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台北校園動態
教育部「96-98學年度大專畢業
生至企業實習方案」延長媒合期間
至今年9月30日，並規劃提供99學
年度畢業生（即應屆畢業生）參加
本專案。歡迎96至98學年度畢業
生及應屆畢業生，即日起至教育部
專案網站報名，網址為http://968.
lhu.edu.tw/。同時也歡迎企業與待
業中校友踴躍參與本方案。相關資
訊請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網
站查詢，網址為http://www.fl.tku.
edu.tw/practice_2/。（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

未來學年會甄選開始
【本報訊】出國擴展視野的機會來囉！未來
學研究所提供3個補助名額，甄選錄取者可於
7月8日至10日赴加拿大溫哥華，參加一年一度
的「世界未來學會2011年年會」，報名自18日
起至25日止。
曾修習未來學學門課程，成績達80分以上的
大學部一至三年級學生及碩士生，或正修讀未
來學門，獲授課教師推薦者，均可參加甄選。
參與2010年年會的公行四陳頤華表示，「能和
各領域的外國學者齊聚一堂，參與正式的國際
研討會，是淡江學生不可錯過的機會，不但
能拓展視野，更認識不少外國朋友，收穫良
多！」詳細辦法可上網http://future.tku.edu.tw/
cht/index.htm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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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哥倆好 張保興、王士紘

中午時，經過體育館桌球室時，會發現兩
位桌球愛好者，從他們臉上的笑容，可以感
染到他們投入運動中的快樂；而當你在一旁
觀戰時，卻又可以感受到他們打桌球時的熱
情，他們是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張
保興及王士紘。
張保興、王士紘表示，4年前，打桌球的
時間只有短短幾個小時，直到兩人相伴一起
打球，只要是桌球室開放的時間，4年來風

雨無阻，一
個禮拜至少3
次，可以在桌球
室看到他們打
球的英姿。他們總是以比賽的方式切
磋球技，運動完後，輸的那方會獎勵
贏球的人。張保興說：「自從開始運
動後，不僅生活品質變好，4年來也
從未感冒過。」他們表示，其實桌球
除了當運動外，也增添許多生活上的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
報導】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於日前（7日、8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
資料與圖書館學》40週年
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
開幕式由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系主任林信成主持，並
邀請文學院院長、現任教
資季刊主編邱炯友致詞。
資圖系榮譽教授、教資季
刊榮譽主編黃世雄表示，
教資季刊從起初拉稿的
辛苦，到現在邁入40年，
著實不容易。教資季刊前
主編李長堅也到場參與，
並與黃世雄一同回顧編輯
歷程，李長堅表示，因為
大家的貢獻讓《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走過40年，
「希望持續努力，讓此刊
變成全世界最有名的刊
物。」
本次研討會約150位大
陸、台灣及外國學者參
與，包括北京、南京、上
海交通等大學，全會約16
篇論文、7篇海報論文，以
回顧與前瞻、學術期刊出

英語特區不必預約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語特區
（FL112）即日起開放！免費為全校學生輔導
英語，時段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晚上8
時，輔導員以研究生為主。
本學期不提供一對一長期輔導服務，學生
想練習英語會話或有任何英文相關問題，不
需預約，即可於開放時段內至英語特區尋求協
助喔！輔導員英文碩三蘇維翎表示，多數學生
都想練習英文口說能力，輕鬆愉快地聊天能幫
助大家，不再恐懼英文對話，她說：「輔導學
生時，自己也成長很多，除了學習到教學的技
巧，也結交了許多新朋友，發現新鮮事呢！」

卓爾不群

PEOPLE

【本報訊】本校區域校友
會、系所友會等的理事長、會
長暨核心幹部共39個、近50位
人員，於5日下午在本校台北校
園5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淡
江同心』聯誼活動。此聚會已
停辦16年，這次復辦使北中南
校友會幹部齊聚一堂。
校友總會會長羅森認為，這
是好的開始，未來規劃每季都
能舉辦這項活動，將來也可邀
請各會推薦的傑出校友或系所
友加入。而本校校內社團幹部
有「淡海同舟」講習，現在加
上校友的「淡江同心」活動，
可謂相得益彰。同時說明「淡
江同心」成立的目的是互惠互
助、永續經營、實踐三助，而
三助就是：對母校有幫助、對

會務互相協助、對成員的事業
確實互助。
當天，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主任彭春陽邀請與會幹部返
校參加19日（週六）「春之饗
宴」活動。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鼓勵各校友會積極參與本校產
學合作，在少子化的未來，學
校能否跨越招生不足的關卡，
校友扮演重要關鍵角色，希望
透過永續聯誼活動，集中資源
為母校盡一分心力。
校友總會總幹事曾榮華希
望，未來能透過同心聯誼，進
一步分享各會運作經驗。而在
今年5月，能有第2次聚會，團
結大家的力量，屆時也將安排
各校友會分享舉辦各類活動的
成功經驗。

