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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視窗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英語特區即日起開放
　免費為全校學生輔導英語的英語特區（FL112），本學期
自即日（18日）起開放！時段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晚上
8時，輔導員以研究生為主。本學期不提供一對一長期輔導
服務，學生想練習英語會話或有任何英文相關問題，不需預
約，即可於上述時段內至英語特區尋求協助。（洪予揚）

談尤薩生涯  陳小雀興奮憶當年
　美洲研究所及祕魯駐台北辦事處於11日，在T306舉辦
「文學與政治：暢談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的創作生
涯」，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美洲所教授陳雅鴻、熊建成及
西語系教授白方濟共同與談。
　祕魯作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集詩人、作家、評論家
及記者身分於一身，曾競選祕魯總統，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
《城市與狗》。尤薩於1990年曾訪問淡江，當時陳小雀還是
個研究生，她回想當年興奮地表示，「尤薩是擁有批判和社
會精神的作家，沒選上總統的經歷，反而成為後來寫作的材
料，而他的得獎，也讓更多讀者認識拉美文學。」其在淡江
的演講內容，以及所見所聞均收錄於尤薩回憶錄《El pez en el 
agua》一書中。（翁浩原）

諮輔組教表達授造型 讓你亮眼面試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將於本週六（23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在商館B127舉辦「打造最佳”心”印象」工作坊，提供最
IN、最實用的魅力塑造課程。報名自即日起至本週四（21
日）下午9時止，請洽諮輔組（B413）輔導員陳姱蓁。
　課程邀請專業訓練師，教導姿勢、手勢、眼神與表情等情
緒表達及聲音、語速等，藉此培養職場新鮮人的自信與競爭
力；此外，也會教導髮型、化妝及服裝搭配，讓你成為職場
上最亮眼的面試者。（柯俐如）

生涯探索營即起報名
　學務處諮輔組將於11月6、7日舉辦「Your Career We Care」
生涯探索營，讓同學們透過自我探索講座、闖關等營隊活
動，在快樂中學習，找到自我掌握的方式及人生方向。自即
日至11月3日下午5時報名截止，請洽諮輔組（B413）約聘組
員倪嘉陽。（柯俐如）

歐盟中心辦徵文及朗誦賽 報名至29日
　本校60週年校慶適逢歐洲統合及舒曼宣言60週年，歐洲聯
盟研究中心首度針對本校非歐盟國籍的學生舉辦「歐盟研究
徵文」及「舒曼宣言朗誦」兩項歐盟獎學金競賽。徵文比賽
分為大學及研究生組，題目分別為「歐盟形象之我見」及
「如何增進台灣與歐盟之關係」；舒曼宣言朗誦須由法文、
德文、英文、西班牙文及俄文中擇一語文朗誦，僅可報名1種
語文。兩項競賽僅能擇一，報名至29日止。詳細辦法請參考
歐盟研究中心網站http://w3.tku.edu.tw/eurc/公告。（王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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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

導讀羅運治 歷史系教授
 　古今中外，歷史的發展有一項共同的特色，即是歷
史是槍桿寫的，所以歷史一向是政治的奴僕，永遠為
政治服務。政治，既沒有永遠的朋友，亦沒有永遠的

敵人，而只有永遠的利益。也因此，人們所知道的歷史通常不會存在絕
對的真實，而只是在位、有權力者在對其有利的價值之下所呈現的部分
而已。但不可否認的，歷史上任何一位人物的決定或是任何一件事情的
發生，往往由點而線，由線而面影響到整個歷史的演變，甚而使平靜的
社會產生豬羊變色的結果。當然事件發展影響程度，視其時間長短、周
遭環境、參與深廣及對象情境……等而有所不同，但其間來龍去脈，後
來可透過事實呈現出來。人們在瞭解之餘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評
論，使能較客觀的借鏡參考。此即人們愛說的「以史為鑑」。
　林博文所著這本書，旨在描寫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情，而其結果對
整個人類社會均產生重大之影響。全書共28篇，每一篇有其主題，由各
種事情談起，述其發生背景、過程及對後來之影響。如「韓戰的砲聲吵
醒了毛澤東的統一夢」及「國軍反攻大陸作戰計畫曝光」等兩篇，均影
響台灣海峽兩岸政府的各種措施及產生各種的結果。

