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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台北校園動態
　本校台北校園成人教育部開設觀
光商務日語入門、英式管家服務、
法國旅遊美食及文化、導遊實務、
旅館督導等課程，自100年3月11日
起陸續開課至100年7月止 ，上課地
點在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報名
自即日起至100年3月4日額滿為止。
高中職以上畢業準備升學或對課程
有興趣之人士，可參考簡章（http://
www.dce.tku.edu.tw/OA/news/
ufdir/67.pdf）或電洽23216320分機
32或51或53 。（本報訊）

　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副教授李珮瑜日前在文錙音
樂廳舉辦「鋼琴獨奏會」－
傳承，精湛的演出獲得滿堂
彩。李珮瑜手指靈活地在琴
鍵上跳躍，情感豐沛，讓全
場陶醉。學過鋼琴的統計二
許雅雯聆聽後感佩地表示，
李珮瑜的鋼琴彈奏功力令人
讚嘆。（曾詩涵）

　英文系副教授黃永

裕在自家宅前的小空地開闢自己的開心

農場，從咖啡豆到芋頭，從飲品到有機蔬

菜，應有盡有！

　來自雲林農家的黃永裕，把田裡農作的

經驗帶到台北，他忘不了務農帶來的悠閒

生活，「我只是自得其樂，把種菜當運

動！」一眼望去，幾坪不到的小院子，黃

永裕讓台灣特有種的「阿拉比卡」長到

兩層樓高，「阿拉比卡？就是台灣咖啡

樹 ！ 」 黃 永

裕 說 ， 台 灣

咖啡豆清香，其實比起外

國進口的咖啡豆還貴，因

此自己從幼苗種起，「現

在甚至還要爬梯子上去採

收，只是不量產，限定的

咖啡，只『請客』不販賣。」

因為自己栽種，所以對土地、

對食物都有了珍惜的心，「好

比咖啡豆，每次從採收到烘焙，都

是『粒粒皆辛苦』啊！」黃永裕

說，透過有機蔬果

的栽種，讓他吃得

健康、吃得清淡，

「健康身體要由內

而生，吃得乾淨，

心也要平靜，這才

是長壽的秘訣！」

你想知道黃老師最近又種

了什麼菜嗎？看看他帶的

便當，打開來就知道了！」

（文／陳頤華、攝影／陳奕

維）

李珮瑜傳承獨奏會黃永裕有開心農場
校園健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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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不斷的努力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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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翁浩原專訪】走進位在73樓高的
Google辦公室，員工人手一台筆記型電腦
忙碌著，而電算系校友、現任Google台灣
區總經理簡立峰也不例外，看得出因忙碌
神情有些疲憊，但見到採訪記者又精神奕
奕。緊湊行程中他看著手錶，預告採訪

時間只到12點，因接著有午餐會報，
「喔！現在只剩下51分鐘。」

　攤開簡立峰的學經歷發現，兩個
台灣聲譽卓著學術機構：台大資

訊工程碩博士、教授及中研院
資訊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和知名

的美國跨國電腦科技公司-
微軟和Google都有他的足
跡，而簡立峰大學畢業於
私立淡江大學。
　憶起簡立峰人生被銼掉

的銳氣，該自大學聯考失利
談起。回想和預期有落差的大

學聯考成績，除了對自己的成績感到挫
折，他反思「是不是題目出了問題，複選
題是要測驗出怎麼樣的能力？」更質疑
著，「從國、高中到大學，即使有推甄或
申請都是考試取向，以志願決定未來。相
較歐美國家，以興趣取向來教學，十分不
同。」然而對於考上淡江他直言，「人會

成長，並非畢業後，就停止學習，大學僅
僅只是時間學歷。」　
　當年他就讀淡江大學電子計算機系，成
天在淡大總圖書館高大的建築物中啃書。
「淡江的圖書資源，尤其是開放書架，在
以前是少見的！」他長時間釘在理學院圖
書館和總圖，「將所有哲學書都『感覺』
過了。」仔細推敲「感覺」兩個字，簡立
峰以瀏覽方式博覽群書，鼓勵「有的書很
難讀，但不能因此不讀，可以在『感覺』
書中探索自己、持續找到自己。」
　在制式教育的挫折下，簡立峰有一套自
己的學習方法，讓他成為「很會教人如
何解決問題的人」，他讓所有人自己找
答案，也喜歡自己找答案。採訪中他很喜
歡反問：「如果是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
題？」這也是為什麼簡立峰在曾任Google
全球副總裁暨中國區總裁李開復眼中，
「是華文世界裡數一數二的搜尋專家」。
簡立峰具體地說這是一種「自我教育能
力！」，他發現「自己找答案」是個沒有
壓力的過程，回憶學生時代「我就不是坐
在第一排的學生，但印象中我是唯一大學
沒有被當掉的學生，好像還得過2次大禹
獎。反而，我是會被困境激勵的人。難度
高的考試，我可以考及格，但簡單的考

