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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遠距組舉辦完整的線上開課培訓
課程，協助教師養成數位學習專
業能力，歡迎踴躍參加種子教師甄
選。學教中心承辦「教育部大專校
院數位學習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計
畫（北區）」，預計培訓種子教師
擴散小組10名，及種子教師深耕小
組5名，開放北區各大專校院授課
教師報名參加，完成結訓者可獲
得補助獎金。即日起，報名至11月
13日止，詳細甄選辦法請至北區計
畫網站（http://nco2.learning.tku.
edu.tw/）查詢。（遠距組）

甘肅教育信息化學會蒞校參訪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甘肅教育信息
化學會於3日蒞校參訪，訪問團由負責督導全
省教育科技發展的甘肅省教育廳科技處處長余
學軍帶領，集結甘肅省6所重點大學及6個資訊
教育相關領域機構的學者共18人，在參訪校園
結束後舉辦座談會。會中邀請監察院監察委員
趙榮耀參與，同時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
國興、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教育
學院院長高熏芳等人皆出席。
張校長在致詞中表示，本校多年來致力於兩
岸學術的互動與交流，目前在大陸有30多所姊
妹校，且目前與蘭州大學的姊妹校簽約也正在
進行中，期待將來能有機會前往甘肅訪問。余
學軍則表示，希望透過這次的參訪後，能增加
雙方在教育科技上更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教科系系主任張瓊穗指出，因為甘肅處於較
內陸的地區，所以會更重視遠距教學，「教科
系在遠距的數位課程方面，算是相當進步，
參訪團們也期望以淡江的遠距發展，作為參
考。」
本校是甘肅教育信息化學會來台灣參訪的最
後一站，對圖書館的電子資料庫與圖書的採購
有深刻的印象。

俄教育研究院訪校增互動

海博館應邀擺攤展模型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海事博物
館參加於上月24、25日在大佳河濱公園，由台
北市體育處主辦的「2011台北市樂觀型帆船系
列水域活動」。海事博物館之船艦模型館藏豐
富，特別受邀參與攤位展示，協助推廣帆船運
動，並由身穿水手服的海博館導覽員國企四林
昱承及簡翊安擔任關主，為民眾進行有獎徵答
和闖關活動，在眾多的攤位上，特別吸引大人
及小朋友的目光。
此次活動以樂觀帆船為主，所謂的「樂觀型
帆船」是指為8到15歲的青少年設計的小型帆
船，另有以台灣命名的福爾摩莎帆船，兩種船
型皆提供民眾體驗。闖關成功還能參加獨木舟
體驗活動，讓民眾在遊戲中體驗風帆、船舶和
水域活動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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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校友捐款金額達 6300萬 2萬7千
2萬7千人次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
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統計至100年9
月底，捐款人次已破2
萬7千！99學年度捐款
金額達6千3百多萬，較
98學年度成長38%。校
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

陽表示，99學年度的捐
款金額和人次的增加，
除60週年校慶活動、系
所舉辦的系慶、小額捐
款推動外，加強校友企
業拜訪、智慧大樹講座
等，讓捐款人次及金額
也跟著提升。

彭春陽期望，將來捐
款的熱度能一直延續下
去，他也提及，校服暨
資發處有提供定期定額
的小額捐款方式，鼓勵
大家可以多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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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至99學年度捐款人次及金額，校友捐款達27,000人次。（資料來源／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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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系國壽產學交流 高階主管授前進大陸經驗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
保險系與國泰人壽簽訂建教合作
契約，本學期在大四新開設「大
陸保險市場與制度」，由國泰人
壽高階主管輪流授課，學生趨之
若騖，破百的學生數展現主管的
經驗與專業的吸引力。保險系系
主任高棟梁表示，之前和國泰人
壽已有產學合作，這次的密切合
作是在今年3月與6家企業簽訂產
學合作合約後，正式啟動建教合

作計畫。而因兩岸議題熱門，
加上大陸的產壽險市場日趨專業
化，為了讓學生了解大陸市場的
發展趨勢，因此請國泰人壽支援
師資，和學生分享前進大陸的經
驗。
授課講師之一的國泰人壽營業
企畫部經理張經理表示，授課是
以團隊接力方式進行，邀請的講
師均為大陸的區總經理等，內容
包括產險和壽險項目，在最後4堂