北中南校友會理事長、會長
共聚一堂，校友總會會長羅森
（右）、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左）也到場與之互勉。（圖／
曾榮華提供）

會進入「親密期」，讓階段將是人際關係的轉
捩點，人與人的關係將會變得「更好」或「更
壞」，也說明「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下個階段將會有兩種情況，產生關係進一步發
展會進入「一生一世期」；反之則進入「衰退
期」。
潘志偉演講總結，人與人的相處往往是緣分
造成，一切看似無關，但卻都帶著某種因果、
巧合。他同時談到，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的優點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第2
次「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頒贈典
禮」將於本週六（19日）下午2時於覺軒花園
教室舉行。本次除頒贈同心獎學金，並將請受
贈同學分享獎助金的運用心得。
此外，也舉辦校友返校演講活動，邀請校友
以「社會新鮮人的理財規劃—人生第一桶金的
煉金術」、「各行業職場面面觀」為題與大家
經驗分享。將有國營企業、保險理財、電子商
務、文創產業等不同行業的校友與在校生進行
分組面對面，分享職務內容工作特色。以自由
對談方式，精心設計和邀約在各行各業的傑出
校友出席。該演講對在校學弟妹將是難得且寶
貴的機會，活動中將可吸取職場寶貴經驗，學
長姊將提供豐富的親身體驗，幫助個人求職、
就業找到最佳選擇。
根據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統計，100學年
度總獎助金額目前計有66萬2千元。台北市校
友會希望提供清寒、成績優良、熱心服務等讓
學生申請，使申請者有更多選擇，並提高獲取
獎助的機會。相關訊息可密切注意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news-detail.asp?id=574）

淡江之聲FM88.7開播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廣播
電台最新一季的節目已開播囉！打開收音機
轉到FM88.7，或是透過線上收聽系統（http://
votk.tku.edu.tw），各式各樣的節目內容以及
充滿活力的好聲音，會在空中與你相會！
這學期除了依舊與輔大合作提供新節目「大
學衝蝦米」，和大家分享大學生活中遇到的大
小問題以外，陪你一起重溫復古音樂的美好回
憶「After School」、提供男女生婚禮小常識的
「Marry Me！」，以及實力派歌手的角逐戰場
「比賽開始」等精采的自製節目，都將在這學
期帶給你不同的驚喜。
此外，週一到週五晚上11至12時，「夜貓DJ
秀」本學期也創新例，每天依序提供男女歌
手、重對唱、樂團、創意之夜等不同類型的美
好音樂及有趣的生活資訊和大家分享，歡迎大
家call in和DJ們聊天互動。另外，近期淡江之
聲也將招募新血，有興趣的大一生請密切注意
淡江之聲的最新動態喔！

有：能減輕對別人的妒忌、消除寂寞、尋求新
的刺激、增進自我了解、增加快樂減少痛苦
等。並指出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的不二法門的兩
項要點：「真誠」、「培養幽默感」，更是人
際相處中最重要的基石與潤滑劑。
整場演講在觀眾熱烈的掌聲與互動中進行。
語言二欒婷婷表示：「這場演講讓我體會保持
良好的人際關係，首要主動關心別人，並互相
幫助。」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於
10、11日舉行3場「淡江講座」，邀請到美
國華盛頓大學財金不動產系系主任賴志仁親
臨演講，演講題目分別為「Risk Management
and Stakeholders of Globe」、「How to Find
Research Topics：My Humble Experience」、
「Reserve Management and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Evidence from U.S.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ies」。
首場「Risk Management and Stakeholders of
Globe」以登山隊的自身經驗，解說如何避免
風險的發生，並舉實例說明廣告也存在風險。
保險三黃朝群說：「聽完這場演講，提醒我要
換角度思考事情，不要只看表面。」其他演講
有：說明如何尋找研究主題，並指出沒有一
篇研究是完美的，鼓勵研究生可以從既有的
paper著手改進。保險碩二何憶婷表示：「老
師分享的經驗很珍貴，這場演講給我們一些改
進及研究方向，蠻有幫助的。」

