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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來開卷

副刊

升學 GPS

D1
你知道嗎？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最近推出了

走近經典、閱讀名著

法國思想家笛卡兒曾經說過： 「
閱讀優秀名著
就像和高尚的人進行交談，這些偉人在談話中向
我們展示的是他們智慧的思想。」從小讓孩子接
受經典名著的熏陶，不但可以提高文學修養，陶
冶情操，拓寬知識面，還能培養他們對中華民族
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在這一期的童來開卷裏，
我們將推薦兩本適合五歲以上孩子閱讀，並能夠
讓他們受益終生的中國傳世經典名著。

紅樓夢（Hong lou meng，簡體字）
，簡體字）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
之一，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章回小說
，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部不朽傑作。
原著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線

▶電子遊戲
實驗室既是
學習的地方
，也是休閒
娛樂的空間
。學習娛樂
兩不誤。

，深入細致地描寫了四大家族的興衰，揭露了封
建社會的的腐朽和罪惡。這本書經過了精心刪減
，運用生動、簡潔的語言，將原著中最精彩的片
段串聯成四十個獨立成章的小故事，比如林黛玉
初入榮國府、香菱學詩、黛玉葬花、劉姥姥遊大
觀園、寶玉夢遊太虛、寶玉中舉超脫紅塵，每一
個故事都十分有趣、好看。書中還配有大量精美
插圖，全文加注拼音，並附帶一盤
VCD，孩子們可以邊聽、邊看，
VCD
有助於激發閱讀興趣，更好地理
解故事內容，切身體味中國古典
文學的無窮魅力。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
（
FIC）
CHI J FIC

西遊記（Xi you ji，簡體字）
，簡體字）
這是一部眾所周知、百讀不
厭的的經典名著，尤其深受小
朋友們的喜愛，原著描寫了師
徒四人歷經九九八十一磨難，一路上與
各路妖魔鬼怪進行搏鬥，最後到達西天取回真經
。本書為彩繪注音版本，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
了五個曲折動人的小故事，維妙維肖地刻畫了四
個極其鮮明的人物形象：神通廣大、機智勇敢的
孫悟空，好吃懶做、貪財好色且又討人喜歡的豬
八戒，老實勤懇、忠心耿耿的沙和尚，還有慈悲
寬厚但軟弱迂腐的師父唐僧。相信每位小讀者讀
後都會獲益匪淺，從中學到人生歷練的真經。
（溫哥華公共圖書館索書號：CHI J+ 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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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 「圖書館」 收藏
的都是電子遊戲及相關
書籍，毫無傳統圖書館
的味道。
◀卑詩省省長金
寶爾曾到該系演
講，學生還製作
了動畫版。

▶上課不一定要在
上課不一定要在
教室，空曠的地方
更適合自由發揮和
「 腦 震 盪 」
（brain-storming）
。

碼媒體課程是一個
融合電腦科學、藝
術設計和商業管理
的綜合性課程，學
習範圍涉及影視、
動畫、電子遊戲、互動媒體、數字學習和虛擬現實
等多方面。作為加拿大第一個數碼媒體類的研究生
課程，該系力求藝術和科技的結合，並且和業界有
着緊密的聯繫，具有市場前瞻性。 「
我們希望能打
造出一個數碼媒體類的 MBA 課程。與學術性媒體
課程相比，我們更注重於商業方面的培訓，系裏不
僅定期請業界資深人士來當客席教授，學生還能參
與業界合作項目以及實習。」 趙諦說。
與業界合作項目以及實習。

申請作品集和語言最重要

文：溫哥華公共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李紅梅
＊本欄逢每月第一個周三刊出

）的大熱，特別是最近 iPhone 各種 app 讓大家
玩得樂此不疲，就連 The Big Bang Theory 裏面
的天才們都開始設計 app，想必這也激發了很多

MBA

▲學生能根據自己喜好
裝飾自己的辦公桌。

有最新中文影碟、小說，兒童書、非小說，以及
某一主題，如歷史書、烹飪書、健康書等等。新
網站還可以顯示中文，大大方便了廣大中文讀者
。我們真誠希望廣大讀者嘗試使用新推出的網站
，提出你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以幫助我們不斷改
進服務。請將意見發送至我們的電子信箱
bibliocommons@vpl.ca。

隨着電影《社交網絡》（The Social Network

「

「

新 網 站 http://vpl.bibliocommons.com。 此 網
站的最大特色是注重互動，讀者可參與評價
讀過的書目，向其他讀者推薦喜愛的書目，
分享、交流閱讀的心得體會。新網站特設新
書預覽頁，讀者可以查看全部最新資料，也可
以使用 「Narrow Results」 功能，專門查詢所

人自己躍躍欲試的想法。無論你是電腦高手，還
是有藝術設計特長，西門菲沙大學的數碼媒體碩
士生課程（Master of Digital Media）正好能從
技術、藝術和商業等各方面把你打造成如
Facenook 創 始 人 朱 克 伯 格 （Mark Zuckerberg
）般 「玩」 成大富豪。

