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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屁股寬度的重要性，遠超過你我的想像！兩
匹馬屁股的寬度，決定羅馬帝國戰車的寬度，進
而影響日後歐美國家鐵路軌道的寬度，當然也決

定了鐵路所穿越隧道的寬度。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美國猶他州工廠製造太空梭火箭推進器時，原本應該加大推進器的
尺寸，但因推進器是坐火車、穿越隧道，才運抵發射地點，所以推
進器不能比隧道寬。即便當今最先進運輸系統的設計，都受制於兩
千年前馬匹屁股的寬度，現代人類的生活可能擺脫歷史軌跡，我行
我素嗎？
　貧窮的中世紀歐洲各地，常花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建造雄偉精美
的大教堂。後代遊客置身這些偉大建築藝術，目瞪口呆之餘，很少
有人聯想到這是當時天主教的策略。經濟學家說，天主教蓋一座比
實際需要還大很多的教堂，就是用「超額設備」阻擋其他宗教的進
入與競爭。如果上述內容吸引你，你可以從清大經濟系賴建誠教授
的網站，免費下載「西洋經濟史的趣味」全書。
　一般印象，「西洋」很遙遠、「經濟」很艱深、「歷史」沒有
用。湊合這三種元素的書，能讀嗎？在清大把冷門課程炒熱的賴教
授，會讓你改觀。台灣社會「只有新聞，不重歷史」。我們的言
語、思維因此淪於淺薄粗糙。歷史的無用之用，常有大用。要有深
度，請讀歷史！欲求真相，請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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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
校園視窗外卡效應在淡江─ 文／陳依萱、黃雅雯、潘桂君

入服務工作的優秀團隊中，諸多社團利用課餘至
鄰近地區帶領中小學生從事課外活動。其中康輔
社及合唱團在「98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
評鑑」獲得特優獎、優等之佳績，其所從事的活
動嘉惠學童，推動服務學習不遺餘力，無論是社
內、校際的各項活動，表現傑出並熱情付出，社
團本身累積相當實力，並展現了本校三環教育方
針的成效。
　「三環」指的是專業課程、核心課程及課外活
動。專業課程與核心課程著重在知識理論的傳授
與專業技術的操作，課外活動是透過各式的校園
活動，促使學生從生活實踐中印證所學，並加以
綜合、創造性的應用。根據遠見雜誌與104人力
銀行合作的「2009年大學院校畢業生評價」調查
結果發現：企業經理人最重視「抗壓性與情緒管
理能力」、「專業知識與技能」、「主動積極態

   本校所注重的「三環五育」教育
方針與內涵，展現在社團積極投

社團績優展三環成效
度」、「責任感與自我管理能力」、「學習力與
可塑性」等能力，這些正是重視綜合統整能力、
強調群體分工合作的社團活動積極發展的目標。
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服務學習」政策，「服
務」已成為大學生活的一部分，本校的社團活動
也納入「社團服務學習」。從得獎社團的屬性看
來，服務不再是服務性社團的專利，各類型的社
團都可積極投入服務，如：校友會可籌組返鄉服
務隊、各類型社團可參與「大專院校社團帶動中
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從服務的過程中探討服務
理念、策略、規劃、方案的執行與成效，藉此機
會檢討現況、策畫未來並與世界同步，開拓社團
夥伴的視野。
　然而得獎就自滿了嗎？這只是個開始！當其他
社團紛紛詢問特優社團如何執行時，特優社團除
了分享經驗外，還要持續提升競爭力，而社團的
創新、校際活動如火如荼的舉辦，乃為社團發展
的原動力，但是如何將優異的表現經過淬煉、累

積成為社團發展的特色，則待再努力。在社團文化
中應有的負責、創新、學習、關懷等因素，亦有待
烙印在每一位夥伴的心中，惟有透過活動不斷的吸
取知識、學習成長，才能使社團永續經營，朝制度
化發展。
　學校方面應視社團活動為學生整體學習的一部
分，在軟硬體、經費與活動空間各方面全力支持，
由專業的學生事務人員，有計畫的設計獎勵與輔導
方案，透過相關激勵措施，如：社團幹部獎助學
金、社團薪傳獎等賦予社團活動教育意涵，使學生
更有意願擔任社團幹部，透過榮譽的授與以及責任
義務的灌輸，對學生產生積極與正向的影響，讓社
團活動的學習經驗成為大學生整體學習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社團獲獎是校內師生多年共同努力的結
果，這項成果對於社團教師及學生不僅是一種肯
定，亦具有鼓勵作用，希望將這一份好成績與全校
師生共享，也期待社團能持續蓬勃發展，再創佳
績。