將台灣當第二個家 屢獲華語演講賽佳績

宋達明勤學6國語言
宋達明
勤學6國語言 父母的信任
父母的信任支持他通往夢想
支持他通往夢想
語言能力，但他仍努力尋求各種學習機會，於是選擇來台
學習中文。
宋達明在回答問題時不斷歪頭思考，「我從報紙中察覺
到中文的重要及未來在國際上擁有的競爭力。」宋達明
說：「學習語言持續很重要。」他曾在輔仁的語言中心
學習過，而目前定期在淡江華語中心上課，讓自己隨時應
用華語不間斷，並在華語演講比賽前會利用課堂練習。談
到學習華語過程的難易，宋達明笑說，朋友在他寫字時，
問他「為甚麼畫畫？」他解釋，「我是在寫字！」他覺得
中文會有很多特別的用法，如：招財進寶的合體字，這都
是西方語言不會出現的。而寫中文字很複雜，「因為要記
形狀，要背！」，要反覆練習，否則就會忘記。他舉例
「ㄖ」，對西方人來說捲舌音有些困難，有些發音沒有辦
法很精確的發出來，如「日」；相對地，因身處中文環
境，聽力對他來說較簡單，不必刻意就能隨時練習。
宋達明說起華語學習的撇步，他指出，聽到有趣或很好
的句子，他會了解意思後背起來，他覺得中文是很美的語
言，他曾在未來所副教授陳瑞貴的「多元文化管理」課程
中聽到「走路有風」，宋達明很納悶「為什麼走路會有
風？」他口中反覆複誦，待下課再去問老師。對這位來自
異國的學生，陳瑞貴記得，課堂上，可明顯感受到宋達明
的企圖心，而我曾提及大陸文化相關內容，他也會主動找
我，希望進一步討論及深入了解，「他是位用功的學生，
會反思，創造新的想法。」
宋達明中文是在台灣打下的基礎，他說：「台灣像我第
二個家，我喜歡中文也不願忘記中文；因為台灣生活在他
生命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宋達明覺得能和台灣人對話對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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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講座學生收穫多

潘志偉幽默笑談人來人往關係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邀請
企管系副教授潘志偉於7日至宜蘭演講，主題
為「人來人往談關係」。
潘志偉以親切的肢體語言，吸引全場目光，
他將動態的人際關係分為5個階段，依序為接
觸、涉入、親密、一生一世、衰退等時期。
剛開始的「接觸期」，人與人初次的見面，
漸漸了解後會進入「涉入期」，此階段代表已
經歷一段關係，而要進一步更加了解，接下來

【記者莊旻嬑專訪】「我用中文跟阿伯說：『我要買襪
子！』阿伯說：『我沒賣瓦斯！』」華語演講比賽現場，
觀眾立刻哄堂大笑。來自布吉納法索的本校外籍生國企三
宋達明，談話時，努力以中文表達，雖然會停頓、思考，
但你會知道他在腦中尋找中文字彙表達自己。如果與他談
話的人不是很明白時，他會說：「OK！」，以豐富的肢
體語言加上生動的表情再說一次，可愛的模樣讓人會心一
笑，也能明白為何在多場華語競賽中，他能頻頻獲獎。
宋達明曾參加國父紀念館舉辦「外籍學生華語文演
講」、外交部舉辦「非洲留學生華語演講」等賽，是這些
賽中的常勝軍。但與他談話時，並不感覺嚴肅、壓力，反
而感覺他在與你聊天，每句話，會放慢速度等你的眼神回
應。讓筆者不禁好奇，他的生長環境？身為老大的宋達明
家中有5個弟妹，自小父母灌輸他的中心思想是「必須學
習為自己的人生負責」，雖然他身旁親戚艱辛度日，但父
母讓他衣食無缺，也讓他自由選擇要走的路。
宋達明自己對人生的定論「我是幸運的人！」他在12歲
進入神父學校就讀，除了學校本身競爭激烈，讓他倍感壓
力外，也因住校，生活鎖事全要自己打理，「在那樣的環
境中，沒人撒嬌，沒人幫忙，要獨立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方
式過生活。」在這個階段、也是在他生命中，父母的支持
讓他自由、安心的到處挑戰，「信任，是一股很大的力
量，讓我往前，並在異鄉獨立生存。」
在獨立環境中長大的宋達明，大學選擇就讀法律系。也
開始對自己的未來發想，他夢想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工
作，而這需要具備5種以上語言能力，本身熱愛學習語言
的宋達明，雖已具備法、英、西班牙文、拉丁及德文5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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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與傳播研究、數位媒體
應用研究、趨勢議題設定
為主軸，並邀請英國Judith
Broady-Preston教授與日
本武田英明教授，以全球
經濟蕭條下說明圖書資訊
的價值與觀念，和日本接
觸與傳播學術訊息為主題
進行專題演講；南京大學
出版科學研究所所長張志
強，以「大陸數字出版的
現狀及其思考」為講題，
探討大陸電子書的定位、
相關參與者和存在的問
題。
參與研討會的北京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萬麗
慧表示，現在出版的形式
相當多，要思考的問題，
是以怎樣的出版方式最
適合讀者，並顧及到原創
作者的利潤；資圖四黃
昊翔說，這次研討會，讓
我不但回顧以前的課程，
也吸收前瞻性的知識，其
中「『期刊影響力指標再
探』，讓我把以前的課
程都連結起來，收穫豐
碩。」

