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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
山 去投

挺玉

快！投票三步驟 挺玉山進新7奇景

經過長達3年4階段的競爭，台
灣玉山擊敗全球各國3百多個景點，入圍最後28
強，向「世界新7大自然奇景」邁進。
最後階段的總決賽是以網路票選定勝負，只要在11月
11日前，在投票網站上選玉山，就能讓玉山走向世界舞
台，讓世界看到玉山的林相之美。
只要三個投票步驟，就可以將玉山挺進世界7大奇
景，請大家趕快告訴大家！投票網址：http://www.
new7wonders.com/vote-zh?lang=zh-hans。（攝影／
鄭雅文）

蘭陽

喜迎創校61週年 蘭陽11月5日活動開跑

歷史系研討中外區域社會史學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將於11
月18日在E680舉辦「第1屆區域社會史學術研
討會」，邀請姊妹校中南財經法政大學馬克思
主義學院思想政治教育系教授朱書剛、歷史學
系副教授吳雪梅及講師宋幫強3位學者，及日
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佐藤正廣共同討
論。本次將以「區域」的角度，研討中外歷史
中的社會意涵，如唐代墓誌銘中所見的黃帝意
象、南宋荒政與地方官府運作、日治時期臺灣
總督府獸液血清製造所建立之歷史考察、希臘
遷入時代與海外殖民活動等。
歷史系系主任林呈蓉表示，為擴大研討傳統
的比較社會史，因此以「區域」的角度及站在
當地人立場來看待歷史問題，試圖從國界、族
群等面向找出認同感，「這是在史學研究上的
新課題，藉由跨族群、跨國界甚至跨時代等，
讓大家共同討論及發揮。」歡迎有興趣的全校
師生能前往參加。

跨校視訊英語講座招生中
【本報訊】為促進校際教學資源共享，同
學不出遠門也能參加其他大學舉辦的講座活
動，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於每週四
在I601，以遠端視訊連線方式，播放靜宜大學
「英語學習跨校視訊講座」視訊課程。
講座採現場報名方式，限額40名，課程主
題內容除提供學好英語內容，還剖析遊留學
等相關資訊，歡迎全校同學踴躍參加，詳細
內容請參閱遠距教學發展組網頁（http://deds.
learning.tku.edu.tw/）。

步驟一：輸入網址後，直接勾選7項，記得勾玉山。

步驟二：請逐欄填寫詳細資料後，再點選「發
送你的投票」按鍵，即可送出票選結果。注意，
務必填寫有效的電子郵件。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莊旻嬑淡水校園報
導】為慶祝創校61週年，蘭陽校園於11月5日
（週六）展開校慶系列活動！5日（週六）上
午10時的校慶園遊會，現場提供台灣小吃、各
地名產、異國風味美食、遊戲攤位及手工藝品
等十多個攤位外，還有搖滾社、國標社及熱舞
社，舉辦年度成發，並邀請佛光大學熱舞社以
及熱音社一起勁歌樂舞。同時進行師生盃排球
錦標賽和校慶盃籃球賽總決賽，蘭陽體育講師
潘定均表示，目前已經完成預賽並進入準決

賽，排球師生盃4隊、籃球盃男子組4對及女子
組4對，分別爭奪冠亞軍，賽況激烈，「希望
當天能有好天氣，讓賽事順利進行。」
6日（週日）至7日（週一）兩天，是中華民
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首次在蘭陽校園舉辦「第
8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及聯誼活動」，全省各
縣市的校友會均派員參加，預計有70餘人。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這次
大會特別選在蘭陽校園舉行，除豐富校慶活動
內容，也讓校友們參觀蘭陽校園，以增進校友

間校園生活的情誼。
12日則舉辦「校慶植樹活動」，將由台灣愛
普生公司總經理李隆安率100多人與全球創業
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在戶外運動場旁，共
同種植喬木樹苗660株。蘭陽校園主任室陳奕
樺表示，今年已是第4次舉行，除響應政府的
「一生一樹綠海家園減碳活動」，也象徵本校
百年樹人的教育意義。資軟四林冠志表示，這
是大學中最後一年的校慶活動，會好好參加，
享受最後的大學時光。

蘭陽校園響應捐熱血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將於
11月3日（週四）上午10時起，在強邦國際會
議廳前舉辦捐血活動，駐校護士俞彥均表示，
每學期定期請捐血車到校服務，方便學生捐血
以幫助有需要的人。他提醒捐血的同學，除攜
帶具有身分證字號及照片的證件，以確認捐血
者的身分，並要注意飲食均衡和身體健康。資
通四謝秉蓉表示，「今年已第3次的捐血，很
有意義的活動。」

