸血淚的畫
面，期望藉由報導讓大眾關注難民；此外，
事件背景複雜，也並非我們所見難民湧入德
國、約旦等地而已，更多難民陷入回不去的
困境，還有工作、教育及人口販賣等問題。

英文系愛心圖書義賣獲好評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主辦愛
心圖書義賣會於1日至2日在外語大樓舉行。由
前英文系講師辛譜生等英文系師長捐贈百餘本
英文小說、詩集、字典等書籍。現場飄揚著古
典音樂混合著翻書聲，只見好幾位同學安靜地
參觀選購。此次義賣會共募得書款5千元，所
得將全數捐給英文系獎學金。系主任黃永裕表
示，辛譜生老師離職前留下許多原文書籍，加
上其他老師捐贈，促成這場義賣，希望義賣所
得能幫助更多學生。抱了厚厚一疊書的英文一
王婷萱開心地說，課堂中得知有此活動很感興
趣，挑中多本小說及字典還能助人真的很棒！

【記者劉家伶蘭陽校園
報導】全球發展學院英美
語言文化學系於2日邀請
清華榮譽講座教授李家
同來蘭陽校園，以「我
的學思歷程」為題演
講。現場座無虛席，可見李教授聲名遠播，深
獲許多師長與同學的喜愛。政經系系主任包正
豪表示，「李家同講演讓師生皆獲益良多，更
啟發我對政經系課程架構的新思維。」
會中，李家同謙虛地表示，我其實非聰明之
人，所以做每件事都會抱持著努力學習的心
態。另分享到個人的學習方法，他提醒學生要
勇於挑戰自我，嘗試原本不善長的事物，可以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由經濟學系
開設的商管學院共同科目「寰宇財經講座」
課程，於1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來
校，以「台灣經濟的困境與出路」為題演講，
逾2百名學生到場聆聽。
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希望藉此機會教導學生
面對臺灣經濟的困境，應該強化自己、為臺灣
尋找出路。
此次胡勝正講述分3部份，首先闡述現今臺
灣面臨內、外兩銷不振的經濟困境，接續說明

未來週成果發表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吳茂昆

增加成長的機會，例如基本學問的國文、英文
和數學能力，對於日後學習非常重要，他認為
擁有這些能力就可以自主學習很多課外或是和
非本科系的知識。「我們不需要花時間做人生
規劃。」李家同盼學生心中要有一個大格局，
並認為人生遇到挫折是很理所當然的，重點是



的服裝進行展演，學校提供充足的空間讓年輕
人真正發揮想法、活力及創意，我便思考把東
華大學定位在永續、創新、多元，作為辦學核
心價值，盼藉由這個視角、架構來培養有專業
素養的人才，更期待未來服務社會國家、放眼
全球。
但如何利用在地特色加強人才培育呢？也許
學校協助地方轉化出許多有意義價值的特色
產業，進而創造社會發展的價值。但現況不如
從前，學生也已不再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而是自主管理、自由發揮，讓學生利用手邊素
材、資料從事探索和開發，所以在東華有近 8
成學生住校，我們主張透過宿舍生活讓學生自
主學習，例如學校餐廳就讓學生們自行經營和
運作。
同時，我們提出一個概念，由教師主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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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景氣趨緩、長期競爭力下滑等外在因素影
響，第三則是此場演講重點，他認為幫助臺灣
脫離困境的三支箭，包括積極性匯率政策、擴
張性財政政策，以及前瞻性產業政策。
胡勝正認為，臺灣短期困境將隨全球景氣復
甦獲得改善，雖然目前社會對於提升長期競爭
力的願景與策略普遍有社會共識，但進度緩
慢、成效有限，所以大家發揮潛力一同改變。
最後，他勉勵學生提升外語修養、培養創新精
神，一同為臺灣經濟復甦尋覓出路。
未來學所於1至3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104學年度未來週」系列活動，吸引200人次
參與。1日的開幕式中，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
致詞表示，同學將未來學理論運用於實習及生
活中，值得嘉許。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表示，
本所實習的獨特之處並非為特定職涯而實習，
而是透過實習讓學生思考未來想要的人生。
實習發表會中，由未來學碩二鄭博元等5位
學生以社區改造及組織發展兩大主題，發表至
企業、政府部門及南機場的實習紀錄與心得，
探討南機場未來、媒體未來及迎接數據新時
代等內容。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謝
尚賢表示，南機場團隊同學把困難轉變成學習
機會，十分難得。當日下午則進行「2015年世
界未來學年會」心得分享（詳心得請見本期二
版）。2、3日「預見未來」系列工作坊則由中
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理事沈泓颺等4位講師，
以遊戲未來為主題分享並帶領小組討論。（文
／張少琪、攝影／朱樂然）