天普大學2日來訪
　本校姐妹校美國天普大學，在校長Ann Hart帶領下於2
日來校訪問，隨行有科技學院院長Prof. Hai-Lung Dai、科
技學院事務發展與涉外部助理主任Prof. Broke H. Walker
等，由本校校長張家宜帶領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親自接待。Dr. Hart第二次來到淡江，對本
校的成人教育等「終身學習」的中心主旨，與天普大學相
信「人人有機會、有權利學習」的觀念不謀而合，本次
Dr. Hart也提出希望未來除了學生交流外，也能促進兩校
教職員的互相學習。（陳貝宇）

今起B120教室供溫書
  期末考將於下週（15至21日）舉行，即日起至14日開放
B120室供同學溫書，請多加利用。8至12日開放時間為晚
上6時10分至10時；13至14日為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
另外，教務處提醒同學，期末考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
分證、健保卡、駕照等），若遺失學生證，須於考試前攜
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註冊組辦理補發；未帶證件者，
也須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陳思蓓）

張隆盛3日蒞蘭陽演講
　現任牽成永續發展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及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張隆盛3日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陪同至
蘭陽校園，在建邦國際會議廳進行英語演講：「Global 
Warming and Polar Conservation」，張隆盛致力推動環境
教育，也是台灣少數曾踏上南、北兩極的學者。他觀察，
在全球氣候變遷下，極地氣候受到極大影響，在地形地貌
及生物生態上產生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又將帶給全球環
境和生物圈無可預料的動盪與災難。南北極在地理上離台
灣很遠，但影響卻是無遠弗屆，沒有國家可置身事外，蘭
陽師生百餘人在場聚神聆聽，收穫頗多。（蘭陽校園）

會計室公布暑修收費標準
　會計室公告97學年度暑修收費標準--文、外語、教
育、商、管理學院、數學系：每學分1,350元；理、工學
院、資管系、資傳系、大傳系：每學分1,480元；全發、
社發學院、旅遊系：每學分1,350元；創發學院（旅遊系
除外），每學分1,480元；二年制在職專班，每學分3,010
元。另外，體育、軍訓按上課時數收取學分費（1學分以4
小時計算）；排有實習、實驗課者，每週上課4小時收1學
分費，未達或超過4小時者按前述比例收取學分費；語言
實習費按科收費，每科收取640元。（陳宛琳）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更正啓事
　本報第754期二版校園視窗「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就學優待減免」之新聞，其「刪除研究所在職專
班的申請資格」，為「刪除研究所在職專班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的申請資格」之誤植，謹此致歉。

　

系主任王樾
　歷史系創立於民國55年，系初期以「台灣史」、「中國科技
史」、「中國政教史」三者為主要教學方向，因時代變遷，大眾文
化日益茁壯，漸以「中國社會史」、「應用史學」取代「中國政教
史」及「中國科技史」，擴大社會參與層面，使課程有更多元的觸
角，並以歷史為出發點回應現代趨勢，搭起史學與就業銜接的橋
樑，訓練學生將史學運用於生活的能力。希望從歷史系出身的學子
「心中有山水」，用寬闊的眼光看世界，在內心建立一座隨時供自
己休憩的桃花源。
　歷史系的課程設計，以具有專業深度與文化廣度的「博雅教育」
為基礎，又兼顧學生興趣，其學分選修自由度高，使新趨勢脈絡與
傳承歷史任務得以並行，培育專業史學人才。96學年度有67%的研
究生考上博士班，97學年提升到100%。系上另設實體與數位化的台
灣史研究室、海峽兩岸最具規模的酒文化研究室，常吸引外界學者
前往研究，日本JET頻道旅遊節目也曾報導，它同時也是淡江來訪外
賓經常指名參觀的景點。此外，歷史系積極籌辦歷史文物研究室，
今年暑假將與砂拉越合作，在其首都貓城舉辦「中華玉器文化特
展」，此為繼1949年後，國內唯一舉辦國際展覽的系所。在學術表
現方面，系上每年出刊之《淡江史學》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列入國際
交換的國內學術期刊之一，而歷史系專任教師發表專業期刊論文平
均值為1.08，表現亦不俗。