　全台私立大學正面臨前所未有、日趨嚴峻的挑戰。
如何在大學過多、學生漸少、政府不當干預三方夾擊
下，找尋立足之地，已成各校關心焦點。
　少子化與大學過多乃既成事實，無法改變。如果高
教環境健康、正常，則市場機制汰劣存優，優質大學
自有生存空間。最怕是，上游政策扭曲了高教環境與
價值觀；中游大學主事者只好順從在偏誤的方向上互
相競爭；下游大學教職員亦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原本百年樹人的大業，恐淪為每季驗收求生存
的蔬果批發業。
　大學是教育機構，不是製造香腸的標準化工廠，也
不是職業訓練所。因為不製造香腸，所以大學「業
績」不能用標準量化指標衡量，辦學成果不能三日一
驗五日一考。否則自上到下疲於奔命，應付有增無減
的文書作業、量化評鑑，哪能靜心教學研究？
　教育部主管教育，就業原不屬它的職責。但因該部
掌管設校、設系大權，遂也對畢業生就業負連帶責

任，大學之課程設計、系所評鑑紛以短期就業成果為
依歸。張忠謀翻閱自己早年博士論文，好多數學公式
現在竟然看不懂，這並不代表他的博士學位造假、無
用，正確的解讀是：大學教育給他開闊視野和帶得走
的能力，這些視野和能力已內建成為張忠謀成功的一
部份。學位與論文都只是訓練過程，走過之後雖隨手
可丟，但是曾經浸淫文學、藝術、微積分的大學教
育，卻永遠影響張忠謀。
　無用之用會有大用，這就是大學教育的本質與信
念。難怪前往南加大攻讀電機博士的一位台灣留學
生，教授給他的第一份書單，竟然是馬克吐溫的小
說。在急功近利、凡事但問有沒有用的台灣校園，很
難看到此情此景。
　重研究輕教學是扭曲高教的另一主因。立足點矮人
一截的私校，很難研究教學兼顧，更不可能兩方面都
與公校競爭。大學固然受惠於教授的研究成果，但
是能使學生直接獲益的卻是教授的熱心教學。公私立

大學學生素質有異，相較於公立大學，私校宜以教學
為重。對私校學生而言，重視教學的學校當然更具吸
引力，重視教學的老師當然是助他扭轉劣勢的再造恩
人。短期之下，私大重視教學或許不利於爭取經費，
但若持之以恆，必能打造學校風格，贏得社會重視。
文化大學一助理教授發現學生無法閱讀外文教材，索
性陪學生重讀高中英文。這種傻瓜只有一人，所以無
助學校聲譽。一校如有半數此類老師，學生怎不趨之
若鶩？
　辦學乃百年大計，正確的做法常在多年後才見果
效。大學若隨短期評鑑起舞，不僅惶惶不可終日，也
自毀引領社會的神聖使命。
　在北洋軍閥年代，北大校長擺明告訴教育部：錢拿
來，辦學之事你別管。如今高教市場競爭激烈，各校
遂成教育部禁臠。有為私校除了實心辦學之外，集合
優質私校，以集體力量要求公平辦學環境並解除不當
干預，乃是可行、應行之路。

無用之大用─回歸教學本質 面對高教環境的挑戰

學教中心下月5日研習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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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11月5日（週五）於覺
生綜合大樓I501舉辦「數位學習優良教材與推廣經驗分享」
研習活動，邀請製作優良教材並通過認證的專業團隊現身說
法，以及分享本校於數位學習推廣與服務的經驗。即日起開
放線上報名，詳情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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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nco.learning.tku.
edu.tw。（遠距組）

