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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系研討未來課堂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科技學
系主辦的「21世紀教育人才科技培育新契機」
研討會，將於27日（週五）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將蒞臨主持開幕，並
邀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張際平以「未來課
堂研究」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教科系系主任
何俐安表示，研討會邀請到校友們分享職場上
的經驗、傳授專業知識，讓學弟妹了解未來多
元化的趨勢和走向；此外，特別邀請大陸學者
參與，期許能促進兩岸學術交流。會議以教育
科技在「數位學習產業之應用與發展」、「公
部門與學校之應用與發展」及「人力資源發展
的創新應用」為主題，進行座談，並邀請多位
從事相關領域工作的校友擔任引言人。詳情可
上網http://www.et.tku.edu.tw/pop2.html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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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
所聯合會(TASPAA)2011年年會」將於27（週
五）至29日（週日）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舉
行，本次共有美國、韓國、大陸等11位外籍學
者參加會議。本校公共行政學系於27日（週
五）接待，並安排座談會，屆時將由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致辭、覺生紀念圖書館館參觀及校園
導覽及淡水區公所拜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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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於18日19時在強邦國際
會議廳舉辦「Little Britain, Taiwan」畢業戲劇公
演，全程英文發表，演出內容是由多元文化與
語言系助理教授莊晏甄指導，改編英國電視短
劇《小不列顛》，以誇張、寫實的手法描述台
灣平時生活常見的情況，以及異國文化的衝擊
等探討，呈現台灣盲目崇洋，和對於金錢的愛
慕虛榮的心態。
整齣劇碼分為10個段落，每個段落都由兩位
主要演員擔綱演出，不連貫的段落均表達出對
台灣社會小人物的種種寫照，整場表演幽默詼
諧，令台下觀眾笑聲不斷，現場掌聲如雷博得
滿堂彩。語言四林仕鵬表示，「看著同學們那
麼努力的準備這場演出，看得真的非常感動，
更沒想到我們系上的同學們都這麼有喜感且多
才多藝。」資通四蔡旭傑表示，「學校裡少有
這種話劇演出，沒想到這麼有『笑』果，節目
精心製作，令人印象深刻。」（文／林宇濤）

體育室體育教學組兼任講師盧瑞
忠，同時是中華民國馬拉松協會
秘書長，率領國內長跑好手，自
費遠赴中國鄭州，蟬聯第4屆、5
屆中國鄭開國際馬拉松比賽團體
組的冠軍。他表示，2011年第5屆
參賽隊伍從之前的9隊增加至40
隊，能夠獲得兩屆冠軍是努力的
肯定。（註：鄭開意指鄭州與開
封）（吳泳欣）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於12日邀請前外交部政務次長楊子葆親臨演
講，以「關於美的歐洲經驗與思索」為題分享
他對「美」的看法，並說明歐洲對「美」的培
養及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楊子葆表示，「美是生活方式的實踐，要用
認真的方式決定自己的人生。」他以1901年在
德國烏伯塔的單軌懸吊式捷運系統為例，這項
工程就是當地居民對於生活品質的堅持，而想
出的解決辦法，為了不想因改善交通而破壞烏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由國企系主
辦，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禧年經濟
倫理文教基金會協辦的「2011經濟倫理學術與
實務研討會」將於26日（週四）上午8時30分
在台北校園D501舉行。由商學院院長胡宜仁
與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
長陳定川共同開場致辭，並邀請美國東方大
學帕爾默神學院教授Ron Sider以「A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Justice」為題進行演講，承辦
人國企系助理余佩璇表示，會中將由本校教授
以個人與家庭倫理、企業倫理、政府政策倫理
為主題發表論文，機會難得，歡迎大家踴躍參
加。請洽國企系助理余佩璇，校內分機2567。

多元文化與語言系畢業戲劇公演中，全程英文發表，10齣劇碼中不時
穿插歌唱、舞蹈等即興的演出，也有無厘頭的笑話，整場表演幽默詼
諧，令台下觀眾笑聲不斷。（攝影／李鎮亞）

產經系週六談經貿

前外交政次楊子葆 講演歐洲 美的經驗
伯河，即是對於理想生活方式的具體實現。
楊子葆認為，「美」不能用肉眼辨識，是關
於自己對價值的判斷，會決定視野和品味。他
以自身到法國留學為例，在法國第一次買衣服
時，被問到「你想當一個什麼樣的人？」時，
讓他驚覺從小到大對於「美」這件事情似乎都
是模仿而來，並沒有自己的主張；而歐洲人悠
適的生活方式是從透過對美的實踐所形成的自
我風格，將日常生活美學化，即便是吃飯穿衣
也能體驗出生活中的感性。美並不難，不用飛

