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為使更多教師體驗Moodle教學
平台的強大功能，學習與教學中
心遠距教學發展組規劃小班制的
Moodle教學平台操作教學，只要
教師或助教5人一起報名，即可向
遠距組申請小班教學。
快來申請Moodle基礎入門教
學，課程有Moodle基礎入門，
或根據需求進行進階功能教學，
歡迎各位教師預約！詳情請洽遠
距教學發展組王大成校內分機
2163。（文／遠距教學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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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晃二的單車日記

總務長鄭
晃二將美好的「陽光、
空氣、水」當作他一天的早餐。沒錯，他
是騎著腳踏車上學，享受人生的樂活族。
騎腳踏車上班，聽起來很酷，但如果是20
多公里的路程，或許不少人會打退堂鼓。
鄭晃二說，「每天早上從民生東路五段的
家中出發，沿自行車道至紅樹林出口，再
轉向登輝大道，歷時1小時5分鐘，就可到
達學校。」說得輕鬆，鄭晃二語中沒說出
的是他放棄平緩的市區路線，特地選擇2

公里爬
坡的登輝大道，多增加一段訓練
肌力的機會。
「堅持」是這段路程與
天天持續不間斷的唯一信
念。除了颳風下雨，每天
都騎單車，鄭晃二沒有給自己
機會找藉口，「一開始真的很累，尤其是
回程時，一個人在夜晚的基隆河岸特別孤
單，如果再加上下雨，心理就會有『幹嘛
這麼累人！』的念頭。」鄭晃二的單車日

記，寫了4年，光是開始前半年，
他的體重就減少8公斤，腰圍也
少了3寸，肺活量與新陳代
謝也獲得改善，像是
獲得新生命一般。
但最大的改變，是
藉由單車，讓他認
識
了許多同好，認識
了車隊、社 群，「透過運動，心都變
開闊，交朋友也變得容易。」（文／陳頤
華、圖／總務組提供）

馬總統談國際化 促大學產業化吸引東南亞生源

張大春評文創 文創中心po文回應
很珍惜每位到學程來授課的業界教
師。」
引起討論的文章為修習講師陳甫彥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課程學生所
寫，該名學生貼文表示，當天的演講
紀錄，混入了他個人主觀成分，對於
沒聽懂的部份也用了自己的想法補
上。該課業師陳甫彥在本校98上下學
期課程教學評量中，文化創意產業概
論教學總分是5.22及5.12的高分。證
明在專業態度或教學內容及方法上，
都受到學生的肯定。對於這次的網路
論戰，陳甫彥認為這未嘗不是課堂以
外之社會大眾更深入探討文創產業的
契機，對於”精采”的論戰，他期望
不是人物的論戰，而是對產業發展前
瞻的精闢論壇。因此在本週開始的課
程中，他將引此事件進入課程中探
討，並在近期公開提出系統的文化創
意產業概論內容，迎向討論。
文創中心從95年開課至今，學生反
應熱烈，年年人數幾乎爆滿。已拿到
文創證書的公行碩一陳韻文表示，選
修文創課程讓她的思考變得很活潑，
未來她要結合自己本科專長輔以文
創，走藝術行政或管理的方向。大傳
三史庭在大一時上了趙雅麗老師的文
創講座課程，此後確定未來將在文創
產業上發展，她說：「文創學程的上
課方式讓她更瞭解業界生態跟所需要
的人才。」同時她也強調，文創中心
之所以請業界的老師，就是希望學生
能更「實務化」，本就非教理論的方
向，連上課交的作業也跳脫一般的考
試評核。面對此次事件在學生中各有
一套想法，淡江talk版網友pika2100也
表示，請張大春先生來淡江聽聽文創
課程就知道了。