研芳療習保健 471長青族樂學
　為嘉惠台北市長青族群，已邁入第3年的成人教育部長青學
苑課程，99學年度秋季班除原有13門課程外，特別加開「健
康保健教室」及「銀髮族芳療」2門課程，總計開設15班，學
員計有471人次報名，頗獲好評。（推廣教育中心）

工地主任課評選 成教部大陣仗與會
　3年1次之營造業工地主任220小時職能訓練課程評選，於今
年10月13日在成功大學舉行。因工地主任班目前是專業證照
訓練中心開課之重心，為積極爭取好成績，此次特由成人教
育部主任施國肱、副主任李德昭及秘書顧敏華等組團南下簡
報並接受答詢。（專業證照訓練中心）

●大學城小橋
　大學城小橋是校園周邊人氣最高的橋，每到中午就有大量
人潮行經該橋湧入大學城，相信她也深深存在許多淡江人的
回憶中，據說她是當年東森力霸集團在大學城蓋房子時順便
搭的橋，你知道她幾歲了嗎？

●化學館的大樹爺爺
　據說當年淡江在五虎崗上建校時，化學館的大樹爺爺就已
經存在了，是見證學校從無到有的元老。又不能砍下他數年
輪，他到底幾歲了呢？
 
●宮燈姊姊
　淡江大學的宮燈道，住著一位淡江無人不知的「宮燈姊
姊」，卻沒有人真正認識她，不少人好奇她究竟芳齡？財金
三林芳妤表示，不知道宮燈姊姊是不是已經變成宮燈婆婆
了！

●二一樹
　圖書館側門，有兩棵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二一樹，傳說只
要從二一樹中走過，那一學期就會被二一，不過由於凡那比
颱風威力過強，把二一樹給吹倒，雖然解除了危機，但還來
不及考證她的存在就和她say goodbye，實在不捨，讓我們一
起考證考證二一樹在淡江幾年了！

