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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台北校園動態
成人教育部徵求2011年暑期夏令
營輔導員！線上報名自即日起至明
年3月11日止。另將於明年2月23
日、3月2日及3月9日在淡水校園鍾
靈中正堂（Q409）舉辦說明會。成
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
表示，具高度責任感、服務熱忱、
機動性強者，只要有信心通過考驗
都可以來參加。意者請電（02）
23216320分機24，洽承辦人江錦
瑛。（莊旻嬑）

資訊人齊聚探討數位教育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資訊工程
學系舉辦的「2010亞太大學資訊教育暨數
位學習發展研討會」（簡稱iCube2010）於
9、1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除邀請現
任總統府資政李家同演講，亦邀請前校長
趙榮耀、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工學院院長
何啟東及多位傑出系友，以及國內外專家
學者共襄盛舉。
虞國興表示，秉持本校辦學理念之一的資
訊化，自成立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資工
系前身）至今，培育出近萬名資訊人才，
分別在資訊及電子業嶄露頭角，因此受到
各界極大的肯定，13年來連續獲得企業最
愛私校第一，期許從本校畢業的資訊人，
將來能夠持續在各領域發光發熱。趙榮耀
表示，希望透過研討會，有個讓台灣與大
陸學者討論交流，強化技術的平台，使兩
岸資訊產業發展更進步。
此外，配合舉辦的「2010第一屆資旺盃
Android程式設計競賽」，得獎作品亦於9
日在E819教室展示，前3名為：台北大學
「行動者八號」、嘉義大學「五資煙」及
淡江大學「小蝦米」隊，分別獲得獎金6萬
元、4萬元、2萬元及獎狀乙紙，每名隊員
另可獲得本次贊助公司友旺科技預聘書。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將
於18日（週六）上午9時在台北校園中正紀
念堂舉行「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第4屆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大學60週年校慶
保險論壇」，邀請美國賓州大學教授Keith
Crocker蒞校與國內產官學界人士共同研
討；並舉行CEO論壇，討論台灣保險業在
大陸發展的挑戰。
台灣風險管理與保險學會年會每年由國
內各大專院校保險系所輪流主辦，今年由
本校保險系主辦，會中將發表36篇論文，
以拓展國內學術研究的視野。CEO論壇
將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賴志仁主持，
由安達北美洲保險集團台灣執行長張嘉麟
校友、中華民國壽險公會秘書長洪燦楠、
富邦產險楊清榮副總與新光人壽前駐北京
代表謝文龍與談。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
示，該研討會有許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參
加，期待可更提升系上師生的研究水準。

未來所14日展示實習成果

尤臺蓉推禁菸坐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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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清晰的自然空氣！4年前的校園，樹叢間
還瀰漫著裊裊的煙霧、校園的角落經常散落
一地的菸蒂；4年後我們擁有乾淨的草地、
還有迎向無菸校園的共識。那個讓淡江變清
香、讓大家都能擁有一個乾淨又健康的肺，
不再為二手菸害所苦，坐擁健康無菸校園的
重要推手，便是軍訓室教官尤臺蓉！
擔任春暉社指導老師的尤臺蓉，4年前接
下春暉專案，面對社團人數零人的困境，以

莊雅婷關懷社區不遺餘力

及同學抽菸習慣不良的情況下，尤
臺蓉靠著一股「為大家健康著想」
的使命，建立學生對於「菸害防
制」的觀念。「我們第一個活動就是
在一週中收集到6萬3千根菸蒂！」一個小
小的撿菸蒂大賽，讓她意識到淡江師生抽
菸的嚴重性，也堅定她宣導反菸的決心。
尤臺蓉是最稱職的陽光大使，為了讓更多
人擁有健康的身體及生活品質，她把觸角伸
展到學校週邊，水源街、大學城都是她接下
來的目標。現在的淡江，擁有固定的吸菸

區，師生也有普遍的禁菸觀念，反
菸已有不錯的成效。但最讓她高
興的，是本學期首辦的戒菸
班，雖然報名人數僅有6人，
但已有4人戒菸成功，「願
意站出來戒菸就是十足的
勇氣！」尤臺蓉秉持著
「救一個是一個」的精
神，希望年輕的學生都能擁有健康的身體，
也讓無菸校園生活不再只是想像！（文／陳
頤華、攝影／陳翰德）

