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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中文系校友也是嘉義縣萬能工商
的創辦人之一的陳易傳，日前於嘉
義縣東石鄉御龍宮創辦全國第一間
的「籤詩文史館」，目前收有120
餘套籤詩。陳易傳平常會蒐集各式
各樣的籤詩並和同好交流，同時也
是籤解老師，未來期望建立籤解數
位系統，期盼能將即將式微的宗教
特色開啟傳承之門，也讓此民俗文
化不會被遺忘。（莊旻嬑）

　為提升北一區區域夥伴學校及各
大專院校教師數位科技與多媒體製
作能力，本校遠距教學發展組將於
12月9日在視聽教育館V203教室，
辦理跨校數位學習研習，邀請相
關領域具豐富數位學習經營與推廣
經驗之專業師資，講授「數位教學
設計」與「教材製作軟體操作」二
大主題，歡迎校內外遠距課程授
課老師與助教，及對數位學習有
興趣之教師、職員與助教踴躍報名
參加，詳情請洽遠距組，校內分機
2158。（文／遠距教學發展組）

精準俐落的上桿、

下桿動作，揮灑出一道道的微笑弧線，正

如體育事務處體育長蕭淑芬，所談到最鍾

愛的高爾夫球運動時的表情。

   師大體育系畢業的蕭淑芬，不論是羽

球、排球、壘球等，都是求學時的最佳表

現，但對高爾夫球的啟蒙是在本校任教後

才開始的，起初是由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

珮芬積極揪團，後來加入更多教職員同

好，大家一起研究切磋，找專門教練指

導，並以精湛的球技獲得台灣國際

女子業餘高爾夫錦標賽第2名的佳

績。她笑著說，運動可以學習到

謙遜及盡責的道理，特別是高爾

夫球，每桿都環環相扣，都必

須專注，才能有好的表現。

   無論工作有多繁忙，蕭 淑 芬

最愛在週末時，跟全 家 人 一

起運動，也經常 與 兩 個

女 兒 一 起 練 習 高爾夫球，

她認為，運動是紓解工作壓力的

秘方，可以讓自己健康有力外，

也能保持絕佳精神，在工作上

衝刺。

「拿起球桿是件幸福的事，在

球場上，每一桿都是在打出自己

的想法。」她表示，高爾夫球適合

作為終身的運動，是種自我挑戰的

過程，認真地磨練自我的體力和耐

力，發揮自己以隨時調整打球策

略，才能打出最漂亮的球。（文／

賴奕安、攝影／羅廣群）

中文系校友成立籤詩文史館蕭淑芬 高竿揮球
校園健康人物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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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勤儉精神 專注本業本分

張嵩峨求真務實  堅持勤奮學習  積極開拓人生

淡江時報

   【記者莊旻嬑專訪】走進寶來投信董事長辦
公室，樸實的裝飾及整齊的文件擺列，和映
入眼簾的「勤儉」二字，讓我們充分感受到
商學系校友張嵩峨勤奮、努力的性格。他以
親切的笑容和熱情的接待，拉近距離，分享
他的人生各種歷程。
  「其實，當初的興趣是土木工程學系。」在
當時聯考的分發制度下，張嵩峨進入本校文
理學院商學系，懷著心有未甘的心情參加新
生訓練時，商學系系主任徐澤予的一席話，
對他影響深遠，當時全台只有5個商學系，
「淡江雖是私立學校，如果能堅持並和其他
公立學校的商學系學生一起跑到終點，那你
就成功突破藩籬；但如自己能超越他們，就
表示自己比他們更好。」這番話，讓他決心
要在商學系中努力，他回憶說，「因原本不
是學商，所以進入商學系就像走入迷宮一
樣，幾乎要重新學習。」而原文書就是他首
先要突破的困境。
   自大一起，張嵩峨就強迫自己讀原文書，他
的英漢字典已翻到破爛不堪，課本也佈滿密
密麻麻的註記，從未買中文書的張嵩峨笑著
說，「我覺得我不是聰明的學生，都是靠著
努力及苦讀過來的。」直到大四時，他拿到

第一名，並獲得學業獎學金，也因為這樣努
力的求學精神，不但奠定他的英文外語能力
的基礎，也打開往後的金融從業之路。
　從彰化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台灣證券
交易所監察人、台北外匯經紀公司董事、中
華票券公司董事、華僑銀行副董事長兼總經
理、華僑銀行董事長，到現在寶來投信董事
長，這一路走來，他都謹記徐澤予的教誨，
「在校所學只是學理論、基礎，無論你的成
績如何，進入業界後，就是全新的領域，都
要虛心學習。」因此，從商學系畢業後，張
嵩峨發揮所學，從彰化銀行試用辦事員開始
任職，他無畏數鈔票、打算盤、坐櫃檯等基
礎工作，均秉持著認真及努力，細心地將工
作做到最好。適逢國內金融業面對國際化、
全球化的趨勢，張嵩峨透過彰化銀行的出國
考試制度出國研習，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研究，回國後獲得重用。問到其中的
艱辛，他笑著說，「有時我會覺得辛苦，但
我深信，只要努力就能堅持下去。」
   在銀行體系服務多年的他，受到寶來集團已
故總裁白文正的賞識，因此自彰銀退休後，
白文正力邀張嵩峨擔任華僑銀行總經理，同
年升任僑銀董事長，貢獻多年來在金融界所