課程規劃分基礎進階輔以實作
　創系以來以「台灣史」、「中國社會文化史」、「應用史學」為
主要特色，將課程結構由基礎、進階到專題分為「基礎課程」、
「史學理論」、「台灣史」、「中國歷史」、「西洋歷史」五大領
域，搭配講習、觀摩與實作，期望由通趨專，銜接研究所課程。大
一以通識課程與通史為核心，如「中國通史」、「世界通史」每科
一學年開8學分之多，使學生具備細讀、研究等堅實基礎。大二以
斷代史與史學理論為核心，如「上古史」、「中國史學史」等，助
其建構知識體系、加強思維訓練。大三、四年級學生性向清楚，選
修則增多，分為專精歷史研究與實用歷史學二者，使理論與實用，
皆適性發展。碩士則將專業課程分為「史料分類研析」、「史學基
礎」、「歷史專題研究」三區塊，進而延伸到應用課程，除文學院
開設「文化創意產業」、「文史影像數位化」兩課程外，另有「地
方文物資源應用」、「地方文史資料編撰」等應用類課程。
　歷史系在台灣史領域的教學研究深具特色，並有維護、調查古蹟
之傳統，建立「台灣影像網站建置與歷史資訊系統（HIS）」拓展淡
水學總體區域性研究，希望訓練學生結合理論與實作，使用科技方
法儲存、典藏並應用文字圖像資料，培養對數位內容產業與數位典
藏之認識，訓練實用專才。近一年半來，歷史系更新應用類課程，
增設「史料數位化概論」、「史料數位化實作」、「台灣科技發展
史」、「台灣海洋發展史」等科目。 
　在實作方面，除每學期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提供古蹟導覽解說
員外，歷史系同學也可參加十三行博物館訓練古蹟解說員訓練，並
另有田野調查、歷史影音錄製、地方志編撰、古蹟維護助理等實作
機會，而課外講習、觀摩也包含史蹟參訪、論文發表、學術期刊編
審等，田野調查為針對具備文化特色之地區，由教師帶領學生進行
深入研究，95學年度4次，96學年度則進行1次，研究成果有二水鎮
志、海洋生態保育、原住民文化遺跡等。95學年度由授課教師帶領
校外參觀25次，96學年度19次，使同學實地印證、參觀古蹟文物，
提高學習效果。為配合文創之產業發展，預計在99學年度開設「台
灣地方文史導覽」、「台灣文化創意旅遊」二課程，讓同學以世界
史觀解讀歷史材料，運用地方史地導覽之方法，創造文化創意旅
遊，使之成為台灣在地生活的一部分。

提升視野的學術活動廣及產官界
　95年歷史系分別舉辦大學部、碩士班學生論文發表會，希望藉此
提升學術研究深度，強化競爭力，96、97學年度，由學生張志強、
曾令毅發表學術期刊，分別榮獲「中國歷史學會李安獎學金」及
「97年度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研究獎助」。
　歷史系重視國內外學術互動，以拓展學生視野，75學年度至95學
年度已主辦「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演討會」、「世界華人科學史
學研討會」等13場國際研討會，每次均集結學術會議論文，彙為專
刊出版發行；而台灣史為歷史系發展之重點項目，至今舉辦四屆的
「淡水學術研討會」，記錄與推銷淡水地區歷史人文，厚植本系淡
水學的基礎，即為對台灣史發展策略之一。另外，更與武漢中南財
經政法大學台灣研究所長期合作，主辦「第一屆兩岸台灣史研究研
討會」便為一例，為提升會議研究成果永續使用，已計劃將論文集
製成PDF檔，供各界參考。
　歷史系同時重視產官學合作，如與淡水鎮「鎮民大學」合作開設
「認識淡水」文化課程、95學年度與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合作「台北
縣定古蹟淡水公司田溪橋遺跡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與教育部合作
「宋代史料讀書會」。96、97學年度與國科會合作「宋代官員勳、
爵制度探討」，97學年度歷史系由民間募款150萬，將由黃建淳教授
主持台灣與砂拉越合作在其首都貓城舉辦「中華玉器文化特展」，
為繼1949年後，國內唯一舉辦國際展覽的系所。
　為傳布教學與研究成果，歷史系每學年出版一期《淡江史學》學
報，至今發行20期，內容深具特色，自創刊號起即被國立中央圖書
館列入國際交換的國內少數學術期刊之一，而在民國82年由學生自
行發起整理系史活動，也擴大集結成《口述歷史：創系三十週年系
慶專刊 》，甚受師生系友好評，近年重新整理為「網路第一版」，

