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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英文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共同開設跨文
化遠距語言學習課程（CCDL），今年邁
入第八年，本學期共開設5班。CCDL將遠
距視訊融入課程，同學透過網路影音聊天
室、視訊會議系統與國外大學的學習夥
伴互動，不僅提升學習興趣、增加練習機
會，也同時促進跨國文化交流。可認識年
齡相仿的朋友，且彼此母語不同，因此以
英語溝通時，口語表達的壓力較小。而小
組討論時一同暢談旅遊、工作、美食及流
行趨勢等話題，不僅可交到外國朋友且增
進英文程度，也讓國外同學更加了解臺灣
文化。（資料來源／遠距組）

淡江時報

蘇哈爾 2013TEDx官方演講
　【人物短波】未來所訪問研究員蘇哈爾
（Sohail Inayatullah）獲邀至TEDx演講，
以「Causal layered analysis」多層次因
果分析，對社會議題進行問題挖掘，藉以
擴大思考議題的範圍、構思豐富的未來
選項。蘇哈爾提到「超越傳統框架的問
題」，對於大學生是相當重要的，且學習
須嘗試走向多元，非專注於唯一答案。而
對任何議題皆進行多層次因果分析，以及
深入瞭解其脈絡與演進過程，即可掌握議
題的文明密碼，進一步獲取改變世界的力
量。（文／趙巧婷）

　榮獲特優導師的日文系副教授張瓊玲，
在懵懂的孩提時期早已許下為人師表
的願望。自民國78年接任導師一
職，透過同樣歷經在本校日文系
的學習歷程，她總能看見同學內
心真正的艱苦，張瓊玲殷切地訴
說：「我不許學生輕言放棄，儘管只是碰到
一些瓶頸而選擇逃避，我認為主動上前給予
關懷是我該做的事。」
　「除了教學日本語文外，我還會看面相
唷!」內心細膩的她，無形中常把學生當作自

己的孩子，在授課之餘也
悄悄地把每張表情盡收眼
底，仔細地聆聽學生的朗
讀，用心感受每顆種子吸收

養分的差異。
　張瓊玲關愛地說：「課堂

上給予學生的話語提攜還不
夠，我會利用課餘的時間輔導

孩子，且除了專業課程之外，更會利
用每次機會教育學生，因為良好的態度

與尊重是不可或缺的。」
　馬來西亞僑生日文三傅米表示，「班上僑
生很多，老師非常照顧我們，能碰到這麼好
的導師實在很幸運，相處的氣氛彷彿就像家
人般，上個月老師還帶月餅給我們，感覺非

常溫暖。」
　談到日文系學生，張瓊玲分享到，「淡江
學生的特色就是活潑兼具創新思維，大四畢
業公演以往是學生等著老師提議劇本內容，
如今學生早有主見，無論是編導戲劇、製作
道具及設計妝容，無一不想親自嘗試，且畢
業論文的呈現方式，也已不再侷限於紙本，
另外還延伸到旅遊導覽、DVD和紀錄片，學
生主動的多元發展讓我著實為之感動。」
　校友們為鼓勵在學的莘莘學子，提供多筆
獎學金的作為，這般良性循環亦讓日文系營
造出彼此關懷的溫馨連結。張瓊玲教授堅定
地說：「因為日文系是個大家庭，所以我會
持續呵護著學生們！」。（文／蘇靖雅、攝
影／蔡昀儒）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第20屆化學系校
友宋勝魁榮獲美中西區「傑出學人獎」。由美
中西區華人學術聯誼會於上月7日舉辦第30週
年年會時頒獎，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龔行健、
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孫以瀚、駐休士頓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組長周家蓓，以及聯誼
會會員200多人出席盛會。現任美國華盛頓大
學醫學院教授宋勝魁謙虛地表示，「我獲得此
獎項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只是在做自己的研
究而已！」
　美中西區華人學術聯誼會成立於1983年，提
供一個學術論壇，鼓勵專業人士藉此平臺交
流，促進海外華人的科技研究和發展合作。宋
勝魁為本屆「傑出學人獎」3位獲獎者之一。
　宋勝魁長年致力於醫學放射領域並研究擴散
振磁照影，利用水分子在正常情況下與在病患
體內擴散程度的不同，檢驗疾病是否存在體
內。近年他更進一步研發擴散基組光譜照影，
改進上述照影技術的不足，以檢測神經軸突與
神經鞘真實病源，他說：「這是放射技術上的
大突破，因為人的神經受傷時會發炎，我個人
認為這是目前唯一能夠修補神經的方法，且將
不再依靠顯影劑」，擴散基組光譜照影現仍處
於實驗階段，宋勝魁盼早日能應用在臨床上。