極大的改變，不變的是台灣是個天然資源不多，
天然災害不少的地方，我們需要大力開發人力資
源，而我們也交出優異的成績單，日前台灣代
表團在「2010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奪下27
金、32銀、23銅佳績，再度蟬聯團體總冠軍，更
創下年紀最小、參賽作品最多，以及首度有離島
原住民參賽奪金牌等「三個第一」的紀錄。可見
我們的下一代非常優秀，也要靠這麼多孜孜矻矻
努力不懈的老師及學生，才能讓台灣在許多國際
評比上出人頭地。
現在教育面臨了必要的轉型，少子化加上近10
年大學教育極度擴展的結果，國內現有160多所
大學，在42年前考大學時錄取率為27%，現超過
90%。要如何因應呢？一方面水準不能降低，另
一方面就如淡江推動國際化，讓台灣成為東南亞
國際教育中心，事實上不只一位國家元首表示，
若台灣能提供全英語的課程，他們樂於將子弟送
到台灣。台灣有如此充沛的教育資源，可以適當
的產業化，如同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英國等，都十分成功。而目前國內外國學生人數
占1.5%，未來目標為提升到2.5%。同時也將持續
推動研究、教學型大學，讓大學有足夠資源，因
為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
政府原規劃逐年提高教育經費比例，由原本占

蘭陽

業化與國際化之構想，本報
特整理其內容菁華，以饗讀
者。內容如下：
張創辦人、張董事長、張
校長、現場來自全球的貴
賓、淡江全體教職員生、各
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淡
江大學60週年校慶，回想起我第
一次來到淡江大學，是在41年前
大一暑假參加夏令營，當時在
淡江住了一個禮拜，就深刻地
感受淡江校園之美，被淡江美
景所吸引。往後的41年淡江一路
成長，淡江大學不僅是國內最
受企業歡迎的私校之一，更獲
得國際知名網路計量研究機構
Webometrics「網路世界大學排
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研究評比為台
灣大專院校前10名，實屬不易。
尤其淡江特別強調以國際化、資
訊化和未來化作為學校教育理念
與我個人的理念非常相符。
60週年校慶總統馬英九蒞臨慶祝大會，與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握手
台灣這40多年來教育情況有
致意。（攝影／馮文星、張峻銓）
【本報訊】本月6日6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總統馬英九蒞校致詞，受到師生、校友熱烈歡
迎，總統除對本校的發展歷程予以肯定，也留
下對淡江的祝福與期許，並暢談個人對高教產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廣播
主持人及作家張大春近日在網路上評
論文化創意產業，及大專校院中的文
創課程，引發熱烈討論。其中對本校
文化創意產業學程的評論，文化創意
產業中心18日也貼文回應，說明本校
籌劃文創學程之宗旨與執行成效。
針對張大春表示，在文創領域中包
括文藝出版、影視行銷或視覺設計等
產業存在已久，為何又要生造出「文
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的大帽子？
文創中心的回應文中清楚的指出「為
什麼電影院國片和洋片的比例這麼懸
殊？為什麼華人文化中『花木蘭』的
故事是由好萊塢來發揚光大？為什麼
光華商場中展示的LCD播放的都是
韓國的少女團體？為什麼資訊科技人
才豐富的台灣，在『文字、訓詁、小
學』等語言學分析理論成熟的文化體
系下，卻生不出如Google網站，以提
供『文字訊息』服務的創新公司？藝
術工作者往往面臨一人身兼『創意、
行銷、財務』多職的困境，這個現
象對藝術工作者是甘之如飴的一種體
驗？還是一個需要改變的困境？」
這些淺顯的實例，不僅代表了以整
合性視野發展文創產業的迫切需要，
本校也首開先例開設文創學分學程，
將產業與學術、人文與科學做跨領域
的專業整合，讓對文創有興趣的不同
科系學生，可「跨行」悠遊於本科專
長與文創產業的領域。
此外，該文也說明「產業界最新的
案例，要進入標準教科書，大概需
要五年左右，所以引入業界專家，其
實是各國大學教育，尤其是商管領域
很重要的一種教學設計。而非文化創
意產業相關課程的專利。因此，我們