課會安排論壇，讓這些高階主管
分享大陸保險市場的經營經驗，
讓同學感受大陸的金融環境、產
壽險市場的進入條件、須具備事
項等。張經理提到，國泰人壽在
大陸分布9個省、28個城市，及36
個營業據點，講師都有豐富的實
戰經驗，鼓勵同學應勇於發問，
同時講師也可觀察學生的表現，
若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在畢
業後可增加就業機會」。

以本校校友為主的「日本羽鈦
隊」包括大傳系、中文系等校
友，日前參加第38屆永信杯全
國排球錦標賽，獲社女組第3名
佳績。隊長大傳系校友顏辰玲表
示，大家是在學生時期因打排球
而結識，畢業後常在週末相約到
校打球，並連繫感情。她笑著
說，原只想朝聖而已，沒想到獲
得第3名，真的很開心，未來將
在母校辦「羽鈦盃」，希望大家
都可以參加。（莊旻嬑）

吳慶輝 韓泰生 贈LED捐款助學

97至99學年度捐款人次及金額

60,000,000

校友日本羽鈦隊獲永信杯銅牌

高棟梁提到，預計下學期提供
保險實作課程，會安排大四生到
產壽險、經紀人代理等公司實
習，以增加學生的實作經驗。他
表示，保險系也有邀請富邦產物
保險、明台產物保險、新光人壽
等來系上授課，希望藉由實務經
驗讓學生能加以應用。保險四崔
婷茹表示，這堂課讓學生了解台
灣保險業在大陸的經營，「讓我
們更能接近實務的運用。」

【本報訊】兩位物理系校友東貝光電董事長
吳慶輝，和艾維克科技董事長韓泰生，共同捐
贈LED照明設備，於暑假期間在科學館S101、
S102、S103、S104及S221完成裝置。物理系系
主任周子聰表示，建議同學可以關注這5間教
室的照明功能，比較和傳統照明的差異和優
點，以響應節能減碳。
吳慶輝、韓泰生對物理系系友會會務相當熱
心，吳慶輝99年捐款2百萬元，韓泰生則成立
「艾維克科技培育獎助學金」，每年提供44萬
元，提供發放物理系獎學金之用。
周子聰指出，這兩位系友除在社會上很有成
就，同時也很關心物理系發展和學弟妹，感到
與有榮焉，可以成為現在學生的學習榜樣。

Moodle教學平台報名中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好康報你知！
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Moodle教學平台」小班
教學，邀請教師踴躍參與，體驗多元化的線上
教學功能，為使更多教師體驗Moodle教學平
台的強大功能，遠距教學發展組特規劃小班制
教學，只要老師或助教5人一同報名，即可申
請，同時也可跨組報名。
小班制教學會再依據教師需求，可彈性化的
調整課程內容，讓線上教學更得心應手，意者
請洽業務聯絡人遠距組組員王大成，校內分機
2163。

大三出國座談 學生踴躍出席

校長張家宜（左六）、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簡明仁（右四）、前交通部
長簡又新（左四）、永光化學董事長陳建信（左二）和中華文化總會秘書
長楊渡（右二）共同剪綵，為此歷史展拉開序幕。（攝影／梁琮閔）

簡明仁家族特展 從根探尋文化脈絡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企
管系與大眾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的
「簡吉與日據時代台灣農民運動特
展」，於6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
幕儀式，邀請校長張家宜與大眾教育
基金會董事長簡明仁共同剪綵，為此
系列歷史展拉開序幕。張校長表示，
簡明仁以自己父親的背景故事結合台

灣農民歷史，幫助同學了解台灣過去
的發展，能得到很大的收穫。簡明仁
認為，台灣現著重於發展文化創意產
業，此次展覽帶領同學從「根」出
發，向內探尋自身文化的脈絡與意
涵，也傳遞他們這一代所知上一代台
灣精神的真實面貌。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
導】蘭陽校園於5日邀請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
華，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
「淡江國際事務座談會」，
與近百位學生交流大三出
國留學的相關事項。李佩華
表示，今年已有428位的淡
江學生到17國67所學校做交
流。目前和全球14所大學有
19項雙學位合作計畫，歡迎
同學提出申請，希望同學在
職場上能夠更有競爭力。
李佩華在會中說明，課程
國際化是目前努力的重點，
把全球視野課程列為全校

必修，99學年度全校共開設
910門全英語授課課程，僅
次於台大，出國獎學金部
分可申請教育部的學海獎
學金。而學海飛颺獎學金今
年分配的款項和台大一樣，
另有捷克、台美、赴韓、波
蘭、台德等獎學金可供同學
申請。李佩華表示，交換
生甄選將在10月底舉行說明
會，歡迎同學密切注意國際
處網站相關訊息。
政經二陳彥竹表示，很高
興學校提供這樣的座談，可
以把出國疑惑一次解決，會
試著申請雙學位合作計畫。

