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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4生獲獎社區工讀計畫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於日前公布「105年度青年暑期社區工讀
計畫」成果競賽得獎名單，本校西語三陳又瑄
獲「臺北場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公益組」第一
名、教心碩二陳敏菡獲「臺北場社會福利服務
及社會公益組」第二名、教科四王怡文獲「臺
北場社區產業組」第二名、大傳三吳祐寧獲
「臺南場社區產業組」第三名。今年度，教育
部共媒合500名學生到273家非營利組織工讀，
為增進青年了解職場、及早規劃職涯並學習社
會責任。前往淡水區漁會工讀的王怡文說明，
有別於一般人用平面方式呈現，作品選擇以手
繪製作動畫，結合淡水魚丸、阿給等在地特色
小吃，有效達成行銷目的。她笑說，「在執行
活動的過程中，難免遭遇困難，但從錯誤中找
出解決方法，並且學會風險分散。」

資傳3生獲搶鮮賽優選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傳系再
傳捷報！資傳三張家盈、吳佳勲及吳佩樺製作
「人小志氣高─動動腳」運動APP，獲經濟部
技術處「2016搶鮮大賽」創意發想類優選。張
家盈說明，市面上的運動APP多以社群交流為
主，缺乏教練的監督，在運動的確實性和安全
性令人擔心，團隊以此發想，運用雲端影音匯
流服務平臺錄製運動影片，結合「智慧足部裝
置」製作「動動腳」設備，讓使用者穿戴足部
裝置，經由感測器即時發出的警示音，指導使
用者並修正運動的姿勢，如同有專屬的運動教
練在旁教導。她表示，製作過程中最困難的是
功能選單的表現，大家以使用者經驗並反覆測
試和修正，來完善應用程式的使用。
張家盈感謝，「這段時間很感謝資傳系教師
的大力幫助及學長姐的指導，主辦單位也提供
創業資訊和簡報技巧的課程，讓我們收穫良
多。比賽中，見到選手們驚人的創意，激發我
們自己要更加精進實力！」

喚 募舊鞋助非洲

資傳系畢業成果展以「喚」為題，在校
園內募集二手鞋，並以穿鞋帶的互動方式讓
師生響應捐募舊鞋。（圖／資傳系提供）
【本報訊】本校資傳系第16屆畢業成果展
「喚」於聖誕佳節期間，在校園內募集二手鞋
以幫助非洲人們，於上月19日至21日的短短3
天即達成150雙募捐目標，策展小組總召資傳
四陳柔安表示，本次畢展主題是希望能讓人們
能以不同角度重新審視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
物，透過募集舊鞋活動和結合聖誕節分享的意
義，希望大家思考可將自己有餘裕的資源給予
需要幫助的人，「感謝大家的愛心，150雙鞋
子已捐贈至舊鞋救命國際關懷協會，將由該協
會寄到非洲。」
此外，校園另有「不平凡之路」活動，利用
體感裝置LeapMotion讓參與者了解燒燙傷相關
知識；還有「偏見之前」活動，以撕標籤方式
期許同學在生活中放下不必要的偏見。資傳系
第16屆畢業成果展「喚」的相關活動均可在FB
粉專查詢，歡迎大家踴躍按讚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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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崗文學獎特別賽出爐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66
週年校慶，由文錙藝術中心主辦、中文系承辦
的五虎崗文學獎特別競賽入圍名單日前出爐，
本次以「淡江記」為題經初審、複審後共22件
作品入圍，於上月23日經過國立中央大學文學
院院長李瑞騰、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教授范銘如、允晨出版社發行人廖志峰3位決
審委員的評審後，由中文博四劉兆恩以〈何處
有夢〉作品榮獲首獎。劉兆恩感謝，「之前已
多次參加五虎崗文學獎，這次能以『記淡江』
為主題拿下首獎，感到意義非凡。」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透過本次五虎崗
文學獎特別競賽方式，擴大校友參與書寫淡
江，更邀請與淡江有淵源的評審群，來評介紀
錄淡江的好作品。曾任教本校中文系的李瑞騰
表示，本次競賽題目不易發揮，但看到校友、