卓爾不群

PEOPLE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針對女性在科技職場上的弱
勢，由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宋鴻燕及化學系教
授吳嘉麗，共同開辦「女科技人EMPOWER輔導計畫」，以
本校理工學院的女學生為主，一對一的輔導方式，提供人生規
劃、職涯的選擇、及生活各方面的建議。宋鴻燕表示，在理工
領域中男性人數遠多於女性，而女性常在課業上或職場上受到
挫折，所以在科技產官學界上，越高階的女性人才人數越少。
她以本校為例，100學年度理工學院的碩士班新生共有90位女
同學，而博士班只有3位，代表女性未來進入產業界時，人才

嚴重的流失，因此，本輔導計畫強調的是傳承與增能，「現在
科技與科學的發展日新月異，理工領域的同學未來有更多元的
選擇機會，但若不改變學習環境，女學生依舊無法獲得同樣的
優勢，希望能藉由這次輔導計畫，替未來的女性科技人，增加
職涯的確定性。」
吳嘉麗表示，本計畫自開辦以來，已有12位具有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教育或心理等不同專業背景的校內外教授，擔任理
工學院的生涯導師，並舉辦過2次工作坊，以增進教師的輔導
知能；而輔導方式不限，老師與學生間平時可用電子郵件或電

成教部性別平等培訓報名熱烈

【本報訊】新北市教育局委託成人教育部，
針對國中小輔導教師，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專
業人員培訓班」，100年度舉辦2個梯次培訓課
程，截至目前的報名人數共達百人。為能使受
訓人員熟知性別平等教育精神與內涵，由本校
教師，以「性別平等教育理念」、「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領導實務」、「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
學實踐」及、「性別意識之自我增能」的課
程內容，讓教育人員能兼顧學理與應用，並具
備推展能力。成人教育部進修教育中心組員陳
芷娟表示，參與培訓的教師須完成36小時的課
程、符合出席時數及成績及格者，才會頒予2
學分的證明書。

話聯絡，但每月須面談一次，每雙月會再安排全員聚會，以交
流輔導心得。
吳嘉麗指出，這是很難得的機會，讓理工科系女學生能在專
家學者的引領下，適時得到他們提供的人生經驗，以減少挫
折，並在生涯發展上不致輕易的離開專業領域，歡迎理工學院
女學生報名參加。輔導計畫詳情，請見網站http://www2.tku.
edu.tw/~tscx/2009chinese/other/20111017-1.pdf，或洽化學系教
授吳嘉麗，校內分機2527。

填 學生學習歷程 送隨身碟

林慶隆以「公司治理、企
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為
題演講，現場座無虛席，精
彩的內容，讓學生均專注聆
聽，勤做筆記。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與教學中心辦理的「學習，全面啟
動！」開跑了！即日起至11月18日
止，只要至「活動報名系統」登入
報名後，再進入「學生學習歷程」
（http://eportfolio.tku.edu.tw），完
成「關於我」的自傳內容1篇，並設
定公開分享，就有機會獲得8G隨身
碟喔！
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組
長黃儒傑表示，「學生學習歷程」主
要是提供同學能完整紀錄學習活動和

經歷的平台，並結合心得與附件功
能，除自己撰寫，還能整合學校所提
供入學以來的獲獎、社團參與、修課
紀錄等，未來能匯出完整的電子履
歷。黃儒傑指出，藉由本活動的辦
理，希望學生能增加使用機會，平時
就開始累積成果紀錄，也能公開自己
的作品、自傳等，讓大家能互相交流
學習。國企三陳安婷說：「之前不曉
得有這樣平台跟活動，但知道這平台
有那麼多的實用功能後，有機會會想
使用看看！」

學學文創詹偉雄 分享創新靈感
講座後，學生趨前向林慶隆（左一）請教審計工作相關
問題，討論氣氛愉快。

監院審計長林慶隆 勉勵應用所學培養道德勇氣
【本報訊】會計系於27日邀請監察院審計長林慶隆
以「公司治理、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為題，進
行講座。會中林慶隆分享審計的工作經驗外，並介紹
公司治理與企業倫理發展的過程，他表示會計系同學
在未來的工作性質，與社會責任息息相關，希望能應
用所學，若在職場上發現舞弊事項時，要有揭發的道
德勇氣。
林慶隆指出，審計並非機械式的，而是需隨著時代
的變遷，調整專業能力，並可發揮創意的工作特質，
政府機關單位都在因應趨勢，進行軟體應用、溝通能
力等教育訓練，以增進審計的工作能力，歡迎有興趣
的同學可報考高等考試，以加入審計工作的行列。