面試」他介紹到。
可見不僅是電腦高手才能成為朱克伯格，藝術或
商業背景的人也可以申請該專業。 「現有的學生
中除了有常見的電腦科學、多媒體專業的，還有很
多來自於藝術設計，甚至還有哲學、心理學和醫學
等方面的，另外很多業界人士也到我們系繼續深造
，有 CBC 的紀錄片製作人、Electronic Arts（EA、遊
戲軟件公司）的員工等」。英雄不問出處，看來只
要對數碼媒體這個新興專業有熱情，加上在該領域
有一定的經驗或是設想，都能成為不錯的候選人。
往年的數據顯示，每年會有一、兩百人申請，近
幾年隨着跨學科專業的熱門更是增至四、五百人。
不過該系講究少而精，每次只招收三十幾名學生，
可見競爭還是非常激烈。

課程設計 實習是重點

文：徐洋

圖：徐洋、受訪者提供

畢業論文，我們希望學生不僅能設計出自己的項目
更能投入市場，或是成立自己的公司。」看來該課
程能起到非常好的橋樑作用，讓學生們不會陷入
「
一畢業就失業」的狀況。

學費與獎學金
與其他藝術類課程類似，數碼媒體碩士課程的學
費也比較高：本地學生每學期一萬元，國際學生每
學期一萬五。趙諦解釋，學生完成項目所需的各種
設計軟件和電腦設備都由學校提供，另外學院的運
營資金都來自於學費，所以會比一般專業相對高一
些。學生如有經濟方面的困難可申請助學貸款（本
地學生），或是獎學金。除了西門菲沙大學的獎學
金，EA 還會從每屆學生中選出一位藝術方面最有
特色和一位技術方面最有特色的學生頒發全額獎學
金和提供暑期實習資格。

成立於 2007 年的數碼媒體碩士課程（Master of
Digital Media） ， 隸 屬 於 西 門 菲 沙 大 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的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Art
and Technology。雖然由 SFU 管理，但是這個課程
其實是由四所大學聯合辦學（卑詩大學、西門菲沙
大學、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及卑
詩理工學院 BCIT）。 「
我們的老師來自於四所大
學，學生還能到其中任何一所學校上選修課，畢業
之後能自動成為四所大學的校友」，該系第一屆畢

與其他碩士課程不同的是，申請該專業除了最基
本的本科成績（B+）、語言考試成績（國際學生
本的本科成績（
，雅斯 6.5 或托福 84）、Intent Letter、推薦信之外
，申請人還要準備一份自己在數碼媒體方面的作品
集。本科為多媒體專業的趙諦在申請的時候就準備
了自己曾經設計過的網站、flash 遊戲和一些交互式
項目（interactive projects）。 「
我們也非常歡迎有
商業管理背景的人申請，如果沒有具體的作品，他
們也可以寫出自己對於數碼媒體類產品的商業設想
，或者自己的成功數碼媒體類商業案例和策劃」。
雖然對語言類考試的成績沒有特別高的要求，但
是申請過程還會有面試環節，考察學生的英語水平
。 「
我們的課程是以項目形式安排的，需要大量的

業生、目前擔任國際、網絡項目負責人的趙諦認為

團隊合作和 presentation，所以語言是水平是另外一

最後一個學期則是學生自由發展的時間，學校鼓

元以上。」另外，還有學生從此進入了學術界，該

這是他們系的特色，也是優勢之一。

個重點。但我們並不認為語言考試能很準確地反映

勵學生設計自己的項目，並將其在市場上推廣。

專業任教不需要博士水平，所以也有學生到美國藝

出學生的英語水平，所以特別安排了電話或者網絡

「
學術課程的學生希望能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

媒體領域的 「MBA」

該系不僅形式上跨學校，內容上更是跨學科。數

由於該系更側重於職業發展，所以兩年五個學期
的課程做項目和實習佔主要部分。在第一學期完成
必修課之後，學生會有兩個學期參與業界項目。根
據規模的不同，這些項目一般需要幾個學生一起合
作，但選題由學校決定，往年都曾為 EA 和微軟做
原型設計。通過這些與業界合作的項目，學生不僅
能積累自己的作品集，更能積累業界人脈，方便畢
業後找工作。暑假學期學校則鼓勵推薦學生參加實
習。 「當時我到 Nokia Canada 實習，也有同學到
EA 或是本地的一些數碼媒體工作室，平均工資每
月兩、三千元，也有到四千的，根據學生能力而定
」趙諦說。

由於招收的學生有本科畢業生，也有業界人士，
所以畢業後的出路會有所不同。大多數業界人士，
有過相關的從業經驗和人脈，並且比較了解市場，
所以一般會選擇自己創業，開媒體設計類的公司。
而一直待在像牙塔的學生們，雖然有着更天馬行空
的創意，但不一定符合市場的標準，所以大多選擇
到相關公司上班。 「
我們有一部分學生畢業之後會
到 EA 工作，與電腦本科畢業的學生相比，我們的
畢業生一入職就能擔任項目負責人或是技術負責人
的職位，級別相對更高，平均的工資都在每月五千

