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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有興趣，除了修習英文外，還選修了法文，強
化外語能力，為他日後從事外交工作種下有力的溝
通基礎。樂於和外籍老師接觸，讓他在往後被派駐
於法國、塞內加爾、比利時等國時，能快速且深入
地和當地各行各業人士「聊天」，「要對當地國情
有清楚完整的認知，就要向當地國會議員、計程車
司機、媒體記者，甚至向罷工現場的抗議人士溝
通，直接了解他們對於該國政情的反應和想法。」
徐勉生從學習外語到深入外交，都以「人」的角度
出發，從「人」來了解當地社會風土民情和政經情
勢。
　面臨報考研究所時，原以為歐研所是在研究歐洲
歷史，而意外地踏入本校歐洲所後，跨領域的學習
讓徐勉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接觸到大學四年從
未有過的新觀念，讓我從不同角度思考，有不同的
input。」徐勉生也表示，日後進入外交部，「確實
是受歐洲所老師的影響。」當時任職外交部的授課
老師齊祐時常鼓勵學生，「歡迎來考外交部！」再
加上耳聞外交官生活，讓他對外交工作充滿憧憬，
因此報考外交部。

　穩紮穩打從基層做起，之後被派駐在塞內加爾擔
任一等秘書的3年間，是徐勉生進外交部30多年來最
忙碌的時刻。當時駐外館處只有3人，徐勉生得同
時肩負多樣任務，連續工作數小時沒時間上廁所，
「完成困難度越高的事，內心的滿足感就越高。」
個性遇強則強的他表示，「潛能被激發時，反而是
我戰鬥力最強的時候，再多困難都能解決，也更有
成就感，這是我外交工作最愉快的3年。」而外交

工作中，也考驗著機智及靈機應變，常要和不同領
域官員商談國情，以增進他國對於我國的了解和爭
取立場上的支持，徐勉生表示，縱然準備周全，也
會有被問倒的時候，「這時如果答不出來不是陪
笑，而是要反問對方的看法。」徐勉生以機智化解
尷尬，也展現臨場應變的能力。
　「由於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比較特別，時常需要
靠創意和毅力，在一般外交慣例之外執行任務。」
他舉例，參與國際組織時，不能使用一般國名，就
要想辦法以其他具有彈性的名字來達到實質參與目
的，如「中華臺北」一詞的產生；面對如此的外交
困境，徐勉生卻打趣地說：「許多國家不用面對這
樣的難題，相較之下他國外交人員的工作就沒這麼
多挑戰，也少了像我們這樣的成就感。」徐勉生的
樂觀及企圖心，讓他在爭取歐盟免簽時更能積極奔
走各國間，「和他國立足點不一樣（沒有外交關
係）之下，要如何爭取到同樣待遇就要花很大力
氣。多年辛苦奔走後的成功，能給國民帶來便利就
是我們最大的安慰。」這正是徐勉生將國父所言，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徹底貫徹在外交上的精神。

　問起外交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他匆匆帶過在
新聞上曾大肆報導的海地大地震，「那沒什麼好多
談，沒有任何啟發性的意義。」不提外交工作上的
風險和艱苦，令他憶起的，卻是在海地大使館服務
時，探視我國大使館資助而興建的偏遠小學校舍，
「捐助的經費其實對於我們來說不是很大負擔，但
到學校時，卻收到當地人民滿滿的感謝。最令我敬
佩的是，生活環境艱困，小朋友卻都有一顆上進的

心，願意花4個小時走到學校上學。」或是他親自
去山區探訪當地收容愛滋病童的孤兒院時，「孩童
一踴而上，雖然彼此互不認識，但離別前卻不肯放
手。」從沒忘記記憶中小女孩緊握他手臂的力道，
對於徐勉生而言，外交工作的成就感來自有能力幫
助他人，他將獲得的感動化為動力，「外交人員首
要工作是維護國家利益，但如果能為當地人做些貢
獻，服務他人是我覺得最愉快，且最有意義的事，
外交工作就是這樣。」

