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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數位原生之資訊教育變革
本校在資訊教育與校園資訊化程度一直扮演著台灣高
等教育的先導者，從率先實施資訊概論為全校共同必
修，到制定資訊教育為通識核心課程學門之一，建設資
訊化校園，嘉惠本校學生畢業踏入職場之後，不僅以擁
有專業科系所培育的技能，更能以優異的資訊基礎技
能，在同為職場競爭者中，因技高一籌而勝出。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融入日常生活的時代趨勢，接受
高等教育的學子們也從「數位移民」轉變為「數位原
生」，資訊教育的內容除了追隨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變
化而修正外，資訊教育的目標與方向，也有必要因應受
教者本身「資訊素養」的成長而調整，但也必須同時兼
顧城鄉「數位落差」的間隙。
隨著資訊時代腳步的脈動，資訊與通訊科技（以下簡
稱「資通訊」）已深植人們的生活，人們的日常作息與
資通訊為伍已經就像是打開電視機看電視、拿起手機打
電話一般地稀鬆平常。因此，現今大學的資訊教育當然
不能停留於教導「何謂電腦？」或是「如何駕馭或使用
電腦？」再者，就像孩童收看電視一樣，不是所有的孩
子打開電視都可看到YoYo、Discovery、Animal Planet等
頻道，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知道，還可打開DVD放影

機、打開XBOX或是Wii，就能從電視機上獲得許多豐
富的內容與娛樂，城鄉的孩子在資通訊科技的融入速度
並不一致！
大學的資訊教育應該因應這項時代變化而調整資訊教
育的目標與內容，負責全校資訊概論課程制定與教學支
援的資訊工程學系已分別在2005年與2007年二次重新編
修資訊概論教材，以因應大學生從數位移民轉變為數
位原生的趨勢，從教學的內容進行調適與變革。在此同
時，本校通識核心課程委員會於97學年通過調減資訊學
門指定課程，98學年度則配合教學卓越計畫籌備實施全
校資訊能力檢定，這二項措施都將促使本校的資訊教育
朝向更趨「數位原生」受教者而調整的目標方向。因
此，本校資訊教育學門對於因應「數位原生」所實施的
資訊教育更將從“教學內容的調整”提升到“教育目標
的變革”，並能兼顧「數位落差」的填補，教育學生們
如何運用資通訊，輔佐他們未來走入社會、職場上可以
持續延伸應用，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追求夢想。
建議本校資訊教育的首要目標是引領學生走入數位生
活，透過資通訊科技增進生活品質與樂趣，並填補數位
落差的距離，同時也要透過數位生活傳達資訊法律與

外卡效應在淡江－
本校亞洲研究所成立於民國98年，為強化陣容將原本的日本研
究所與東南亞研究所合併且更名為日本研究組以及東南亞研究
組。日本研究組成立於民國72年，定位為日本區域研究，旨在
培養出日本相關區域研究專業人才，助益我國與日本相關領域之
交流工作。東南亞研究組成立於民國85年，旨在培養東南亞研究
以及在東南亞從事商業關係的人才，配合政府為推動南向政策而
設立，為當時全國第一所東南亞研究所。校友於政府機關（外交
部、新聞局）、學術界、金融業等各方皆嶄露頭角。