新聞萬花筒

GDP的4.4%，以每年增加GDP 0.2％（約240億
元）的比例成長，希望在8年之內提升至GDP的
6％；政府在98年度即增列260億元，但這兩年因
為受到金融海嘯影響，政府稅收銳減，教育經費
合計僅能增加240億元，雖未能達到預估目標，
但仍逐步朝此目標邁進。同時，政府希望拉近公
私立學校教學資源的差距，讓學校教職員退休、
撫恤、資遣的待遇漸趨一致，協助解決私校的經
營問題，立法院去年通過《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今年1
月1日起正式實施，將可有效改善私校教職員工
福利。
此外，國內目前共有70多所大學及技職校院與
外國大學建立跨國「雙聯學位」的合作，政府分
別與紐、澳、加、德、日等5個國家簽訂打工渡
假協定等，國內學生也可前往這些國家，接受不
同文化的陶冶，體驗學習他國的邏輯思考模式。
我的母校哈佛大學每年都有五分之一的學生打工
渡假，一年的體驗有助於讓青年學生拓展視野，
充實人生經驗。
看到淡江經歷60年發展至目前的規模，感到非
常欣慰，另外感到欣慰的是我今年也是60歲，在
此祝賀：「淡江大學，生日快樂！」
（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本校秘書室）

SearchOnTw Google 搜尋故事創作賽

蘭

陽

活

動
剪 影

旅遊二賴宜萱獲票選第一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旅
遊二賴宜萱參加SearchOnTw Google
搜尋故事創作比賽，獲大眾票選第
一名，獲得參觀美國Google總部四
天三夜的行程。賴宜萱於今年的9月
參與此活動，她的作品《自行車之
約》在眾多的作品中獲得Google評
審的青睞，並再從10部精選的影片
脫穎而出奪得第一，明年2月她將獲
邀前往美國參訪。
賴宜萱表示，整部短片的構想是
來自於我將平常累積的生活經驗與

自己最夢寐以求的單車旅行作結
合，平常就有騎單車習慣的我，最
大的夢想就是參加法國普羅旺斯的
自行車之旅，所以我將片名取為
《自行車之約》，一開始並不知道
這是個比賽，只是覺得好玩就嘗試
看看，後來得到第一名，真是讓我
非常驚訝也很開心，「在得知能參
訪美國Google總部時心情，更是像
中樂透一樣，開心得睡不著覺！」
沒想到上傳影片竟然還會有意外的
收穫。

財金二呂明 篸 日前至瑪家部落
擔任課輔志工團總召，協助受
88水災影響的孩童完成暑假作
業。當時南部豪雨，落石不斷並
斷水，但為協助孩童完成作業，
仍固守不離。呂明篸表示，大夥
兒解決民生需求的克難，實在難
忘。但卻讓我更加期待下一次的
服務，因為「這就是我要做的，
更讓我確信服務會讓人感動的道
理！」（黃雅雯）

教育學門研習營 24日截止

【本報訊】教育學院將於12月7日上
午9時至12時及下午1時至4時，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學門學術
研習營」─研究領域：質化研究方法
論，全校各碩、博士班學生及教師均
可參加，報名至24日（週三）截止。
邀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兼教
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主任甄曉蘭，主講
「資料與故事間的琢磨：質性資料分
析的看見與創見」。教育學院表示，
質化研究方法對於量化或質化的學術
研究都非常重要，消息公布後，全校
各學院師生報名踴躍，活動場地從只
能容納50人的小教室改至覺生國際會
議廳，有興趣者歡迎把握機會。

歐研所今論ECFA展望

【本報訊】歐洲研究所今天（22
日）將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在
ECFA下台灣加強與歐洲聯盟經貿關
係的展望」論壇暨「歐洲民主政治與
經貿關係」工作坊。除由經濟部參事
徐純芳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內
容及對產業之效益」為題，進行專題
演講；另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進行
圓桌論壇，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
希望藉台灣與歐洲經貿關係的探討，
激發創新思維，以供政策上的參考。
工作坊方面，將由歐研所學生競
賽發表13篇論文，由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進行評論，最後評選出3篇優良作
品，將各獲獎金及獎狀。