並補充影像資料，成為「網路第二版」，刊載於歷史系網頁。記
錄歷史系與系友的回憶及成長。

課外活動有書韻也有酒文化
　歷史系於課外舉辦「史記」、「台灣史」、「宋代史料」、
「明代史」四個讀書會，其中史記讀書會自民國82年成立，由研
究生或大學生以發表論文或導讀的方式進行，每年安排4至5次聚
會，至97年已聚會132次，並獲教育部頒發全國優良讀書會書韻
獎獎牌。
　而由何永成教授設立「酒文化研究室」，館藏豐富，至今已有
約八千件中外酒瓶，曾舉辦「台灣金馬暨大陸名酒展」、「寶瓶
齋人物風華展」等多項大型展覽，並曾在台北新光三越信義新天
地A8館與高雄市光榮碼頭等地舉辦個展，深受全台各大媒體注
目，另架設中外名酒數位博物館網站，使酒文化得以與世界接
軌。而由林呈蓉教授成立的「台灣史研究室」藏書兩千冊，亦成
為歷史系所研究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間，近來歷史系希望配合
「中國藝術史」、「中國玉器研究史」課程，計劃成立「玉文化
研究室」。

校友憶當年
學風樸實讀書風氣佳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簡笙篁
　我是淡江歷史系第二屆的學生，當時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剛自國
外回校，也帶回西方新觀點，雖然系上教師不多，但教學都十分
認真負責。那時淡江學風樸實，學生外務少，常有讀書會、座談
會等活動，讀書風氣好。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尋求事件發生的
原因、經過與結果，發現人的活動有脈絡可循，相似的事件會一
再重演，若能從中吸取經驗，便可鑑往知來、溫故知新。在淡
江研讀的這幾年，我發現歷史對未來有照明作用，不只歷史系學
生，每個人都要知道歷史，因為創新也須歷史的啟發，不清楚過
去，怎知未來要走的路呢？歷史系學生要比別人多些邏輯歸納的
能力，支解事件發生成因，對社會了解更多，看得更透澈。大學
是基礎與專業間的橋樑，我曾在淡江兼課，深覺這幾年學生外務
變得越來越繁忙，不過既是學生，就該以讀書為本位，不要什麼
都想參與而最後成為半吊子，學習聆聽與表達，嘗試專精專業，
將會更有收穫。

參透歷史知識轉化為人生經驗
格林國際圖書總編輯戴月芳  
　畢業27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校園傍晚的夕陽美景！當時教史集
導讀的姚秀彥教授，對我影響深遠，她講課言簡意賅深入淺出，
如一部行動歷史百科全書，使我了解，不能單把歷史當作文字資
料去記憶，須深入了解，並由人性的角度參透其中道理，把書本
的知識轉化為人生經驗，運用到待人接物上。當時歷史系舉辦前
任國防部副部長葛敦華將軍演講也令人難忘，題目為「從中國詩
詞認識天文知識」，這是很有趣且特殊的連結，我認為聽演講不
僅是聽講者敘述的內容，講者立定講題的用意與生活觀念也很重
要，不僅要吸收知識，也要將它融會貫通。
　淡江學生相當聰明，但要在學問上多鑽研，善用學校資源，最
好訂立一個目標要求自己實踐，以增加自信心，有實習、展覽等
表現機會，就要努力爭取。出社會後，靠的是能力而非學歷，在
校期間要了解自己的性向與志向，不好高騖遠也別妄自菲薄，訓
練自己成為一個能與社會整合的人才。