深入日本東南亞 法政經貿領域 剖析時事

日本研究組課程以日本區域研究為主，研究範疇特別聚焦於日
本法律政治、經貿經營兩領域，以培育我國日本相關區域研究

導讀 顏崑陽 中文系教授

道德的規範及盲點，以減低或避免學生誤觸網路世界的
違法情事。其次是讓學生學習如何運用資通訊科技幫助
他們學習，並讓「數位學習」成為他們終身學習的工具
與環境；同時，要讓學生懂得利用資通訊科技做為收集
資料並萃取成為有用的資訊，並能具有運用資訊做為分
析、判斷與決策的能力。此外，也要讓學習者瞭解資
通訊科技的應用與未來發展將對人類生活所產生的影
響，例如學習、工作、娛樂、安全、醫療、交通、文
化、藝術等，並可透過Google、YouTube、Facebook、
Amazon、e-Bay等案例，培養學生啟發運用資通訊科技
發揮創意無限的思考。進一步地，也可利用資訊教育做
為培養學生在人文、藝術等方面的通識教育養成，例
如本校自行研發的e筆書畫，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與創
舉。
資通訊本身就是一個變化快速的技術，應用資通訊技
術所發展的產品與產業也就跟著多元與多變。因此，伴
隨著資通訊技術而發展的教育目標與教學內涵也將隨著
其發展與應用變化而異動，資訊教育必須保持它的彈性
與機動性，雖然對於教學者是一項挑戰，但是對於資訊
教育的目的來說，因應時代變化才是不變的真理。

這是一本兼融哲理、知識、趣味的自然書寫之作。
書名《鬣蜥大飛行》，其實不是整本書都在談這種
南美洲加拉巴哥群島（Galapagos Island）上，能在海
裡游泳的那種醜怪動物。副標題反而更能顯示它的內容：《逵曼的荒野
歷險記》。
逵曼是美國名作家，自然書寫以及小說很受歡迎；自然書寫尤其精
采，因而被《舊金山紀事報》譽為「全美最佳大自然代言人之一」。他
另一本得獎作品《多多鳥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台灣讀者應
不陌生。
有些自然書寫不免堆砌太多專業知識或抽象理論，甚至僵化的生態環
保教條，讀之厭煩。逵曼這本散文集卻全無此病，大多描寫他在荒野歷
險的經驗，並從美學、哲學的觀點對這些事實，提出值得沉思的問題；
有些問題不一定都能得到確定的答案，但是被提出來，就產生重新詮釋
「人與大自然關係」的意義了。
這本書引領我們儘量超離人類中心、本位的價值觀，將包括人類在內
的萬物都做為「大自然的存在者」去觀看，就能從細微處去理解它們在
整體大自然中存在的意義，並欣賞它們千奇百怪的趣味，例如一向被人
類認為微不足道的「蚯蚓」，卻關係到古文明遺跡的毀滅與其他生物的
成長。而其中最值得沉思的問題是：人類應該以什麼態度去對待他種生
物？因為人類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是決定地球未來的關鍵。

文／莊雅婷、陳書澔、黃雅雯、柯俐如

亞洲 放眼全亞 培植區域研究學者
所

例如：教授蔡青龍曾帶領學生至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等機構參訪；助
理教授林欽明也曾安排學生至台灣經濟研究院、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參訪；教師也於課堂中邀請學者
演講以加強學生課程相關的時事問題探討，例如：
蔡青龍邀請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商務組秘書陶雲升
先生與學生談「台泰國勞工問題」。

東南亞教師奔走各國 日本經貿學者禮聘來台

「本所師資雖不多但各有專精，皆為專家級人物，不僅有日本
法政、經濟專家，還有人口學、農業經濟、婚姻專家及多位中研
院研究員，有了他們使得本所與國際接軌。」亞洲所所長胡慶山
說。日本研究組師資資歷深厚，其專任、特約講座及兼任教師皆
具博士學位，如專攻法律的教授許慶雄為日本近畿大學首位憲法
學博士、所長胡慶山為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副教授任燿
廷為日本東京大學農業經濟博士等。為培養我國通曉日本法政方
面的人才曾聘請多位重要的日本研究專家學者加入教師陣容，例
如：曾任考試院院長的林金生、曾任國民黨副秘書長的陳水逢、
前駐日代表林金莖等。此外，為加強學生日本經貿領域知識，聘
請知名的國際經濟學者授與相關經貿課程，例如：曾任聯合國審
議官與前日本亞東關係學會會長羅福全教授擔任的亞洲經濟專題
研究課程、曾任舊蘇聯公使與荷蘭大使的著名外交官東鄉和彥，
擔任日本戰後外交政策之研究的課程，以及聘請日本早稻田大學
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教授及台灣研究所前所長西川潤教授擔任國際
經濟學課程。
胡慶山表示：「東南亞研究組師資可說是小而美」，該組共有
4位專任教師皆具有博士學位各有其專長，教授陳鴻瑜專長為東
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蔡青龍專長為人口學例如：東南亞勞
工與台經社發展、國際移民與勞工流動等研究；副教授林若雩曾
擔任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因而長期駐地新加坡，對東南亞整
體區域研究相當深入；助理教授林欽明專長為東南亞經貿關係、
東南亞經濟成長與發展等。此外，每位教師每年出席學術會議在
7至18次不等，不僅是國內會議，教師長期奔走東南亞各國參與
學術研討會，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印尼大學、菲律賓大學、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泰國曼谷等，希望藉由學術交流將東南亞
相關的資訊與知識帶給學生期盼拓展其國際視野。