12月學習策略開講

蘭陽校園各系都會舉辦一年一度的學生餐
會，圖為資通及資創系學生，在教學區餐廳
享用自助式餐點，座位安排以年級交錯，讓
不同年級更認識彼此。（攝影／李鎮亞）

成教部華語演講冠軍梁承娥
【本報訊】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
於3日在台北校園D221，舉辦外籍
生朗讀演講比賽，現場約有200人觀
賽。由韓國籍梁承娥獲得演講比賽
第1，並得學費優待券及獎狀。由主
任施國肱開場致詞，勉勵學生透過
演講比賽，展現平日學習成果，鍛
鍊穩健的台風，提升中文溝通表達
能力。
梁承娥以「我的爺爺奶奶」為
題，標準的發音娓娓敘說感人的親
情，讓她獲得評審一致的好評，自
參賽30人中脫穎而出。多
位同學選擇「臺灣的夜
市」為演講題目，分享
在臺灣夜市品嚐美食、
結交朋友的美好經驗，

呂明篸瑪家部落助學童

幽默風趣的演說，除了讓現場笑聲
連連之外，更對臺灣的風土民情有
深刻的感受。
另有朗讀比賽，獲得朗讀比賽第1
名的印尼籍吳夢 莉 ， 豐 富 的 表 情
加上活潑的
肢體語言，
讓她獲得滿
堂彩。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習
策略工作坊」又開課囉！針對不同的
學習需求，學習策略工作坊12月課程
規劃出爐！12月份陸績開課，有「記
憶煉金術」、「英語聽說能力培訓
班」、「輕鬆簡報快‧譯‧通」簡報
實作、「我是報告王」書面報告輕鬆
寫等多樣課程可供選擇。
網路報名http://163.13.43.79/index.
aspx或親至I405報名，或洽學生學習發
展組編纂吳美華校內分機2160。

楊明玉教Photoshop

【本報訊】想認識圖像編輯的首選
軟體Photoshop嗎？快來參加學習策略
工作坊，增進影像處理技能。
課程「Photoshop基礎入門」於29
日（週一）下午6時在B218教室、
「Photoshop進階班」於12月6日（週
一）下午6時在B218教室，由資管系
副教授楊明玉主講。欲參加者可至
網路報名http://163.13.43.79/index.
aspx，或洽學生學習發展組編纂吳美
華校內分機2160。

環安課程 與會收獲多

宜蘭三民國小太鼓隊，於11月6日校慶當天
在蘭陽校園表演太鼓。（圖／蘭陽校園主任
室提供）
成人教育部所辦華語演講比賽，韓籍梁承
娥獲得冠軍。（圖／成教部提供）

【本報訊】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
心於19日（週五）下午2時在鍾靈中
正堂舉行教育訓練課程，講題為「氣
候變遷下的節能減碳生活」。
主講者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常務董事陳曼麗，說明氣候變遷下如
何節能減碳，教我們更深入認識所處
的環境之威脅。參與者對於節能減
碳，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著魔式的投入融合現代與歷史字體演變

書法賽常勝軍楊濠傑
書法賽常勝軍
楊濠傑 兼蓄中西美學與創意自在揮灑

楊濠傑忘情的揮毫。（攝影／區迪恆）

【記者陳頤華專訪】來自馬
來西亞的本校僑生教科三楊濠
傑，家中滿是書法賽獲獎獎盃
及獎狀，來台曾獲得第25屆「何
國華金鵝獎書法比賽 」大專組
金鵝大獎、本校文錙盃第2名等
獎項。手握毛筆，書寫著擅長
的隸書，氣勢凜然的下筆或隨
著筆鋒書寫情緒，揮灑著縱情
的人生。
書法，是國小一堂必須「正
襟危坐」的課程，對楊濠傑來
說，表姐表哥都在舅舅的帶領
下學習書法，在那個擁有天井
的三合院裡，所有孩子都在提
筆書寫，楊濠傑抱持著「參一
腳」的心態，或許就是這樣不
受壓迫的學習環境下，楊濠傑
發現自己對書法的喜愛，找到
自己的天地，決定一窺書法文
化的深遠內涵。
國中時，開始專業的學習。
「從興趣開始培養才能發自內
心。」楊濠傑說，這是教師教
他最重要的中心價值。楊濠傑
回憶，沒有填鴨式的苦練，老
師永遠要求他交5張作業「是自