33歲：交換生
　學校以英專起家並且長期推動國際化，送學生赴海外交換學習
已經33年了，近幾年學生出國的人數不斷創新高，就是希望讓更
多淡江學子走向世界。日文四賴盈潔表示，她也曾以淡江留學生
的身分，赴日作了許多學術及文化的交流，體會不同國家的教育
方式，出國那一年獲得的是滿滿的收穫。
32歲：網球場啟用 
　還記得民國95年，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蒞校參加學術活動
時，一時技癢，應邀脫下西裝在球場上打了幾球，你知道那是什
麼球嗎？是網球。為培養學生強健的體魄及開闊的胸襟，學校於
民國67年興建活動中心前的網球場，讓社團、校隊及學生能使用
先進的網球場地。數學二陳璿說：「淡江有網球場真的是太棒
了！我發現很多學校都沒有，所以我這學期特地選了網球課，雖
然人多了一點，但是我還是很滿意。」
31歲：五虎崗文學獎
　60週年將擴大舉辦的五虎崗文學獎幾歲了？答案是31歲。多年
來，不但是許多傑出創作者嶄露頭角的舞台，也是他們產生創作
信心的基地，期待能持續下去，不僅提高淡江學生的文學風氣，
更累積佳文，提供給後進學弟妹欣賞。
30歲：牧羊草坪
　牧羊草坪以前是個大水池，民國69年填平改為草坪。正如每個
校園都有屬於她的傳說，牧羊池改建為花園也有傳說，但真實的
是這裡是民歌的發源地，是現在社團活動的最佳場所。企管二劉
書宇表示，牧羊草坪廣闊的空間，舒暢的環境，常常讓我留連忘
返，有時還會跟朋友一起在這裡打滾呢！
25歲：金韶獎
　金韶獎在淡江創作學子的心中，絕對是不能遺漏的比賽盛事；
由吉他社主辦，民國74年首度舉辦，曾停辦3年，每次都有創作
奇才參賽，更有許多創作奇才因此打開音樂之路，知名歌手盧廣
仲就是從金韶獎發跡。德文二劉凱晴對音樂相當有興趣，她說：
「大一第一次看到金韶獎就很期待，在那裡可看見每位用心寫
歌、唱歌的人，無論是否為第1名，上台的人都很值得鼓勵。」
20歲：海事博物館
　全台首座海事博物館今年6月剛舉辦20週年館慶，外型如一艘
大船，想見證輪機發展或親手掌舵都能在海博館親身體驗；館內
展示古今中外船艦，皆照原船結構比例縮小，細緻真實。而海博
館更是許多中小學生必定參觀學習之處，想要一窺海事的奧祕，
走一趟海博館包你滿載而歸。
16歲：五虎崗機車立體停車場
　學校師生人數眾多，許多學生以機車代步，所以停車位很重
要。位在自強館旁邊的五虎崗停車場關懷騎機車的孩子們已經16
年了，他提供免費車位，讓同學安心將機車停好再去上課，不必
怕被警察開罰單喔。
11歲：美食廣場
　松濤女宿地下一樓，常陣陣飄香，難道是女生在宿舍開伙？不
不不，那味道來自校園俗擱大碗的餐廳─美食廣場。自助餐、素
食、飯糰……各式各樣應有盡有，服務全校師生11年如一日，出
門在外不怕餓肚子啦。化材二范乃中表示，美食廣場是我最好的
朋友，便宜、菜色豐富又多樣，錢少少可是卻能吃飽飽，環境很
乾淨、又近，非常方便。
10歲：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海豚」是最聰明的哺乳類動物，也是全校推選出來，為本校
的吉祥物，位在網球場及宮燈大道之間的海豚吉祥物里程碑已經
10歲囉！飛躍海平面的造型，意味著淡江生氣蓬勃向上躍升的活
力。
8歲：建鬼
　校園裡，最令人膽顫心驚的絕不是農曆7月，而是建築系舉辦
的「建鬼」。由建築系學生用他們專業的設計技能及巧思，將建
築系的大本營舊工館改造成恐怖驚悚又極富藝術層次的駭人鬼
屋，今年邁入第8年，成長的過程中絕對是口碑十足！今年轉學
入淡江的英文二林宛萱表示，還沒入學就聽說淡江的鬼屋很有
名，而且還是建築系學生設計，感覺在驚悚之中也會有藝術的美
感，就算須排隊也一定要嘗試看看！

