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承辦「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子
計畫-開發優質數位教材」及「教
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與數位
學習跨校合作計畫油（北區）」，
將於16、17日，分別於實踐大學及
本校覺生綜合大樓I501教室，舉辦
研習活動及期末成果發表會，歡迎
對數位學習有興趣之教師、同仁與
教學助理踴躍報名。詳情請參考網
站（http://deds.learning.tku.edu.
tw/、http://nco.learning.tku.edu.
tw/）。（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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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由行政院勞委
會北基宜花區金馬就業服務中心主辦、本校旅
遊系協辦之「旅遊系國際觀光人才就業促進工
作坊」正式開跑！活動於9日（週三）、16日
於蘭陽校園CL328教室舉行。
內容主要是在培養、訓練同學面對未來就業
的競爭能力，以及介紹國際旅遊業的概況，提
升同學未來職場上的競爭力。另外，藉由業界
人員分享及小組討論，使同學可在活動中，體
驗到如何成為企業所需人才，歡迎踴躍參加。
旅遊四鄭郁勳表示：「透過這個活動希望可
以更加了解未來畢業的出路，看到這麼精采的
內容令我非常期待。」語言二欒婷婷表示：
「藉由活動增加許多求職面試的經驗，並了解
現階段需要努力的方向。」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50歲
囉！土木系將於12日（週六）在新工學大樓
E787演講廳，舉辦「土木系50週年系慶暨系友
大會」。邀請系友回娘家團聚，共同為土木系
祝壽；會後將於福格飯店席開約50桌，讓系友
同享溫馨的團圓宴。
活動除邀請校長張家宜致詞，系友會會長張
邦熙及其他資深師長亦將出席。土木系系主任
楊長義表示，多位英專時期的資深系友將返校
同樂，所以特別邀請早期的教師參加，讓師生
重相逢、話從前。另安排資深系友代表進行經
驗分享，並針對土木人的永續發展提出建言，
藉此讓各屆系友互動交流。大會結束後，則將
帶領校友進行校園巡禮活動，讓系友重溫過去
的求學時光，見證母校的發展。
另外，土木系特別製作一套寫有「戀念淡
江，悠優土木」的紀念杯，並搜集歷史照片，
出版《淡江大學土木系50週年紀念刊》，送給
返校系友。楊長義表示，為了50週年系慶，從
去年5、6月便開始著手籌劃，並於去年年底進
行系友會會長改選，除希望藉此活動，更新系
友通訊，建立完整的系友聯絡網，也希望讓分
佈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系友能互相校流，與
母校保持密切聯繫。

土木兩岸技術11日研討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2011年適值土
木系創系50週年，土木系為擴大慶祝活動，
並促進兩岸土木工程技術交流，將於11、12日
（週五、六）上午9時，分別於台北校園中正
紀念堂及淡水校園鍾靈中正堂，與大陸西南交
通大學合辦「2011年海峽兩岸土木工程技術暨
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
開幕式將由校長張家宜及西南交通大學黨書
記顧利亞致詞。會議以「兩岸鐵道工程技術和
營運、土木工程教育和科研成果」為主題，發
表20多篇論文、4場專題演說。第一天為工程
交流，邀請各大工程顧問公司專業人員參與研
討並座談；第二天為兩校教育交流，由西南交
通大學及本校土木、水環、建築、運管等系教
師進行探討。
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表示，本校自2005年起
便與大陸西南交通大學有實質合作，教師之間
在軌道、風工程等領域多有往來，除了藉此研
討會更推進彼此之間的互動，也希望未來能擴
展學生之間的交流，讓西南交通大學的學生能
到本校學習。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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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的鳥兒張宏宇 只吃健康食物

早睡早起是老人的權利？只有老人能有瓶
瓶罐罐的健康食品？中文進學一張宏宇，總
是在晚上11時前準時就寢，隔天早上6時當
早起的鳥兒。他的早餐就是健康的開始─蘋
果、燕麥再加上榖粉，營養、不油膩卻有十
足的飽足感。
除了健康的飲食外，張宏宇也是運動愛好
者，每個禮拜最少去游泳館3次及重量訓練室
報到！他表示，自己過去的生活品質很差，

旅遊系就業工作坊開跑

土木系12日50歲系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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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前，打工時間總在
夜班，下班後常和朋友吃
消夜，生活作息不正常，
讓他常常是滿臉痘痘，
外加體力不濟，容易疲
勞。但考進淡江，住進教
會後，讓他慢慢地調整
作息，現在生活規律的
他，皮膚也變好了！
最特別的是，當談到食