　往來於各國工作，具備豐富的外賓接觸經歷，在
徐勉生眼中，臺灣柔性實力不僅來自於看得見的臺
灣美食，更來自於看不見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和
民主國家有著相同理念，容易形成外國對我國的信
任與好感，同時在許多訴求上支持我國。」看不見
的國力，也來自於奉公守法和自我要求高的國民，
「形成良好的國際形象和國家競爭力時，其他國家
自然願意和我們交往，所有國民對外交工作都能
有貢獻，同時，所有人也應該培養包容心尊重他
人，形成和諧的社會，才能得到國際間的尊敬和友
誼。」
　透過30餘年來在各國從事外交工作的心得體會，
徐勉生回到臺灣後，將「外交精神」帶到各個角
落，上至外交人員，下至一般國民，透過小小的舉
動與價值觀的堅持，徐勉生讓我們知道，外交工作
可以不再那麼嚴肅和遙遠，「無論身為外交人員與
否，任何人都可以為臺灣外交有所貢獻，也就是全
民外交的精神。」

就業大趨勢 學以致用戰勝職場

　【記者謝孟席專訪】2010年一場海地大地震，震起了全世界對於海地的關
注，也讓「徐勉生」這個名字頓時傳遍臺灣媒體。時任駐海地大使的徐勉生，
是歐洲研究所畢業校友，現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雖然曾遭遇在倒塌的大使館
中歷經6小時的生死交關，但職業生涯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不是瓦礫堆中重獲新
生的感覺，而是一件件讓他掛上微笑，來自基層人民的感謝。善於溝通表達，
卻不輕易表露工作辛苦之處的他，是一位沉穩內斂的外交人員，也是歐洲司年
輕科員劉秀亞眼中「一位待人親切的長官」。 就在採訪現場，司長辦公室裡
圍了一群歐洲司的年輕職員，與部屬感情甚好的「徐司長」，現場開了個小講
堂，開始倒述近30年的外交人生。

　回溯大學時期，徐勉生就已展現外交人才的潛能。曾就讀東海大學歷史學
系的他，以優秀的英文能力，在西洋近代史課程中，被指定擔任班上與外籍
老師的口語翻譯，徐勉生不僅不感壓力，反而「覺得很有意思！」本身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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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由本校執行教育部「101-102年大
專校院數位學習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
計畫（北區）」，與真理大學及聖約
翰科技大學共同開設3個學程，提供
之學程課程採取遠距與實體混成式教
學，學生選修此3學程均不需另繳學
分費，包含：「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
學程」、「觀光旅遊服務數位學習學
程」以及「動漫畫創意數位學習學
程」。詳細課程內容介紹與選修方式
請見http://program.learning.tku.edu.
tw/。（遠距組）

淡江時報

　前淡江時報記者、企管系校友翁
浩原，正在英國華威大學攻讀跨文
化商業與職業溝通碩士，日前受邀
擔任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簡稱
BTCO）的官方部落格「瘋英國部
落格（http://ukintaiwan.blogspot.
co.uk/）」客座部落客之一，藉由
一個月一到兩篇的文章，分享他在
英國留學的點點滴滴。他表示，因
為大學畢業到BTCO實習，因而促成
這次的合作。他還分享，寫作記錄
的習慣，要歸因於在淡江時報的訓
練。（張友柔）

翁浩原BTCO部落客 分享留學點滴 

　建築系館裡，有一群挑燈夜戰的使命者，
不是抱著教科書畫重點寫題目，而是拿著切
割器具，小心翼翼地塑造自己心中完美的建
築模型，建築系尤重設計創意及繪畫技巧，
要考高分得發想與技能並重。成績名列前茅
的建築二詹硯棻，學畫時間長達7年，具有堅
強的繪畫實力，素描技巧更是令人驚嘆，詹
硯棻謙虛地說：「比起很多人，我的繪畫技
巧仍稱不上完美、高水準，但過去的學畫經
驗，確實能使我在圖畫意象的傳達上，更為
鮮明。」
　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將繪畫長才運用在