試，我也只能及格。」他起身寫出2位影
響他至深的老師，一位是淡江冼鏡光老
師，簡立峰說，「他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老
師，上下學期6學分寫程式興趣，就是在
當時發現的。」另一位則是在讀博士的期
間的李琳山老師，他說，「晚上6點時，
請我在明天早上交一篇摘要，我心想，現
在已經6點了！離12點只剩下6個小時，實
在太強人所難了！但他說，『老師每天只
睡3小時！』他歸納，「應該要在乎有多
少時間沒有被浪費，而不是有多少時間可
以運用。」
　談到現在事業上的成就，簡立峰說，
「我很幸福，天時地利與人和。」一語道
盡他對自己成功的態度：謙虛。在Google
這令人欣羨工作中，他以哲學口吻說道：
「大家都從我現在的角度看過去，當然會
覺得始料未及。」現在「Google是很多人
夢想工作的地方，能進入的幾乎都是領域
中最傑出的人，而且是能看見潛力質量的
專業人士」。Google是非常典型的美國企
業，組織扁平化，同時也非常高度競爭，
注重能力表現。會見到18歲的軟體奇葩，
或是進來公司1、2年，25、6歲都可能掌
管一個部門。
　從求學過程談到學習心得，這位成功人

士的學長眼中，這個世代的模樣？「現在
台灣的年輕人，似乎都缺少『企圖心』，
可能歸因於生活過得太安逸，缺少外來刺
激，也和台灣長期發展代工業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在採訪中簡立峰保持微笑、
耐心說話，但言談中又感受到他知道該用
什麼態度去追求人生。他認為，自己不是
數理天才，也不是能想像、具創作藝術力
的人，但他知道也做到「找到自己想做的
事」，更強調人生成功的秘訣「努力找到
自己！」怎麼做？第一「要有目標點，專
注的想如何培養能力？如何表現傑出？」
第二「誰是最值得學習的人？誰能夠讓你
佩服？」最後「當你在做一件的事情的時
候，最好從頭，才不會一直想還有多遠？
何時能做完？」同時，他透露保有持續
力的撇步，「在進行100公尺競賽，進入
最後10公尺，一般人會鬆懈，但比賽尚未
結束。因此100公尺比賽，把目標設遠一
點，想像成110公尺。就像是把時間調快
10分鐘，你也領先其他人10分鐘。」同時
面對任何事的態度「像是明天要博士班口
試」的戰戰兢兢。現在的簡立峰雖然沒有
繼續在學術界，跨到另一個異質領域，繼
續自我教育，摸索些從來沒有學過的事
物。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全球創業發
展學院語言一陳易霆，獲得「ETS多益獎學
金（台灣）計畫」獎學金美金1千元，並於9
日參與ETS多益獎學金頒獎典禮暨「世界咖
啡論壇：青年社會公益行動（Youth Soc ia l 
Responsibility）」，陳易霆將在此圓桌論壇中擔
任桌長。
　「ETS多益獎學金（台灣）計畫」為一項針對
台灣學生的獎學金計畫，已於日前分別於高中
職、大學、技職校院及研究所5類學校各選出10
名學生，提供總金額美金5萬元的獎學金，贊助
得獎者未來的教育或學術活動費用。
　曾獲「保德信志工菁英獎」的陳易霆，在高
三畢業後即以700分高分及志工經驗申請「ETS
多益獎學金（台灣）計畫」，她表示，要獲得
這個獎項實在不易，除送交成績審查，還須參