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5生 來校習華語

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5名學生至淡水校園修習華語課程，期間爬克
難坡體驗淡江傳統。（圖／成人教育部提供）

位有：德明科技大學、育達高職
及教育部等。
林敬山表示，雖然名古屋產
業大學學生已受過1年中文的訓
練，但都以通過檢定為目標，較
為制式，而透過國際青年交流團
的5位輔導員在旁輪流陪同及協
助，以中、日文混雜的方式相互
溝通。林敬山發現，這樣的研習
課程不但增加學生視野，也讓他
們勇於出國挑戰。
學員田彩弥加表示，淡江的華
語老師上課活潑，會使用道具讓
學生身歷其境。「很喜歡在淡
江學華語！」提到參訪她開心地
說：「到育達高職時，學生會以
日文與他們寒暄且合影，感受到
台灣人滿滿的熱情。」

加拿大校友新春聯誼 崔麗心主持莫洛夫發紅包
【本報訊】加拿大校友
會於上月13日上午11時，
在加拿大Richmond敘香
園餐廳舉辦新春聯誼會活
動，會中邀請加拿大校友
會副會長崔麗心擔任主持
人，美麗的主持人崔麗
心，主持得有聲有色，當
天聯誼會席開12桌，逾百
人齊聚同歡。
現場除了豐盛的中式餐
飲外，並有精彩的節目與抽獎活
動，諸多校友都攜家帶眷的參
與。另外，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周唯中也帶來大獎贈送與會人
員。
會中8歲以下的小朋友，以一
句吉祥話向校友詩人莫洛夫爺爺
拜年，而莫洛夫代表校友會，發
送壓歲錢給每位小朋友，場面溫
馨熱絡，年味十足。

圖二
圖一：加拿大校友會
副會長崔麗心（左一）
與校友開心合影。
圖二：抽獎時幸運
的得獎者是校友的眷
屬。
圖三：參與聯誼會
的小朋友向校友莫洛
夫拜年並領取紅包。
（圖／校友處提供）

圖三

樂活春季四大類課程 阿公阿媽逗陣來上課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成人教育部推展教育服務、回饋社區
不遺餘力，每年分春、夏、秋、冬四
季，為長青族們開設四大類課程，有
音樂生活、電腦資訊課程、樂活生活
與美學及語言研習。
唱歌學日語班學員林秀蓮表示，原
先就有50音的基礎，加上本身對日語
就有興趣，所以就來進修。她提到，
唱日語歌前會先講解文法、歌詞情
境，讓我可唱出歌曲的意境。她笑著
說：「我已經報名參加這次春季班，
這次已經是第4次參加唱歌學日語班，
以後會繼續參加！」
「音樂生活」含有國台語歌唱班，
以懷念老歌和流行新歌，另有月雪合
唱團、歐洲民謠義大利風及電影賞

在成果發表會上，阿公、阿媽在課堂上快樂高歌，活
力十足。（圖／成人教育部提供）

本校英文四潘桂君，於
寒假時參加雲門舞集「校
園特攻隊」活動，並擔任
志工1年，負責在校園推
展相關表演活動。她表
示，因曾看過雲門舞集的
演出，深受其感動，她
說：「想看或者了解雲門
舞集的表演，都可以來找
我哦！」（本報訊）

何希慧分享學習動機引發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
組，於17 日（週四）10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 學生學習動機引發與成效評估機
制 」研習會，邀請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兼教學資源中心主任何希慧，來校分
享學生學習動機引發及如何建立完善評估機
制。以期幫助教育工作者落實「以學生為本
位」的教育方式、找出引發「學習動機」的
脈絡，進而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
您想知道關鍵為何嗎？您想聽聽其他學校
的成功經驗嗎？機會難得，千萬別錯過。
想參加者請於16日（週三）前上網報名，報
名網址 http://tpd.tku.edu.tw/index_c.aspx ，
（由左上角「教職員專區」登入後，再至
「最新活動」點選本課程報名），或直接
email：anfang@mail.tku.edu.tw 報名。

玩桌遊學英文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習策略工作
坊開設「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桌遊玩英
文」，課程以具創意桌玩紙卡遊戲有趣又生
動的方式學習，讓大家以英文表達想法。
課程採小班制互動、精緻化教學，於18日
中午12時20分在淡水校園I304；24日中午12
時20分在淡水校園I304、蘭陽校園CL408。
24日將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上課。欲參加可
至網路報名http://163.13.43.79/index.aspx或
至I405報名。