己最滿意的5張喔！」他當起自
己的指導老師，每次練習得先
通過自己這關。漸漸地，不須
人逼迫，楊濠傑自己將練習的
次數從1週1次增加到天天練習。
他形容，真正的學習，是自主
的，「當你想征服他，你就會
著魔式的練習，只為多進步一
些。」楊濠傑自國二開始正式
學習書法後，即成為書法比賽
的常勝軍，「那時候比賽，是
一種成就感。」國中時期的他
舉凡參加就會得獎，包括全國
性的比賽，甚至到日本國際學
生比賽，他都榜上有名。楊濠
傑在一連串比賽後發現，使他
站在獎杯之上的，不是苦練，
是一種「融會貫通」。他回憶
起指導老師的培育，滿懷感激
地說，「是老師教我看見書法
漢字背後的歷史意義。」在中
華文化的影響下，楊濠傑將馬
來西亞喻為「鄭和下西洋」的
必經之地。他說，正因為馬來
西亞的地理位置，以及各種族
的交融，讓華人更加珍惜中華
歷史價值。「我們學習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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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臨摹名家字體，我們學習
的是書法的歷史演變，是這樣
的字體誕生在什麼樣的時代，
甚至，我們得閱讀很多論文，
感受不同字體所代表是時代氛
圍。」於是，他上圖書館收集
資料，大量閱讀文獻考據，就
像是面對浩瀚的海洋，就像他
形容鄭和下西洋時所見到的奇
異景觀，楊濠傑用手去學習臨
摹書法，用心感受文字背後的
生命。
高中時期的他，在基礎學習
穩定後，指導老師彭慶勤開啟
了他對書法的另一扇窗－「現
代書法」。由於老師是學習
美術教育，擁有西洋美學背
景，因此給予他創作理念。從
此，他開始學習潑墨、篆刻、
漂染，甚至是平面設計的運
用。楊濠傑說，當時以他的指
導老師為首的5位書法家，在
書法界有著「古城五友」的封
號，而他也和四位同門學習的
好友組成「古城五妖」。原因
有 二 ，一 是 只 要 5 人 一 出 馬 ，
肯定包辦比賽至少前兩名，曾

經造成比賽時的騷動；但第二
個原因，是楊濠傑形容自己的
「瘋狂」，5個年輕人聚集在
一起，會互相討論自己又練了
什麼新帖，或是又嘗試了什麼
新玩法。他笑著說，當年還有
人沉迷於「咖啡渲染」，就是
要用咖啡來表現出色調，時常
還得要到陽光下「曬」作品。
也正是這樣的相互激盪，讓楊
濠傑創作出他的得意之作〈靠
岸〉。這個抄寫馬來西亞歌手
林宇中的〈靠岸〉一曲，楊濠
傑以兩張宣紙拼貼而成，上頭
大大的「靠岸」二字，再臨上
極小的歌詞於左側，他說，這
樣的「美學設計」是他突破的
動力，而這幅作品也為他獲得
了馬來西亞高中全國書法比賽
「優良獎」的佳績。
楊濠傑的書法之旅，讓他的
人生有了不同的機運，也認識
到不同領域的人物。在學習書
法之餘，高一開始擔任起書藝
學會主席、高二便接手校外團
體—小筆會主席，著手主辦與
其他縣市的書法聯展，以義展

方式幫助洗腎病患。在馬來西
亞，他結交了不少書法界的友
人，在他國小時就有三、四十
歲的忘年之交，直到他筆藝精
湛後，甚至有大人向他請教、
切磋。就連到台灣，也能在台
北車站中因買宣紙而結識店家
老闆，時常送紙作為練習使
用。楊濠傑認為因為不同的人
學習書法，才能激盪出對書法
的想像。「書法的世界，是沒
有年齡或身分的限制，不同的
年齡有著不同的體驗。」僑生
輔導組組員雷菊仙談起這個
「貼心的孩子」，以「多才」
「多姿」形容楊濠傑。「『多
才』是指他好學精進的個性，
『多姿』是指他時常樂於與人
分享，使他的人生更豐富。」
楊濠傑現在最想挑戰的，是
方文山所寫〈上海1943〉。因
聽這首歌而有感。深愛書法的
他，以各式各樣的創意，完成
屬於這個時代的新書法美學，
讓中華文化用自己的方式延續
在現代與歷史的時間光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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