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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張展輝報導】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副
院長葛桂錄、林志強率該校教師一行八人於5
月21日蒞校訪問，此行主要目的是與文學院商
討簽訂碩士雙聯學位事宜。列席指導的國際處
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長顏秀鳳表示，目前本校
尚未與大陸任何學校簽訂雙聯學位，因此對於
文學院與福師大的合作抱持樂見其成的態度。
　當天上午9時在L522會議室，由文學院院長
林煌達、中文系主任周德良與福師大文學院代
表們針對兩院「聯合培養雙碩士學位專案執行
協議書草案」逐項討論，預計每年各推薦10名
碩士生接受甄選，入學後須分別在淡江和福
師大一年，修滿兩校要求學分，學位論文須在
兩校教授共同指導下完成，並分別向兩校提交
兩本不同的學位論文和學位申請，且須分別通
過兩校的答辯和學位審議。林煌達特別指出，
「本校學生須先參加大陸入學考，才能取得福
師大學位證書，否則只能獲得畢業證書，這部
份要再討論。」　
　接著一行人參觀海事博物館、文錙藝術中
心、圖書館，及大傳系、資傳系實習媒體。福
師大郗文倩教授表示：「感覺淡江大學的校風
很能夠激發同學們的自主性、創造性，像是石
滬展是由三系合作展出，學習團隊間的分工，

文學週談文論E 與福師大研議雙碩士學位

　

人物短波
蔡雅涵考取司法觀護人
　本校公行系畢業校友蔡雅涵，去年考取司法
特考三等觀護人，還在就學期間就曾參加國
考，但以一分之差落榜，讓她力拼一年終於如
願。蔡雅涵為了減輕家裡經濟負擔，唸書時半
工半讀，還抽空擔任志工及返鄉服務隊，到偏
鄉小學服務的機會讓她體會到，弱勢孩子容易
受環境影響，可能被霸凌或因觀念偏差而誤入
歧途，因此萌生當觀護人的念頭。在得知成功
考取檢察署觀護人時，她和家人開心到抱頭痛
哭，慶幸自己努力沒白費。才剛考上公職，蔡
雅涵又有了下一步計畫，希望考取國立臺北大
學犯罪學研究所，攻讀碩博士學位，未來再往
教育發展。（文／本報訊）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21至25日在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黃憲堂教授紀念廳（HC107），舉辦「106學年度頂石課
程成果展」，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於開幕致詞時表示，目前頂石課
程都是由各系自行規劃，希望之後能夠有跨系或跨領域的合作，
同時也可跟學校目前的「專業知能服務課程」及產業結合，讓頂
石課程發揮更大的功能。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則稱許成果展的多
元呈現，並已實施20年，非常值得鼓勵。　
　成果展為全日文發表，影像作品製作主題多元，透過紀錄片說
故事；辯論比賽以「同性婚姻在臺灣是否該合法化」為題進行
辯論；日語教育實習提供如何掌握教授初級日語的必備知識與技
能，透過適合學童的日本文化體驗課程，學習國際化教育意義與
其實施方式；戲劇公演方面以劇作家柚子的日文劇本《血腥瑪
麗》進行演出，透過劇中劇的方式呈現充滿想像與樂趣的喜劇；
觀光導覽運用日語專業培養社會調查能力，並激發創意。

日文系頂石課程成果多元展現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
19、20日揮師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的「萊茵
盃」，拿下文藝競賽項目合唱亞軍以及簡報比
賽第三名，運動比賽的女子籃球更是睽違8年
後奪下亞軍。德文系主任吳萬寶說明，萊茵盃
為高科大、文藻、政大、東吳、文化、輔仁、
淡江等七校德文系的年度盛事，也是本系同學
展現平日學習和練習的最佳場所，可惜的是此
次主辦場地在高雄，路途較遠，所以報名參賽
的項目較少。