建築設計上，用「興趣」為
學習加分。除了繪畫技巧的
養成，詹硯棻認為設計的想
法也很重要，尤其廣泛閱讀
書籍，可以為創作發掘更多
的泉源，因此書籍種類從建
築到文學領域，他都「照單
全收」。此外「多到外面
走走，看看世界發生什麼
事，也是培養設計想法很重要的一環。」詹硯棻
表示，倘若只把自己侷限在特定領域和思想內，
將扼殺內心潛在的創造力。在製作模型作品時，
「細心」是他對自我的要求與把關，如果時間許
可，他會將模具的邊型修飾得整齊、黏膠的處理
更為乾淨，有如父母呵護孩子一般，「這些都是
小細節，只是看你願不願意去做，但至少這是我
對自己作品的交代。」

　 以 興 趣 結 合 專 業 ，
看 似 如 魚 得 水 的 完 美

結合，對詹硯棻而言，「其實非
常辛苦。」他表示，不像看電視玩
電動，「畫畫及設計是要用心『鑽
研』的。」詹硯棻把自己對繪畫的興

趣當作啟蒙，扎實下足苦功後，才能
真正在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
　自認不喜歡念書的詹硯棻，在設計世界中

找到熱情，無論是學畫的7年歲月或是現在日夜顛
倒地趕作品，都是艱辛不易的，但當完成一件作
品時，他心中的喜悅和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因
為每一個傑作都有詹硯棻想訴說的故事和理念，
這些看得見的夢想，令他沉醉嚮往，詹硯棻將持
續在設計上琢磨，畫出一條專屬於自己的康莊大
道。（文／莊靜、攝影／謝佩穎）

外交困境成助力 拚出臺灣國際一席之地

從外語到外交 順應天賦發揮長才

PEOPLE
卓爾不群
KU 歐洲司司長徐勉生

生死交關不如女孩的一雙手

臺灣外交 源自你我的力量
 　舉手投足間流露出外交官
的氣質，徐勉生卻不以口才
與手腕為外交利器，而是以
「為民服務」為信念依歸。
（攝影／鄭雅文）

外交動力以服務精神為目的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商管聯合
碩士在職專班（EMBA）將於12日上午10
時在臺北校園D222舉辦招生說明會。在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的號召下，各系系主
任皆出席，為招生說明會貢獻一份心力。
承辦人員林秀姿說明，希望可藉此行銷淡
江、也協助考生了解招生辦法。商管聯合
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江峰表示，「歡迎
大家加入淡江EMBA，透過專業及跨領域
的學習，開拓視野、厚實人脈廣度與職場
發展，成為社會菁英。」

EMBA招生 系主任全員出動

解析數位廣告 賴治怡譯作推廣創意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兼任講師賴治怡
的第四本譯作《數位廣告：過去、現在、未來》於日前
問市！本書介紹數位廣告從出現之初被視為洪水猛獸、
不被接受，後來雖然成為主流趨勢，對於許多傳統廣告
人，仍是個新名詞。透過徒手創建起數位廣告王國的作
者群Creative Social，將寶貴經驗集結成書。賴治怡表示，
「原著出版時，我就積極爭取翻譯版權，主要是因為作者
Creative Social的成員是當今數位互動創意的領導人物，很
幸運我爭取到了！」
　推廣廣告創意不遺餘力的賴治怡，自2003年自行創業成