走遍台灣使歷史活靈活現
郭元益教育基金會執行長吳玉嬌   
　猶記念歷史系時，奠定台灣史基礎的導師周宗賢。周老師時常
以幽默的方式教導我們研讀歷史的方法，將死板的歷史資料教得
活靈活現。此外，老師還會帶領我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實地探
索各地的人文歷史，如：澎湖、台南、金門、新竹等地都是我們
曾經走過的足跡。老師是以當地的人文史蹟，如古厝、古道等做
為實地教材，解說其背後的故事背景、緣由及價值。其中最令我
難忘的是前往澎湖。那是我第一次搭船離開台灣，格外興奮，而
史料在眼前呈現，亦增強同學的求知慾，引發思古幽情，學習的
成效更是事半功倍。
　與人的互動亦為歷史運作的一部份，在求學期間，除結交了知
心同學外，與導師的互動亦十分頻繁，在課業或是生活方面，帶
給我不少幫助。念歷史系後，使我對人事物產生極高的敏銳度，
做事方式亦懂得以條理分明的方式處理，因此許多事物總能得心
應手，其時效性及精準度皆能掌握得當。此外，求學時我亦學會
以速寫的方式做筆記，將初學的新事物記在本子上，將多元的資
訊融會貫通，使我做事更有條理，成效更高，這項從大學便一直
延續到現在的習慣，也讓我現在對於文案的處理更加得心應手。

行萬里路如讀萬卷書
中研院人社研究中心博士培育計畫員李其霖
　當時最喜歡的課是周宗賢老師教授的台灣史，由於淡水的
地理位置，研究資源豐富，老師除了帶學生到處走訪，由於
對古蹟研究深入也常講解書中學不到的知識。此外，系上有
固定的史記讀書會、史蹟社，亦是由周賢老師擔任指導老
師，一學期有數次的古蹟巡訪，我即是在當時學習如何導覽
介紹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另一位張素玢老師，教導我們如
何從事田野調查、寫地方誌。在實地走訪的過程中，學習待
人接物，從訪談中學習應對進退，結交朋友。這對一位大學
生來說，不僅開拓眼界，也是提早與社會有所接觸。這對我
日後在台中縣，撰寫地方誌《神岡鄉誌》有莫大的幫助。也
了解，與其在課堂上從書本中學習，不如親自前往當地感受
氛圍，更具臨場感。憶起大學時，經常到圖書館閱讀不同種
類的書籍，淡江圖書資源豐富，鼓勵學弟妹們多涉獵各方書
籍，大學時找到自己的興趣，增強自己的外語能力，不僅可
以瞭解更多外語史料，具有多元的視野及觀點，對日後從事
研究，更是如虎添翼、暢行無阻。

打破框架活化歷史
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助理教授盛業信
　想起當年考大學時，因緣際會認識許多淡江的學長姊們，
他們訴說著大學生活及學風自由的情形，使我對淡江產生憧
憬，於是將淡江列為第一志願。進入淡江歷史系後打破對歷
史的框架，發現研讀歷史不應有所桎梏，歷史可藉由任何形
式表達其概念，而非一般對歷史系死氣沉沉的刻板印象。
　奠定我史學觀念的是劉世安教授，他引導我思考歷史的意
涵，啟發我對歷史的概念，也因為他的提攜及鼓勵，使我於
大一時便計劃前往法國巴黎社會高等學院進修，在大學四年
除了專精於專業領域外，對於外文方面亦做最充裕的準備。
大二時的導師唐耀宗，為教導我們史學導論的教授，教授的
授課方式並非照本宣科，而是要求學生自我命題，進行分組
報告，還記得當年正逢北淡鐵路停駛，我便以此為題做專題
報導。當時為了探勘北淡鐵路的歷史沿革，亦實地走訪，使
我體悟歷史是「活」的概念。從事研究工作多年，我認為不
管是對於歷史或是其他科目的研讀，都要以「玩」的方式進
行研究，才能活化生硬的知識，充實專業領域。