為慶祝本校 66 週年校慶而舉辦的五虎崗文學獎校慶特別競賽，於上月 23 日由決審委員評
出得獎作品。本次獲獎者與 3 位決審委員等人合影。（圖／中文系提供）
學生均深刻地反映與淡江的連結，實屬難得。
曾是本校女性研究文學研究室主持人范銘如分
享，透過本次評審勾起在淡江生活的回憶。中
文系校友廖志峰建議，文字的書寫上可再有重

網路書店張天立勉善用分秒

上月29日，文學院與出版中
心邀網路書店博客來創辦人張
天立談「網路書店的現況與未
來發展」。他分享創業初期憑
藉有效的計畫，與客戶保持緊
密聯繫，才能成功讓潛在客戶
變成合作夥伴。並勉勵「規劃
並善用每分每秒才能奠定成功
基礎。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在
職場上突圍而出。」中文一羅
聖雅表示，講者的經驗讓她反
思應即早規劃人生方向。（文
／張少琪、攝影／盧逸峰）

本校11師將赴海外駐點 加強國際交流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配合105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振翅高飛eye見四
海」，於本學年度設置「系所國際學研機構駐
點暨共同培育國際一流人才」補助，總計有文
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商管學院、國際研究
學院不同領域的11位教師通過申請案核定，將
前往各國學研機構駐點，未來加強雙邊交流，
期待引入研究技術，強化跨國研究計畫案的合
作績效，並達成共同發表期刊論文的目標。
工學院院長許輝煌說明，張校長於每年皆鼓
勵學生出國學習，也希望推動教師與國外合
作、深化學術研究交流的實質成果，「目前由

校內推派各系所教師前往國外學術研究機構等
單位駐點，期待建構國際學術網絡、培植專業
人才之餘，亦有助於教師擴展教學視野、開發
創新思維，更盼透過學術共同產出，提升本校
學術聲譽及國際能見度。」他以資工系助理教
授洪智傑為例，預告雙方將共同合作開發大數
據應用。將前往新加坡管理大學生活全息數據
研究中心的洪智傑說明：「研究主要以新加坡
為樣本，嘗試運用雙邊研究資源，針對智慧科
技改善交通、民生等問題，進行各項統計分析
方法、演算技術及數據分析等研究，也讓參與
計畫案的學生有機會與國際接軌。」

600人建鬼丑。態尖叫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館尖叫
聲不止！上月23日，建築系學會舉辦第十三屆
「建鬼」，今年主題是「丑。態」，吸引600
人參與。開場前，搭配驚悚音樂背景，同時放
映鬼片，提前為活動暖身。當日晚間逾7時，

（攝影／何瑋健）

排隊入場人潮已大排長龍，景象更是盛況空
前。活動副總召建築二郭亭岳說：「透過活動
增加系內各年級同學交流機會，也拉近外系間
的互動，感謝全體工作人員的籌備與場佈。」
活動場外，不時聽見工具敲擊聲和驚聲尖
叫，場內牆壁、地板遍佈血跡及掌印，
在昏暗燈光下，假人與工作人員扮演的
「殭屍」甚難分別；鬼屋動線經刻意設
計，參觀者不時需要以匍匐姿態前進，
且有水槍射擊、電鋸聲響傳出，不斷的
營造恐怖氛圍，再搭配神出鬼沒的嚇人
招數，走完鬼屋全程約半小時的歷險，
不少學生被嚇得心驚膽跳。
管科二王薇甯心有餘悸地說：「有些
路段需要手腳併用，讓陰森程度倍增，
還有鬼的手會伸出來摸我的腳，真的會
讓人放聲尖叫。」

美國亞利桑那州
錢德勒市市議員 首位臺裔

本校英文系校友黃馨民參選美國亞利桑那
州錢德勒市市議員，經過 3 次選戰於 2016
年 8 月以 13080 票當選。（攝影／盧逸峰）
【記者盧逸峰專訪】英文系校友黃馨民於今
年 8 月 30 日，以 13080 票當選美國亞利桑那
州錢德勒市（Chandler）市議員，成為該州首
位臺裔的民選公職。黃馨民自 2012 年首次參