鬣蜥大飛行

頻繁舉辦國際研討會 促進學術交流

日本研究組與多所日本知名學府學術交流頻繁，
透過國際學術研討會、學校參訪等因而促使該所研
究生與國際學者、國際生的交流互動更為密切，例
如：2006年日本大學商學部部長谷川教授率15位學
生蒞校與該所研究生進行交流；2007年3月與本校
姊妹校早稻田大學的公共經營研究所簽訂學術交流
亞洲所於今年11月7日舉辦所友返校座談會，亞洲所所長胡慶山(右一)及
協議書，並締結為姊妹所；2007年9月早稻田大學社
助理教授林欽明（左一）與多位所友相聚會後合影。所友包括文藻外語學
會科學系劉傑教授及日本國立山口大學陳禮俊教授
院日文系博士教師黃美惠（左二）、去年畢業的所友林江輸（左三）、每
分別率研究生蒞校與該所研究生進行交流。2007、
年皆支持、參與返校活動的所友梁翠苹（中）；建築師許文彬（右二）。
2008年曾舉辦「全球化下的日本與東亞國際研討
（圖／亞洲所提供）
會」皆邀請知名產、官、學者齊聚一堂共同參與學
術盛會，例如：亞東關係協會會長陳鴻基、台灣三
專業人才為主要教育目標。日本法政課程方面，區分為基礎、
菱商事董事長小椋和平、前總統李登輝、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前
進階兩大類，其中基礎課程包括國際法專題研究、日本人權專題
校長中村睦男、北海道大學愛努研究中心主任常本照樹等，此外
研究、國際組織法研究等；進階課程則包括日本人權判例專題研
日本研究組的所友及教師也於會中發表論文。
究、日本國憲法判例研究以及國際人權法判例研究等。課堂中不
多所日本學府中，日本學習院大學與本校日本研究組關係相
僅是探究法學理論，教師藉由實務上的判例探討，教授憲法與國
當密切進行學術交流已屆六年，最近一次交流為2008年9月由該
際人權法，尤其是針對日本國憲法、國際人權法的判例研究。日
校中居良文教授帶領15位學生在本校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研究生
本經貿課程方面，也區分為二，基礎課程主要考量新生的學經歷
學術交流座談會，會後雙方共同聚餐作更進一步交流。此外，
背景，讓非經貿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進入該所後第一年得以先選
於2007年爭取到日本三菱商事之產學合作計畫贊助獲得補助款
修吸收經濟學的基礎知識，如：個體、總體經濟學。第二年開始
768,138元，並共同舉辦「淡江三菱商事政經講座」，邀請國際知
再選修日本或東亞相關的經貿或經營課程。目前經貿課程除基礎
名學者演講，促進學術合作交流，並開拓學生國際學術視野及提
經濟學外涵蓋世界經貿現狀與組織、東亞區域經濟發展與整合、
升學生日語能力，與會的學者包括日本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所所
日本與東亞經貿關係等議題。
長天兒慧、日本金融研究所所長櫻井真及日本東京大學、日本一
東南亞研究組課程分為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三科劃分為三
橋大學、日本九州產業大學經濟學部、日本政策大學院大學等學
大領域，希望依照學生考取該組之三項科目並依學生之專長學科
者。
予以分類，使其能與其原先的學習背景相互銜接，繼續深入研究
東南亞研究組希望透過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參訪東南亞國家，給
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之學識。該組除了理論課程外，
予學生最直接的實務經驗並拓展其國際視野，例如：2006年安排
並配合機構參訪及學者演講等活動以結合實務經驗與理論課程，
學生多名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加坡東南亞研究中心、越南順
化大學等進行參訪活動；2007年安排學生參加APEC時事論壇—
第三屆東亞高峰會；2008年該組與本校未來所共同舉辦第六屆全
球 在地趨勢與變遷論文研討會，該組共有3名學生發表論文。今
年11月，亞洲研究所與台灣東北亞學會共同舉辦「亞洲政經論
政領域任教的長輩深談、評估過後，認為淡江較有國際觀且是剛
壇—日本大選後的亞洲情勢」研討會，會中邀請到日本拓殖大學
創立的研究所較有朝氣，因此選擇就讀淡江，也趁此機會開闊自
校長渡邊利夫及多位學者發表簡報針對日本今年眾議院選舉，民
己的視野。求學期間有一位洪鎌德老師，常熱心的幫助我，給予
主黨獲勝後鳩山政權的政策進行探討。
很多指導，他也剛好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還記得之前有一個論