我們用何種態度面對，更應抱持著終身學習、
做一個有學問的人。最後，他強調，「任何工
作我都喜歡，只要有能力的人就會喜歡。」相
信只要有能力，不管學習任何學問都不會遇到
太大的困難。政經二呂彥妮表示，「李教授是
一個知能合一、與時俱進的人，收獲很多。」

郭葦庭分享實習奪冠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
2日，全球發展學院舉辦「實務
學習成果徵文競賽」，有60名學生投稿，其中
20名同學晉級複審，邀請本校創育中心主任江
正雄等人擔任評審，協助學生了解業界發展現
況、縮短學用落差。全發院院長劉艾華表示，
「今年第三度舉辦徵文比賽，同學報名相當踴
躍，學校提供同學許多講座課程、企業實習、
企業參訪等機會，藉由實務操作累積經驗，並
留下寶貴的成果讓他人參考。」
最後，由觀光四郭葦庭奪冠，抱走獎金一萬
元，她說：「很開心和大家分享在臺中亞緻大
飯店服務的有趣經歷和心得。」

資傳系7日黑天鵝開雙展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創意數
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第四屆招生暨成果展「媒
樂地」和「藝術頑童─劉其偉特展」於7日中
午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幕儀式。1日，由創
媒的同學們扮成「媒樂地」中的機器人、稻
草人、桃樂絲和獅子等角色，在校內遊行、宣
傳，另在福園舉辦「投影拍照」，吸引許多人
駐足。會計一蔡姍容說：「宣傳很有趣，可以
和自己的願望投影拍照，還能拿到小禮物！」
「藝術頑童─劉其偉特展」的宣傳活動負責
人資傳四傅奕慈說，藝術家劉其偉繪製了星座
系列畫作，所以希望大家透過投票來認識劉其
偉。資傳系同學更將畫作製成刮刮樂，策辦
「福園刮刮樂」邀師生刮開畫作，表達揭開展
覽的意涵。

引領學生探索在地特色 發掘產業創新

【記者林妍君整理】臺灣四面
環 海， 擁 有 全 世 界 15% 的 海 洋
生物，島上原生物種更是相當多
樣。而花蓮縣占全臺地理面積之
冠，儘管半數以上地形為山陵，
但自然資源豐富，且臺灣稻米的
供應多數來自於此，因此東華大
學積極想推動產業發展，盼結合
在地特色，攜手創造共榮。
看見在地機會 培育創新人才
東華學生常說，「東華好山、
好水、好無聊。」不過我認為，
這裡才是最佳的學習地，目前東
華學生來自多元族群，在去年運
動會上，我看見同學以自行設計

獲得本校首屆金鷹獎的物理系校友吳茂昆，
曾被提名諾貝爾物理獎，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士中的第一位臺灣人。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校
長的他，於上月 6 日，受菁英校友會與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邀請，來校出席「菁英迎新茶會－
老鷹迎小鷹」活動，並以「在地特色的產業發
展」進行專題演講。
吳茂昆強調，「如何把經歷、經驗傳承，與
年輕人分享，這才是最重要的實質貢獻。」演
講中多以東華大學為例，除了分享教學心得，
也帶領大家了解花蓮在地特色。本報摘錄此場
演講重點。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胡勝正來校講臺灣經濟困境與出路

【記者盧宏維臺北校園報導】配合65週年校
慶「系友回娘家」活動，土木系系友會於上月
28日在臺北校園舉辦「土木系友大會暨餐敘聯
誼」，系主任王人牧、土木系系友會會長韓道
昀、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等逾
30人參與。活動邀63年畢業系友、勞動部職業
安全衛生署副署長張金鏘，在會中發表「工程
災害所衍生相關法律問題之探討」，更公布
「104年度傑出系友－第五屆金禹獎」得主：
新加坡萬德集團董事長莊文甫、國立聯合大學
副校長李增欽，將於明年3月春之饗宴頒獎。
王人牧表示：「非常開心校友畢業多年後返校
聚首，希望春之饗宴大家也一同共襄盛舉。」

演講人：國立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
（攝影／林俊廷）
時間：104 年 11 月 6 日下午 3 時 30 分
演講題目：在地特色的產業發展

