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黌宮珠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三日 星期一

淡江的品牌、企業的肯定、社會的責任
2010年5月1日出刊的《遠見》雜誌，公布了《遠見》與
104人力銀行合作所做的「2010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
果，本校名列私校第一，全國第七，在104人力銀行多項
指標之綜合排名，淡江的大學競爭力總排名私校第一，全
國第三。誠如《遠見》所言：「成大、台大、淡江三大品
牌地位確立」，在此我們要為學校及所有淡江人的努力表
達敬佩與祝賀。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淡江今日的成就又豈是偶然，
是六十年來淡江人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成果與見證。即就
此次調查的重要項目而言，淡江皆有優異的表現，諸如
「最愛提拔學弟妹的學校」、「在這波金融海嘯裏，哪些
學校畢業生危機應變處理能力最強、反應最快、最有創新
能力」、「進入職場後，哪些學校畢業生的自我能力提升
最多」等三項，淡江皆名列私校第一，全國第三。在「企
業今年感受最積極推銷畢業生的學校排名」，淡江全國第
六，在「近年來畢業生素質提升最多的學校」，淡江全國

第七。由以上指標看來，本校校友的優異表現居功甚偉，
展現出高度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同時，企業的角度並非以
大學指考分數為唯一依據，而是依企業對人才的實際能力
需求為標準，因此，除了專業知識之外，工作態度、學習
力與可塑性、配合度與穩定性、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
等，都是企業重視的要項。這也正是本校三環五育的教育
政策的重點所在！
所謂三環，是指專業課程、核心課程及課外活動課程，
而五育則是德、智、體、群、美。每一個淡江學生，都要
有全人、全方位的訓練與能力。通過專業課程培養專業知
識，通識核心課程培養眼界、器識、氣度與胸襟，通過
課外活動課程，培養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情緒管理、團
隊合作、生活學習的能力。而這三種課程貫串了五育的發
展，淡江人受企業肯定的DNA在此！易言之，淡江對學
生的訓練並不是一元、單向的，而是全面、多向的，不設
圍牆、學風自由、同儕眾多、校園美麗，有如此的經驗與

見識，無形中孕育淡江人開朗、自律、包容、靈動的生命
氣質，成為企業心目中的最愛！
當然，這不是說淡江已然完美，可努力的空間依然存
在，例如如何提升產學績效，更進一步發展系所與企業的
合作與互動，並由此開發學生的實習與實作空間？如何
強化淡江人的即戰力、國際力、成長力與語言力，以面對
全球化的多元挑戰？如何進一步提升課程、師資及教學資
源？如何更有計畫地凝聚22萬校友的向心力與社會力？凡
此，都是在企業肯定之後所應立即著手努力的方向！
沒有教會的資源支持，沒有國家的直接預算，沒有企業
的財務挹注，淡江真正實現了私人興學的理想，而且為私
校樹立了成功的典範。社會與企業的肯定不只是對淡江成
就的肯定，更是對淡江弘揚私人興學，培育心靈卓越人
才的使命願景所做的肯定。肯定就是責任，淡江有責任以
更優異的表現，回應社會對淡江的肯定與期望，凡我淡江
人，盍興乎來！