宋勝魁獲美中西區
華人傑出學人獎

　學教中心於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期初會
議」，由校長張家宜、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以及新、舊教學助理一同出席，
圖為101學年度第2學期優良教學助理大合照。（攝影／余浩鉻）

特優導師
張瓊玲

樂為人師 營造良性互動

60優良教學助理獲獎 新學期展新頁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學
習與教學中心為協助教學助理了解
運作制度及規範，於8日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
學助理期初會議」，邀請校長張家
宜及新舊教學助理出席。會議中除
了說明學生學習歷程系統使用、教
學助理管考與獎勵實施方式外，更
邀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
黃文智，宣導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及
相關法律常識。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致
詞時表示，「很高興能藉此會議和
教學助理們一同交流，且本中心在
暑假期間第一次以營隊方式舉辦為

期2天的培訓，教學助理們除了分享
經驗外，更安排研討重要議題，相
信各位在擔任教學助理期間，不僅
考驗專業能力和待人處事，對於未
來一定也會有很大的幫助，期盼各
位在這學年皆能有豐厚的收穫。」
　會議中，特別邀請校長張家宜頒
發「101學年度第2學期優良教學助
理獎」。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淡
江是個教學型大學，並且擁有良好
制度；在培訓方面，校方一定盡力
培育，不論今年是否獲獎，都應該
勉勵自己及保有信心，相信未來的
表現可以更加傑出。」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黃
文智在會中分享性別平等的相關議
題，並以89年屏東縣高樹國中意外
事件、世新大學反恐懼同志遊行等
個案，除了說明師生立場外，更提
示基於保護自我，一定要建立及認
識相關法規範，包括性別工作平等
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
　獲獎電機博五王吉雄表示，「擔
任TA真的蠻辛苦，尤其在工學院，
因為業務範圍除了課程編排外，還
有指導實習及實驗成果；但也很感
謝指導教授電機系教授江正雄給我
機會，才讓我能獲此殊榮。」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跨校學生英
文作文e-mail批改服務」即日起開跑囉！為提
升學生之英文寫作能力，由「北一區區域教學
資源中心」召集學校提供免費批閱。教學卓越
計畫辦公室專案助理高燕玉表示，本校於99學
年度始加入該中心，且該中心舉辦不少活動和
提供許多免費資源，請同學多加使用！
　批閱的內容有短篇散文、論文摘要、履歷自
傳、讀書計畫、英文檢定模擬寫作練習，共5
大類別。個人可依所需撰寫文章類型，並傳送
至nttlcsr@scu.edu.tw。每學期受理每位學生的
文章以5篇為限，即日起至103年1月11日止。
詳細資訊請至北一區教學資源中心網站查詢
（http://nttlc.scu.edu.tw/）。

英文作文批改服務 免費

　（文接一版）當日，校長張家宜、前校長陳
雅鴻、前校長林雲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等多
位長官前往與會。張校長致詞時感謝，淡江大
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慶男、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會長羅森對於淡江校友會長期付出，以
及各地校友的支持；另外，亦感謝獲得卓越校
友獎之校友台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周介
石於上月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慷慨解囊，樂捐
20萬。
　本次會員大會除討論103年度的工作計畫及
未來發展外，亦提議通過「總會章程」、「卓
越校友選拔辦法」、「總會職務樂捐辦法」等
修正案。此外，本校校友暨東華大學校長吳茂
昆則以「全球在地化－落實因材施教的教育目
標」為題，與各校友一同談教育。

