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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愛珠小姐使用 筆為著春
天來臨所畫的作品，以鮮豔的色
彩將開得非常燦爛的花朵，表現
出讓人頓覺心曠神怡。並且巧妙
的畫出兩隻蝴蝶飛舞，一動一
靜使得畫面呈現和諧的氣氛。充
分應用 筆在線條表現及色彩選
擇的特點，以簡單明亮的運筆
完成。（ 圖／文錙藝術中心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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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男巫婆白雪公主 為歲末聯歡掀高潮
福兔 吉祥

軍訓教官戲劇搞笑 體育教師狂舞熱力四射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今年歲末聯
歡熱鬧滾滾，「巫婆」、「猛男」、「媽媽
時代」火熱登場！本校99年度歲末聯歡會於
上月2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行，此次
表演活動由體育室、軍訓室主辦策劃，並由
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軍訓室陳國樑主任共同
開場。節目內容活潑精采，「祥龍獻瑞」、
「白雪公主─淡江版」舞台劇的搞笑內容、
充滿活力的勁歌熱舞「少女時代─媽媽時
代」、老師和小孩可愛演出「童言童語─
薪火相傳」以及回味民歌時代的「重溫舊
夢」，最後壓軸節目「猛男秀」，體育室10
位帥氣猛男老師讓所有教職員工驚叫不已！
節目首先由軍訓主任陳國樑率領教官們舞

龍表演「祥龍獻瑞」揭開序幕，教官們展現
絕佳默契，賣力舞弄彩球戲龍，配上隆隆鼓
聲，在歡樂氣氛中祝淡江60週年生日快樂。
接著「白雪公主─淡江版」中校教官王啟光
扮巫婆，及體育室副教授陳怡穎演出白雪公
主，述說壞巫婆假扮白雪公主闖入校園的故
事。劇情極具幽默，王教官所扮演的巫婆也
極具戲劇張力，令全場教職員工捧腹大笑。
接著「童言童語─薪火相傳」由體育室蔡
慧敏老師及軍訓室林明輝老師率領同部門同
仁及其小孩們一起帶動唱「牛仔很忙」等歌
曲，老師們與小孩共同演出互動溫馨。而
「少女時代─媽媽時代」則由郭月娥、謝幸
珠等老師充滿活力大跳媲美韓國偶像團體少

女時代的勁歌熱舞，讓全場男性教職員工拍
手叫好。接著「重溫舊夢」許多男老師共同
演唱民歌時代的經典歌曲，老師們個個歌聲
宏亮悠揚，令在場觀眾重溫校園民歌時光。
最後精采的「猛男秀」節目更是引起女性
教職員工尖叫歡呼不斷！主持人韓建慧在節
目開場前要求女性教職員工大聲喊「YA！」
來迎接體育室「猛男」出場，由洪建智、謝
豐宇、陳天文等10位身材健壯男老師身穿半
開襯衫，在杜德偉「脫掉」的音樂中大跳猛
男脫衣秀，大膽挑戰電視尺度脫掉襯衫，秀
出油亮結實的胸肌，讓在場所有教職員工陷
入瘋狂，全場high翻天！

第5屆淡品獎揭曉 資訊中心奪魁
99年度歲末聯歡由體育室、軍訓室主辦，表演活動精彩逗趣，猛男秀更是教大家驚叫聲不
斷，所有教職員工陷入瘋狂，全場high翻天。 （攝影／ 梁琮閔、林奕宏）

與英文化協會締約 專區提供留學訊息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想多了解莎士比
亞的故鄉或英國留學資訊嗎？從現在起，走一
趟覺生紀念圖書館，便可輕鬆掌握訊息！上月
19日，校長張家宜與英國文化協會處長艾麗珊
（Alison Devine, Director），於驚聲國際會議廳簽
署合作備忘錄，除由英國文化協會提供2台電腦，
在圖書館3樓設立「Study Abroad Center」，提供