深河

導讀 孫寅華 日文系副教授
遠藤周作一生獲獎無數，本書是他生前的最後鉅
作，與《沉默》並列為二十世紀日本文學代表作
品，榮獲日本「每日藝術獎」。同時《深河》與
《沉默》也是依遠藤遺志置於靈柩中之作品。
作者是天主教徒，深受德雷莎修女不排斥其他宗教，甚至廣納並服
務異教徒之大愛影響，晚年在其作品中，常見泛神論式信仰與轉世的
觀念。《深河》主人翁大津是日本天主教神父，但卻到了印度，眼見
眾多貧窮的印度教信徒為了達成到恆河沐浴願望，步行千里，勞苦困
頓，面對已經近在咫尺的聖河卻怎麼樣都無法到達，於是大津背負著
這些已瀕臨死亡的信眾送到恆河畔。故事看似簡單，但深層意義卻是
作者對宗教的詮釋。恆河是印度人精神信仰的聖河，窮人，富人死後
骨灰都灑入河中，而如母親般的恆河象徵上蒼的博愛無分階級貴賤，
包容了普羅大眾，也隱喻人生最後終歸一處的深義。
《深河》卷頭摘錄了黑人靈歌：「深河，神啊！我將渡河，想要去
到人們聚會的地方。」小說開頭就引領讀者把情緒帶入即將展開的宗
教世界。而最後給人們的省思就如 譯者節錄書中詞句：「河流包容
那些人，流呀流呀地。人間之河，人間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研究挖挖挖 淡江臥虎藏
文／張靜怡、黃雅雯、王妍方、王育瑄

古人有言：「萬物靜觀皆自得，處處留心皆學問」，你可知道，淡江
有許多特別的研究室就像寶藏一樣「藏」在校園裡嗎？像是曾經盛極一
時的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是號稱全世界收藏量最豐富的地方，連日本
學者都特地前來取經；而代表台灣的運動項目─棒球，也在知識工程與
管理研究室中，成立「台灣棒球維基館」，是許多棒球迷醉心的知識
庫；此外，口述影像研究室每年培訓志工，用口語表達帶著盲胞「聽」
表演，讓盲胞也能與明眼人一同享受影像之美。究竟校園中還有哪些特
色研究室呢？趕快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去挖寶吧！

圖像漫畫研究室

歷史文物研究室（攝影／歷史文物研究室提供）

歷史文物研究室

酒文化研究室（攝影／林奕宏）

酒文化研究室
不到3坪的空間，酒文化研究室幾乎快被各種稀奇古怪的酒瓶埋沒，
倚著牆面的木製書架所陳列的，是各式各樣的酒瓶與相關書籍，主持該
研究室的歷史系副教授何永成笑瞇瞇地說：「你們看得到的幾乎全是酒
瓶！」視線再往地上一瞥，十幾個手提袋裡頭，依然裝著酒瓶。何永成
透露，他收藏的酒瓶將近1萬種，這些只是收藏品中的冰山一角！
除了人物、動物等酒瓶造型，還有戰車跟地球儀等，而它們背後的
小故事，更是酒文化研究室吸引人的地方，甚至連外國學者特地來參
觀。何永成說，自原料、釀酒、設計酒瓶到生產行銷，酒文化都需觸
及各領域的知識，「越有造型的酒瓶，就越有保存價值，不就是文化創
意嗎？」談起酒瓶的造型，裡頭可是蘊藏了一門學問，拿起一個原住民
造型的酒瓶，它的表情、服飾配件，甚至是肌肉線條，每一寸都維妙維
肖。何永成解釋，由酒瓶的造型，就可研究其歷史背景、設計師的思路
及所隱藏的內涵，因此「酒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同學們若想窺探
酒文化研究室的奧秘，就到L315瞧瞧囉！
酒文化就只有研究酒瓶嗎？其實酒文化是一種包羅萬象的文化，
可從種五穀雜糧的農學院、牽涉釀製的化學工業、酒瓶和包裝所依賴的
藝術與文學、負責行銷的商管領域等方面著手；而琳瑯滿目的酒類和酒
瓶，也能反映歷代政治、財經、社會、軍事與藝術人文的關係，成為一
個觀察時代現象的依據。