創業、打工皆有可能

術院校任教。

SFU 數碼媒體中心

星座運程
白羊座 3/21-4/19

即使是冬
天，但內心
卻感到溫暖
的除夕夜。
與家人愉快
地迎接團圓
日到來。平
常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生活小事
件在今天卻是感受不大一樣。
而今天相遇的人有着讓你需要
珍惜的感受，多留意一下較年
輕的、晚輩等的視線，有人正
悄悄將目光投注在你身上。

金牛座 4/20-5/20

農曆新年
的到來讓平
常緊張的心
情也隨之輕
鬆不少。家
人相聚的溫
馨感讓人心
頭火熱。除夕的團圓夜裏與家
人、親戚間的牽繫感更深，不
過如果已經離家較久或自由慣
了的人，可能反過來也會有些
束縛感。最好能找個自己有興
趣的事好好轉換一下氣氛。

雙子座 5/21-6/21

這個除夕
夜是屬於勤
勞付出的人
才有的幸運
日。偷懶只
想吃現成的
、拿現成的
人，相對幸運也要打折扣了。
而且你的幸運屬於腳踏實地，
跟投機取巧沒什麼緣，尤其守
歲時會打打牌的人更不要抱着
大撈一票的期待，小贏一點歡
喜收手就好了。

這一年來
對家人的感
謝不妨趁這
一天表達一
下。讓這個
除夕夜充滿
感謝的心。
而年節的採購就剩這一天了，
還沒有準備好的人當然會急着
趕快去買，不過也因匆忙之下
往往買到高價又不是很符合理
想的物品，最好能抽個充裕一
點的時間，還要多比較幾家。

到什麼好點
子可先不要
說出來。有
可能被搶先
一步盜用或
有人刻意阻
撓破壞。除夕夜如果在家族聚
會中談到金錢的事情，不論親
密程度，對別人的金錢問題還
是不要多插手比較好。而且最
好避開這些類似的敏感話題，
不然團聚的氣氛可要掃興了。

除夕夜適
合觀看書寫
應景文章。
將這樣的感
覺留給家人
。無法回家
團圓的人書
信、電話都不可少。或是給久
未聯絡的朋友寫封信報告一下
近況。另外這個年節假期就是
要讓你悠閒度過的，排得太緊
湊的行程結果很可能是亂成一
團，反而喪失年節愉快氣息。

天秤座 9/23-10/22

天蠍座 10/23-11/21

人馬座11/22-12/21

山羊座 12/22-1/19

水瓶座 1/20-2/19

雙魚座 2/20-3/20

新年前的
採買、打掃
也告一段落
了，終於可
坐下輕鬆吃
頓年夜飯。
頗有物質運
的今天，有些什麼意外戰利品
可期待。除了長輩給的紅包之
外，同輩或晚輩間也可小禮物
交換一下，像是將自己的東西
拿出來與其他人交換，意外獲
得自己期待已久物品的可能。

受到家族
親友注目的
眼光，感覺
讓人內心竊
喜的一天。
除夕夜的歡
聚中有着對
你有利的傳言。感到親人間那
種緊緊相繫的喜悅。不過也別
顯得太自得意滿，就算心中高
興也不輕易表露出來。而今天
的報刊等平面印刷品上有好情
報，報章雜誌抽空看一看。

與以前的
老朋友一起
回味一下往
日時光。即
使不能相聚
，也與親人
、朋友聯絡
一下。與親人們的信件、電話
中有幸運的消息傳來的可能。
另外今天要出門採購用品前可
能要先檢查一下錢包，說不定
裏面已經空空了，可別臨到要
付錢時才發覺沒現金而出糗。

巨蟹座 6/22-7/22

只要是符
合家庭團聚
氣息的活動
皆宜。大家
圍着火鍋吃
年夜飯、排
排座一起守
歲看節目，雖不特殊但是個溫
馨的除夕夜。吃完飯領玩紅包
也別急着跑出去，先陪着家人
一起做些娛樂活動，過了午夜
想出去熱鬧一下的就去玩，不
過小心不要醉酒駕駛。

獅子座 7/23-8/22 最近有想

這個除夕
夜在家族團
聚中聽到什
麼好建議的
可能。而你
更立刻能聯
想到其他更
有趣的創意。適合在腦中規劃
新的業務開發、活動企劃等。
與有在國外居住過的親戚或與
外國生意往來長輩聊聊外國相
關的話題。有許多觀念與國情
文化了解對你很有幫助。

處女座 8/23-9/22

想要多收
點紅包來花
花的人今天
可是個機會
日。當然能
夠努力多做
一點更好，
偶爾為家庭盡一份心力也是應
該的。而今天的你有着想隨性
來去的意念，既然如此不妨就
讓自己隨着感覺走，到外面想
往哪就往那，沒有目的的到處
散散步也別有一番悠閒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