課程所教你訂研究構想

圖一

析；「電腦資訊課程」開設電腦基礎
及網路應用班、網路運用及活用數位
相機、Blog 部落格魔法及文書編輯及
相片光碟及相片處理；「樂活生活」
包括音樂曼陀螺與生活（初級班）、
中國書畫與生活創意、ABC大英博
物館遊學去、台灣遊透透、健康保健
教室、一期一會－日本舞及池坊華
（花）道；「語言研習」則開快樂學
英語、生活旅遊英語及聽歌學英語、
學日語來去日本、唱歌學日語班、
基、進階日語班及日語會話班。
「100年樂活學苑春季班」開始報
名囉！並將於3月14日開課，為期12
週、24小時的樂活課，請阿公阿媽快
來報名，詳細課程資訊請上網站查詢
（http://www.dce.tku.edu.tw/）。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你煩惱怎麼
訂研究主題嗎？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將於3月
21日（週一）、4月25日（週一）、5月23日
（週一）及6月13日（週一）分別舉辦4次研
究構想發表會，除了由課程所研究生報告研
究的題目外，也歡迎全校研究生參與，並提
出問題和同學、師長交流。
首場研究構想由課程所碩一陳映如、劉培
鋒、碩二王香惠發表，陳映如以「初探教室
連結計畫應用在國中英文學習」為題，她表
示，剛好家教的學生有參與過教室連結計
畫，所以打算以這個題目為研究方向，「希
望能在這次研究構想中得到關於研究方向的
回饋，也會參加後續的發表會，和其他同學
交流討論。」詳細活動流程及時間請上課程
所網站查詢http://tdix.tku.edu.tw/。

首屆歐盟論壇徵稿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歐洲多元
文化論壇暨第1屆全國歐洲研究生論文發表
會」，將於5月26（週四）、27（週五）在
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讓論壇即起
徵稿，收件將於本週五（11日）截止！研究
歐洲議題的全國應屆畢業研究生，趕快加緊
腳步，投稿報名！
本次活動由台灣歐盟中心以及本校歐洲研
究所和歐盟研究中心共同舉辦，歐研所所長
郭秋慶表示，本校在歐洲研究和舉辦類似研
討會相當有經驗，因此負責第一次的活動執
行，往後由其他學校輪流舉辦，另外郭秋慶
也提到：「以往研討會都以討論國際關係為
主，範圍較大，因此這次論文發表會以特定
的範圍，研究歐洲議題為主，期待能讓更多
此領域的研究生有更多交流的機會，聆聽老
師的評論，讓研究更加蓬勃發展。」

孜孜不倦的郭忠勝：「研究過程是苦澀的，非人人禁得住！」
孜孜不倦的郭忠勝：
「研究過程是苦澀的，非人人禁得住！」
【記者陳韵蓁專訪】
走進數學系教授郭忠勝
位於科學館的研究室，
約莫5坪的方室中，窗
明几淨，空氣的流動令
人心曠神怡，一掃埋首
研究室中長年積滿的厚
重資料的刻板印象。郭
忠勝的資料及書籍有條
不紊的陳置著，有其一
定的邏輯。一如記者在
訪談時，提出任何問
題，郭教授總是耐心笑
說「這個問題的邏輯應
是...」。
郭忠勝埋首研究近30
年，發表近百篇論文，
研究成果豐碩，論文見
於各大期刊，卻有過埋
首一年的博士論文最後
付諸東流的鬱悶，但郭忠勝有套
人生哲學於腹中，「不要患得患失，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永
遠不說放棄！」如同臥於「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深山中
的涓涓細流，潛心做著自己的研究卻也孤獨；更像恆河，千年
來時空的更迭，樣貌卻不曾變過，恰如郭忠勝不曾減緩對數學
的熱愛及其豐沛的思考力總不枯竭。