女性文學研究室

由歷史系教授黃建淳主持的歷史文物研究室，雖然成立計畫的審核才
剛通過，還沒有實體空間可展示珍貴的文物，但去年7月，歷史系與砂拉
越「華族文化協會」合辦中華玉器國際展，在黃建淳與其工作團隊的努
力下，受到國際肯定，新加坡的文化團體也積極向黃建淳展開邀約。
透過電子放大鏡，黃建淳專注地鑑定著玉器的料、工、形、紋，在一
般人眼中，或許研究玉器就像研究石頭，但遠古時代，「玉」本身就是
美石的代名詞。他說，玉器文化影響我們的生活很深，許多文字和成語
也有和「玉」有關，值得研究，希望把這門學問介紹給更多人認識。他
表示，該研究室的收藏來源大多是歷史系老師及學界的收藏家所提供。
他說：「初步估計，未來在歷史文物研究室中的收藏可能有數百餘件，
包括玉器、青銅器、台灣歷史性文件與竹木牙雕等多種歷史文物，在私
立大學內，對相關的教學與研究而言，應算是相當豐富的收藏。」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92年，成員分屬理、工學院之物理、化
學、化材、電機、機電等5系所，目前共有26位成員。該研究中心創始人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當時台灣的奈米研究剛剛起步，淡江在私立大
學中算是起步相當早的。
物理系教授林喩男目前即在進行「奈米鑽石材料的合成技術與應
用」，他說：「奈米是一個具有高應用潛力的新材料，可應用各個不同
領域，很多奈米產品都附有高價值，如：奈米金、奈米金線、奈米球
等。」奈米鑽石薄膜又因具有超平整表面結構和其他許多優越特性，被
稱為是上天遺留下來的寶物。他表示，因為只有特殊結構系統的「微波
電漿化學氣相沉積法」才能產生奈米鑽石，而一部微波電漿設備要價要
500萬，所以來淡江之後就自己根據相同原理設計，找人製作，只花了150
萬。目前的研究，已有發現一些新現象：像是利用氫、氦電漿當電漿源
可以改變奈米鑽石薄膜的性質，還有因學生採取不正確處理製程，意外
發現雙層奈米鑽石薄膜場發射性比單層的要好的特性。

田野調查研究室
艷陽下，架著重重攝影機，跟隨淡水藝術節「踩街」活動；海風中，
浸泡在河海交界之處，追蹤鰻魚苗。紀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捕捉淡
水每一個當下，用心關懷淡水這塊土地，這就是位於L409的「田野調查
研究室」在做的事。
「田野調查研究室」成立於民國83年，目前由中文系教授周彥文主持，
早期利用文字記錄淡水地區快消失的人事物，後期加入影像，透過學生
實地田野調查與影像拍攝，深入淡水社區，以更生動的方式呈現地方文
化，迄今已發表沿革志、廟宇志、民俗志等，藉此達到「東方文化、在
地思考」的目標。中文四林哲謙表示，「田野調查研究室」就像是一個
練習室，從擬定題目、初稿、拍攝、剪輯、後製幾乎都由學生一手包
辦，過程常常是新手上路，邊摸索邊學，有時候甚至忙到在研究室過
夜，雖然很忙碌，但收穫卻是遠大於想像。他說：「我是通勤族，所以
淡水對於我就像是個海口，一個過度的地方，但接觸了田野調查後，接
觸淡水的歷史、人物，慢慢有了情感，淡水不再是毫無意義的名詞，而
是充滿回憶的土地。」
何謂田野調查？所謂田野調查係指在研究開展前，透過實地參與，
全面性紀錄現場活動，取得第一手資料的前置作業。而且範圍不僅止於
農村鄉事間，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藝術、人類學等，也都會
利用田野調查來廣泛蒐集資料，架構新的研究體系和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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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淡江大學新工學大樓9樓的「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自民
國96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再生能源的應用與新型光電材料開發為研究的
目標。最為人知的「太陽能」更是這個研究室一直努力的方向，化材系
教授張正良表示：「過去海水淡化的技術，能源消耗大且會造成海水污
染。現在致力於利用太陽能進行海水的淡化，既安全又環保。」
能光中心擁有許多高科技器材，如：平板式與真空管式太陽能集熱設
備、太陽光模擬器、全通道式太陽能熱水集熱器等。目前，能光中心致
力於三大重點工作：分別為「進行再生能源與光電材料相關技術之研究
及應用」、「成為大學部及
能光中心的真空管
研究所學生能源與材料教育
式
太
陽能集熱設備。
的資源」及「以研討會及產
學合作計畫方式將研究成果 （攝影／劉瀚之）
技轉產業界」。能光中心除
了將繼續推廣研究太陽能海
水淡化的技術外，也希望將
太陽能技術運用在電子業，
減少溶劑回收方面造成的環
境污染。