　第二屆卓越校友獎在會中進行頒獎，得獎校
友有：董煥新、許秀影、蔡豐名、黃慶堂、李
南賢、盧慶塘、游祥發、連甘霖、林俶興、李
延年、楊鎮華、李靖惠、陳双喜、吳麒麟、林
敏霖、蕭金柱、周介石、蘇文俊、李堃南、林
榮泉、藍振芳，共 21位。
　會員代表大會舉行的同時，本次亦進行2年1
次的理、監事選舉大會，改選第九屆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正、副理事長。由永光化學董事長陳
定川高票當選；副理事長則由鼎鑫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所長陳兆伸、總統府國策顧問林敏霖、
良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双喜獲選。陳
定川表示，「未來將透過校友會，持續幫助弱
勢學生、提供學弟妹畢業後的就業諮詢，以及
成立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之募款小組等事宜。」

各地校友會提名　21人獲頒第二屆卓越校友
　晚間，則在福容飯店安排「淡江之夜」
晚宴，同時舉行新、舊任理事長交接典
禮。該晚宴由本校校友花蓮縣縣長傅崐萁
作東道主，招待來自全國各縣市校友會代
表。隔日，主辦單位貼心安排與會校友及
眷屬，參觀花蓮慶修院、鯉魚潭等知名景
點，為本次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為籌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校友處於日
前規劃「一人一磚」計畫，以一磚2萬元選
項，邀請校友為淡江搭建一座金字殿堂。
目前募款成效除了有徐航健認捐1.2億元
外，另有馬來西亞校友會認捐3百萬元、宗
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林健祥認捐2百萬元，
且以個人認捐款項有296,800元。（文／林
佳彣）

　【本報訊】7日晚間榮譽學程課外活動課程的
「創意與溝通」，邀請國貿系校友、臺灣外展教
育基金會執行長廖炳煌，以體驗學習課程，讓學
生打開彼此陌生的界線，融入「創意思考力」的
互動設計之中，從中體悟到「團隊合作、共創雙
贏」及溝通技巧。
　授課教師、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講師黃文
智表示，本次修習榮譽學程的學生素質及自律性
高，不但準時上課，原定晚間9時的下課時間超
過半小時也不見同學浮動、滑手機，依然保持高
度關注，讓教學者很感動。他指出：「預計下學
期輔導他們成立社團，以凝聚向心力，並傳承榮
譽學程的精神。」本堂課程將持續邀請學界與業
界的教師，提供跨領域涉獵的經驗分享。

我在榮譽學程！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10日在騮先紀
念科學館由物理系暨理學院貴儀中心主辦「鑽
石薄膜技術研討會」，吸引近百位師生及業界
人士參與。物理系教授林諭男邀請東華大學副
校長鄭嘉良、美國卡內基研究中心博士顏志學
等多位與談人，進行鑽石薄膜技術的分享。
　研討會以奈米晶粒鑽石與超耐米晶粒鑽石薄
膜特性為主軸，探討鑽石薄膜應用技術中，單
晶鑽石薄膜之合成科技、生物科技及高導電等
特性為主題進行討論，希望藉此分享應用，激
盪出更多鑽石薄膜的發展性。
　林諭男表示，鑽石是公認深具價值的寶石，
化學氣相沉積法，在砂粒般的顆粒鑽石表面鍍
上鑽石薄膜，擴大體積成為5克拉鑽石，是現
今最有價值的鍍膜技術及薄膜材料。會後，他
強調，「此次很難得請這麼多專家齊聚，很謝
謝大家熱情地參與，希望能有豐厚的收穫。」

鑽石薄膜技術 百人研討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首屆陸生來臺
的大傳三蔡博藝受邀參與，由天下雜誌主辦美
麗臺灣「觸動．感動」2013國際攝影大賽「名
人攝影集」，有3幅作品在網站中呈現，同時
有交通管理系（現為運管系）校友林生祥、倒
立先生黃明正及草根臺灣臉譜沈芯菱等8位名
人一同參與。賽程分為專業組和行動組，目前
專業組約有近萬幅作品參賽。
　蔡博藝驚訝地表示，「沒想到會被邀請參
展！這次的展覽作品多數描寫土地和人的關
係，作品《秧和苗》呈現老農教導小女孩插秧