理學院音樂PARTY 師生吹彈唱跳尬舞狂HIGH
聲中開始，本次表演陣容堅強，有物理碩四
楊登竣搭擋金旋獎冠軍水環三詹于庭、鋼琴
社社長物理二范珵勛、旅英小提琴家王懷悌
等人熱情參與，其中，最讓觀眾為之瘋狂的
是，年紀最小的表演者：物理系副教授薛
宏中教授之子薛功囷、薛功昊兄弟，他們為
觀眾帶來鋼琴及小提琴表演。薛功昊年僅9
歲，演奏小提琴的架勢絲毫不遜於大人，擄
獲在場眾人的心。
最後，在觀眾激動的「安可」聲中，由王
懷悌和朱耿慶分別以小提琴及電吉他，搭配
本校60週年音樂MV＜果實＞，並邀請在場
眾人上台共舞，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理
學院院長王伯昌及前學術副校長陳幹男，都
上台「尬舞」，戴萬欽高興地說，第一次聽
聞理學院辦音樂會，覺得相當有意思，聽完
之後發現理學院學生人才濟濟，「真是一場
促進心靈成長的音樂會！」
術表演；
化學一鄭玉堂表示，對王懷悌演奏的＜
隨後，表
Bach Ciaccona from Partita No.2 Solo Violin
演在觀眾
＞印象相當深刻，「無論是演奏的音樂或肢
如雷的掌
體動作都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對音樂
化學四朱耿慶（右）在6日理學院音樂會中表演魔 的執著，我像是被帶入了他的音樂當
術秀，讓觀眾看得目瞪口呆。（攝影／林奕宏）
中，無法自拔！」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音樂
會─「科技與藝術的對話」於6日晚間在文
錙音樂廳登場。平日身穿白袍做實驗的學生
們，站在舞台上以各式樂器，演奏出多首動
人心弦的悠揚樂聲。現場工作人員清一色的
實驗服裝，為音樂廳增添了矛盾的衝突感，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是『正港』的理學
院喔！」理學院秘書江夙冠笑著說。
活動一
開始由化
學四朱耿
慶「秀」
了一段魔

淡江
真理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右前
二）、前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左
二）及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左一）
在理學院音樂會中，應邀上台「尬
舞」。（攝影／林奕宏）
化學四鄭江帆在理學院音樂會中除
表演鋼琴演奏，還應要求當場獻唱
義大利歌劇名曲，宏亮的歌聲震懾
全場。 （攝影／林奕宏）

感念熱心承辦觀摩團
馬國華裔頒謝狀
通核中心副教授干詠穎（右）、李珮瑜
（左）在淡江與真理合辦的「教授聯合音樂
會」中，聯手演出。（攝影／湯琮詰）

相遇淡水 攜手傳揚樂音
蘭陽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8日和真理大
學音樂應用學系，於文錙音樂廳
聯合舉辦2010淡江大學與真理大
學「教授聯合音樂會」～相遇淡
水～，由本校通核中心副教授干
詠穎、李珮瑜，以及真理大學音
樂應用學系教師林育秀、洪佳穗
等共同演出。除了鋼琴、大小提

琴、雙簧管等，還有女高音美妙
的歌聲，讓全場沉醉在古典音樂
悠揚的樂聲中。
首先由干詠穎及李珮瑜共同演
奏哈提的三首小品展開序幕，鋼
琴與雙簧管合作無間，曲風優美
流暢。其次由洪佳穗與林育秀四
手聯彈孟德爾頌的樂曲，輕快靈
活，讓平日忙碌的師生放鬆身