為何要研究能源與光電材料？看過電影「2012」的震撼情節嗎？近
來地球暖化的議題引起大家對於環境保護及永續經營的觀念，於是開發
太陽能、綠色建築、光電陶瓷材料技術開發就成為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
中心成立以來一直努力研究的重要課題喔！

西藏研究中心
來到L415，甫踏入西藏研究中心，視線立刻被牆上一幅釋迦牟尼佛
的唐卡和供桌上的神像所吸引，對西藏人而言，宗教信仰是他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許多文化、經濟與政治活動，都和宗教有關；但
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吳寬強調：「歷史、語言也是西藏民族的重要文化資
產。」
吳寬表示，西藏研究中心成立於民國94年，專門研究西藏學。因此常
有電台、電視節目及平面媒體請教有關達賴喇嘛與西藏的問題。去年暑
假，吳寬特別邀請印度色拉寺的仁波切到本校做儀軌示範，吸引100多人
參加。此外，西藏研究中心的收藏除了仁波切加持過的簽名及師父歷代
流傳下來的「法器」，還收藏兩顆「舍利子」，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Ms.Q 之27 畢業生滿意度及

企業評價調查
的品質管理
太棒了！本校連續13年蟬聯《Cheers》雜誌
調查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1！學校究竟透過
什麼方式了解及培養企業最愛的人才呢？跟著
Ms.Q一起來看看本校「畢業生滿意度及企業
評價調查」的TQM流程吧！
問：請問Ms.Q，學校為什麼會在學生畢業
後的幾年間持續追蹤畢業生的就業概況呢？這些數據又有什麼用途
呢？
Ms. Q答：蟬聯13年企業最愛私校第1可是相當不易唷！除了各系
傾注心力培養學生之外，也歸功於學校用心追蹤畢業生的滿意度及
就業概況，適時地調整教學及設備，現在就讓我來為大家詳細解說
它的PDCA吧：
P（Plan）--進行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企業雇主對
畢業生職場工作表現滿意度調查，並收集傳媒對畢業生之評價資
訊，例如：《遠見》雜誌、《Cheers》雜誌、網路人力銀行等；D
（Do）--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除了針對應屆畢業生離校
後半年流向暨滿意度調查，另配合教育部建置「大專校院畢業流向
資訊平台」，進行畢業生離校前及離校後1、3年流向情形、就業概
況及職涯發展情況進行調查；C（Check）--每個系所有效回收率
至少須超過30%，並集結統計結果出版調查報告書，提供各一、二
級單位參考；A（Action）--問卷調查採e-mail、書面及電話訪問
三方面進行，請各院提供問卷題目修正意見，對於表現不佳的項目
建請各單位進行檢討並擬定改善方案。
哇！原來學校是依據這個TQＭ流程，來培養企業最需要的人
才，未來就業不用煩惱啦！（王育瑄整理）