校友曾瑞育 新任台北關稅局局長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工商管理學系（企業
管理學系前身）、中國大陸研
究所校友曾瑞育日前新任台北
關稅局長，他表示，未來將秉
持廉政工作理念，以同理心推
動便民措施，發揮最高查緝績
效，與國際接軌並提供最現代
化及高品質的關務服務。

曾瑞育回想當年表示，就讀
於本校工商管理學系時就對讀
書很有興趣，畢業前便已取得
5張證書；畢業後進入海關服
務，至今已近40年，曾任基隆
關稅局副局長、關稅總局人事
室主任等。之前任職高雄關稅
局長時，查緝走私績效卓著，
讓該局成為世界各地觀摩仿效

的楷模，因此獲選調任台北關
稅局長。他說：「希望能更進
一步改進北部查緝效果。」他
建議將面對就業問題的學弟
妹，未來也可以考慮參加關務
人員考試，一起加入海關服務
行列，盡心為全民服務。

是這一刻，「只有『爽』字可
以形容現在的心情！」，他謙
虛地表示，自去年競爭淡品獎
失利之後，立即開會檢討，並
積極為本屆淡品獎做準備，記
取評審的建議，重新整理資料
調整簡報內容，具體傳達資訊
中心12大特色，這次得獎可說
是各單位指教的結果。
另外，上月17日淡品獎實地
訪評，總務處、軍訓室、資訊
中心輪流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簡
報，下午則分別在各單位向評
審作詳盡解說之外，也對評審
的發問做解答。

雕像贈校 溫馨揭幕

退休聯誼會捐贈雕塑「溫馨」，
表達對學校的懷念與感恩。（攝影
／梁 琮 閔 ）

校長張家宜（前排右一）與英國文化協會處
長艾麗珊（Alison Devine, Director）（前排
中），於驚聲國際會議廳簽署合作備忘錄 。
（攝影／ 鄭雅文）

留英資訊，未來該協會亦將協助促成本校與
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術往來。
張校長表示，目前本校在英國僅有5所姊
妹校，希望簽署備忘錄後，未來本校和英國
高等教育機構的學術往來，可以質量兼具，
更有成效；此外，也期望能吸引英國學子到
本校就讀，貫徹淡江國際化的理念。艾麗珊
說：「淡江是台灣最好的學校之一，很欣喜
能夠與對未來有遠見的學校成為正式合作夥
伴，希望能把台灣的美好帶給英國學生，做
為他們出國旅遊或學習的參考。」
會中，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及英文系系主
任黃逸民也分享曾經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研究的經驗，他們都希望簽署備忘錄後，
可以有更多機會「Do it again！」曾赴英國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攻讀專案管理碩士的
國企系校友邱湘媛表示：「有了英國文化協
會的協助，收集留學資訊更方便了！不過，
希望不只有資料的呈現，如果還能有專人諮
詢，以及雅思講座、經驗分享等，會更有實
質助益！」國交處主任李佩華表示：「未來
本校亦將結合各姊妹校的資料，一同在Study
Abroad Center展出，讓同學可以更廣泛的接
觸大三出國資訊！」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
導】第五屆淡江品質獎得獎單
位於上月21日在歲末聯歡會公
佈，由資訊中心奪魁並獲水晶
獎座及獎金15萬元，校長張家
宜親自頒獎，得獎名單公布
時，現場爆出熱烈歡呼，資訊
中心主任黃明達帶領資訊中心
主管上台領獎。張校長頒獎時
表示，第五屆淡品獎競爭激
烈，各單位表現優異，成績介
於伯仲之間，評審傷足腦筋，
她打趣地說：「評審可是打了
一架才決定結果的喔！」
黃明達笑說，資訊中心所有
員工不眠不休的努力，為的就