德文系競逐萊茵盃奪兩獎項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第五屆
學習成果展暨系友藝文展「臥虎藏龍」於22日
至2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現場除了展示中
文系各研究室如女性文學、兒童文學、田野
調查等特色研究室的成果之外，亦有中文系
刊《拾幾頁》期刊和微光詩社、驚聲古典詩社
的學生社團學習成果，今年特別展出優秀學生
的作業報告，另外還展出系友書道、畫作等作
品，其中有兩位金鷹獎得主吳榮賜和練福星
（建築系校友）分別展出木雕、銅雕和油畫。
　22日中午由古箏社和驚聲古典詩社表演揭開

中文系師生校友卧虎藏龍藝文展

　【記者蔡宣穎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19日於
B302B室舉辦「2018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應用論
壇」，邀請Snapask資料工程師蔡育儒、傑騰智
能執行長徐紹鐘與普匯金融科技董事長姚木川
分享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於不同產業鏈的應用。
主辦人統計系教授鄧文舜說：「舉辦此論壇，
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兩項目前
最新的發展趨勢，讓學生更清楚未來發展的方
向，並在未來的產業上做良好的應用。」
　蔡育儒（上圖，李祈縈攝影）說：「在這個
時代下，我們每個人的工具都相同，贏的關鍵
是使用工具的功力及處事的反應能力。」並以
近期電信業發生的「499之亂」與在台灣之星
任職時所獲得的經驗，說明電信業與軟體業利
用R及各項技術與產業應用結合。

統計系辦人工智能論壇

福師大文學院一行8人參觀石滬展，對以繪本呈現的石滬文化相當感
興趣。（攝影／陸瑩）

（攝影／廖國融）

而其中的繪本、紀錄片
等 也 都 是 經 由 學 生 原
創、發想，以及實習媒
體的實作面，這些都能
讓同學們的能力大大提
升，也是我最欣賞的部
分。」
五系成果融合古典現代
　【記者劉必允、丁孟
暄淡水校園報導】第37
屆文學週以「談文論E」
為主題，21至25日在文
館二樓大廳展出，首日

邀請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學院院長林煌
達、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教育學院院長
張鈿富、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與從福師大
文學院遠道而來的葛桂錄副院長、林志強副院
長一同揭開展覽序幕。
　戴萬欽致詞表示，「文學院不斷地推陳出
新，致力於將古典與現代作為結合，除了往年
都有的靜態展覽外，還多設計出與人之間互動
的項目，今日到展場可以感受到文化的薰陶，
感受『文青』的文藝氣息。」

　本次展覽運用數位科技、手工創作等多元
方式來呈現作品，藉由平面海報設計和實體
作品展現各系所特色，例如中文系有兒童文學
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創童書、田野調查研究室的
書刊「淡淡」等，歷史系有先秦史文創工作坊
成果書刊，資圖系有淡水維基館與吉祥物周邊
展示，福師大有明信片「福州趴趴走」與書刊
「遇見」，資傳系展出近年的畢展周邊，大傳
系則有筆記本、飲料提袋等周邊。
石滬計畫海博館展至六月底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 台灣北海岸
石滬文化展21日起在海博館舉辦為期一個月的
展覽活動，北海岸石滬研究計畫是文學院重點
研究計畫之一，由資圖、歷史、資傳三系進
行跨域合作，實際走訪淡水、三芝等地區，以
紀錄片、GIS、繪本等方式呈現，除了推廣石
滬文化外，也希望能透過教育，落實生態及海
洋保育的重要性。資傳系副教授賴惠如表示，
「此項計畫較困難之處是文史書面的研究文獻
匱乏，大部分的紀錄必須訪問到當地的耆老才
能證實，加上同學們平時都要上課，寒暑假才
能進行，也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能透過展覽
及數位典藏進行相關推廣教育。」

　吳萬寶勉勵同學，只要是比賽，就會有輸
贏，今年的得獎數雖不多，但大家都發揮了運
動家的精神，同時享受了比賽的樂趣。更難能
可貴的是，在比賽中處處可見大家的團隊合作
與活力，讓德文系更像是一個不分你我的大家
庭。他也透露，明年的萊茵盃將由輔大德文系
主辦，屆時德文系將報名所有參賽項目，讓更
多同學參與，同時追求更好的成績！
　獲得簡報比賽第三名的德文二林敬庭表示，
「這次可以代表系上參加這次萊茵盃的簡報比
賽並獲得不錯的成績，對我而言是非常幸運
的。感謝所有幫助我的同學、朋友，以及給我
建議和指導的教授們。」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大學部畢業班
科目至6月4日（一）10時止，非畢業班及
研究所科目則至6月19日（二）10時止。請
至教學意見調查系統（網址：https://survey.
tku.edu.tw/tas/）或手機掃描QR-Code進
入。（文／本報訊）