外國思潮開拓視野實地導覽累積走訪經驗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邱仲麟
　高中起我就喜歡歷史，民國72年進入淡江，系主任為李齊
芳老師，當時聘了許多博士學位或外國留學回來的教師，帶
來很多新思潮或是知識。系上課程豐富，斷代史每個朝代都
開課，國別史也開了如俄國史、日本史、美國史等等。剛從
英國回來的陳炯彰老師，教授英國史與中古史，在課堂上補
充新的課外知識，開拓學生視野。另外，系上兼任的雷家驥
老師，非常嚴格，他所開的中國史學史，對寫報告的要求極
高，但逐漸跟上腳步後，加上自我要求，在課程上的收穫格
外豐碩。另外，我也參加「史蹟社」擔任副社長，當時指導
老師為周宗賢，常常帶我們各處走訪，為我們講解導覽古蹟
文物，教導我們拓印碑石，平均一個學期有3至4次的參訪。
對我來說，在大學時期能有此經驗，有助於實際經驗的累
積，相當難得。另外學歷史的同時，語文能力也非常重要這
得靠閱讀累積，不管以後是否從事研究工作，都應強化自己
的語言能力，增強學識。

歷史系國內外優秀校友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章署彤 美國聖約翰大學副校長
徐秀榮 臺北里仁書局董事長
吳玉嬌 郭元益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張建隆 淡水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蓮福 博揚文化公司總經理、臺灣古圖史料文物協會理事長
洪孟啟 臺灣省政府副秘書長
洪哲文 隆福行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戴月芳 格林國際圖書總編輯
林登讚 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執行長
洪國基 洪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胡衍南 環中國海學會理事
簡笙篁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陳欽育 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
賴惠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邱仲麟 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
林德政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游惠遠 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吳政憲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喻麗華 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系主任
李其霖 中研院人社研究中心博士培育計畫員
任泓 僑委會副委員長
劉瑞宗 台中市私立立人高中校長
張復國 台南市私立瀛海高中校長
李壽崧 台南縣立育德工商校長
王任益 金門縣政府教育局督學
洪惠文 高雄洪邦機電有限公司董事長
蔡宏郎 台南縣政府民政局局長
朱祖德 環球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盛業信 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助理教授
張鈞 燦星旅遊網負責人

資料來源：歷史系

引言

暑期學碩士學分班開始招生
　97學年度暑期學、碩士學分班自6月開始招生，課程期
間為6月中旬至10月初。本期課程除原各系所開設之學分
課程外，對於95-97年畢業失業者可參加教育部「大專以
上人力加值方案經費補助」，每學分補助5000元、每人最
高補助5萬元整，想進修、繼續升學或提升自我能力者，
千萬別錯過暑假進修的好機會，詳情請上網http://www.
dce.tku.edu.tw點選「進修教育中心」或電洽23216320。
（進修教育中心）

教部9日訪視數位學習碩士班 
　教育部將於9 日下午2時，進行97 年度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成效訪視，本校將展現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3 年
來執行的努力與成果。教育部為確保通過審查之數位學
習碩士在職專班的教學品質，並了解其教學規劃與實施
情形，進行追蹤訪視。本校於 95 年開始辦理數位學習專
班，成績亮麗，這次的訪視將由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及同
仁與大專院校實施數位學習相關之人士進行觀摩，一同分
享本校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的實行成果與心路歷程。
（遠距組）  

　淡江歷史系為私立大專院校中，成立時間最為
悠久的歷史系所，迄今已過四十餘寒暑，其以博
雅教育基礎，打造東方人文藝術與西方社會科學

的雙核心優勢為目標，其優秀的學術表現，展現在其出版的《淡
江史學》學報，中央圖書館將其列為國際交換的國內學術期刊之
一可見一斑。近來更配合社會脈絡，實踐「數位、國際、創意」
與「文化創意產業」兩大領域，創造新產學合作機制。

外籍生體驗傳統佳節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5月27日中午在外語大樓地下
一樓，為外籍生及交換生舉辦餐會，除體驗中國民俗文化
外，也藉此讓外國學子聚在一起感受佳節氣氛。
　活動當天除了粽子，還有糕點、壽司、水果等餐點，來
自日本的日文碩一橫田裕貴子表示：「以前就知道端午
節的意義，覺得這個活動辦得很好，氣氛歡樂，食物也很
好吃。」來自查德的土木三伊狄斯也說：「以前就常參加
國交處舉辦的餐會，每一次都覺得很棒，而且還貼心的準
備素食，真的很不錯。」現場也可看見不同國籍的學生交
談，氣氛十分融洽。國交處表示，國交處經常舉辦類似活
動，除了讓外籍生及交換生體驗中國文化之外，也藉由聚
會解鄉愁。（林姍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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