學。隨著僑銀經營權易主，白文正繼續倚重
張嵩峨的長才，請他出任寶來投信董事長，
轉戰職場新領域。
　從銀行體系轉往投信行業的他，一走馬上
任，即帶領寶來投信同仁到南部舉辦投資說
明會。張嵩峨認為投信業也是銀行體系中的
一環，並沒有調適上的問題，但在職場上，
保持企圖心很重要，但不能好高騖遠，凡事
要從基礎做起，並要讓自己變成「通才」，
並且不要中斷學習，「只要努力就有機會讓
主管發現你的專長，隨時都要做好準備，有
機會就要上場。」
   問到掛在辦公室中的「勤」和「儉」二字，
他表示，「勤」，是代表努力工作及開源的
重要；「儉」，則代表的是節流和節制，隨
時提醒自己，勿忘初衷。回想起一路走來的
經歷，他認為，自己沒有顯赫的背景，都是
憑藉著努力和堅持的信念，克服一路上的難
關。

他 以 「 P I E 理 論 」 勉 勵 學 弟 妹 ， P 為
performance（績效），就是保持自我優勢，
如在校成績、社團經驗、職場上的工作成效
等，要專注做到最好；I為image（印象），就
是要讓人印象深刻，如合適的穿著、適當的

言談、合宜的舉止等，並維持良好的人
際關係；E為exposure（曝光率），就是
要把握機會，讓主管能注意到你，如參
加簡報、發表文章、開會時勇於發言，
提出自我見解等，要盡量多表現，「但
也要眼觀四面，在適當的時機說適當的
話也很重要。」
   72歲仍在金融職場工作的張嵩峨，從
未有退休打算的他，認為做任何事都是
種挑戰，因為不曉得未來會面臨什麼
樣的問題，所以凡事都需要事先規劃研
擬，以做好風險控管，他笑著說，「所
以我都不會樂觀地面對事情，但也因為
這樣，我會比別人設想多一點，也會虛
心地接受各種聲音和意見。」
   張嵩峨踏實努力的精神，及堅持的信
念，從他嚴謹的態度中感受到，他秉持著
力爭上游的精神，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
天。

馬國培風中學90人來訪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馬來西亞培風
中學參訪團90人，經畢業校友暨培風中學副主
席李子松引薦，於21日至本校參訪，並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馬來西亞培風中學嘉年華」
座談會，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
　培風中學因有意建設藝術中心，因此在觀摩
文錙藝術中心時相當用心，時時請教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李奇茂相關知識與經驗。會議中由校
長張家宜介紹本校的特色及規畫，馬六甲培風
校友會副財政謝麗芳表示，原本擔心台灣的英
文學習環境不佳，不太鼓勵自己的姪兒到臺灣
念書，但在聽過本校對英文學習的規畫之後，
對這裡的環境感到有信心。培風中學校友馮詩
嫻在參訪後表示，對於僑生的照顧感覺上都比
其他學校都來得很周到。

   【記者莊旻嬑、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芝加哥校友會於日前在西北郊的相見歡餐
廳舉行淡江大學61週年校慶餐敘活動，並歡
送將榮調台灣任職，畢業校友暨中華航空公
司貨運部芝加哥區經理張頂丁，當天約有20
多人共襄盛舉！畢業校友駐芝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副處長郭聖明及多位校友會前會長如
王知元、嚴祥仁、倪幼薇、郭耿祥皆在餐會
中表示對母校61歲生日的祝福，場面溫馨感
人。英文系校友暨芝加哥校友會會長呂瑞玉
表示，今年她自掏腰包，製作「芝加哥淡江
校友會通訊錄」，送給大家作為61週年校慶

的禮物，「除能加強校友間的聯繫，也有紀
念價值。」
   物理系則於19日在科學館宴請畢業系友，
以調酒表演和系友同歡，共有70餘人參加，
由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報告物理系近況和系
友會會務外，也說明國科會計畫案的表現、
未來產學合作的方向等，同時系上教授們自
發性組織「蘋果論壇」，定期向學生介紹物
理學各領域，透過這樣的資源讓學生有更多
的方式接觸物理。下午則由物理系系友暨國
科會光電學門召集人鄭木海，進行「國內光
電產業之結構及前景」專題演講。