時事教學 東南亞文化語言一把罩
商業周刊編輯總監 黃瑞瑩
大學畢業後，我投入了媒體界擔任記者的工作，由於當時適逢
政府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向東南亞投資，為了更了解東南亞
這片領域，我選擇進入淡江東南亞所進修。身為東南亞所第一屆
學生，受到當時創所的林若雩所長影響很深，在課程設計上，無
論是關於東南亞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領域均十分
完善，且不時邀請到東南亞當地教授前來授課，讓我在就讀期
間對東南亞有了更完整的認識，林所長同時也是我的論文指導教
授，透過當時論文的研究，蒐集了許多數據資料，如今對我的工
作也有相當大的幫助，在東南亞金融風暴期間，我也因為這方面
的專長，被特派到東南亞進行採訪。
由於當時所上人數不多，在研究所的課程安排中，我們時常進
行個案研究，也讓我在邏輯思考與團隊合作方面更為精進。或許
很多就讀東南亞所的學生畢業後在工作上並不一定有關連性，但
就現況而言，東南亞國協是一個對台灣經濟、產業上具有相當影
響力的代表，所以具備有這樣的專長，一定有它發揮的時候，在
未來的競爭市場上，也能比別人更具優勢。
麗緻旅館系統集團行銷業務部經理 周忠平
當年同時考上東海公行所及淡江東南亞所，但與一位在公共行

文的訪談，需要到各個東南亞國家做訪問，不論是在新加坡、馬
來西亞等地都靠著洪教授的人脈，才能接觸到當地的國會議員與
學者等，獲得許多深入的資料，他提供我相當多的協助，迄今無
法忘懷。
國泰人壽儲備業務處長 張凱勝
記得過去在東南亞所求學期間，所學廣泛，無論是東南亞方面
的文化或是語言都得一一著墨，如我曾修習過馬來文的課程，教
授以全英文的方式進行教學，並結合文化時事，雖難度頗高，但
收穫豐碩。也因此開拓了視野，讓眼界更為寬廣。另外，我曾修
過一堂關於「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課程，授課教授為麥留芳老
師，他是留學於加拿大的社會學博士，對於許多理論，總能提出
另一獨到見解，並引導我們思考其方向。在麥教授身邊學習，讓
我在做研究或報告時，更得心應手，在撰寫畢業論文時，麥教授
更是竭盡心力，傳授所學，每當我有問題時，教授也能在第一時
間給我們方向，藉此引導我們。