本校旅遊系與蘭陽技術學院的比賽，戰況
激烈。（攝影／李鎮亞）

到歐洲也能感受美的事物，要先內省自己要過
什麼生活，然後堅持理念進而並實踐，幫助自
己成長達到理想境界。
最後他指出，21世紀的歐洲為世界帶來新的
價值觀，如：農場生活、城市清教徒、緩慢科
技等，帶給未來各種可能性。他勉勵同學，不
管你相信什麼價值，重要的是把它放進生活中
實踐。
企管四翁浩原表示，之前就聽聞楊子葆教授
的口才好，到了現場真的領會他的幽默和他的
專業，喜歡他看世界的角度。

雪山大學城籃球錦標賽開打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與佛光大學、蘭陽技術學院
所組合的雪山大學城，於11日起舉行第2屆校際籃球錦標賽，並邀請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為比賽開球。體育室講師潘定均表示，本次籃球賽
中共有6支隊伍參賽，但因天候不佳而使賽期順延，但仍期許參賽選手
能爭取佳績。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產業經
濟學系主辦的「2011年產業、貿易與區域經濟
學術研討會」將於28日（週六）上午10時，在
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盛大登場。產經系系主任
林俊宏表示，「希望藉此研討會增加本系教師
的研究水準，也期待在研討會中看到學術的火
花。」此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多位研究傑出的知
名學者，更有台灣大學等13所大學共襄盛舉，
將針對產業、貿易、區域經濟學及當前熱門的
經濟議題共同集思廣益，增進彼此研究能量。

跨文化之夜歡送外籍畢業生
【本報訊】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將於6
月8日（週三）晚上7時舉辦「國際跨文化之
夜」，邀請本校外籍學生150名及本國學生50
名參加，即日起至25日（週三）止，每日上午
10時至下午4時30可到外語大樓FL506索票，額
滿為止。國交處組員林淑惠表示，希望藉此活
動歡送並祝福即將畢業的外籍學位生及交換
生，並讓他們與本國籍學生互相交流。

神達電腦吳添傑 溝通及細節讓專管更順利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決策系於12日邀請神
達電腦經理吳添傑以「政府專案與研發協同作業」為
題進行演講，並由決策系助理教授牛涵錚主持。會中
分享政府專案的執行經驗，並提供案例說明讓同學了
解專案管理的實務應用。牛涵錚表示，本場演講中，
可以讓同學更了解專案管理實際運作狀況，也可藉由
案例說明，讓學生更瞭解專管的困難點及因應對策，
提供全面性的思考力及規劃力的訓練。
吳添傑說明，政府專案種類繁多，通常企業會依公
司的性質提出申請，如經濟部技術處科技研究發展專
案計畫等。通常專案申請過程中，主要的就是「溝
通」，如和各部門調派的專案人員進行跨部門溝通、

和行政人員進行文件溝通、和主管進行專案內容溝
通、和合作廠商進行委外溝通等，這些溝通除了技巧
外，更要注意細節、要有化整為零的能力，這樣在專
案執行中才能更有效率的完成。
他指出，專案管理最困難處是要讓專案成員能夠有
一致性的目標，了解問題的重點並提出解決方案，才
能有效解決問題，讓專案能夠順利執行。
吳添傑勉勵在場的同學，「放得下身段才是高
手。」以此作為成熟的行事方法。決策四許涵絜表
示，這場演講了解職場上專案經理的人際溝通、細心
等人格特質要求，也對於未來找工作時能更有幫助。

愛合購劉謦豪 持續創新發現網路「省錢」商機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於11日邀請愛
合購網站總經理劉謦豪演講，以「here愛合購~持續創
新」介紹愛合購團購網站的經營，並帶來自身的創業
經驗心得和同學分享。劉謦豪表示，要選擇自己真正
喜歡去做，才會對工作充滿熱情，期望看見更多熱血
青年創造自己的夢想。
劉謦豪說明，合購網站是將原先合購的BBS平台移
至較為常見的網頁模式，以擴大合購者的年齡層及領
域，也讓更多人參與合購市場。「將許多舊有的東西