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國際長李佩
華（前一）與近
百位學生交流大
三出國留學的相
關事項。（攝影
／楊志偉）

性別與科技研討會 300人參加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學系於1、2日
在鍾靈化學館舉辦「2011性別與科技研討會暨台灣女
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兩日活動吸引國內學者等約
300人到場。校長張家宜、女性學學會發起人李元貞
等出席致詞。
張校長表示，今年研討會的主題往嶄新的角度發
展，結合這幾年能源、輻射等熱門議題，提出不同以
往的論述，而本次更結合性別平等的觀點，以作為更
好的發表機會，讓性別平等教育有更創新的見解及貢
獻。李元貞提到，這次研討會，除了性別科技的主軸
議題外，也有其他多元豐富的性別內容，讓討論愈廣

而深，但未來仍可增加在原住民女性問題的探討。
化學系教授吳嘉麗表示，今年是居禮夫人獲諾貝爾
化學獎100周年，因此以「性別與科技」為今年研討
會主題。主題演講邀請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李安
妮，以「從性別角度看能源政策」為題進行演講，她
用時間及地理，提出北半球及南半球之先進國家的性
別議題，包括女性環境意識與行為、能源市場、能源
消費等，也舉例台灣相關能源領域的性別議題。2日
早上安排淡水女學堂、婦學堂及牛津學堂參觀，了解
當時的女性受教情形。

在虛擬場域創造憧憬的想像人生

饒敏瀚 漫迷變身遊戲研發 學習不輟 玩出鮮活人生

【記者陳昭岑專訪】如果人生是一場虛擬
戰役，需要有足夠的裝備，才能夠突破關
卡，奪得勝利。遊戲橘子資深研發監督饒敏
瀚，似乎在敵人尚不曉得遊戲規則時，就準
備好一身裝備默默勤練等，戰爭一開打，便
拔得頭籌，讓他未達不惑之年，就坐上資深
監督的位置，在不到五坪的個人辦公室中，
盡情的激盪無垠的虛擬世界。
在饒敏瀚的辦公室裡，有一群很特別的戰
友，就是遊戲公仔的收藏品，大大小小約有
20、30個陳列在架上，他笑稱：「這只是冰
山一角！」從小至今，蒐集了連自己也無法
計算的遊戲公仔，價錢從便宜到最貴的一隻
4、5千元都有，他表示，這幾乎是身在遊戲
產業的人共同嗜好。除這些公仔外，和他並
肩作戰的，就是從小就對漫畫的熱情。小時
的志向是當漫畫家，他笑著說，「就宅男
啊！」最喜歡窩在家裡看漫畫，信筆塗鴉，
雖然沒有接受專業的繪畫訓練，就從模仿老
夫子、小叮噹等角色開始，用熱情建構起自
己畫漫畫的和興趣夢想。
所以，從高中時期起便參加漫畫社團，也
在漫畫店中認識一群愛好漫畫的朋友。考上
本校大傳系後，和朋友一起學電腦後，結合
漫畫的興趣，更開啟了電腦遊戲設計的道
路。然而，父母親對他的漫畫熱情並不支
持，「小時候，父親會叫我把整箱整箱的漫

畫當他面前撕掉！」饒敏瀚笑著說，當初曾
鬧家庭革命，還不惜離家出走只為了想就讀
復興美工，但仍在父母親軟硬兼施的情況
下，被迫選擇念大學。現在的他卻很感激，
因為在大學時期中，最大的幫助是培養「獨
立思考」能力，而淡江大學開放的校風，大
傳系先進的氣息，培養出他獨立解決問題的
能力，讓他在每個不同的職務上，都能夠獨
當一面。
回憶起選擇大傳系的原因，除逃避數學，
就是為了離漫畫近一點，大學志願卡裡只填5
個學系，一心嚮往影像工作。於是進了大學
後，饒敏瀚寫過同人誌專欄，且在電腦尚未
普遍的時代，已經在做一些電腦遊戲繪圖的
案子，率先在電腦遊戲的領域中卡位。他開
玩笑的說：「做遊戲就像是創造一個世界，
讓玩家投身在幻想世界裡，成就感更大，挑
戰、困難度相對也更大。」
饒敏瀚在電腦遊戲界17年，剛好搭上電腦
科技發展的順風車，從最基礎的做起，一路
挑戰不同的職務與工作內容，從美術、企
劃、資深企畫、執行製作、製作人、美術總
監、流程監督，到現在的資深研發監督，他
從一踏出社會便沒有離開過遊戲產業，工作
時數從12小時算起，現在工作時數雖然稍微
少一點，但常常壓縮吃飯時間，來成就工作
成果。至今加入遊戲橘子3年，他認為，在