因時制宜 領學生步入知識殿堂 強化競爭力
啟順興（股）公司董事長 姚能鑽
當初唸日研所是為了滿足工作上的需要，不論語言、經濟等方
面都必須對日本有深入地了解；而選擇淡江，是由於在台灣的大
學中，本校對日本國家有較廣泛性的認識，整體性的教學方式也
較符合我的學習需求。因此，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如今我已
經能與日本客戶順利的溝通，增加有關於日本的話題或生意上的
策略等，事業蒸蒸日上。
還記得讀研究所的時候，任耀廷教授帶給我很大的影響。他精
通日本的經濟，本身也有經營日本生意，因此傳授給我許多業務
上的重要知識，對我日後的事業經營很有益處。另外，所上也給
予我許多的幫助，至今仍不斷提供各項研討會資訊，邀請所友們
一同參與並從中學習新知識。現在我同時也是亞洲所日本研究組
的課程委員會會長，會議中我們常商討符合當今學生需求的課
程，希望能讓學弟妹們學習到實用的理論和實務的課程，讓他們
能應用在之後的職場生涯，並加強他們在職場上的語言、企劃、
執行等競爭力與養成自我檢討的習慣，才能在職場中脫穎而出。
慈濟大學日語專任講師 高惠玲
記得當時在日研所求學期間，是日研所剛成立不久的事，但卻
未因此喪失求知機會，反而讓我學到更多過去未接觸過的領域，
諸如：日本文學、日本經濟等，廣泛的學習。求學期間，多元化
的教學方式，啟發我的思維，讓我知道若以語言為工具，藉此接
觸其他領域如經濟、政治、貿易等，結合另一專業，讓自己更具
競爭力，對未來更有機會。當時有位日籍老師米山米貞一，老師要
求極為嚴格，不管在發音上或書寫字體方面，都要非常準確。若
未到達老師的標準，便需要一念再念、一寫再寫，並要求我們
訂正數遍，直到達到標準後才算通過，許多道地的日本文法也都
一一釐清。在老師身上我學會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即使現在踏
入教書的行列，仍舊與老師保持密切聯絡，遇到許多問題，老師
都非常熱情地與我討論或幫我解答。

文藻外語學院日文系主任 董莊敬
「日研所就像一個大家庭，零距離！」在我就讀日研所期間，
最令我難忘的是亦師亦友的教授們，與學長姊、學弟妹間的感
情。大學期間所學專業亦為日文系，但為拓展不同的路，及不同
的角度，論文的主題便以產業社會學為主。便請產業社會學領域
之專家，張瑞雄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張教授提供了我許多學習的
方向，藉由相互討論的方式，讓我增進不少相關知識，直到現在
也步入教學殿堂，在日研所時所研究的「產業社會學」依舊為我
的專業，十分感謝張老師對我的啟發。
日研所的同儕們，感情亦相當和樂。學長姊對我相當照顧，每
週皆固定挪出時間相互討論課業問題，爾後自己當上學長也義不
容辭地將這份精神傳承給學弟妹。畢業後，向心力極強的我們，
互相介紹許多工作機會，形成一個強而不摧的網絡，讓我們能在
相關領域發揮專長。
路加堂健康所在負責人 廖慶裕
在日研所就讀的三年中，培養出具國際觀的視野，也奠定我未
來在中醫學術上的成就。當時所上師資陣容大多屬於社會上的中
堅份子及學界名人，所上教授的課程也較多元化，無論是實務或
理論性的課程，都讓我獲益良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碩二那
年，許慶雄教授不但幫助我到日本蒐集論文資料，也讓我從中閱
讀許多在台灣無法得到的醫療資訊，間接影響到未來我在中醫療
程的研究。這一切的過程就好像是石頭掉進湖中引起的漣漪般，
從淡江日文系到後來進入日研所，七年的學習過程不僅讓我學會
用宏觀的角度看待事物、用嚴謹的態度處理事情，更懂得用感恩
的心與人相處。對我而言，淡江一直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學，希
望學弟妹們要好好的把握機會，在這樣好山好水的環境下學習，
「認定淡江就是名校，而你就是名人！」

發行《東南亞短訊》 凝師生聚校友

東南亞研究組安排學生共同編輯《東南亞短訊》記載東南亞研
究組之生活點滴，內容涵蓋學生參加學術研討會之心得、介紹越
南菜、自助旅行的所見所聞、東南亞相關電影影評、看展覽心
得、專訪所上教授等，胡慶山表示，透過此刊物讓師生、畢業所
友們有一個共同的交流園地及溝通管道。