合併來開拓新的市場，讓更多人方便、持續性的使
用，是成功的關鍵！」加上web2.0的社群力量，讓網
友依喜好、區域等來選擇合購的商品，並讓實際使用
經驗的合購者分享使用心得、比價等各種資訊，吸引
更多喜歡嚐鮮或是想省錢的的合購愛好者使用。
最後，劉謦豪建議要珍惜身邊的同學或社團夥伴，
並將想法落實，要從失敗中學習經驗。資傳三王俐婷
表示，本身就是合購網的會員，從演講中更可了解網
路商機，並可認識到和消費習慣相近的社群朋友。

結合歷史專業 用玩樂與體驗打造生活態度

文創旅遊達人盛業信 開啟不同的人文視野

【記者陳依萱專訪】「旅行，不只為生活帶來改變，更
為生命帶來了改變。」陽光下，盛業信揹著招牌的輕便背
包、一派輕鬆地漫步而來。在旅遊界被人稱作盛博士的
他，是淡江歷史系助理教授，俐落的短髮和腳下休閒鞋，
宣示著不受拘束的性格，豐富的肢體語言和錯落有致的音
調，更能讓人深受吸引。
身為家中長子的盛業信性格堅毅，環境越是困頓，越能
激發絕不妥協的傲骨；年僅29歲即獲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
等研究學院博士學位，「當年我一句法文也不懂，就在法
國學院面試時，說自己比在場所有老師都還要優秀！」
在每年只有一位學生能畢業的限制下，他在7年內，
由一句法語都不懂的學生，成為最高榮譽博士（Très
honorable）。回台後更跨越學術範疇，將歷史與旅遊結
合，提出文創旅遊，不同以往看鐵塔、買名牌的歐洲旅遊
行程，他帶著遊客在古堡內品紅酒、在草地上享用剛由普
羅旺斯傳統市集採買的生鮮蔬果，享受遠離塵囂的人文生
活及饒富史蹟的歷史美學。「人擠人有什麼好玩？文化是
『慢』出來的，我的工作就是幫別人想怎麼花錢過生活，
將價格轉化成價值。」打出盛博士名號，旅團往往人滿為
患，他說：「用玩樂與體驗，將History化作My story，就
是文創旅遊的不二法門，我行銷的並非行程，而是種生活
態度。」
然而，自由奔放的生活態度，卻曾在升學主義下，屢次
觸犯老師的規範，「有一次老師叫我到台上算數學，我算
對卻被毒打了一頓，只因等號線不一樣長。」儘管壓抑，
未被抹煞他與生俱來的自信，反而激發出挑戰體制的勇
氣，一考上高中便自願「赴任」放牛班，「三年內，我

沒碰過課本，課外書卻讀了不少。」師長眼中的叛逆，對
盛業信而言，卻是忠於自己的表徵，從不輕易順服規則的
他，總勇於挑戰權威，「對我而言，程度遠比成績重要，
問題絕非翻教科書就有標準答案，勇於挑戰才能突破困
境。」大學聯考，他出奇不意地撕下淡江歷史系榜單，
「高中校長還特地打電話到我家，說從沒看過像我這樣的
怪咖！」他微笑著：「對我而言，沒有什麼不可能！只要
敢於挑戰，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的反骨性格，如何和嚴謹的歷史一拍即合？「這要
感謝周宗賢教授」，當年教授台灣史的周宗賢教授常帶領
學生到各歷史景點校外教學，正中盛業信「好玩」的天
性，多次深入民間的田野調查，讓他在與人群和地方的密
集接觸下，找出對學業的熱情，更啟蒙將文化與旅遊結合
的想法。在人人玩夜衝、唱KTV的笙歌中，他像孩子王
般，帶朋友釣魚、挖竹筍，體驗「正港」的淡水文化，不
但玩得不落俗套，還「學」得不亦樂乎。「我從沒『唸』
過歷史，歷史是被『玩』出來的，透過體驗，理解問題才
最快！」
淡水的人文風情，非但柔化他性格底層的倔強，更為往
後的「文創旅遊」埋下了種子。畢業後，他將淡水遊樂的
經驗，帶往世界各地，結合歷史專業與在地文化，打造出
獨一無二的體驗式旅遊，獨特又閒適的行程，引來無數人
群的共鳴。提起盛業信，周宗賢語氣中有著欣慰：「他從
學生開始，個性就十分開朗，最重要的是他對自己的人生
有著理想，並有信心及耐心去堅持與實踐。」
多采多姿的生活，從未止息盛業信探索世界的慾望，背
包一揹，便出走世界各地，最深刻的體會，莫過於1998年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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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開馬拉松團體組冠軍 盧瑞忠