睽違16年校友同心聯誼 近50位幹部聚首

蘭陽

圖書館新訂創業管理資料庫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新訂
「Entrepreneurship」創業管理資料庫，此資料
庫將學術作品、企業家影音資料、產業分析和
市調報告及多種創業計畫文件範本等內容，整
合至單一的線上資源平台，提供師生快速掌握
商業相關主題最新訊息。
其中學術作品方面包含期刊、論文等範圍；
學科項目也包含「資本主義」、「企業家精
神」、「家庭式企業」等17項主題，提供詳盡
商業市場趨勢的參考資源。本資料庫提供多種
文件檔案格式及下載功能，如線上視頻、音頻
功能、PDF等，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詳情
請參考資料庫網頁http://search.proquest.com/e
ntrepreneurship?accountid=14237。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於3月
7、8日在淡水校園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教育資料與
圖書館學》40週年國際學術
研討會」。
（攝影／張峻銓、羅廣群）

李盈慶到淡水國小教口琴

航太二李盈慶參加教育部推
廣的「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
畫」，每週三上午會至淡水國小
教小孩子吹口琴。他表示，現在
小孩相當聰明，為了讓小朋友專
注課程，自己也要有幾把刷子，
笑一邊指著張保興說：「殺 才能引起小孩的學習興趣；很開
球是沒有，不過因為我總是不顧一切的去救 心能夠和學童們一起體驗學習音
球，因此他為我取了『無影腳』的稱號！」 樂的快樂，互動過程中，感覺自
（文／林俞兒、攝影／林奕宏）
己也更活潑了。（陳韵蓁）

教資季刊40週年國際研討 聚國內外150學者

土耳其戰略智庫來訪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土耳其「國際
戰略研究所」智庫代表應外交部之邀來台，該
所副所長卡森、亞太研究中心主任丘拉歐魯
與研究員艾達米等3人於4日蒞臨本校，與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5人進行座談。戴萬欽表
示，土耳其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分工組別類似本
校國際研究學院的編制，希望以後可以進行學
術交流、人員交換，或共同舉辦研討會。
其他與談的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教師包括，歐
洲研究所所長郭秋慶、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所長翁明賢、亞洲研究所所長胡慶山及中國大
陸研究所副教授郭建中。座談內容包括中東伊
斯蘭教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最近的利比亞
事件，以及亞太情勢等；並關心台灣在簽訂
ECFA過後，是否打算向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等問題。郭秋慶表示，此次座談讓我們
對土耳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尤其是他們的智
庫與外交部的運作模式；也期待他們能將來台
訪問的心得刊登期刊上，提升台灣能見度。

樂趣，未來也會
一直保持
這樣的
運動習
慣。當問到有
沒有為漂亮殺
球取個帥氣的
名字時，王士紘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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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說是很大的驕傲，他擔心有一天離開台灣，回到自己
的國家，因為沒有持續使用中文，生疏而講不出來！因此
未來他會利用網路，看台灣節目與中文的連結不斷。
宋達明認為語言是開啟人生的媒介，只要運用恰當，
就能獲得更多的知識，並利用專業幫助他人。他笑說：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談到未來的夢想，他希望能進入
聯合國工作，利用所學，在腦力
激盪中一定會出現更多的點子！
他說：「只顧及自己的未來是不
對的，在有餘力之際，一定要幫
助其他人。」一心想了解他國文
化並想進入聯合國貢獻的宋達
明，問他心目中的偶像？他回
答：「諸葛亮及歐巴馬是我心中
的英雄！」，因為他們以聰明才
智幫助人。提到歐巴馬時，看到
他的眼睛一瞬間閃過光芒，是興
奮也是開心，也許是因這是他所
嚮往成為的人吧！
具備勇於挑戰新事物的個性，
但宋達明談到自己的個性笑說：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認
為生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天下
沒有白吃的午餐，不勞而獲的
事，要透過努力才能換取想要的
結果，因此他使自己保持一顆單

純的心，不分心理會旁人的態度，一心一意做自己，用心
追求目標。對父母的教育，他也謹記在心「不可以自滿，
因為人一定還有進步的空間」。父母全心的信任，使宋達
明在外面世界用心挑戰，也支持他實踐自我。也許不久，
我們將可看到他在聯合國實現理想。

本校布吉納法索外籍生，
國企三宋達明悠遊在校園
中。（攝影／鄭雅文）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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