加當地市議員選舉以來，2012 年選戰失利、
2014 年最高票落選、2016 年第二高票當選。
他以「堅持下去」的信念和本著為公共利益發
聲的精神，來經歷三次的選舉挑戰，終於在
2016 年成為該州第一位選上市議員的華人。
「如果在學校裡發現不合理的制度，你會
怎麼做呢？」黃馨民回憶，在本校的求學生
活之餘，課餘時間會熱心關注公共議題，曾投
稿《淡江週刊》（《淡江時報》前身）針對校
園外燈光設備不良提出建言。他指出，當時校
內有一自治性社團，在新生入學註冊時強制對
女學生收取會費，他提出疑惑並為同學打抱不
平，「為什麼只是學生社團性的組織，卻可以
這樣收費呢？」於是，他自行製作反對社團強
制收費的文宣和海報，張貼在圖書館側邊廣場
上，以號召學生進行校園遊行抗議，「當時安
排在新生開學典禮時的海報街遊行，結果當然
是沒人來；後來只有一位女學生跟我一起拿著
我用書法寫的抗議橫幅海報，就我們兩個人遊
行海報街，反而獲得大家拍手叫好，還吸引其
他同學加入隊伍一起表達心聲。」黃馨民曾獲
台北縣（現新北市）中學生書法冠軍、師大附
中全校書法冠軍、也獲得本校新生盃書法比賽
第一名，他笑說，「幸好書法寫得不錯，才讓
路人能在欣賞海報的同時關注公共議題！」
他分享就讀本校期間，望向淡水河和觀音山
的綺麗風景，在本校參與圍棋社的社團營運，
對黃馨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歷練，「我的棋力
不強，但很希望能讓更多人參與，因此舉辦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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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玲分享edTPA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於上月29日邀請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副教
授林燕玲，以「Toward A New Era in Teacher
Performance Assessment」為題，分享「教育教
師表現測驗（edTPA）」現況及趨勢，吸引逾
20位師生到場聆聽。課程所所長陳麗華表示，
邀請講者解說美國著名的現場演示測驗，盼師
生了解教育及精進的新趨勢。
edTPA是美國第一個全國性授權的統合測
驗，用以鑑定教師證書的核發與支援各州及國
家學程的認證。林燕玲說明edTPA著重在評鑑
教師候選人對學生學習影響的教學行為，測驗
會要求受試者書面報告與展示他們教案的準
備、課程材料、學生作業與教學錄影片段，與
分析教師與學生學習的成果。她也以自身教學
經驗，分享美國師培的認證，期待有助於本校
和臺灣教育實施。課程碩二陳俊宏說：「透過
講者對教師認證的經驗分享，讓想從事教育的
學生，有更多的了解與收穫。」

拉美論壇解析政經國情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拉美所於上月
28日舉行淡江拉美論壇「2016拉美情勢及對外
關係總結」，由所長宮國威主持，教授白方
濟、副教授王秀琦及助理教授黃富娟一同與
談。特地在年終之際，回顧2016年拉丁美洲的
重大變化，如巴西總統羅賽芙遭彈劾案、古巴
強人卡斯楚逝世等事件，從政治、經濟及社會
文化等面向討論，吸引逾20位師生聆聽。
宮國威提示，經濟扮演關鍵因素，從貨幣市
場現況來看，拉美存在通貨膨脹問題；但樂觀
來看，拉美國家皆與友邦國家擁有良好關係。
白方濟觀察，拉丁美洲情勢需從經濟層面切
入，因政治層面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導致許
多民生議題沒有被正視。他也舉例，哥倫比亞
近年朝和平發展，停息了長年內戰，並與中國
成為經濟夥伴，有望成為新興投資市場。
王秀琦表示，這一年來全世界變化甚大，以
拉美政權為例，從90年代初至末期，巴西左派
總統魯拉執政，帶領國內朝向繁榮發展，但隨
著羅賽芙執政後，體制內充斥權力鬥爭，再加
上貪污問題，最後遭彈劾下臺。首次參加拉美
論壇的西語四高宣紜說：「4位老師都對當地
政經相當程度的理解，今天討論的內容也非常
精彩，讓我更加了解拉丁美洲這塊土地。」