蘭陽校園校慶盃籃球賽，男子
組由資創軟工一抱回冠軍。
︵攝影／紀彥竹提供︶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未來所將
於14日（週二）早上8時50分至17日（週
五）下午1時，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希望
的『蛹』現」專業實習展示會；並於17日
上午9時10分舉辦實習發表會，讓全校師生
更了解未來所。
展示會將展示未來所學生暑期實習的相
關照片及影片；發表會則以多元教育、社
會關懷、人文藝術為三大主題，由未來所
學生發表12篇實習心得。發表人之一未來
所碩二王之恩說，這次主題名為「希望的
『蛹』現」代表未來所學生將這次實習和
學校所學的理論作結合，是一種學習的展
現，同時也做好在社會中展現所學的準
備，就如同蝶蛹即將蛻變一般。發表會主
持人未來所碩一謝承軒表示，這次展覽是
希望同學不要把未來學當成是一門學科而
已，未來學其實是和生活周遭息息相關，
希望可以藉此展覽，推廣未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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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教師陳心瑩在兩校合
辦 的 ﹁ 教 授 聯 合 音 樂 會﹂中 獻
唱。︵攝影／湯琮詰︶

產官學18日研討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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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另由女高音陳心瑩演唱沃爾
夫的莫里克歌曲；施璧玉選唱法
文歌劇《瑪儂》及《羅密歐與茱
麗葉》中的曲目，用嘹亮的歌聲
及自然的肢體動作，表達出歌曲
中愛情的甜蜜。運管二陳彥安表
示，表演的曲目相當精采，希望
以後學校能多舉辦相關藝文活
動，讓更多人參與。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成人教育
部於去年暑假舉辦「僑委會海外華裔青年台灣
觀摩團第六梯」，其中來自馬來西亞的學員
SAMUEL TAN KIM HUA結束觀摩團的活動
後，有感於這個活動很有意義，且工作人員盡
心盡力，讓活動圓滿；因此向國際學生旅遊聯
盟（ISTC）申請，頒發個人感謝狀，感謝成人
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進修教育中
心組員謝雅陵及國企四許芙嫚等13位輔導員。
該梯觀摩團以16到27歲來自日本、加拿大、
歐洲、東南亞及台灣華裔青年為主，由成人教
育部以三階段篩選出輔導員，帶領團員認識台
灣。許芙嫚表示：「參加這個活動可以認識不
同國家的人，不只是學員有收穫，輔導員也同
樣收穫滿盈；而收到感謝獎，對我是很大的
肯定，也讓我更有動力，想繼續從事相關服
務。」周湘華表示：「得到學員的肯定相當開
心，但輔導員比較辛苦且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我們只是完成分內的工作而已。」

校慶盃籃球賽資創軟工一封王 對不隊稱后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
舉辦的蘭陽校園校慶盃籃球賽決賽，經過一
個月的延賽終於在2日晚間8時開打。男子組
進入總冠軍的四支隊伍包括政經二、政經
四、旅遊二及資創軟工一，經過纏鬥，最後
由資創軟工一抱回冠軍。女子組由旅遊一對
不隊封后、旅遊一惡魔隊居次，資創軟工二
季軍。
男子組競爭超激烈，4支隊伍都以背水一戰
的心情全力以赴，經過第一輪的廝殺，優勝
隊伍為政經二及資創軟工一；並由政經四及
旅遊二爭奪季殿軍。第二輪冠軍戰雙方呈現

勢均力敵的態勢，激鬥到最後雙方以6比6平
手進入延長賽；此時戰況越加猛烈，選手們
內心求勝的渴望有如野火般熊熊燃起，所有
場邊加油的觀眾亦不畏天氣的嚴寒，聲嘶力
竭地吶喊助陣；在激烈的攻防中，政經二不
敵資創軟工一的速度優勢，飲恨而歸。
政經四李後駿表示，雖然輸了一場比賽，
但是最終還有保住季軍，政經四的實力還是
不容小覷。觀戰的旅遊四陳棠笙說：「這場
比賽真是精采萬分，所有選手卯足全力，每
一分都緊緊牽動著現場觀眾的神經，這應該
是畢業前最精采的一場賽事了吧。」

甫於今年6月畢業，目前任職
於苗栗社大公館學習中心主任的
資訊管理學系校友莊雅婷，關懷
社區不遺餘力。日前協助苗栗社
大設置「公館學習中心」，想藉
此建立社區連結，針對居民的需
求開設不同的課程。莊雅婷表
示，設置公館學習中心是想讓社
區民眾可以多學習，未來也會針
對公館的地方特色，吸引外地的
人到公館來學習。（莊旻嬑）