未來展望
亞洲幅員廣闊，目前亞洲所的區域研究重點涵蓋日本及東
南亞，未來若有需要將配合國家政策調整區域研究範圍，希
望可以「立足台灣、放眼亞洲」。亞洲所目前致力於與日本
北海道大學建立姊妹校關係，若與其締結姊妹校，本校將成
為全台唯一一所與其建立姊妹校之私立大學。明年1月日本交
流協會將與台灣多所大學進行學者互訪、學術活動，其中本
校為全台唯一一所私立大學爭取到此學術交流活動。明年正
值本校60週年校慶，該所將協助學校舉辦大規模國際學術研
討會，擬邀日本京都大學及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院院長等學
者蒞校進行學術交流，而2011年該所也將舉辦東南亞學會年
會。未來產學合作方面，亞洲所將規劃與東亞各國大使館、
東南亞國協在台辦事處等合作，共同製作學習護照，希望為
學生爭取外交的實務經驗。

亞洲所優秀校友
姓名
職務
黃瑞瑩 商業周刊編輯總監
姚能鑽 啟順興（股）公司董事長
張凱勝 國泰人壽儲備業務處長
周忠平 麗緻旅館系統集團行銷業務部經理
廖慶裕 路加堂健康所在負責人
李明峻 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柳俊帆 三菱商事機械本部資深專員
胡慶山 淡江大學亞洲所所長
李仁淼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劉長輝 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闕百華 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馬耀輝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田世民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王美玲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林珠雪 東海大學日文系系主任
蕭淑芬 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陳艷紅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高惠玲 慈濟大學日語專任講師
董莊敬 文藻外語學院日文系主任
黃美惠 文藻外語學院日文系博士教師
吳玥瑜 真理大學應用日語系系主任
楊武勳 國立暨南大學比較教育系副教授
張淑玲 亞東關係協會外交官
曾念祖 亞東關係協會外交官
葉苑仲 鴻海精密工業(股)公司業務工程師
何肇育 外交部外派泰國二等秘書
（亞洲所優秀校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亞洲所提供

書名：鬣蜥大飛行
（The Flight of the Iguana）
作者：大衛˙逵曼
（David Quammen）
譯者：秦涵韻
出版社：胡桃木文化公司
索書號：300.8 /878-1

Ms.Q 之16 視障生學習
的品質管理
為了讓身心障礙的同學能享受美好的大
學生活，本校自民國58年起招收盲生，成
立盲生資源教室，民國88年更名為盲生資
源中心，不間斷地努力規劃舒適完備的學
習環境。
問：聽說盲生資源中心有點字觸摸顯示
器，可供盲生藉由電腦接觸到網路上的最
新資訊呢！這麼酷的設備，難道也是學校
根據TQM流程所規劃出來的嗎？
Ms. Q答：是的，其實不只是點字觸摸顯示器喔，還有智
慧型中文語音合成器之人機介面改良、無字天書輸入法等軟
體，更於日前與中華電信聯手成立「視障遠距工作中心」，
提供給身障朋友一條工作管道，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看看它的
PDCA流程吧！
P（Plan）--規劃提供無障礙校園環境、協助身障生克服生
活與課業學習困難、規劃視障科技輔具研發與教學、協助全
國視障朋友邁入資訊化社會；D（Do）--著手視障礙科技輔
具研發與推廣、視障電腦的教育訓練、針對身障生的生活與
課業進行輔導、點字圖書的製作、身障生的職業輔導等等；
C（Check）--舉辦身障生親師家長座談會聽取建議，針對無
障礙環境進行調查與檢討、召開諮商服務及個案會議、針對
轉接通報的個案進行追蹤；A（Action）--研擬精進大專視障
輔具中心網站的建構，並精進個案管理資料庫及制訂輔具採
購建議書，以及撰寫大專院校視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執行成
果報告。
哇！學校這麼用心地規劃，讓即使是身心障礙的同學也能
享有豐富的學習資源，真是「祝感心ㄟ！」（王育瑄整理）