工作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學習，「需要不
停地學習，不同的工作有不同需要學習的
東西。」現今宅經濟當道，讓台灣的ACG
（漫畫、動畫、遊戲）產業蓬勃發展，饒敏
瀚回顧起遊戲產業發展歷程時提到，當初世
界的漫畫與動畫產業正在起飛之際，台灣因
擔任代工的角色，所以動漫市場發展較緩；
而遊戲產業反而是跟著世界潮流，培養出許
多遊戲開發人才。他覺得，漫畫產業是比較
單向的產業，「漫畫家發揮想像力將作品給
讀者看，而遊戲產業是互動性產業，開發人
員要把主導權留給玩家，創作出想像力的世
界。」
日新月異的科技讓遊戲不斷的推陳出新，
饒敏瀚有著一套紮實的因應方法，他說：
「情報的蒐集非常重要，就現階段的市場而
言，幾乎沒有所謂的第一手創意了。」他還
提到，每個遊戲平台都有開發者的喜好、玩
家的反應，而他所謂的情報蒐集除了解對手
的遊戲創意內容，還需要分析不同平台的屬
性，以提供設計新遊戲時的參考，他所帶領
的製作團隊除內部研發外，還須和第三方開
發商共同合作。饒敏瀚表示，現階段的他要
放眼世界，了解各國遊戲產業動態，以制定
遊戲開發的策略，期望做出適當的決策，創
造出雙方最高的品質效果。他舉例和日本商
合作時，光職務名稱的出入就會影響工作，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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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褲子，必須到裁縫店訂製才有

蘭陽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俄羅斯國家教
育研究院院長尼克雷．尼肯朵夫和國家科學院
院士卡伯尼厄克．彼得於5日來校參訪，並與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
李佩華、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俄文系系主任
張慶國、歐洲研究所所長郭秋慶及俄文系教授
彼薩列夫等進行座談，並與近30位俄文系同學
互動交流。
尼克雷對本校的校歌特別感興趣，當被同學
問到為什麼會選擇來台灣交流，他指出「台灣
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卻有成功的教育發展，關
於一個國家的成功，和它的教育制度有密切的
關係，所以我選擇來到這裡，研究台灣的教育
制度。」
會後安排參觀本校的圖書館，並試用電子化
圖書搜尋系統，及參觀5樓的非書資料區，尼
克雷在導覽結束後表示，淡江的學生非常活潑
有趣，富有活力，對介紹影片中的內容，感到
印象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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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讓他了解到，合作不只是公司之間
的磨合，也是文化間的適應。於是，他
再度印證了「學習」的重要性，他說：
「現在對我來講，一部分的動力就是去
了解世界各地的開發商，而我的任務就
是去尋找適合公司的開發商。」
平常工作就要接觸遊戲，私底下還
玩電腦遊戲嗎？「玩啊，都玩，不得
不玩，一定得玩！」但休閒活動的遊
戲興趣是Console Game（電視遊戲）的
動作與RPG（角色扮演）遊戲。每天
都要大量動腦的饒敏瀚，充電的方式就
是做「無腦的活動」，他有點害羞的笑
著說：「每個階段都不太一樣，最近輪
到看有內容的韓劇。」而放鬆過後的饒
敏瀚，又再度握起滑鼠，迎接後續的工
作。
饒敏瀚勉勵即將踏入社會的學弟妹
們，「理論與實務並重，不要怕嘗試失
敗，唯有親身嘗試才能累積紮實的Know
How。」桌上型電腦、筆電、平板電
腦，一張不大的辦公桌上，擺了三台代表
著不同時代的電腦，坐在電腦前的，是一
位經歷台灣科技從起步到發展，接著發達
三個世代的「夢工廠」主管，為快速且競
爭的世代「製造玩樂」，也為對虛擬場域
充滿憧憬的人們「創造人生」。

饒敏瀚難以忘情漫畫，信手拈來依然栩栩如
生。（攝影／湯琮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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