林慶隆表示，因為經濟利益掛帥，讓基本的社會價
值消失，並在資訊不對稱及道德危機下，陸續發生舞
弊案件，如瑞士惡棍交易員、巴紐案、運彩事件等，
讓政府和企業都面臨誠信危機；因此國內外因應趨
勢，針對企業經營所須具備的企業倫理制訂出基本規
範，如國際會計師聯盟（IFAC）提出職業倫理、台
灣公共治理指標等，以作為企業經營的參考指標。他
認為，學校的品德基礎很重要，同時以鴻海科技集團
董事長郭台銘的經驗勉勵同學，以誠信為本，並期許
自己能成為高品德及高能力的人。會計碩一涂子文表
示，從講座中了解到公司治理的趨勢外，並結合到理
論和案例分享，收穫良多。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建築
系於18日舉辦「當前台灣所缺少的文
化」講座，邀請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
長詹偉雄，以獨到的見解與眼光，分
析台灣社會的樣貌，並從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世界，激勵同學創新靈感。
詹偉雄表示，提到「文化」會讓人
聯想到什麼？答案肯定不會是ipod，
多數人會直接想到京劇、林懷民、故
宮博物院等富含歷史與美感層級之
物，顯示當今台灣社會仍受到「傳統
主義霸權」的禁錮，而造成了文化和
科技上的對立。他指出，文化的定義
應該以個人」為出發點，展現自我獨
特的形貌與意義，在社會成長的動態
過程中，追尋自我的肯定與價值。
詹偉雄提到，受到資本主義社會的
影響，1950至2000年間的台灣為使經
濟成長，大量加蓋「工廠」，其流
水式生活型態滲透至一般家戶，強
調「集體意識」，卻抹滅了自我的個

性。而在西元2000年後的台灣，因為
改變了在經濟地圖上的分工位置，成
為設計中心的來源，期待個人做出突
破性的作品，於是開始反思自我是什
麼？此時「自我實現」的重要性成為
改變世界的關鍵，為了構思與眾不同
的新產品，「有時甚至你必須為反對
而反對！」他以不同時代精神領袖人
物作為對照，「台灣經營之神王永
慶」與「商場上的貝多芬賈伯斯」；
前者強調集體意識和禁慾主義，以省
錢為基礎來賺錢；後者著重個人觀
點，要開發不存在的慾念，強調越會
花錢的賺越多錢，目前台灣人心目中
的英雄人物，正逐漸從前者移向後
者，可觀察出人們對於「自我」的概
念已越來越清晰。建築二韋佩伶說：
「受到不少靈感的啟發！透過跨領域
的學習，希望能夠做出放眼世界的好
設計來！」

西語系校友 現禮賓司司長將調任巴拉圭大使

劉德立目標專注 發揮生活創意 百年國慶求盡善美
人為善且不失立場的特質，因此要想盡辦法跟每個人良性
的互動，同時要發揮創意並注重安排細節，必須要時時設
想及模擬各種情境，以因應各種事件發生。
這次建國百年國慶，不僅賓客雲集，今年來訪的總統也
從去年1位增至4位、外交部長以上層級組成的國賓團也激
增至15團，「從規劃開始就是很大的挑戰。」對劉德立來
說，如何將每一個環節都流暢連結一起，讓國慶當天能依
照計畫完全的實行，是禮賓司一大艱難的考驗。因此，他
將每項主題工作都做分項規劃及安排，並呈現台灣特色讓
賓主盡興而歸。他舉例，從台北賓館的酒會結束後，須帶
國賓團搭乘高鐵至烏日站，所以從座位安排、往返動線規
劃、轉乘交通工具、餐飲廁所、接待人員的互動等相關工
作，除事先場勘並會同相關單位配合，並隨時依狀況調
整。
「所以，每天都要不停地思考，只要一想到重點就趕快
記下來。」劉德立指著自己的頭腦說，有時下班回家，雖
然坐在電視機前面，腦中卻想著公事，甚至都聽不到太太
跟他說話。也因為這樣的縝密的規畫，才能將這百年國
慶，辦得熱鬧卻不失莊重。他開心又甜蜜地表示，光是國
慶酒會Logo就下足一番苦心，剛開始是以芋頭和番薯的
意義和色彩為設計理念，雖代表台灣精神，但對於百年國
慶卻不夠喜氣；於是他發揮溝通專長，與設計者協調改善
方案，並決定再加上LED燈，使其炫彩奪目，兼具藝術又
能呈現熱鬧的氣氛，讓賓客都能感受到歡騰的喜悅。劉德
立笑著說：「還蠻有意思的！」他謙虛地表示，這次的百
年國慶酒會因為天氣很好，事情都能順利進行而感到很幸
運，「雖然很難盡善盡美，但只要努力去做，就對了。」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在「保持好奇心」的秘訣上，他開朗地說，「就
是對任何事情要感到有趣，要能從生活中找靈
感。」劉德立為了讓百年國慶更具意義，在國慶酒
會上，邀請百年餅店「玉珍齋」及「犁記」、鼎泰
豐小籠包現場製作、烤香腸、車輪餅、滷肉飯等
台灣特色美食帶入酒會，也將過去以往的冰雕改由
法藍瓷公司展示相關作品，讓此次酒會能別出心裁
的呈現在外賓面前。而這些籌畫力和執行力，都是
在本校中積累的，「高中之前都是住在家中，當時
離鄉背井到淡大，要想辦法面對寂寞、享受寂寞，
所以書、朋友、社團都變成我的樂趣。」而社團的
經營經驗，奠定他日後在外交部擔任禮賓司長的基
礎。
校長室秘書黃文智因社團而和劉德立結識，他笑著
說，「劉德立是校內天使社社長，不但將社團辦得
有聲有色，課業也保持名列前茅。他能兼顧社團和課
業，主要是因為目標明確，並運用時間管理及保持專
注力。」黃文智認為，淡江社團內臥虎藏龍，能藉此
拓展生活圈，並接觸不同科系領域的人，就如同他與
劉德立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彼此相知相惜。
劉德立表示，淡江外交人才濟濟，如西語系校友的
前任駐西班牙代表黃瀧元、歷任多明尼加大使陳顯祥
及蔡孟宏、現任駐葡萄牙代表周麟、現任瓜地馬拉大使孫
大成及法文系校友現任海地大使劉邦治等，有時會在外交
場合上碰到，除討論外交工作外，也會聊起校園生活中的
回憶點滴。
對劉德立而言，淡江是最自由的搖籃，提供他不同的思