校園視窗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學習需求即起線上問卷調查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能源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
拉開門把，映入眼簾的盡是一櫃櫃的藏書擺放著李昂、廖輝英、張愛
玲、三毛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牆上掛著最富盛名的女性作家張愛玲之照
片，花布桌上擺放著一盆盆小巧可愛的花，L528洋溢著風華細膩的氣息
的空間，為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
該研究室於民國88年成立，目前由中文系助理教授黃麗卿主持。藏書融
合古典和現代，以台灣、大陸和海外女性文學著作及古今中外對女性文
學的評論等，共3000餘冊。更藏有詩人張香華所贈之珍貴手稿、會議評論
及相關作品集等。而該研究室借還書空間也全面開放，提供借書服務。
但可別以為會來女性文學研究室的學生都是女性，曾擔任過該研究室
義工的中文系校友游閔吉回想，因老師的啟發，讓他對細膩的女性文學
有了另一思維。欲知最新訊息，就密切注意該研究室部落格http://blog.
roodo.com/femtku吧！
女性文學是什麼？以女性自身的角度藉此表達女性經驗或看法，並
以此為基準，探勘出較清晰的女性學歷史及版圖之文學。

何謂圖像漫畫？藉由圖像閱讀，了解文字及圖像之差，而圖像範
圍廣泛，因此以圖像重鎮漫畫為載體進行強化。

何謂玉文化？古人說：「玉不琢不成器。」中華玉器的美感，並不
止於器物的外在型式，最主要的是歷史所賦予其內在的信仰價值與民族
文化，並在巧匠大師的手下，含蓄而巧妙的交融於古玉美術裡，使得代
表著各時代的特色和民族個性，都能綻放出璀璨的光輝。

何謂奈米科技？奈米是長度單位，1奈米等於一千分之一微米，1根
頭髮的粗細大約為50微米。奈米科技係研究當材料非常小時，在物理、
化學、生物方面會產生什麼新的性質與現象，有別於現行巨觀尺度下的
特性與現象。然後依此機能與特性，設計、發展可應用於生活上的技
術，諸如能源、半導體、民生物品等議題上。

女性文學研究室（攝影／林奕宏）

這裡不是漫畫租書店也不是動漫館，而是「圖像漫畫研究室」。該研
究室於98年學年度，正式於L411落腳。研究室陳列著滿滿的漫畫書，現場
逾2000本，僅為總藏書量的十分之一。世界珍品，皆可在該研究室尋覓，
其中全台第1本漫畫《雞籠生》也為收藏之一，雖不提供外借服務，但同
學都能在此研究呢！
該研究室由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主持，以漫畫為媒介，讓更多學生了
解並分析圖像在台灣的發展，藉由動漫產業、圖像文化等活動，推動
產、官、學三方合作。該研究室之起源可溯於十餘年前，人稱漫畫博士
的洪德麟與馬銘浩提及，他在淡水後山上汗牛充棟的漫畫珍品受到天氣
的危害而殘破不堪。因此馬銘浩便與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往搶救漫畫，
移至本校置放。
自上學期初起該研究室與文創產業創新課程配合，舉辦一系列台灣知
名漫畫家之演講活動，並分享該領域的發展概況。更於民國98年10月23至
26日，與臺北縣政府、淡水鎮公所及臺北市漫畫工會合作，在淡水鎮公所
舉辦「2009年國際漫畫家大會」。目前正與台北縣政府及淡水鎮公所積極
合作，未來可望興建漫畫主題博物館。想更了解圖像漫畫研究室嗎？請
參考網站http://studentclub.tku.edu.tw/~maxleaf/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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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漫畫研究室（攝影／吳佳玲）