民黨」拿下第一名及最佳政黨獎。國際研究學
院院長王高成非常肯定學員的學習動機，「尤
其在週末期間主動參加如此有意義的活動，是
對學員有很好的學習效果。」王高成進一步指
出，學生畢業後，可能遇到更高、更廣的決策
環境，因此在校學習兩難決策、壓力決策等思
考，有助於學習情境的適應及決策視野，相信
也有一定的助益。國企四鄭瑋鋐分享，活動中
透過模擬學習決策，小組在決策過程中，雖有
不同觀點或想法，幾經討論、協調後，互相理
解對方理念，也使我們學習優秀領導的能力。

李家同分享個人學思歷程

莊文甫李增欽獲土木金禹獎

翰林驚聲

教學心情；再讓教師分組討論教學實務情境，
包括大班教學困境、學生程度落差。經過教師
們討論後，分享解決方案，例如線上點名期以
提高出席率，或透過課後小測驗讓學生教學相
長。水環系助理教授彭晴玉說：「今天有些經
驗分享是我沒想到的，是很好的參考。」
國際研究學院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和學生發
組於上月28、29日合作舉辦「2015菁英學生課
外活動發展─領導統御營」，透過高階決策
模擬系統進行情境式模擬決策訓練，共有28位
學生參與，最後由資工一高宜誠帶領的「鄉

社區資源，帶領同學走訪社區、部落與小鎮，
透過接觸、參與，進而讓學生理解、融合及發
揮才能，如此我們才算是真正培養在地產業人
才、產生新創事業，抑或是發展出對人有幫助
的志業。當然，其中也摻雜了多樣的議題與問
題需要克服，特別是東部地區普遍存在經濟弱
勢、教育資源不足等偏鄉問題，師生齊力協助
平衡資源、降低貧富差距。
開發在地食材 催生有機蔬食
近年來，年輕人組成團隊，運用共享概念結
合現代科技，並與附近商家、餐廳連結，讓學
生上網就能使用 App 點餐。除了結合花蓮特
色，又可達到同學需求，且食材都是 10 公里
之內可以取得的品項，所以碳足跡非常少。
而菜單上也有亮點，例如米披薩的食材就是用
20% 至 30% 的稻米取代麵粉，皆是符合經濟效
益的個案。
不過，平台整合仍是項問題，除了 App 得
克服在不同載具和系統上運作，還有學生需求
不僅止於附近店家，所以未來我們朝向擴大經
營，利用交通系統引進更多元的選項，期待在
未來搭上趨勢，因應快速的生活節奏，量身打
造出適切的供餐環境。
此外，開發有機食材也是努力的方向。有機
商品的面相通常不好，採收數量相對較低，價
格自然水漲船高，因此我們除了收購食材，還
包下農場的七分地，目的在於避免農民為了生
計，回歸以往噴灑農藥的方式栽種。
根據國外研究指出，二氧化矽做成奈米產品
是非常好的肥料，且對人體健康無影響，所以
未來利用這項技術取代化學肥料，讓小農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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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獲利外，加上科技的輔助，相信對有機農業
能帶來很大幫助。
天然資源遍布 學習素材俯拾皆是
花蓮隨處可見到特殊物種，以豐田玉最為常
見，且研磨出來的貓眼石更是受大眾青睞。我
常藉此告訴孩子們，善用身邊學習素材，把他
們變成自己的資產。因此我開了一堂課，前半
學期帶了基本的概念和基礎，後半學期透過分
組探討不同主題，讓同學們親自找尋答案。
例如東華三寶之一的綬草，因開花於清明節
期，又稱清明草，原住民使用它逾百年，亦稱
之為平民人參。我特別以此為題目之一，開放
讓同學找解答，他們發現到清明草具抗炎、護
肝、促癒等功效，且消炎效果甚至比市售的消
炎藥還要好。未來申請專利、製作面膜等醫美
產品可有相當產值，這就是我想給大家的概
念，期盼學生能從臺灣原生物種中研究、挖掘
創新創意。
樂見年輕人有想法，想要了解花蓮的人文、
地理、歷史，以及有高附加價值的素材，近來
他們也開始回鄉討論興起、復甦沒落的地方，
例如開發觀光、改善農業。在玉里，就有一批
年輕人現正把地方特色文物做有意義的改變與
開發，除了定期開課演講，也帶領觀光客深度
觀光、旅遊，東華大學目前也有類似計畫，期
待成為東臺灣的脈絡，突顯地方價值。
未來 20 年，我希望花蓮可以成為亞洲永續
發展的首都，從經濟環境、能源生態到健康環
境，建構一個永續能源、活化地方的基礎，再
結合成為一個新世代的社會企業，企盼不只在
花蓮達成外部效益，全臺也能做到永續發展。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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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
沈葆感謝師恩
曾獲本校金鷹獎、
中文系校友沈葆於
10月17日參加中國
天津南開大學「迦
陵學舍落成」啟用
儀式，而此建物落
成，則是為了她當年的恩師、曾任教於本校
中文系教授葉嘉瑩（上圖）所建。隔日，沈
葆亦出席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由榮譽校長
Ralph B. Young頒贈「文學博士、特殊榮譽
學位」給葉嘉瑩教授，表彰她「畢生致力於
教育事業，其創造性天賦，激勵無數中外學
子，具有深遠的國際影響力與成就」。基
此，沈葆特別來信表達對恩師葉嘉瑩的教
導，本報摘錄原文、整理如下。
1962年，沈葆考進淡江文理學院中國文學
系，當年系上「名師如雲」。當時擔任文理
學院院長的張建邦主張「延攬、禮聘」最好
師資到校任教；當年中文系系主任許世瑛的
努力下，我們才有機會當了葉嘉瑩教授的學
生。自從上了嘉瑩師「詩詞課」後，明白她
不僅有深厚的古典詩詞素養，更有扎實的古
文根底。先生對詩詞之感受，天生具有敏銳
的稟賦，她講解和舉引的範例，皆為詩歌精
華。嘉瑩師「感銳思深」的「詩歌賞析教學
法」，常使我茅塞頓開。
2008年春，得知嘉瑩師5月初，要從溫哥
華赴哈佛大學講演，特地商請她先蒞臨美
國首都華盛頓，也專為大華府僑胞舉辦演
講。當日在華府僑教中心，以「從雙重性別
與雙重語境、談晚唐五代詞的美感特質」為
題講述，臺下坐滿數百位學生及慕名前來的
聽眾。那年嘉瑩師已84歲，她依然站著講了
兩小時，精神飽滿、意氣飛揚。隨著嘉瑩師
的解說評析，聽眾宛若置身於「晚唐五代」
的時光隧道裡，忘卻了現實，沉醉於詞境
中。這真是一場「難忘的文學講座」。
次日的歡迎餐會，讓同學們再一次重溫
「嘉瑩師」她那「朗朗如日月之入懷」的
開朗真淳、「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雍容自
適，以及「謙和溫婉以懿文德」的大學者風
範。本報將沈葆原作「書生報國成何計，難
忘詩騷李杜魂」一文，轉刊在淡江時報網
站。（文／周雨萱整理、圖／沈葆提供）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村上中心導讀新書《身為職業小說家》
村上中心於 18 日在外語大樓 FL619 邀日
文系助理教授王嘉臨為大家導讀村上春樹
新書《身為職業小說家》。（文／劉蕙萍）