劉德立課業名列前茅，並兼顧社團活動，最主要是
他的目標明確，善用時間管理及保持專注力，因此
能擔任外交要職。（攝影／張峻銓）

【記者張莘慈專訪】知名動漫《黑執事》中的賽巴斯
欽，以身著燕尾服、提供賓客周全的服務讓人印象深刻，
而西語系校友現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劉德立，有如漫畫中
主角，掌理禮賓司組織運作的運籌帷幄，並竭力解決接待
外賓等各式難題。即將於12月調任駐巴拉圭大使，行前特
與我們暢談2011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國慶籌畫過程，並分
享求學時的校園生活。
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任吳寬表示，劉德立西語課業第一
名，英文也相當流利，「對西語系畢業的學生來說，能
保持兩種語系的暢通是相當不容易的。」她印象深刻的
是，在2010年劉德立曾臨時擔任「西班牙舞團-佛朗明哥
舞蹈」表演後講座的即席翻譯，他只有1天的時間準備資
料，卻能準確翻譯高難度的藝術性問題，表現出專業水
準，「他的個性相當認真，並且活力十足，說起話來經常
是中氣十足的。」
劉德立曾擔任輔大西班牙語文學系講師、本校西語系助
教，他認為自己是個多元且喜歡變化的人，笑著說「學校
工作對我來說有點枯燥。」因剛好有考試的機會，考上後
就在外交部工作，而外交部是屬於經常調動、與各單位互
動的工作性質，和他的個性一拍即合，因此他從薦任科
員、駐西班牙代表處二等秘書、駐宏都拉斯大使館一等秘
書等，一路至擢升至禮賓司司長都能游刃有餘。
禮賓司的工作主要是掌理接待外賓、國際典禮、接受各
駐華使領館與代表機構人員之程序及其在華待遇等事項，
鉅細靡遺的外交禮儀與措詞、接待規格及會議安排，隨時
都在挑戰劉德立，「所以擔任禮賓司長需要兩大秘訣『溝
通協調』和『保持好奇心』。」他解釋，外交工作是種與

838-3-02.indd 1

最後的確認頁面，即完成投票作業。

EMPOWER 理工女學子職涯發展 1對1輔導啟動

畢業生流向調查教育訓練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畢業生
流向調查的效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特添
購網路問題調查系統，以輔助各院系所進行畢
業生流向調查。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
彭春陽表示，以往的「畢業後1年畢業校友滿
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是以電子郵件通知畢業
校友線上填寫後，再用人工統計，十分耗時費
力。因此，這套系統能便利調查作業外，也期
望能增加問卷的回收率，進而與校友的連繫上
能更為緊密。
彭春陽指出，為了熟悉調查系統的使用，於
11月16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說明會，並請到玉瑪科技有限公司業務
部經理鄭楷荻進行教育訓練，將說明問卷編
輯、權限管理、統計等內容，歡迎有興趣同仁
屆時準時參加。

步驟三：投完票10分鐘
後，再到填寫電子郵件中
收信，點擊確認投票的連
結網址，才能將投票結果
成為系統的有效計票。

考方式，又能接觸不同科系的人，滋養他開闊的性格。學
生時代最喜歡圖書館和宮燈教室，「圖書館是個大寶庫，
我常常在圖書館待一個下午，真的非常過癮！」他肯定的
讚許，淡江是他的啟蒙，幫助他成長，並影響他的一生，
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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