企管週宣揚環保理念
　企管系系學會於上週在海報街舉辦企管
週活動，以「製造氧企」為主題，設計以
回收寶特瓶製作的活動牆，齊心響應環
保。（文／林毅樺）

俄文系37人企業參訪
　俄文系於18日由副教授蘇淑燕帶領，參訪
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模懋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蘇淑燕表示：「紐強國際是一家
展場規劃機械設備代理商，客戶群遍布整
個俄語區。（文／胡榮華）

電機系友聯誼走讀淡水
　電機系於19日舉辦系友聯誼活動《瞰海
旅行》-走讀淡水，29位系友一同走訪渡船
頭、福佑宮等名勝，最年長的系友是四十
多年前畢業的學長。（文／陳瑞婧）

德文系戲劇公演獲好評
　德文系22日在實驗劇場進行公演，劇目為
「Leonce und Lena（雷昂采與蕾娜）」，該
劇是由德國作家卡爾．格奧爾格．畢希那
撰寫，也是他所有創作中唯一一齣喜劇。
（文／李欣倪）

俄文系舉辦歌唱大賽
　俄文系22日晚上於文錙音樂廳舉辦2018俄
文歌唱大賽，共有17組人員參賽，頒發前三
名、最佳發音獎、最佳服裝獎及人氣獎共
六個獎項。（文／胡榮華）

化材週舉辦產業高峰論壇
　化材週於22日至25日在新工學大樓中庭熱
鬧展開，除了兩場座談，還有化材產業高
峰論壇，另外也展出各實驗室成果海報、
實驗室儀器和系友專區。（文／丁孟暄）

淡大溜冰賽湯詠琳獨佔鰲頭
　溜冰社20日在溜冰場舉辦第14屆「淡大盃
溜冰錦標賽」，在競速賽項目中，女子組
「個人計時賽」由本校中文二湯詠琳獨佔
鰲頭。（文／陳偉傑）

諮輔組舉辦旅行講座
　諮商輔導組於5月18日邀請何嘉仁文教
基金會安親教務組長童馨儀，以「旅行的
意義：異國打工度假教會我的事」為題演
講。（文／李穎琪）

管樂社舉辦小小音樂營
　管樂社19日在淡水校園展開「帶動中小學
計畫－小小音樂營」活動，經由兩天密集
課程進行樂器技巧教學。（文／鄭詠之）

軟網社舉辦全校公開賽
　軟網社19日舉辦第一屆全校軟網公開
賽，男子單打由財金碩一劉士霆奪冠，女
子單打由英文進一張瑞娟拔得頭籌。（文
／林毅樺）

女教職聯誼會趣遊北海道
　女教職聯誼會21日中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趣遊北海道」講座，邀請日文系主
任曾秋桂介紹北海道的迷人魅力。（文／
吳婕淩）

英語歌唱賽金怡君奪冠
　英文系於24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106學年度英語歌唱比賽」，吸引全校各
系所共19組21位同學參加，英文二金怡君以
《Never Enough》奪冠。（文／周浩豐）

俄文系公演改編村姑小姐
　俄文系於24日在實驗劇場展開「俄國語
文學系第22屆畢業公演─存於世上的幸福
故事」，該劇改編自希普金的《村姑小
姐》。（文／胡榮華）

陸友好聲音22組選手參賽
　大陸學生校友會於5月18日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第三屆「陸友好聲音」，吸引22組選手
參賽、196位觀眾參加。（文／黃子涵）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吳冠樑攝影】
國際研究學院22日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石之瑜，以「中共外交文化中的益友與損友」
為題演講。院長王高成表示，「很榮幸可以請
到國內國際關係領域非常具權威性且富有創造
力的大師來指教，石之瑜的專業著重在中國外
交的研究及政治心理學等，因而得了許多獎
項，其中包括終身國家講座教授的殊榮。」
　石之瑜以國際關係的「朋友」為主軸，他總
結出四種中共外交上不同朋友關係的可能性，
其一，能力很強無需中國的幫助，且沒有共
同默契的展示性朋友，如美國和印度。二為益
友，無需援助但有深刻的默契，如日本、俄羅
斯。三為損友，對中國有很大的依賴，但彼此
無共同的默契，如巴基斯坦和緬甸。最後為亦
是益友也是損友，依賴很深又有長久的默契，
如越南和朝鮮。」