口述影像研究室
口述影像研究室成立之因是由於盲生資源中心為了突破視障生在影像
無法觸摸之困境，與大傳系合作，將國外口述影像的理論與系統相整
合，並在國科會的補助下，於民國89年成為全世界唯一，亦為第一間將口
述影像理論建立並進行研發的研究室，並由口語傳播專業的大傳系教授
趙雅麗教授主持，目前正座落於O501a。
趙雅麗說明，影像中難免會有無聲的狀態，如男女主角冷戰時，男主
角轉身離開，女主角潺潺留下淚來等情景，劇中主角的表情或姿體為視
障者無法領會的，因此必需緊抓其空白，插入話語，讓視障者透析後來
的劇情走向。
為打破視障生在影像上的藩籬，該研究室推動口述影像在台發展，並
參與舉辦一系列服務及活動。如：與公視合作播製口述影像版影視節
目、與教育部合作開發視障教育圖文溝通方案，並規劃全方位無障礙視
障導覽系統，像是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合作進行馬諦斯特展的博物館視障
導覽服務；架構視障文化創意產業社群節目，如：籌辦「視障兒童偶劇
研習」及成立視障「炸蝦捲劇團」等。趙雅麗表示，目前正積極爭取公
視口述影像服務，並保障視障者的權利，讓他們也能與明眼人一樣，享
受到影像之美。
何謂口述影像？以廣義論，是將影像轉換為文字及口語方式
表達，以協助視障者克服影像障礙；而狹義論，口述影像則為一
在不干擾正常節目中的聲音和對白的情況下，讓影像即使在無聲
的情境下，亦可透過口述的方式，將情境、時間、空間、角色關
係、布景以及人物的表情等加以描述。

知識工程與管理研究室
「知識工程與管理研究室」分為兩大領域，在知識工程方面，有資圖
系副教授歐陽崇榮及助理教授賴玲玲在知識管理工具上的應用，而數位
典藏方面，則為助理教授林素甘帶領的蘭嶼原住民文化與資圖系系主任
林信成主持的台灣棒球數位典藏計畫，其中最熱門的莫過於「台灣棒球
維基館」！
「台灣棒球維基館」是林信
成於民國93年開啟的「棒球數
位典藏」計畫的創始網站！踏
進研究室，櫃子裡頭擺滿各個
球員珍貴的親筆簽名球及絕版
的棒球書籍，雖然不是死忠的
棒球迷，但憑藉著一股「把台
灣特有的棒球文化留下來」的
想法，讓他決定著手「棒球數
位典藏」的計畫！
時至今日，該計畫已邁入
第二階段，「台灣棒球維基
館」前陣子也剛好滿5週歲，
台灣棒球維基館。（攝影／
在 「 棒 球 新 聞 」 、 「 棒 球 影 劉瀚之）
像」、「棒球專欄」這些密
密麻麻的類目後面，撰寫許多鉅細靡遺的資料，對於棒球迷來說都是無
價的珍寶！林信成表示：「除了會跟收藏家合作，將這些難得的收藏數
位化成檔案外，最有趣的是，台灣職棒的忠實粉絲群還會不時地在維基
館撰寫一些球員不為人知的小故事或訓練秘辛在裡頭！」大家默默地耕
耘結果，更讓這個維基館網站總點閱率突破了一億五千萬次呢！林信成
表示：「未來除了將文物數位化的任務永續經營下去外，更會以棒球為
起點，擴大發展成各種運動主題的資料庫！」若想一窺棒球世界的魅力
或分享你的收藏，歡迎上「台灣棒球維基館」網站http://twbsball.dils.tku.
edu.tw喔！

什麼是「儀軌示範」呢？其實就是大家口中所說的「儀式」，就是
知識工程與管理是什麼？知識工程與管理的研究方向涵蓋了知識工
所謂的儀軌。為了讓佛門子弟能夠具體實行佛門經典中的法義，於是就
程與知識管理兩個領域，並以資訊科技及數位化技術作，將文化資產加
根據經典中的道理或方法，依世俗的因緣，制定成具體可行之各式各樣
值利用及數位典藏，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維基百科就是網際網路上一個成
的佛門儀軌。
功的知識管理系統喲！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4 distinct campuses

為幫助大一新生順利學習，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
組配合卓越計畫，即日起至16日止，實施大一「學習需求」
線上問卷調查。施測面向包括「學習的診斷與輔導」、「學
習的策略與方法」、「語言技巧與方法」、「學術研究」。
統計結果將作為舉辦工作坊、開設相關課程及演講等依據，
無法於資概實習課中進行檢測的同學，請於期限內上網http://
w5.tku.edu.tw/feedback/support/index.php填寫。（施雅慧）