的景象、作品《淡水風月》則是從八里的角度
拍攝淡水，展現城市與人和平共生的關係，且
淺藍色的淡水河和天空體現了寧靜的氛圍；第
三幅《甜蜜》拍攝豐碩的大芒果在陽光下，反
射出晶瑩露珠，讓畫面滿溢豐收的喜悅。」
　此外，校友林生祥在名人攝影集中提供4幅
作品，拍攝背景多數在家鄉高雄，包括有母親
插秧、採收高麗菜的身影，美濃山細雨綿綿、
雲霧環繞的景像。管科三吳雪儀認為，林生祥
跟媽下田採收高麗菜的作品很棒，「很直接地
感受到媽媽收成的喜悅及驕傲的心情。」

天下雜誌名人攝影集 淡江人受邀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

蘭 
陽報導】蘭陽校園以住宿學院為名，食

　開心廚房於8日晚間開伙，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中）與學生共進晚餐。（圖／蘭陽校園主任
室提供）

開心廚房啟用 林志鴻與學生共進晚餐

衣住行儼然成為學生們的重要課題，8日下午
6時開心廚房（JF101）開張，頓時飄香於蘭
陽。由觀光二高銓徵、葉恬吚擔任一日
主廚，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邀請宿舍自
治聯誼會幹部於多功能開心廚房一同共
襄盛舉，慶祝開心廚房全新啟用，開心
廚房不僅有冰箱、烤箱、微波爐、電磁
爐、電鍋等主廚必備器材，也提供舒適
寬敞的餐桌，窗明几淨的用餐環境，讓
使用的學生直呼「好像回到家裡！」
　本次菜色由主廚們所帶領的團隊掌
廚，以義式風味餐混搭美式點心作為呈
現，同學們個個大顯身手，製作餐點的
過程，除了講究食材的新鮮外，也非常注重美
觀，讓參加的師生都感受到整個團隊的用心。

主廚觀光二葉恬吚開心地說：「很感謝學校
有一個這麼溫馨的小廚房，以後可以不用一
直吃外面的了，而且還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
動手做，比較健康，也有家的感覺。」

待日本團到國民黨會見國會議員，原以為陪伴外賓即達成
任務，但聽到科長一聲令下要他現場翻譯，當下愣住。他
笑說，「只好拿出當老師時硬掰的拿手絕活，把聽到的隻
字片語翻譯出來。」爽直個性為徐瑞湖找到解決困難的方
向，他也持續告訴自己，成為一位盡責的外交官是需要不
間斷地學習，而嚐遍挫折的苦澀更讓他感到值得，「因為
這是人生不可或缺且必經的過程。」
　問起臺灣發起311強震募款及援助活動，是否促進外交情
感。徐瑞湖坦言，其實臺日的感情本有著密切關連，不會
因為時空、情境而有所改變。而地震、海嘯發生過後，臺
灣不只是在第一時間支援，而最讓他感動的是，「日本災
民親身感受到關心，且不只都深切地體認到臺灣的人道救
援，讓更多日本國民看到我國的善良及巨額資助。」
　此外，日人也因有此般特殊情誼，讓2012年來臺日人多
達136萬人次，創下有始以來的最高記錄。正因臺日間觀
光往來相當頻繁，徐瑞湖說道，臺灣高鐵剛開始通車時，
日人都想來嘗鮮，故宮、總統府、烏山頭水庫等景點，皆
是日人旅臺優先探訪的標的。他也提示到臺日有太多共同
點，提醒國內更須要重視基礎建設，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國
際遊客，為臺灣外交展現積極的構面。

　徐瑞湖在任職駐日代表處札幌分處處長時，積極推廣臺
灣及實施本國人至日本觀光的配套政策，如相互國的駕照
承認、投資貿易協議、打工度假簽證及免簽證等措施。尤
其在爭取免簽證時，更是積極拜會日本各部會，從這些政
策中能看見徐瑞湖的樂觀及企圖心，且能給國民帶來便利

就是外交官最大的成就感。
　在國民外交方面，徐瑞湖說：「臺灣人很善良，每當遇
到外國遊客都很熱心地提供幫助，這是屬於我國人民的特
質，更讓我們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若提到日本文化對徐瑞湖的影響，他相當推崇日本人對
於古文物的處置，像是京都和奈良等地區型文化資產的保
存。此外，日本公民守法、守時、重承諾及團隊合作的觀
念，皆令他感到印象深刻，值得借鏡。今年8月榮升駐日副
代表，徐瑞湖表示，目前以協助大使職務為優先，積極讓
臺日關係更緊密，並發展及擴充更大的交流空間。
　徐瑞湖觀察日本，近20年來處於通貨緊縮，在無加薪且
不敢消費的情況下，首相安倍提出新一波經濟改革，企圖
以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積病已久的沉疴。