  張嵩峨踏實努力的精神，讓我們感受到
堅持的信念，也從他嚴謹態度中學習到，
人生力爭上游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攝影／鄭雅文）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和中文
系於24日邀請臺灣知名詩人、散文作家楊牧來
校演講，以「我的文學歷程」為題分享創作經
驗，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多數學生總迷
惘自己未來的方向，希望透過這樣的演講提供
他們更多的想法、學習的機會，藉此了解相關
領域中的典範，並從中摸索，以尋求解答。
   楊牧在演講中表示，一面做研究，一面從事
創作，讓這兩項彼此互通有無的關係，如同輪
耕，兩邊都須留下休息空間；同時讓自己始終
堅持，從不後悔。他補充表示，創作需要訓練
思想的廣度、深度，才能將文字步步定位，透
過平時觀察周遭人事物，可從中找到自己可以

信賴的方法和有價值的東西。他強調，創作和
閱讀是不可分的，看書的時候，會選擇性融入
自己的想法，進而創作出獨特的作品。
   楊牧還建議每個人都應於30歲前，充分學習
1種外語能力，若要從事創作或是專攻文學，
則可以再學習第2語言，這可幫助自己拓寬領
域，以有更多的空間發揮。
   在談及對本校的印象時，他笑著說：「淡江
給人充滿朝氣的感覺，處處是年輕人，興旺又
有活力！」經濟四賴黎巡在聽完演講後說：
「很多人或許會認為『詩言志』，但聽完楊牧
所說，就能知道文學不僅是可以很貼近人群，
也能打動社會、打動人心。」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系於
21日邀請中國北京大學會計系教授王立彥到校
演講，除與會計系同學分享「會計、資本市場
和公司治理實證研究的瓶頸」，並參觀本校校
園，由會計系系主任張寶光接待。

王立彥對宮燈教室的建築印象深刻，也對於
會計系從夜間部到博士班的完整教學體制表
示讚賞，並在《當代會計》發行人暨會計系教
授黃振豊的力邀下，擔任編輯委員，張寶光表
示，很難得能邀請王立彥至本校演講，這是很
好的開始，希望未來有機會再深入加強與北大
會計系的合作關係。

未來學所舉辦的全球未來人文系列講座中，
於21日邀請姊妹校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風
孝天，針對中國三峽農村移民的社會適應發表
見解，未來學所所長鄧建邦表示，預計明年將
與南京大學共同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中
國與全球趨勢等相關議題。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俄文系將
於12月2日（週五）上午9時30分在B302A及
B302G，舉辦「2011俄羅斯語言學暨文學國際
論壇」，邀請來自俄、日、韓等國內外學者與
會，針對語言學、文化等主題發表15篇論文研
究，並邀請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及莫斯科台北
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代表杜沃齊等人與會。俄
文系系主任張慶國表示，希望能交流跨文化、
跨國、跨城市作品，激盪更多想法。

                        暢銷叫座 校長表揚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數
學系教授鄭惟厚著作《你不能不懂的統
計常識》一書，榮獲第4屆吳大猷科學
普及著作創作類銀籤獎，並曾入圍97年
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最佳科學類圖書，
有效提升校譽；而中文系與時報文化出
版社合作出版《每日二字》系列叢書，
自2010年9月9日出版至今，經《人間福
報》「應該這樣用」專欄登載後，獲得
國中、小學學生的閱讀及引用，以增加
中文系的知名度和本校見報率。校長
張家宜親頒獎座及獎金5萬元，以資表
揚。
   鄭惟厚著作的《你不能不懂的統計常
識》，自2007年9月28日出版至今，已
加印至5刷，鄭惟厚表示，寫這本書的
動機，主要是協助讀者解讀廣電媒體上
出現的數據背後的涵義，也希望媒體工

作者可以閱讀，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專業
素養。鄭惟厚避開統計的技術層面，以
實例說明讓讀者理解，目前正在規劃通
識課程中關於統計的教材，她希望能用
更簡易的方式，讓大家都了解統計的原
理與概念。
   另外，中文系由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
代表領獎，他表示，《每日二字》是由
中文系教師組成的團隊，共同彙編而
成，如中文系教授兼任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教授張炳煌、教授張雙英、教授崔
成宗、副教授殷善培、助理教授曾昱夫
和研究生等。已出版至第2集，第1集已
加印至5刷，主要是介紹易混淆字給大
家認識，避免誤用，目前正在籌備第3
集，這次的編製團隊將加入修習中等教
育教程的學生新血，希望能編製更符合
生活用的書。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23
日下午12點30分在CL408，邀請全球文化交流
機構到蘭陽校園，舉行海外實習座談會，由全
球文化交流機構專案經理林文俐說明目前美國
國務院已核准的國際學生交流活動，如度假打
工、企業實習、海外保姆、旅館訓練等合作內
容，以及如何申請等程序，並開放諮詢，讓學