5歲：忘春瘋
　校園民歌從淡江發源，5年前「忘春瘋」音樂會也開始在淡江
感染著另一股音樂風潮。每年的3、4月舉辦，邀請卡司陣容堅強
的歌手蒞校演唱，每每造成學生漏夜排隊搶購門票，形成「忘春
瘋風潮」。保險四吳國賓年年都去忘春瘋，他說：「以前都在後
排看表演，大學最後一年一定要漏夜買票去『搖滾區』！體驗近
距離的演出。」
5歲：夜間護送服務
　午夜時分，竟然看到平常禁止騎乘機車的淡水校園有機車騎士
來回穿梭？那是學校為了女同學的安危，在晚間12時後提供貼心
且安全的接送服務，至今已經執行5年囉。曾嘗試半夜走英專路
回女宿，但是走到一半就碰到醉漢的俄文四王儷穎說：「以前在
台北市打工，回到淡水已經半夜，那時候如果沒有護送服務真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實在祝感心。」
4歲：淡江talk版
　民國95年6月淡江talk版在批踢踢正式開版，此版一出即有許多
鄉民在上面發表淡江大小事，所有淡江新鮮話題及發燒新聞都在
版上快速更新，至今talk版上的言論已有近1萬8千篇，在校園裡有
一股龐大的影響力！電機二林軒利是ptt的重度鄉民，他說：「任
何校園角落發生有梗的事情或是最新消息都會被po上去，也會有
許多的新鮮意見分享跟討論，沒有talk版真的會很寂寞。」
3歲：淡海音樂祭
　淡海音樂祭是每年3、4月，由音樂性社團合作舉辦的一年一度
音樂盛事，各路音樂好手不僅是表演，更利用不同樂器擦撞出不
同的音樂火花，擁有淡江獨一無二的音樂風格！資工四謝皓同回
憶起第一屆的淡海音樂祭說：「那次在蛋捲辦的活動真的非常精
采，各社團音樂曲風跟樂器的融合讓音樂祭晚會表演與眾不同，
但聽說有音量限制，希望未來可以開放，讓各社團更盡情的演
出。」
2歲：淡淡生活節
　學生會為了讓淡江人享受溫暖的感覺，2年前開始於年末舉辦
一系列活動，如：收集「1460個微笑」活動等，展現淡江人的熱
情，並紀錄校園生活點滴。會計三蔡謹薇表示，去年拿到一本裡
頭有近百張微笑照片的冊子，在冷冷的冬天看了就覺得很溫馨，
還在冊子上看到許久未見的朋友，感覺很特別。
1歲：黑天鵝展示廳
　位於海事博物館的黑天鵝展示廳去年甫開幕即人氣滿點，人潮
總絡繹不絕，是校內學生發表創意的藝術空間。廳內一百多坪共
3個展覽空間，挑高的設計讓整個空間更富有層次感，每學期舉
辦十多個不同主題的活動，是創意及專業擦撞的夢想天堂。

　共計132階、是淡江初創時進入校園必經要道的克難坡，興建於民國42年；紅牆碧瓦、淡江最具代表的宮燈教室，於民國
43年興建；71年設立驚聲大樓；經常舉辦各式活動，充滿青春色彩的書卷廣場於民國75年竣工；85年覺生紀念圖書館落成；
94年成立蘭陽校園；95年紹謨紀念體育館落成；名為「蘭陽心、淡江意、雪山情」的楊英風「雪山隧道」雕塑於96年3月揭
幕；這些象徵重要里程碑的建設歷程，早已深刻在所有淡江人的心中。但淡江創校60年來，除了這些經常惦記的淡江文化，
還有許多常在你我身邊發生的人事物，你注意過他們的年紀，你知道他們伴隨著淡江成長、伴隨著師生生活、學習多久了
嗎？讓我們一起來考證一下他們的年紀，讓創校60年來的淡江大學大小事，都一起住進你我的心中。

瘋蘭陽影片競賽 介紹我的學系
　為讓學生發揮創意，介紹與分享就讀學系，蘭陽校園特舉
辦「瘋蘭陽－我的學系」英文影片競賽活動，期使學生更了
解各學系成立的宗旨、目標及特色，只要是蘭陽校園學生
（不限個人作品）均可參加。影片長度以2分鐘為限，作品須
先上傳至Youtube網站，Youtube的點閱人次占評分20%、留
言人次占評分10%，11月24日進行評審，評審分數占70%。收
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月12日止，前3名獎金依次為4千元、3千
元、2千元，優選3名，獎金各1千元。得獎作品於12月13日起
公布於校園網站。（蘭陽校園）請  齡芳