石之瑜談中共外交文化

美國夏威大學農業森林
暨自然管理學院教授宋士武生質能研究在美獲六專利

　【記者李昱萱專訪】「宋士武是我的學生，
他的成就會超越我。」這是環境工程學術領域
中頗具盛名的美國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工程學
院前院長、環境工程學教授 Larry D. Benefield
親筆寫下的推薦信內容，短短兩句話，卻幾乎
是以自己的名譽作為擔保，能讓老師寫下如此
推薦信，筆下的這位宋士武，是本校土木系系
友，現職於夏威夷大學農業森林暨自然管理學
院教授。
　在到夏威夷任教之前，宋士武於愛荷華州立
大學擔任土木環工系教授，專精於汙水處理、
生質能源開發與利用（意即將有機廢棄物以自
然或人為化學反應轉換成可供使用的能源），
在普遍認知中，絕對是一門艱澀難懂的學問，
正當我們想像著這個領域的專家，應該是嚴肅
沉著、有點距離感的，一位穿著花襯衫、臉上
掛著輕鬆愉悅笑容的人映入眼簾，是宋士武學
長，見面就先熱情招呼道：「先吃個早餐？」
言談間幽默風趣，「我這個人好像就是這樣，
就連以前做研究時，在學校走廊上也經常開心
地跳著走。」活力外向的個性表露無遺。
　將時間倒轉回大學，大屯山出遊、坐在淡水
河畔等待一輪橘紅夕陽緩緩沉入地平線，淡水
的美麗景物是宋士武最難忘的，「以前很愛到
處走，我擔任班上三年的康樂，能輕鬆背出
2、30 人的電話號碼，只要關於玩的事情，交
給我就對了！」問到昔日土木系課業壓力不大
嗎？他尷尬地說：「以前都沒有好好念書啦！」

獎 (R&D 100 Awards)， 儘 管 研 究
面大豐收，宋士武仍惦記著身為教
師的使命，教育出許多優秀學子，
「我教出的學生有 15 位後來成了
教授，遍布美國、香港、土耳其、
泰國等地，跟我的博士班同學們相
比是最多的，而學生的成就其實就
是老師所得到最好的反饋。」他欣
慰地說。
　「陽光、沙灘、比基尼」是我們
一般對度假天堂夏威夷的印象，但
其實不只如此，夏威夷大島本身環
境條件優渥，預計在西元 2045 年
達成百分之百的再生能源使用，不
乏地熱發電、水力、太陽能、海洋溫差發電等
天然資源，卻唯獨缺了生質能運用，因緣際會
下，3 年多前宋士武得到前往夏威夷大學任教
的工作機會，對當地幾乎可說是一見鍾情，沒
有太多猶豫，他就決定在這個四季如春、被壯
闊自然景觀包圍的海島上，開啟另一段職涯。
　也許是美景讓心更寬闊了，近年來宋士武緩
下研究腳步，將重心移轉到學生身上，同時也
開啟了自己的「多職人生」，他喜歡以農夫、
木工稱呼自己，在所屬農學院裡接觸各種新鮮
事物，拿出手機翻閱照片，熱絡地向我們介紹
他最近栽植了百香果、龍眼、橘子等十幾種果
樹、為家人做了個鑲上燈泡的可愛梳妝台，對
他來說，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生活與工作的