校園視窗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來訪 交流文創產業
大陸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副校長周建設一行10人，於17日來
訪，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人在T306接待。戴萬欽說明
本校外籍生人數、海外僑生數等國際化成果。隨後，由隨行
來賓針對校務發展進行交流。該校文學院教授陶東風對本校
「文化創意產業」深感興趣，本校以語文及漢學文化為發展
重點，大陸則偏向產業內容及管理，期望兩校能有互動及交
流。政法學院教授范燕寧對本校獲「健康安全校園」表示肯
定，並對本校圖書館印象深刻，「只可惜停留時間太短」。
周建設於座談結束時，對本校的三化理念及引進全面品質管
理給予高度讚賞，並期望爾後有進一步交流。（江啟義）

本校國際化 重慶市教育參訪團印象深
大陸重慶市教育人士參訪團副書記鄧卓明一行13人，於24
日來訪，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人在B302A接待。來訪
者為重慶公、私立共12所大學主管，戴萬欽介紹與比較台灣
公、私立大學辦學情況。 鄧卓明表示，在大陸就聽過淡江大
學，如今能帶領高校主管參訪，對本校開放校園及高度國際
化印象深刻。四川外語學院常委書記馬新發對大三出國制度
感興趣，戴萬欽分享本校外籍生及交換生人數、大三出國方
式。重慶交通大學常委書記劉倫，對本校獲《CHEERS》雜
誌連續12年私校第一表示肯定，戴萬欽也說明本校嚴格執行
退學制度及學生輔導機制供來賓參考。（江啟義）

歐研所29日探討歐盟發展
歐研所將於29日（週二）上午9時30分在B302A舉行「2009
年金融海嘯下歐洲聯盟的發展與回顧」論壇，當天歐研所副
教授卓忠宏將針對「里斯本條約下歐盟執委會對外關係職權
之轉變—兼論台灣因應之道」探討，副教授陳麗娟、苑倚曼
和助理教授張福昌也將先後發表簡報。論壇邀請東海大學政
治系助理教授楊三億、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博士後研究員李正
通等多位學者與會，想深入了解歐洲事務的同學，可直接前
往會場聆聽。（張友柔）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師生盃桌球賽激戰 午夜分高下
第4屆校園師生盃桌球賽於23日圓滿結束，每年比賽總是力
拼到午夜才分出高下，今年也不例外，經過一番激戰後，團
體賽由資通四排球隊奪得第1，資創四妙大師居次，教聯隊第
3，政經四第4。女單冠軍由語言一徐翊華拿下，亞軍為資創
四林虹佑，季軍為旅遊一賴宜萱，殿軍為旅遊一湯佳靜；男
單冠軍由資通二吳信德摘下，亞軍為資創四簡明仟，季軍為
政經四曾旭堯，殿軍則為資通四李致諺。（蘭陽校園）

蘭陽辦家長座談會 為學生出國指迷津
為免除家長對大三出國的疑慮，19日上午9時30分在強邦國
際會議廳舉行大二學生準備出國家長座談會，會中重申大三
出國的精神，說明各項留學準備工作；由校園主任林志鴻主
持，多位院長、系主任及專任教師們共同與學生家長進行交
流、溝通。（蘭陽校園）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推廣數位學習 系列研習活動起跑
學習與教學中心為承辦「教育部北區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
廣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將舉辦一系列數位學習相
關研習活動。對象為北區各大專院校對數位學習有興趣之教
師、助教及行政人員，研習主題包含概念性及實務性的課
程，如：數位學習概論、平台與系統概覽、Web2.0工具在教
學上的應用、數位學習教學設計及課程經營等一系列精彩課
程，並邀請到許多國內知名數位學習專家學者擔任講員。本
系列研習預計從99年初陸續舉行5個場次，每場次名額為50至
70人，活動將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將在近期內公告於遠距
組網頁http://deds.learning.tku.edu.tw/。（遠距組）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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