生了解海外實習的相關資訊。林文俐表示，隨
著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如能把握機會到美
國實習，將能替自己的未來加分。政經四吳知
諭表示，這種國際交流的活動，能拓展對大學
生的視野，及對自己就業的未來有幫助，希望
能有機會參加。

蘭陽校園海外實習座談

俄文系國際論壇跨界激盪

知名詩人楊牧 分享創作藝術生活

熱管研討會探討節能科技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18、
19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法語教學新趨
勢」國際研討會，邀請法、加、印、日等國外
學者及國內各校教授等共43位講師，2天24場
座談，吸引近百位法語相關人士共襄盛舉。外
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致詞時表示，當前許多資訊
與教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更新，藉由會議交流將
能帶來很大的收穫。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這次的研討會分
7大要項討論，如法語筆譯與口譯、法語網際

網路教學、法語在課堂的實踐等，和與會者進
行交流教學方法，邀請維希（Vichy）城市卡
維蘭學院（CAVILAM）主任M. Michel Boiron
帶給大家新穎的教學策略，以法文歌曲及影片
兩大元素帶入教學。M. Michel Boiron在演講
中表示，可以多挑選不同風格、領域甚至跨國
的曲風，讓學生去體會更多元的文化，並分享
在教學的過程，師生間互動交流的回饋與收獲
的過程。
   另外，楊淑娟等5位講師則報告了上學期與

文化大學合作「淡江文化法語戲劇校際合作成
果展」，並靈活運用影音素材，分享全臺首次
跨國、跨校且結合戲劇的法語教學合作案，
獲得現場熱烈迴響。而法國知名出版社CLE 
International的亞洲代表Vicent也在會中介紹了
觸碰式電子白板等教學先端科技，讓與會者跟
上國際教育核心的脈動。
   何嘉仁國際文教集團法文教師羅清菁在會後
開心地說：「Michel的歌曲教學收穫很大！將
特色歌手的歌詞與法語教學結合，會讓課程更
生動、有趣，拉近了法國與臺灣間的距離！」

蘭
陽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於7日
在淡水漁人碼頭福容飯店，主辦「第10屆國際
熱管研討會」，邀請美、法等15國，超過150
位與熱管領域有關的學者和廠商共襄盛舉，更
安排現場網路直播，讓全球得以分享盛況，機
電系教授康尚文表示，熱管技術是十分有潛力
的領域，臺灣難得與國際一流的專家學者進行
交流，期望藉此把國外優良的技術帶到國內。
   大會主要探討熱管領域未來發展的四個趨
勢，包括熱能儲存系統、核能電廠之應用、醫
學方面的技術，以及節能環保；也展示最新產
品和技術，其中來自德國的電子廠商QUICK-
OHM展示利用熱管搭配溫差發電晶片的技
術，只需點燃蠟燭就能驅使模型火車開動，吸
引不少人圍觀。

產學百人研討跨國教案

   數學系教授鄭惟厚（右）著作的《你不能不懂的統計常
識》，榮獲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創作類銀籤獎，並曾入圍
97年金鼎獎最佳科學類圖書，校長張家宜（左）於第66次
校務會議中頒贈「廣惠學子」獎座。（攝影／羅廣群）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14日廈門大學
體育教學部教授郭瓊珠等9人至本校參訪，除
了參觀校園和體育館外，並和體育事務處的教
師們座談，對課程、訓練等進行交流，廈大參
訪人員對本校游泳館的溫水設備和殘障坡道的
設施表示讚嘆。
   本校體育長蕭淑芬提及參訪緣由，是去年至
大陸參加第2屆海峽兩岸體育學術論壇，介紹
本校體育課程及播放校長張家宜參與水上運動
會的影片，讓人印象深刻，以促成這次參訪。
   本校與廈大姊妹校多年，今年6月底，本校
女子網球隊曾至廈大進行交流友誼賽，也是本
校第1次運動代表隊正式與姊妹校交流。郭瓊
珠歡迎可多進行短期師資交流和研習活動，以
利對兩岸學生有正向的刺激。

廈大體育參訪團讚嘆多

61校慶續攤活動

北大南京大學者來校演講

   本校芝加哥
校友會日前聚
餐慶賀本校61
週年校慶，芝
加哥校友會會
長呂瑞玉（右
三）自備禮物
與大家同歡。
（圖／芝加哥
校友會提供）

法語教學新趨勢

中文系《每日二字》鄭惟厚科普著作

芝加哥校友餐敘 物理系校友專題演講

   中文系彙編《每日二字》叢書，獲得廣大迴響，校長張
家宜（左）於第66次校務會議中，頒贈「教澤聲遠」獎座
予中文系，由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右）代表領獎。（攝
影／羅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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