薩克斯風獨奏會今起索票
喜歡聽薩克斯風悠揚的曲風嗎？本週四（6日）晚上7時30
分，薩克斯風演奏家吳家雯將在文錙音樂廳舉辦「薩克斯風
獨奏會」，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I805）即日起開放索票，數
量有限！畢業於日本武藏野音樂大學的吳家雯，在台期間曾
受國際知名薩克斯風演奏家Vincent David等大師指導，獲得極
大的讚賞與關注，也積極參與管弦樂團，進行音樂推廣與室
內樂的演出，並舉行過個人音樂會。這次她將演奏法朗克的
＜小提琴奏鳴曲（第四樂章）＞等豐富曲目。（曾詩涵）

管科所研究成果發表好 多多
經營決策學系暨管理科學研究所於上月23日，在SG319主辦
「新世紀對醋食品認知探索性研究成果發表與座談會」，介
紹台灣及大陸醋產業，並分析新時代對醋產品的消費概念。
合辦單位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公司董事長許嘉旭表示，
期透過本活動和學生近距離交流。決策系副教授李旭華說
明，研究指出，年輕世代對醋的感覺和體驗，不僅停留在調
味料，而是身、美容等多方面的用途。參加活動者都可拿到1
瓶工研醋製作的乾洗手，提問的同學另可獲得1瓶健康醋，讓
學生直呼好「醋」多多。（段采伶）

蘭陽校園《《《《 智慧之海

阿母有交待，騎卡慢ㄟ！
從蘭陽校園到市區街上，山路蜿蜒，稍一不慎，難免會上
演慘痛的「犛田」事件。在強邦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為了
學生騎車安全，蘭陽校園特選在母親節前夕，設置交通警語
燈箱，掛在機車出入口的牆上，幾個斗大的字寫著：「阿母
有交待，騎卡慢ㄟ！」，將母親的叮嚀植入眼簾，提醒學生
安全騎車，希望這愛的標語能發揮功效。（蘭陽校園）

「留學生了沒」影片競賽收件13日止
為海外留學生活留下美好的回憶，並讓即將大三出國留學
的學生，更加了解各留學學校實際的生活及學習環境，特舉
辦全英文影片競賽活動。凡蘭陽校園大三、四學生均可組隊
報名參加（個人參賽亦可），作品須以英文旁白，片長5至10
分鐘為限，於13日截止收件。參賽作品需先上傳Youtube， 其
點閱人次及留言人次占總分30%，評審委員評分占70%。本次
競賽金牌1名，獎金4,000元；銀牌1名，獎金3,000元；銅牌1
名，獎金2,000元；優選3名，獎金各1,000元。（蘭陽校園）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線上助教研習工作坊」下半場13日起舉行
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
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北區）」，舉辦「線上助教研習
工作坊」，分為（上）、（下）兩場次，上半場已圓滿落
幕，下半場將於13至15日在I501和L110舉行，協助助教們發展
所需職能，提升數位學習實施品質。研習內容包含數位教學
設計概論、數位教材開發工具介紹等。即日起開放報名，詳
情請見網站http://nco.learning.tku.edu.tw。（遠距組）

遠距課程教材製作補助即起申請
學習與教學中心於1日至10日受理「首開與續開遠距課程
教材製作補助」申請，須檢附「淡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教材
製作補助申請表」、「淡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內容授權同意
書」，於10日下午5時前，由院彙整以紙本及Email寄至遠距組
辦理。詳情請至遠距教學發展組首頁http://deds.learning.tku.
edu.tw/「表格下載」處，參考「淡江大學遠距課程補助與獎
勵規則」，或與承辦人趙倩筠聯絡，分機2164。（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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