語言系畢業戲劇公演 全程英語 展現外語學習成果 國企學術論文探究經濟倫理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幫助學生
更加了解如何準備TOEIC考試，掌握高分關
鍵，學習與教學中心將於27 日（週五）12時
20分於I501邀請資深補教界名師，同時也是英
文暢銷書作家的陳頎老師主講「掌握解題技
巧、多益考試拿高分」講座。學教中心學生學
習發展組蔡承佑表示，本次講座老師現場將帶
領學生做講義習題，並讓學生更能掌握最新多
益考試資訊與解題技巧，參加講座學生將免費
獲得實用的NEW TOEIC學習資料一份，歡迎
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報名時間於26日（週
四）前，請至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992lecture03報名。報名成功後，請至
網頁下載講義並攜至現場。請洽蔡承佑（分機
3531）。

2011臺灣公行年會參訪本校

競賽中，獲得學生男子組第1名。

黝黑的皮膚，有著大男孩

中日交流漢學成果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中文
系、中文系友會、環中國海研究學會及長崎中
國學會共同主辦之「第六屆環中國海漢學研討
會」將於27日（週五）9時30分於SG317盛大
開講囉！當天將由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開幕致
辭，並邀請日本長琦大學、西南學院大學，以
及國內政治大學、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等和本
校進行論文發表。
張雙英表示，這次的研討會是中文系系友會
第一次舉辦的大型活動，邀請校友、教授及
在校生交流漢學研究成果，並連繫感情讓中
文系更有向心力。欲參加者請於25日（週三）
12點前至中文系網站(http://www.tacx.tku.edu.
tw/app/news.php?Sn=444)填寫報名表後並寄至
huyannan@ntnu.edu.tw，或洽中文系系助理王
雅俐，校內分機2330。

路跑向前衝 陳棠笙

蘭陽

本學期由日本早稻田大學主辦、
日文系教授施信余協助指導的四校
同步視訊會談即將開始，由本校日
文系、日本早稻田大學、慶應大
學、和中國北京大學等四校學生共
同參與。會談參與學生以中文和日
文輪流對話，並依當週所設定的主
題飲食、生活、文化等內容進行討
論。歡迎全校師生申請使用同步視
訊系統及遠距教室，若有與國內外
學者進行遠距同步視訊連線的需
求，遠距組可提供平台與技術相關
支援。（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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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國友人到西藏攀越聖母峰，「剛到山上溫度30度，才
在讚嘆眼前冰川的壯觀，忽然一片雲飄過來，氣溫瞬時降
至零下，冰雹、雪和雨一同打來，喜馬拉雅山變成一座巨
大的冰庫，剛剛跨越的小溪突然暴漲，我和朋友冒險跳
過溪，不慎一腳踏到水裡，霎那間，腳被冰川劃開一道傷
口，感覺就像武俠小說寫的真氣外洩，熱量迅速散去。」
在與友人相扶攜下，他終於走回基地。「我緊握著手中的
酥油茶，彷彿那是維繫生命的絲線，我清楚地意識到人不
可能勝天。」懸宕在生死邊緣的經驗，使他察覺到自身力
量的微小，也因此學會珍惜，國中以來凌人的盛氣，轉化
為體諒與包容，此後無論帶團、教學、爾或最尋常的生活
中，他都懷抱珍惜，為每個當下添上豐盈的色彩。
從雄獅旅遊電視台創意總監，到現在數所大學及旅行社
爭相邀約的文創旅遊首席達人，盛業信在眾人眼裡，是個
全方位生活家。他認為：「每個人都是唯一的藝術品，都
有與眾不同的潛力，只是自己不相信罷了。」因此他教授
的「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旅遊」課程，兼具人文與史哲的特
質，並也以旅遊帶團的教學方式，培養學生跨領域整合的
多元視野。歷史四羅文林說：「老師的課程是藉由飲食和
特產認識當地歷史，和一般走馬看花的行程很不一樣，讓
人嚮往。」
對盛業信而言，所有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勇氣與信心
才是開啟視野的叩門磚，他的言行泛起的夢想漣漪，鼓舞
人們用自己的方式，在現有的框架內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盛業信揹著招牌的輕便背包，從歷史中發現旅行哲學，
從旅行中體驗生活智慧。（攝影／王文彥）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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