加多益台灣區的面試。陳易霆自小就對英文有
濃厚的興趣，高中畢業的暑假，她隻身前往
美國修習2個月的語言課程，奠定語言基礎，
隨後順利考上蘭陽校園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就
讀。她大方分享學習英文的訣竅：「要讓英
文成為自己的興趣，不論是外國影集或是廣
播節目都要多看、多聽。另藉由模仿來訓練聽
說能力，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如：可模仿電
影的台詞，並記下經典的對白，當然也不能忽
略增加單字量的重要性！因為這樣基本功才會
穩固。」談到目前本校蘭陽校園的學習環境，
陳易霆指出，蘭陽校園提供給我的全英文教學
環境以及大三出國的國際化體驗，更增加我學
習英文的動力與興趣。」她對未來的期望是：
「希望能考取更高的分數，向多益900分的目標
邁進，並且順利爭取學校交換生的機會。」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與教學中心將於19日（週三）在I201
舉行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教學
專業課程培訓「教學必勝：營造課堂
學習氛圍」。下學期初不再辦理此場
研習，尚未取得研習證明書或下學期
欲擔任教學助理者，務必參與此培訓
研習。
　研習會目的是為建立研究生對教學
理論的基礎認識，並協助研究生了解
如何進行大學的課堂教學，培養其具
備教學助理的相關教學知能，課程包
括「談大學班級經營實務與經驗分
享」及「談有效學習的課程設計」，
欲報名者至http://ta.tpd.tku.edu.tw/
tpd/「TA論壇」報名，最晚請於17日
（週一）中午前完成。

16日管科EMBA聯合同學會

　Google台灣區總經理簡立峰，在談話中經常有沈思
的動作及表情。（攝影／陳芝嫻）

淡江時報淡江時報淡江時報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
報導】德文系於上月28日
在 外 語 大 樓 地 下 一 樓 舉
辦 「 德 文 歌 唱 比 賽 」 ，
現 場 彷 彿 置 身 德 國 版 星
光大道，參賽者大秀德文
歌曲，眾人也隨著歌聲搖
擺，陶醉其中；主辦單位
還精心準備各式各樣的德
式點心讓大家品嚐道地的
德國滋味，現場好熱鬧！
最後由德文二林佳洧、張
騏鈞搭檔演出奪冠。
　比賽由德文系副教授陶
緯、助理教授張秀娟、柯
麗芬擔任評審，冠軍搭檔
之一林佳洧笑著說，比賽
前幾天因為同學的慫恿才
決定參賽，所以選唱以前
就會的德文歌<ab in den 

Su”den（從南方開始）
>。對於獲得冠軍他直呼：
「好訝異！」他指出，唱
德文歌不難，其發音與英
文相較之下，簡單許多，
只要多練習就可以朗朗上
口，不過必須注意發音正
確，才能呈現出正統德式
風格，「我想這是會得冠
軍的原因吧！」
　德文系系學會長德文三
鄭郡寧表示，德文的句子
及文法嚴謹，主詞、受詞
和動詞之間的變化微妙，
希望藉這個活動讓同學從
音樂學習文法，期末考試
在即，大家可以透過歌唱
比賽複習文法，「真是一
舉兩得啊！」

德文系歌唱比賽  林佳洧張騏鈞德式風格奪冠

19日教學助理培訓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第
26屆「全國大公盃」於上月25、26
日在高雄義守大學舉行，共13所學
校參加，本校公行系奪得女子排球
亞軍以及男子壘球第4名。
   公行女排隊於2008年，也曾經和
台大爭奪冠亞軍，當時敗給台大，
得到亞軍。而今年，睽違一年的對
決，讓女排隊隊員們盡全力發揮練
習時的成果，全力對戰。
　比賽採循環賽制，女排隊和宿敵
台大爭奪女子排球冠亞軍時，在
第一輪循環賽，公行以高分打敗台
大；到第二輪比賽時，台大因啦啦
隊的聲援，士氣大增，形成兩方長
時間的攻防拉鋸戰。也因為前兩輪

的循環賽，打成平手，以延長賽來
決勝負。
　延長賽一開始，公行稍微落後分
數，隊員們努力的追趕分數，但又
因漏接球的失誤，導致以兩分之差
飲恨輸給台大。
　隊長公行二方沛樺表示：「雖然
最後輸給台大，不過經過這次的比
賽，我們隊友間的默契比以前還要
好！」她感性地說：「也謝謝系學
會、系主任，及系上的李仲彬、林
麗香、劉志宏老師的鼓勵，讓我們
可以更加專心的比賽及練習，希望
在下次的北政盃和大政盃時雪恥，
打敗台大拿到冠軍。」