立「小魚廣告網」以來，除了不時在Blog、Facebook分享
最新產業資訊，更是坎城創意廣告節中，唯一臺灣官方代
表。賴治怡每年親赴各個廣告節，將最新的創意和趨勢帶
回臺灣，更帶進課堂裡。她也帶學生出國，協助他們參與
競賽，見識國際舞臺。在廣告業多年的資深背景，賴治怡
分享，在翻譯過程中，都曾感覺到自己的不足，仍有太多
太新的概念，「曾有一陣子我完全無法動筆，雖然都看得
懂這些文字，卻不了解背後的涵義。」她藉由閱讀大量的
資料、甚至親自訪談作者群，花了2年時間，終於趕在數位
廣告的18歲生日以前，將這本書出版。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蘭陽
校園主任室於上月27日邀請行政院青
輔會、產業與職涯校園巡迴講座講師
呂子瑜，以「挑戰就業大趨勢」、
「建立職場工作心態度」2堂課題為
學生分享就業未來。呂子瑜目前在就
業服務站服務，風趣地表示，「希望
學生畢業都能找到工作，不用再和我

碰面。」
　呂子瑜不單用各種景氣趨勢圖分析
職場趨勢，更用一問一答的方式，
讓在場的學生自己動腦筋、學習判斷
力，期許學生不要一味地相信別人的
理論，而是要思考自我的未來與優
劣。演講中，用「學以致用」4個字
帶領學生們思考其中之意，他認為，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將於17
日下午4時在科學館S104室召開，由理學院
院長王伯昌主持，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列席
指導，並邀集各系系主任及老師、學生代
表於會議中討論提案和報告。會後也將在
科學館中庭舉行理學院歲末年歡餐會，以
「辦桌」形式與大家歡渡佳節，歡迎同仁
共襄盛舉。 

理學院辦桌過歲末

觀光系校友吳哲翰 與學弟妹分享求學之路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觀光系專任助理教授阮聘茹
於上月27日在觀光政策與法規課程中，邀請觀光系第一屆畢
業生吳哲翰，為應屆畢業生演講。剛從瑞士完成研究所學位
的他，以「20年後的你想做甚麼？」為開場，並畫出自我分
析圖。吳哲翰表示，蘭陽校園的大四生都是已出國留學一年
回來的學生，眼界應更開闊，除了平常需多注意國際時事，
製造與外國朋友的共通話題外，還得客觀評估自我的優劣
勢，並適時地改善。
　阮聘茹表示，沒人能夠預期或限制一位學生的未來。得知
吳哲翰即將完成MBA學位，在職場、課業上都有不錯的成
就，便邀請他來與學弟妹們分享。觀光四蔡承安說：「感覺
學長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並且專注地朝著目標前
進。學長的經歷，讓不清楚未來方向的我們，多了不同的選
擇，感覺很棒。」

猴出沒！蘭陽原住民出動

湯宗勳暢談英國奧運與文化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日前文化創意產業概論課
程邀請BOP Taipei首席顧問大傳系校友湯宗勳，以「英國奧
運」為題，分享奧運及文化政策的相互影響性，剛從英國回
來的他，帶回了很多第一手的觀察，「英國是個兼具創意、
容忍與承擔的國家，很少國家能同時擁有皇室及龐克文化，
這樣的衝擊，讓英國文化更具可看性。」
　湯宗勳將英國奧運與北京奧運互作討論，他引述英國奧運
總導演Danny Boyle的比喻，「北京奧運是『奇觀』。」而
英國奧運則是結合流行文化及歷史涵養的一場大戲，「很難
想像英國女皇會以直升機降落的方式現身；而聖火的點燃，
反而是由最當紅的運動員傳遞給一群默默無聞的新生代運
動員。」湯宗勳說，英國奧運中不斷展現英國文化的幽默，
「更藉由奧運向世人強調科技、連結，以及青年世代的來
臨。」最後他也指出，英國奧運的眼光放在30年後的倫敦，
「未來的倫敦會是如何？就要看我們現在是否正視文化帶來
的力量。」
　大陸交換生大傳一謝曉珊表示，對於今年夏天沒看奧運的
人來說，聽課後對英國奧運有進一步的瞭解，也很喜歡倫敦
奧運的表現形式，「但或許是時間不夠，來不及對兩國現今
國情以及對世界流行文化影響進行分析，有點可惜。」