黃馨民將著力教改

棋營活動，從籌備活動、賽事規劃等，學習到
組織運作和團結分工的經驗，當時連民生報的
記者也來採訪圍棋營活動。我們的成果受到肯
定感到很高興。」
熱心於公共事務的黃馨民，畢業後並未立即
投身公共事務，反而在歷經記者、中學教師與
校長、赴美攻讀教育碩博士、移民定居美國亞
利桑那州錢德勒市之後，在異國實踐他的參政
理想。他認為，教育的核心價值應是有教無類
和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就是每個人都要受教
育，因材施教則是準備各式內容，讓每個人自
由選擇，自然每個人就會發揮所長。」因此，
他藉著參選以從事教育政策改革。
三次參選錢德勒市市議員的過程中，除了搞
懂美國的選舉制度外，也勤於走訪基層發表政
見、深度參與當地市議會 14 個委員會的議事
內容，不但展現對公共事務的熱忱，同時也提
升知名度，拓展非華裔人士的票源。他分析，
錢德勒市位在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的附近，
人口約有 26 萬人，是許多科技公司的設立處，
宛如是亞利桑那的矽谷。該市是亞利桑那州亞
裔人口相對集中的地區，但也僅佔總人口 9%，
「在這 2 萬多人中，只有 5 千餘人有投票資
格，當地亞裔人士投票率低，雖然因我的參選
可刺激投票率，但離當選仍有大段距離，加上
沒有政客或者財團支持的情況下，我需要動員
身邊每一個親朋老友來宣傳競選，在這三次選
舉下來真的是不容易，為了讓大家認識我，除
了持續參與當地活動外，堅持理念是很重要的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心，文章結構可再緊密些。
本次獲獎中，推薦獎3名均由中文系校友羅
士翔、曾貴麟、楊雅筑獲得；另選出校友陳彥
銘等共6名佳作。徵稿活動總召中文三林采柔
說明，本次投稿踴躍，恭喜得獎者通過初審、
複審、決審的考驗，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協助。

事。」黃馨民的當選，也為亞裔人士參政開闢
了一條新的道路。
他談到未來的規劃，「接下來，近期會推動
選區文化中心、圖書館的設置，促進多元文化
交流，同時提升選區內的亞裔社會地位，增進
當地多元族群對於政治的公共事務參與。未來
目標指向亞利桑那州教育部部長，藉由自己在
教育界的服務經驗，提升錢德勒市整體的教育
品質，以『為天地立心、為生靈立命』的精神
造福更多學子。」當選後，黃馨民特回臺拜訪
親友外，並拜會僑務委員會等政府單位，希望
能夠為臺美交流貢獻己力，例如以高科技產業
聞名的錢德勒市，未來可望與新竹市締結成為
姊妹市，深化兩地的產業交流。
黃馨民在美的選舉活動中，因為沒有地方勢
力的支持，只能邀集約 20 位親友來幫忙，分
擔幕僚、宣傳等選舉事務。這讓他回想起，多
年以前，在淡江宮燈教室舉辦圍棋營隊的社團
時光，與一群志同道合的社員打拼到深夜。他
將這股熱忱到延伸至關懷公共事務當中，他相
信，只要集結眾志成城的力量就能創造不凡。
對有意從事政治工作的學弟妹，黃馨民以錢
德勒市市議員的參選經驗鼓勵，「你可以有全
世界最棒的想法，但沒人支持也是沒用的，所
以事前的籌備工作、義工、總幹事等都需要親
力親為；這時最需要的是『堅持下去』的信念。
當你成為一個開創者，必須要有一顆開放的
心，仍要持續關注公共事務，以少一點算計、
多一份真誠來服務。」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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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優等獎
黃仁俊