英文系邀巨擘研討生態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由
英文系主辦的第五屆「國際生態
論述會議」，將於16日（週四）至
18日（週六）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
覺生綜合大樓I501舉行，邀請來自
日本、韓國、澳洲、大陸、印度、
美國、西班牙、土耳其等國內外學
者、生態批評巨擘共襄盛舉；除進
行8場專題演講，並分A、B兩區發
表近60篇論文，規模盛大。
依循前四屆會議的旨趣及精神，
今年的主題為「亞太生態論述：反
思現代，重回自然？」針對在亞洲
背景下，對「現代性」及「自然」
兩個概念所關注的各項議題提出討
論；利用亞洲多元的脈絡，如：歷
史、生物、生態、文學、哲學等，
思考在經濟高度成長、全球暖化的
時代中帶來的問題。
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表示，此次
針對亞洲地區環境深入探討，其地
區的重要學者皆前來參與交流；而
針對現在社會所重視的現代化、工
業化對於環境造成的影響，希望透
過會議，在討論中能有新的遠見及
突破，同時，讓大家更注意地區方
面的相關議題。

台日韓學者論日本語文學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日文系與台灣日本語文學會、日
本交流協會共同主辦的「2010年度
台灣日本語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化之中的日本語學及日本文學
研究」，將於18日（週六）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將有來自台灣、
日本、韓國等地學者齊聚一堂、共
同研討。
會中邀請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校
長亀山郁夫、東京海洋大學池田玲
子及一橋大學副教授庵功雄等人
進行專題演講；並分10個場次，分
別於副會場T211、T212、T310、
T311發表約25篇論文。另有由本
校及日本關西大學、日本愛媛女子
短期大學、東吳、銘傳等校14位師
生於驚聲大樓入口大廳壁報發表。
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表示，透過一
整天的研討會，讓同學有發表的管
道，更可以與國內外學者互相溝
通、討論、從中學習，希望能成功
的激起學術界不同的火花。

英詩背誦賽20日前報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你
對英文詩有興趣嗎？由英文系舉辦
的「英詩背誦比賽」開始報名囉！
自即日起至20日止，全校同學皆可
參加。比賽分成個人組及團體組；
題目不限，歡迎選手們自由發揮。
比賽日期為23日晚上6時30分，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T301舉行，最高
獎金2500元。詳情請上英文系網
站http://www.tflx.tku.edu.tw/main.
php或至英文系辦公室（FL207）洽
詢。

卓爾不群 秉持努力可以完成任何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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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劍黑馬兵耿豪 克服限制 贏得自信與獎盃

航太四兵耿豪右手曾受傷造成身體不協調，但仍
努力不懈、克服先天障礙，學習西洋劍有成，在
體壇發光發熱。︵攝影／張莘慈︶

【記者張莘慈專訪】有別於一般
人對運動員的刻板印象，兵耿豪並
沒有曬得發亮古銅色的肌膚、爽朗
的個性或是特別高人一等的身材，
他的特色藏在堅定的眼神以及成熟
穩重、內斂的氣息。進入西洋劍社
辦，認識了第一眼，兵耿豪就捲起
衣袖，秀出四年來西洋劍帶給他身
上大大小小、深淺不一的回憶。
航太四兵耿豪在出生時右手曾受
傷開刀，因而有點肌肉萎縮，力氣
較小，並造成身體不協調，也因此
成了左撇子，正因如此，他的求勝
心更強。大一時決定參加體育性的
社團，雖然心中自認「沒有道理別
人可以我卻不行啊！」卻發現沒辦
法像其他人一樣打籃球，因為雙手
運球、搶球，受限於身體而有無法
突破的瓶頸。但是西洋劍社卻也從
不曾是第一選擇，他甚至不知學校
有此社團。當年逛社團攤位一心要
找台南校友會，卻被西洋劍社的學
姐攔住，並直誇獎左撇子在擊劍方
面有一定的優勢，再加上「一直到