從小郭忠勝就嶄露對數學的天賦，小至計算，大至證明推演
都難不倒他，也常受老師欽點，上台解答題目，在別人思索枯
竭時，他用縝密的思考後沙盤推演解出答案，經年累月的實力
累積，造就今日的傑出表現，郭忠勝說：「我不覺得自己特別
聰明，但我很認真。」當別的小孩憨笑著要糖吃、玩耍時，他
可以「定心」，全神貫注在數學，專心致志不為外物所影響，
日後也在大學聯考中如願以償地考進自己的第一志願－師大數
學系。
郭忠勝奉行愛迪生曾說過的「成功是99分的努力加上1分的
天才」，多年的耕耘讓郭忠勝名列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公
布的「99年度傑出研究獎」獲獎人名單，獲得數學學門傑出研
究獎的殊榮，他謙虛地說：「數學早已是自己一生的志業，努
力的成果能受到肯定也很開心，未來在研究路上會繼續走下
去。」
郭忠勝研究內容涵蓋「奇異性形成（Formation of
singularities）」、「波動現象（Wave phenomena）」、
「自由邊界問題（Free boundary problems）」、「生物數學
（Mathematical biology）」。其中奇異性結構是探討偏微分方程
解之奇異性分析；波動現象則著重於探討自然界中行進波螺旋
波等之存在性及特性；而自由邊界問題是討論解的存在性與漸
近性；至於生物數學則是跨學科領域，利用數學理論與方法對
生物學界建模進行分析。
初始，郭忠勝潛心於奇異性分析，對特別解有相當興趣，其
研究主題也隨著時間與面臨的難題，如一網葉脈逐漸涵蓋到波
動現象中的「行進波（Traveling wave）」、「螺旋波（Spiral
wave）」等微分方程特別解的延伸。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
由成人教育部主辦「2011年日本
名古屋產業大學華語研習班」，
名古屋產業大學學生5人，於上
月27日來校，進行14天的華語訓
練課程。
名古屋產業大學國際交流委員
長林敬山、本校國際交流暨國際
教育處主任李佩華及成人教育部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共同參
與始業式，鼓舞學生。會中播放
本校的介紹影片，讓名古屋產業
大學初步瞭解學校，再帶領他們
認識淡水的古蹟，包括淡水紅毛
城、馬階醫館及淡江中學等。另
會帶領學員到台北花博展、士林
夜市及北投等地方深入台灣文
化。此外也會參訪學術及政府單

潘桂君任雲門舞集志工

以數學天賦加上99分的努力 獲國科會數學學門傑出研究獎

數學系教授郭忠勝，榮獲99年度國
科會數學學門傑出研究獎。
（攝影／鄭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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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時，張宏宇笑著表示，他
總是習慣在吃東西之前，想
像吃下東西後，食物在肚子裡
的情況，在心中自問這個食物
是健康的嗎？到底要不要將食物
吃下肚？他說，「其實只要有想
像過之後，就不會有把不健康的
食物吃下肚的慾望了。」
（文／林俞兒、攝影／陳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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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郭忠勝將數學知識用於其他科學範疇，他舉例以
分析技巧去做一些驗證，例如：自由邊界問題就像工匠製作模
型時，用化學藥品蝕刻（etching）金屬塊，了解自由邊界問題
解的性質，就可以設計金屬的保護層，讓侵蝕後的金屬塊做成
自己想要的形狀。生物數學就像某穩定生態環境中，外來種逐
漸取代原生物種，生物學家藉由觀察及實驗做出模型；數學家
則提供用嚴密的數學方法證明，雖與實際有差距，但其結果與
現實的距離，反而提供研究者修正誤差或調整觀察的視野。
郭忠勝談其研究過程時表示「苦澀，卻非人人禁得住！」，
如同端上桌的研磨咖啡，香氣肆無忌憚地打擾你的嗅覺，讓你
誤會它親切可人，口感馥郁香醇，但輕啜一口，卻非得有鮮奶
油或肉桂粉來提味，讓它更為溫潤。郭忠勝的鮮奶油就是「興
趣」及「正回饋」。在研究的漫漫長路上，興趣讓他遇到瓶頸
時能夠鍥而不捨並保持好奇心；研究論文受到肯定是對他最佳
正回饋。談到面對困難無計可施時，他會到網球場上跟球友廝
殺一番，讓自己的思緒更清朗。對他來說，「人生是很長遠的
道路，休息十分重要，過於汲汲營營反而會得不償失。」
郭忠勝對於一般大眾對數學陌生，而有「讀數學的都是怪
胎」、「花時間學習數學很奇怪」等想法，他並不詫異。他說
明，「數學賺不了大錢卻又相當困難，但在學習數學的過程
中，數學的推演證明無形中可以強化學生的邏輯分析推理能
力，這對以後不管從事什麼工作都是相當有幫助的。」他也提
醒，對事物保持積極態度很好，但人的時間及精力有限，許多
努力是否有結果是機運，他堅持，更重要的是「抱持著不侷限
於眼前成就的不懈精神，朝著自己有興趣的方向努力，並孜孜
不倦。」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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