需要更審慎的思考，未來希望能從以下三大
方向開始著手，首先扮演好各局處與媒體間
的溝通管道，透過媒體宣導，讓市民知道市
府政策；其次就是加強「創意宣導」，新北
市升格為直轄市後，與台北市形成了大首都
圈，未來會規劃邀請國外人士參加藝術表演
或經濟講座，也會積極參與國際場域，利用
多媒體的創新傳播，宣傳新北市政府，相信
會有更好效果。最後，扮演好發言人角色，
精確掌握市長的政策理念，讓廣大市民也能
了解市長的政策規畫。
趙心屏曾任台視記者及主播、東森電視資
深主播及製作人、北市政府顧問兼觀光委員
會副執行長、臺北市政府顧問兼發言人，去
年年底任北市府觀傳局局長。趙心屏指出，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
導】退休聯誼會於1月21日
上午11時30分在驚聲圓環及
驚聲路口處為「溫馨」雕像
舉行揭幕儀式。此雕像為退
休聯誼會的全體退休人員為
慶祝60週年校慶所致贈，題
詞為：「溫情滿校園，馨德
永流傳」。
校長張家宜、退休聯誼會
理事長林雲山及雕塑大師王
秀杞皆到場參加揭幕式並致
詞。張校長表示，很高興現
場許多退休人員前來參與揭

幕儀式，並希望大家能常回
學校參與各項活動。林雲山
表示，雕像分別代表父親、
母親及孩子的意象，並望著
驚聲銅像，象徵淡江是個
「大家庭」，因而取名為
「溫馨」。王秀杞則表示，
很高興能為淡江這美麗的校
園製作雕塑，希望這座雕塑
能為學校所有人帶來快樂。
退休人員皆熱情參與這場
盛會感謝學校的照顧，最後
所有與會人員相偕在驚聲銅
像前拍照留念。

未來將致力透過各種宣傳管道於市政行銷的
工作上。她也表示，今年松山機場與韓國首
爾金浦機場將展開對飛，人潮及外匯收入皆
可望再攀高峰，屆時韓客將成北市觀光新客
源。
今年兔年，忙碌的兩人也不忘一齊祝賀母
校淡江兔年行大運，林芥佑鼓勵各位學弟妹
趁大學時期就奠定好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
趙心屏也表示，從事電視工作17年的期間，
最感謝的還是以前在影棚老師給予的扎實訓
練，「所以新的一年勉勵所有的淡江人，大
學時光非常寶貴，一定好好把握，用力的讀
書和玩樂喔！」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第二
屆總務處品質獎評審會於上月14日
（週五）舉行，由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理事及可靠度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宗
華、中原大學企管系教授兼研發長顧
志遠、新北市衛生局賈淑麗科長三位
校外委員，以及本校企管系系主任洪
英正與副教授羅惠瓊組成的評審委員
評定成績。會議中7個組報告各自工
作的核心任務、績效與發展，以及評
審委員的檢視審問下，由交通及安全
組奪得本年度總品獎寶座，於總務處
餐會上由校長頒發三萬元的獎金。
王宗華總結時提醒大家，對組織來

說，創新才是生存的關鍵，過於保
守的思維不利組織的發展。顧志遠也
建議交安組可思考更「科技化」的方
式，構建校園安全系統，以因應一時
未能節約之警衛人力。並且應思考
「國際化」校園應有安全措施問題，
以因應外籍生與陸生來台可能產生的
校園問題。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參加總品獎大
家都很辛苦，但是可以有效的提振處
內同仁的工作默契以及服務品質，雖
然獲得品質獎的只有一個單位，在他
的心中每個組都是第一名。