 　　「大家集合！」獼猴家族
全員出動，連續的雨天籠罩蘭
陽，終於在2日放晴，讓獼猴
家庭現身崗哨亭，活動筋骨迎
接2013的到來！不少學生也探
頭觀察，山林環繞的蘭陽校區
不時有動物造訪，為校園增添
不少生命力！（圖／黃銘川提
供）

 「好想吃香蕉喔！」

 「媽媽帶小孩出
門曬太陽囉！」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產經系
壘球隊、經濟系男排及女排隊於上月29、
30日參加由臺大農經系主辦的「2012北經
盃」，分別對上臺灣大學、清華大學、
政治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13所大
學，擊敗眾家好手後，由產經系獲得壘球
亞軍、經濟系男排女排隊雙雙拿下季軍的

    3日數學系邀請到曾獲美國傑出女數學家獎、現任普林斯頓
大學數學系系主任，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士張聖容，於鍾靈中
正堂以「How can we tell if it is a sphere?」為題，利用幾何的角
度分析球體理論，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和在場師生分析數學理
論。數學系系主任張慧京表示，數學系所學多偏重理論方面
的概念，透過張聖容淺顯易懂的演講方式讓同學更加了解數
學的應用。
　張聖容演講中提到，數學理論其實很廣泛，很多種方式都
能拼湊出答案，所以不建議只用單一的角度去分析題目。她
也鼓勵學生，「其實數學也可以藝術的角度去看，用超廣角
的視野去解題，相信同學一定能在數學題目中找到樂趣，
Enjoy在其中。」（文／呂柏賢、攝影／劉代揚）

張聖容親授數學奧祕 

北經盃創佳績
 產經 經濟

佳績。
　產經系睽違4年後再度拿到獎盃，為系上
爭光，隊長產經二鄭至良說：「去年的北經
盃打得不盡理想，今年竟然能一舉突破得到
第二名，進步的幅度可謂難能可貴。」鄭至
良回憶起對上輔仁大學的冠亞軍爭奪戰，彼
此的韌性都相當堅強，且實力不相上下，形

成了拉鋸戰，直到最後未能守住比數，以4
分飲恨得到亞軍。而談到贏得比賽的方法為
何，他說：「唯有努力不懈的練球，一步一
步踏上去，才有可能成功。」
　本次男排共報名2隊，男排隊長經濟碩二
程致綱說：「經濟系男排幾乎年年都能夠在
北經盃得到不錯的成績，唯一較遺憾的是這
次已經是在系排的最後一年，卻沒能得到冠
軍。」問及如何保持一定的比賽水準，他笑
著說：「平常在球場上基本的練習是必備
的，而私底下也會相約一起出遊或打電動，
生活中早已培養默契了呢！」
　女排隊長經濟三黃千雲表示，對上中央大
學的季殿軍之戰中，由於太過緊張導致第一
場打得不盡理想，之後團結大家的力量奮力
一搏，從第三場便開始逆轉勝。她感動地
說：「謝謝畢業的學長姊們回來一同加油打
氣，並在場邊指導和提供策略，有他們在就
彷彿吃了定心丸。」

大師來了 

「 學 」 未 必 盡 在 學 校 所 學 、
「用」也絕非單在職場、工作
上，期望學生們別畫地自限而
要多方涉獵。
　語言二張豑云表示，演講內
容需要多動腦筋，「雖然現在仍
對自己的未來與目標沒有太確切
的想法，但今天學到了不少方法

也許可以試試看，希
望有用！」

蘭 

陽

  產經系男壘隊在北經盃擊敗多校拿下亞軍，為系上增添獎盃。（圖／ 產經系男壘提供）

用興趣畫出好設計 建築二
詹硯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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