迎新時他們的熱情感動了我，才讓
我篤定加入西洋劍社的。」
回想當時剛進西洋劍社，因為手
腳協調不太好，運動項目又比其
他人接觸得少，所以一開始就輸給
平時有運動習慣的大一新生，這激
發了他的堅定特質，「一開始我就
篤定不想輸，我就是想要爬上去！
所以除了在西洋劍社社課時練習
外，也參加了校隊的練習。」不管
是訓練體能或是重量訓練，在所有
人休息時他會繼續練西洋劍的基本
腳步，因為他知道，「我先天上的
體能輸給別人，但是只要多跑一分
鐘，就是多跑一分鐘；只要別人偷
懶，我沒偷懶，我就是會多得到這
段時間，所以我比別人都認真。」
兵耿豪因自知需比其他人努力，
所以咬牙吃苦練習，不過在他大一
升大二的暑訓時，也曾累到一度想
要放棄過，因為當時隊長安排的
是加壓式的練習，連續兩週都是固
定腳步的練習及對打，他記憶深刻
地說：「練習到我覺得人生好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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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終點。第一天練完回家就立刻掛
了，全身的肌肉都在尖叫，到了第
三、四天，不僅身體疲憊，連心都
開始麻痺。」從早上6點半練到晚
上8點，整整兩個禮拜，練習後的
身體，疲憊痠痛到連放在桌上的手
機也搆不著。不過他承認，加壓式
的練習雖然乏味、沉悶，可是卻讓
實力快速爬升，當放棄的念頭閃
過，「好想多睡一下」，他心中另
一個聲音出現：「如果今天偷懶睡
覺，混了一天。那之前辛苦練習是
為了什麼？如果今天不想去就不
去，那先前累積的東西不就都在今
天斷掉了。」他就這樣說服了自
己，何況對西洋劍社的喜愛也讓他
放棄不了。
之後一路竄起如黑馬的兵耿豪，
制勝之路卻崎嶇，大二參加全國大
專院校運動會時，「整個校隊都覺
得我是黑馬，也是我氣燄最盛的時
候，不僅體力充沛，腳步紮實，想
說自己至少可以拿前3名。」卻在
第一場複賽時，輸給預賽排名30的

選手，他回憶當時的心情：「我真
的是嘔死了！我預賽排名第10耶，
怎麼會輸給他。」從那時起，他就
得了「複賽第一場恐懼症」，他相
當挫敗地請教學長原因，卻只得到
「心不夠硬」一個令人滿頭霧水
的答案，但是兵耿豪並未從此放
棄， 「我就是不想輸！」他除了
不斷練習外，還有一個秘訣，「我
會觀察很強的選手比賽時的畫面，
並嘗試練習；也因此，我雖主修銳
劍，但我敢說，社內也沒人能以頓
劍或軍刀打贏我。」當好勝心夠強
就不會放棄，然後努力就可以完成
任何事。持續練習、參加比賽累積
經驗及觀看強勁選手的比賽影帶三
管齊下，終於在去年奮力打破預賽
第一場的魔咒，他明白，那場贏得
雖然很差勁，但卻解開長達一年的
枷鎖，不僅證明只要努力就會有收
穫，也在那次比賽中得到個人銳劍
銀牌及團體軍刀第1、銳劍第2，事
後回想，他醒悟到，原來心不夠
硬，就是指讓自己擔心不必要的事

情或是無形的壓力，會質疑自己打
不到對方，於是，他也向有同樣困
擾的學弟妹說：「不！其實你是打
得到的。」
擔任西洋劍校隊的指導教練王順
民認為兵耿豪是可造之材，不僅是
他有左撇子以及身高、反應中上的
資質「最重要的是有心練！自我要
求也很高。」王順民不僅要求社、
隊長劍術要精進外，更要求課業成
績，而且每屆都是如此，他說：
「因為西洋劍是一個需要策略、布
局及思考的運動，所以都會鼓勵學
生考研究所。」目前已經大四的兵
耿豪也達到教練目標，錄取中興及
中央的研究所，王順民肯定地說：
「兵耿豪是目前隊上最認真的人！
而我也希望他能夠更好！」不久之
後，兵耿豪將離開淡江，他感性地
說：「我會永遠將西洋劍社辦當作
我北部的一個家。因為西洋劍的所
有同伴帶給我的不僅是回憶，更是
一種像家一樣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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