閱讀旅行工作坊在圖書館

圖書館舉辦閱讀旅行工作坊系列講座，將
有外語學院教師導讀。（文／劉蕙萍）

國際處接待 3 團參訪本校

國際處於近日接待浙江、香港及新加坡 3
團參訪本校、了解特色。（文／張少琪）

學程加油讚
國際企業未來英語學分學程
本校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與全球發展學
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於103學年度下學期設
置「國際企業未來英語學分學程」，結合跨
系所院資源，以境外文化、企業、產業未來
實習及全英語授課為特色，學生修習必修課
程20學分可取得學程證明書。103學年度修
畢、取得資格共計5名學生。
本學程業務由國企系主辦，系主任蔡政言
說：「學程主要是透過企業實習獲取實際工
作的經驗，畢業後可以獲得企業進用的機
會。現在的學生即使學歷、成績有不俗的表
現，但因為缺乏實務經驗，在求職路上偶有
遭遇碰壁的問題。而透過學程，由學校引薦
學生跟著企業指派的業師學習，除了可以參
與實作外，同時也能爭取進步的空間。」
該學程分3門課程，包括未來學門、國際
企業及產業實習相關課程。其中，產業實習
相關課程於上學期安排學生赴四川成都進行
企業實習，培養學生具未來視野的國際企業
人才。（文／孫于翔）

人物短波
法文系校友桂綸鎂開嗓
【本報訊】上月28日，藝人劉若英在北
京首都體育館開唱，邀請本校法文系校友
桂綸鎂，以及湯唯、周迅獻唱專輯同名歌曲
《我要你好好的》，四人私交甚篤、首度公
開同台演繹新歌，並在舞台上穿睡衣大玩枕
頭戰，為台下近兩萬名歌迷帶來超大驚喜。
根據外媒報導，劉若英於日前力邀3位影后
獻聲時，大家連歌都還沒聽過，就允諾參與
錄製，但其實為齊聚一堂錄音也歷經困難重
重，所以當時只好分別在兩岸進錄音室收
音。此次演唱會團聚三后，讓劉若英對好姊
妹極具義氣的表現，大呼：「揪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