伴隨著一陣笑，但話鋒一轉，他認為多虧在校
時社團、系學會的社交經歷，培養他日後溝通
協調、領導組織等技巧，「這些是當代職場上
十分重要，卻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力。」他說道。
　大學畢業後的宋士武對未來仍茫然，卻在機
場服兵役期間，因為目送許多系上學長出國念
書，一股不安於現狀、想要拓展視野的熱血蔓
延開來，退伍後，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準備，
拿到獎學金前往美國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攻讀
土木環境工程碩士，接著繼續到愛荷華州立大
學完成博士學位，回憶起初到異地求學的那段
日子，出生眷村家庭的宋士武從小環境不算優
渥，因此格外珍惜進修的機會，「當時我們在
做廢水工程的研究，必須到泥巴地裡去工作，
全身經常弄得髒兮兮，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但我覺得既然拿著獎學金來這裡唸書了，當然
要全力以赴。」認真踏實的態度其實全看在教
授眼裡，也是後來願意為他寫推薦信的關鍵。
　在生質能領域立足的專家並不多，但宋士武
憑著優異表現，畢業後在美國環工顧問公司待
了三年，母校的恩師去世後，他被愛荷華州立
大學土木建築和環境工程系邀請回去任教，轉
戰教職並沒有鬆懈，相反地，取得美國終生教
職的過程十分嚴格，那段時間裡，他一週幾乎
有五天就住在實驗室裡，不懈的努力讓他順利
通過考核，研究成果更使他獲得了 6 項再生能
源和廢水處理技術專利，專利之一甚至榮獲有
「科技界奧斯卡獎」美稱的全球百大科技研發

（攝影／李昱萱）

平衡、把握與家人共處的時光，他感性地說：
「我這大半輩子這樣一路走來是幸運的，沒有
遭受太多的挫折，因此當我有能力了，我要好
好照顧身邊的人」樂於分享的他，甚至在美國
蓋了棟房子，提供台灣學子、或是遠道而來的
朋友們一個可以放鬆、如家一般溫暖的空間。
　「走一條別人不走的路。」宋士武回顧人生
後篤定地說，他也建議學弟妹不只要在專業領
域上精進，也應藉由生活、玩樂增廣見聞，從
中發掘自己的特長，並無懼失敗，「年輕就該
去闖，就算失敗都是種經驗累積，千萬不要等
到幾十年後，後悔什麼都沒做過。」採訪尾聲，
宋士武侃侃而談人生觀，他的開朗和正能量，
彷若再生能源般不斷循環，讓人充滿力量。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管科系18日於
鍾靈中正堂舉辦「新世代管理科學研討──產
業發展趨勢論壇」，邀請5位國內外專業學者
及業界人士，就三大議題與進行交流探討，超
過50人出席活動。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在致詞
時表示，此次論壇會從能源議題、人工智慧技
術以及勞資關係三方面切入討論，希望能提供
學生一些想法，思考在全球化的挑戰下，臺灣
產業發展的新方向與願景。
　會中，立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世緯總經理
帶來「AI趨勢與產業應用」演講，他表示發展
並運用人工智慧已經是明日潮流，勢不可擋；
並逐一介紹了目前AI技術在各產業裡的應用情
況，如Amazon go無人商店已進軍零售業、醫
療業正考慮開發AI機器幫助病患診治、進行手
術，航太業已有AI副駕駛學習如何操控波音
737客機升降，機器能代替人類處理重複枯燥
或繁瑣精密的任務，未來必會取代一批人力。

新世代管理科學在校交流

序幕。主辦人、中文系助理教授羅雅純表示：
「本屆特以『臥虎藏龍』為題，以彰顯本系菁
英輩出，以左青龍系友藝文展，右白虎成果
展，共同展現『龍吟虎嘯』概念。」
　今年首次展出學生個展，中文一沃佳的攝
影作品展，並有數張明信片可自由取用、中
文二陳宸的畫作展及中文四邱伊辰的「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房間個展，提供自由活
動空間。邱伊辰說明策展理念，以自己最熟
悉，同時也是靈感創作來源－房間，代表內
心，「走進我的房間，是不是就能突破風的屏
障，好好的向你們說話？」展現自身對自我與
創作階段性的理解。中文進四彭家榮分享參展
心得：「有體驗中文系學會製作的易經卜卦，
感覺新奇且非常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