退休歡送茶會 殷叮嚀緣不散

1月14日舉辦退休歡送茶
會，統計系教授林光男（圖
左）接受女聯會理事長黃鴻珠
（圖右）致贈紀念品。（攝影
／張峻銓）

林芥佑 趙心屏 任新北市新聞局長 北市府觀傳局長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系
系友林芥佑日前任首位新北市政府新聞局局
長；系友趙心屏任北市府觀光傳播局局長兼
北市府發言人。2位校友同時表示，除了抱
持感謝和兢兢業業的心情外，新的一年更以
國際宣傳為大台北生活圈未來主要的發展方
向。
林芥佑曾於中央社任職多年，資歷包括：
中央社資訊事業中心副主任、中央社華府分
社副主任、華視駐美特派員、Taipei Times採
訪組副主任、民視文字記者、自由時報政治
組記者，為一資深媒體人。林芥佑表示，第
一次擔任公職，兢兢業業，過去擔任記者時
只要負責監督政府，現在則需要帶領整個團
隊齊心發展同一個目標，在管理、溝通上都

總品獎揭曉 交安組策略與創新為勝點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
報導】1月14日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99學年度
第1學期退休同仁歡送
茶會。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
示，希望退休人員繼續
與學校保持聯絡。
退休聯誼會理事長林
雲山表示，很感謝退休
教師奉獻自己一生的時
間給學校，學校才有傑
出的教學及研究成果。

女聯會理事長黃鴻珠向
退休人員致上最高敬
意，感謝他們對淡江有
著卓越的貢獻。
張校長及黃鴻珠致贈
紀念品，並由管理學院
院長王居卿及人事室獻
唱「回鄉的我」及「感
恩的心」帶動了現場活
絡的氣氛。
歷史學系教授黃繁光
在校服務20年6個月，
在歷史系的田野考察課

程中有著卓越的教學成果，
並受淡水區公所及台北市政
府之邀撰寫《淡水鎮誌》及
《台北市誌》。同時也分享
剛開始教書時遇到視障生的
教學經驗，這段特別的教學
經驗使得他體會到何謂「教
學相長」。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余繁在
校服務38年6個月，參與電
機系從草創初期到現今的發
展，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研發
盲用電腦，此項成果也在外
賓參訪時頻頻獲得讚賞。余
繁上台發表榮退感想的同
時，也談到自己對現今科技
發展的新穎的看法，充分展
現科技人活到老學到老的精
神。
統計學系教授林光男在校
服務26年6個月，於75年回
到母校擔任統計系系主任，
之後也任職於夜間部，在教
學及研究的學術生涯中忙碌
不已。愛打籃球的他老當益
壯除了維持運動習慣之外，
還常與籃球隊到校外比賽。

台灣首開跨國遠距課 亞洲所數位碩專班100學年招生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配合國家外交政
策專案，本校於上月獲准開設台灣第一個跨國
遠距碩士學位課程─「亞洲研究所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預計於100學年度開始，招收瓜
地馬拉、宏都拉斯、多明尼加等中南美洲友邦
政要、軍人就讀。
負責課程規劃的亞洲所所長胡慶山表示，本
校遠距教學環境受到高度肯定，該專班由外交
部委辦，為外交部開展敦親睦鄰、鞏固邦誼的
活動之一；未來將結合本校國際化與資訊化的
辦學理念，並連結國家的未來化，透過遠距教
學，讓遠方的友邦朋友提升對台灣及亞洲的理
解與認識。
課程內容以「台灣與亞洲」的關係及情勢為
主，由亞洲所教師教授專業知識課程，美洲所
提供基礎課程介紹及西語翻譯專才、學習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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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負責數位課程製作與
數位學習認證，每年招收25位學生。授課內容
以中、英文為主，同時支援西班牙文；上課方
式採面授及線上同步課程雙管齊下，並將預錄
課程教材，放置於教學平台，供學生預習、複
習，以達數位學習的目標。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開設該專班所須之工
程浩大，不只需克服12~14小時時差的授課，學
期初或學期中也可能會請學生來台，和老師進
行面對面課業討論；不過本校國際研究相關領
域之師資充足，也有西語專才，很適合開設該
課程。遠距組組長陳慶帆表示：「淡江有充足
的遠距教學經驗，不過還是頭一次進行跨國遠
距教學，要克服技術和時差等問題，還需持續
討論，希望到時能完美呈現、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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