問 ？

卓

越

文／林姍亭、張莘慈

60歲：英文系 
　淡江大學創立之初叫做英語專科學校，所以和學校一起誕生的
科系當然非英文系莫屬了，因此在替淡江大學慶祝60週年時，也
祝福英文系60歲生日快樂喔！
 57歲：淡江時報 
　本校第一大報─淡江時報，今年57歲囉！不僅培育出許多優秀
的學生記者，也提供淡江全體師生、校友獲取資訊、了解學校政
策，讓淡江人每個星期一早晨爭相傳閱，一睹為快！中文三莊文
如說：「我每個星期一都會衝去報櫃拿淡江時報，而且還要多拿
幾份，不然到班上又會被搶走。」
49歲：淡江郵局 
　口袋又空空了！去郵局領錢吧！學期末了，書本衣物怎麼運回
家呢？去郵局寄吧！這不是廣告喔，學校裡面就有郵局，真的超
方便。淡江郵局設立於民國50年，服務全校教職員工生已經49個
年頭了；位於牧羊草坪、宮燈教室附近，景色怡人，排隊等領錢
時還可以欣賞美景，實在是每位淡江人的好朋友。
48歲：學生活動中心 
　經常舉辦社團之夜、耶誕舞會、演唱會的地方是那裡？當然是
學生活動中心。活動中心落成於民國51年，一直是淡江學生展現
青春活力的舞台，就連知名作家、本校中文系校友蔡素芬，在她
的小說《橄欖樹》中，都對學生活動中心念念不忘。對淡江人而
言這麼重要的地方，你曾想過她幾歲了嗎？她48歲，靜靜的佇立
在五虎崗上，看著學子們來來去去已經48年了，下次在活動中心
辦活動時，別忘了在心裡默默的向她說聲「謝謝」喔！
45歲：台北校園
　台北校園舊大樓興建於民國54年，民國65年再建新大樓，成為
現在的規模。《橄欖樹》中也提到，過去商學院的學生每到三、
四年級，就必須到台北校園上課；現在的台北校園則以服務為
主，發展終身教育與推廣教育，開拓社會資源、全力衝刺「回流
教育」。 
45歲：淡海同舟
　淡海同舟是校內社團負責人受訓的活動，為校內歷史最悠久，
規模最大，參加人數最多的營隊。為了讓各社團新任負責人蛻變
成優秀領導者，而進行的5天4夜培訓，不僅訓練領導人的能力及
智慧，更傳承社團經營的使命精神。管樂社社長產經二鍾晉豐
說：「在同舟最重要的是學習人際之間的互動、交流，並教導我
們如何經營社團，傳承經驗及精神，同舟帶給我的影響很大也很
深遠。」
44歲：文學館 
　在學校眾多館舍中，為什麼要特別介紹文學館呢？因為了解文
學館的年紀就可以知道，「淡江美女如雲」這句話大約已經傳頌
多久了。話說，本校以英專起家，相當注重語文教學，於民國55
年興建文學院，十餘年來不斷擴充設備，延攬名師，增加系所及
圖書資源，至今人才濟濟，成為氣質美女的出沒之地。航太二簡
子盛快樂地說：「文學院真的美女如雲，我有時候下課沒事就會
晃去那邊看美女，淡江真是棒！」
38歲：自強館
　38年歷史即將終結在教育館的自強館，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她
的簡史吧。興建於民國61年，在自強館度過的日子，是本校校
友、作家鍾文音、朱天文等「對淡江回憶的必然地圖」。建築四
黃信惠回憶，想當初我也是天天在自強館外守候女生、趕12時門
禁送女生回來的其中一人，雖然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現在
想起來還是很甜蜜、很刺激。
37歲：輔系辦法設立
　除了本科系的知識，想學更多可以申請輔系，這麼好的政策
始於何時？輔系辦法設立於民國62年，為擴大學生修習科目的範
圍，並依自己的興趣選修科目，讓同學更具就業競爭力而設，至
今淡江學子仍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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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由集體記憶堆疊而成，走過60年
的足跡林林總總，隻字片語難以盡述。盼
所有淡江人一起找出屬於淡江的歷史，如
以下幾個淡江小故事，大家一起「請問芳
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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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學評量今開跑
　本學年度開始實施期中教學評量，今（18日）日可上網填
寫，提供學生於課程進行期間對教師教學表達意見的管道，
增進師生良性互動與溝通，評量結果不計入教師各項評比。
評量網址為http://info.ais.tku.edu.tw/tas/。（陳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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