大公盃本校公行系女排奪亞軍  男子壘球第4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管理科學
研究所EMBA聯合同學會於16日，在北投
會館舉辦管科所EMBA各屆聯合同學會。
會中除邀請共12屆校友與師長共同交流聯
誼外，更邀請精英國際教育集團董事長張
義雄、金鼎證券公司董事長林樹源與傑聯
特科技公司董事長胡光耀等3人，於下午
同時舉辦3場職場心得交流會，讓來自各
界的校友，分享工作及就業資訊。
　管科所所長廖述賢表示，本校管科所碩
士在職專班經營及發展迄今，包含在校
生已有12屆的規模，經歷了10年以上的發
展，最大的資產就是擁有眾多的畢業所
友！「因此凝聚情感、增加人脈、擴散力
量是今後管科所師長、畢業所友及在校生
共同發展的方向。」這將會是一次兼具理
性與感性的EMBA聯誼會。

20日TA 教學工作坊

撂英語沒在怕 理學院英文課成果佳

　蘭陽校園資創、資通系本學期「專題實
作」課程中所製作13組專題海報，於5日
下午1時在蘭陽校園強邦大樓教學區5樓系
辦外展示。約有7位教師參觀，約50位學
生在現場解說。 （攝影、文／李鎮亞）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
TA教學工作坊，於20日（週四）在淡
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I301室開辦「教
學工作坊-談情說教！」研習主題包
含情緒管理與壓力抒解、口語表達與
聲音語調訓練，提供助教教學專業成
長機會，充實教學知能與促進專業發
展，歡迎全校助教踴躍參加。
　報名請逕自至 http://ta.tpd.tku.edu.
tw/tpd/ 「 TA 論壇」，最晚請於17 
日（週一）前完成；若因公無法全程
參與者，可選擇參加上午場次或下午
場次。

蘭陽校園5日專題海報展

機器人寒假營隊招生中
　【本報訊】本校台北校園寒假機器
人營隊即將開始了！地點分別在淡水
及台北校園，課程分為基礎及進階
班，營隊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以樂
高的圖形化界面，讓學員了解機器人
程式運作的過程；並用樂高模組化的
各種感應器，讓學員實際應用機器人
的各種感測器原理。小學3年級以上
或對機器人有興趣者皆可報名，有各
梯次不同日期可選擇。
　教具採用由瑞典樂高原廠授權之教
具，課程精心設計一系列應用主題，
讓學員透過LEGO實際動手做實驗，
了解各種日常生活的物理原理。報
名請至網站下載報名表。（網址：
http://www.dce.tku.edu.tw）

對食物都有了珍惜的心，「好

比咖啡豆，每次從採收到烘焙，都

是『粒粒皆辛苦』啊！」黃永裕

你想知道黃老師最近又種

了什麼菜嗎？看看他帶的

便當，打開來就知道了！」

（文／陳頤華、攝影／陳奕

維）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落實教學
卓越計畫，理學院本學期英語會話班於上
月29日結束，參加學生反應熱烈。水環二
桂竟容指出，課程以講義為輔，讓同學進
行一對一的會話練習，參與者能掌握彼此
說話的節奏 ，找出對話中的瑕疵互相糾
正，對她很有幫助「我就發現我在z跟c的
發音上有困難，經過這幾堂課的練習，現
在遇到這兩個發音都能順暢地說出口！」
　課程以分組討論講義內容，並由各組推
派代表報告，培養同學在眾人面前講英文
的勇氣 ，數學二徐晨軒笑說，剛上臺的時
候非常緊張，卻也因為這樣讓他能在別人
面前練習英文，「現在在大家面前撂英文
了，對我來說不再困難了！」
　理學院在本次會話班結束後的問卷調查
中發現，同學對會話班的教學方式多為正
面評價，同時希望理學院能開闢聽、說、
讀、寫全方位英語課程。徐晨軒另表示，
報名這個課程，是希望能提升自己的英文
能力，「如果明年有針對聽、說、讀、寫
的英文課程，我一定還會報名參加！」

　公行系女排隊開心地合影，睽違一年的勝利，是全隊賽前不斷地練
習、努力地成果，讓全體隊員露出燦爛的笑容。 （圖／公行系提供）

語言一陳易霆獲ETS多益獎學金

　德文系歌唱比賽，參賽者德文二王旋諭唱著
輕快的「泰迪熊在跳舞」，系助理及同學一同
上台勁歌熱舞，將比賽的緊張氣氛一掃而空。
（攝影、文／梁琮閔）

活動主持人、德文系系學會副會長、
德文二羅光軒在活動尾聲，在台上脫
去上衣及褲子，露出預藏許久的緊身
衣褲，令觀眾驚喜連連，獲得如雷掌
聲。（攝影、文／湯琮詰）

機器人班的國小學員，忘情的在
自組機器。（圖／成教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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