　徐瑞湖在回應外交議題，他說明「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才能讓整個國家與國際接軌。」對於臺日間的友好關係，
他很簡明扼要地表示，兩國交流建立在臺日悠久的歷史
中。但他提醒欲從事外交的後進，「此項工作可以接觸到
很多政治家，貼身觀察長處是很好的學習契機，也期勉學
弟妹，選擇一個良性的志向發展，並發揮所學，才能扮演
好中介角色，為臺日關係盡一份心力。」
　具備豐厚外交閱歷的徐瑞湖認為，臺灣的軟實力不僅源
自於在地文化，更來自於臺灣人民具有接納外來文化的熱
情及海量，透過四十餘年在觀察體認，他對於今年八月接
任駐日代表處副代表一職更是滿懷抱負，堅信臺灣在國際
的能見度能持續擴大，落實外交部的國際社會無縫接軌。

　【記者楊宜君專訪】提及日本311強震，腦中不免浮現出
日本東北地區受到地震和海嘯侵襲的畫面，在災難背後，
臺灣救援團隊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我方提供物資、人
力，但因為與日本之間沒有邦交關係，相對在救援、捐
輸方面仍然需要透過聯合國的協助。」目前在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擔任副代表的徐瑞湖，有著一顆熱愛臺灣
的心，升副代表職務前，擔任駐日代表處札幌分處處長
的他，任內積極推廣臺灣，行銷事務遍及經濟貿易、社會
文化到觀光旅遊，透過公共政策、舉辦活動宣傳和行銷臺
灣，讓日本人藉以了解臺灣。

　畢業於本校日文系、日文系碩士班的徐瑞湖，從小接觸

日語，在耳濡目染的家庭環境下，
讓他對日本語有著先天的優勢和
領悟力。師專畢業後，曾擔任小學

老師長達12年，白天當老師，晚上還遠從景美通車到淡水
念夜間部，回憶起這段求學歷程，當時的苦已化為甘味，
「當時念夜間部的學生通常是社會人士，大家對大學生活
沒有太多的憧憬，但同儕間的互動卻很融洽，記得在班際
籃、排球賽事中，熱烈又激昂的賽況，讓我覺得自己宛如
年輕小夥子般，且回到校園讓我體會到當學生的自在，以
及重拾學習的樂趣。」

　求學階段影響徐瑞湖最深遠的是，當時任職於日文系教
授「日本地理」的林丕雄老師，帶給他的啟發不只是專業
領域，還引領他進入「三行詩」的世界。從日本著名懷鄉
詩人石川啄木的三行詩中，讓他見識到日本獨特的文化見
解、培養出濃厚的情感連結，也奠定了日後從事日本外交
的一項關鍵利器和優勢。
　對徐瑞湖來說，從事外交就像參與一場三輪戰。他笑
說，第一次隨興地準備考試像是在試水溫，第二次考試花
了一整個暑假的時間，還特地飛到日本收集資料；此外，
也到本校歐研所、經濟系修習國際關係、經濟學2門課程，
可惜的是，「差2分，就錄取了！」在當時的那個年代想要
成為外交官絕非易事，但他不氣餒地考了3次，終獲錄取。

　歷經轉職的變化，徐瑞湖巧妙地運用前項工作經驗應用
到外交職務上，他回想考上外交官的第一件任務，是接

徐瑞湖事必躬親 積極落實臺日交流無縫接軌

深耕日本 成就國人旅日便捷

鼓勵學以致用 選擇適性發展

駐日副代表
徐瑞湖

接觸日文 意外投緣三行詩

歷經轉職 開啟外交官旅程

回鍋學習 體驗重拾課本的樂趣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徐瑞湖為日文系校友，凡
事親力親為，積極拓展臺日外交事務。（圖／臺北駐日經濟
文化代表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