鼓勵學生多方嘗試
「學生在學習時，最大的盲點在於記
憶、背誦。」這是榮獲104學年度專任教師
評鑑優等獎資工系教授黃仁俊在教學生涯中
的體悟。
談起如何將自身專長如資訊安全、電腦
密碼學等專業科目，以淺顯易懂方式帶給
學生，黃仁俊分享：「我會先鼓勵學生動
腦筋，並多方嘗試。」他會先以「如果是
你，你會怎麼做？」問題，再結合學習行
為；這樣不但能增進思考訓練，他們還能自
行發現錯誤及找出解決方式。他解釋，「問
題解決方式有許多，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能
刺激學生動腦，而非將老師所說的話照單全
收。這樣非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是期盼學生
能夠靈活運用。」
黃仁俊長於雲端計算安全議題，如探索物
聯網環境之通訊安全、鑑別技術與金鑰管
理機制等研究，同時執行多案產學計畫以協
助廠商建置或強化其開發資訊與應用的安全
性。在這快速發展的年代，他強調，「技術
和資訊一直在變化，在課堂上所學要用一輩
子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他鼓勵同學培養自我學習及解析能
力，並學會如何問問題，黃仁俊笑說：「如
果能提出問題，在學習上將可省下非常多時
間。」對黃仁俊來說，知
識是基
本功夫，在學習知識的
過 程
中，學習解決的能力，才
是對人生有幫助的。
有感於少子化趨勢，學
生自小
到大聽從父母安排，以
致於進入大學後頓
失方向感，未來的
他將持續指導生
涯規劃與課業學
習，期待能發揮自
身影響力，帶領更
多學生成長，盼望學
生能學習到解決問題
的能力，以實力立足
於社會。（文／林姸
君、攝影／戴先怡）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資傳系第五屆創媒展感染吸睛

資傳系於上週舉辦以感染為題的第五屆創
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成果展，另有「孫
蒨鈺、李鼎喆創作展」許多師生前往參觀，
於上月 26 日開幕茶會中，資傳系系主任陳
意文說：「本次展覽完整呈現系上積極推動
跨領域學習，盼有更多同學加入創意數位媒
體教學實習中心圓夢。」（文／陳岱儀）

電機系畢業 40 週年同學會憶舊情

上月 29 日，電機系舉辦「電子系第二屆
系友畢業四十週年同學會」，共有 11 位校
友返校團聚，氣氛熱絡且溫馨。活動亦播放
短片回顧求學時光。電機系系主任李慶烈表
示，「謝謝校友們特地抽空回來看資深師長
和老同學們，也感謝各位支持系上活動及幫
助學弟妹們向學。」（文／張少琪）

華語中心耶誕會 200 人嚐家鄉菜

本校華語中心於上月 22 日在臺北校園舉
辦聖誕節園遊會，共 20 班華語班學生有人
像速寫、書法體驗活動外，更帶來各國家鄉
菜，日式章魚燒、韓國辣炒年糕、印尼炒泡
麵、蒙古炒麵、土耳其蘋果茶等，各國美食
匯聚在臺北校園內，共 200 人次前往嚐鮮。

學程加油讚

高分子材料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為落實學用合一政策，強化學生實務知識
與專業職能，化材系針對該系之大學部二、
三年級學生，推出「高分子材料應用就業學
分學程」，透過以就業為導向之實務課程規
劃，幫助提供學生職場之實習經驗。修習本
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總學分數至少16學分，
包含，包含基礎課程相關科目至少9學分、
實務課程相關科目5學分、校外專業實習課
程2學分；申請方式於每年5月1日至31日，
填妥本就業學分學程申請表、檢附學生證影
本後，送交至化材系辦公室，關於本學程的
修課科目表等相關訊息，請密切注意化材系
辦公室或該系網站。（文／本報訊）

人物短波

廖翊婷協助實測口述導覽系統
本校視障生廖翊婷日前協助國立故宮博物
院南部院區，進行該院口述影像語音導覽系
統實測，具體提出使用者建議之外，並分享
視障人士的使用習慣，如加強定位點位置說
明、文物描述方式可以更直觀、語音導覽的
速度等，以幫助故宮南院口述影像導覽系統
調整，利於視障人士能在博物館中體驗藝術
文化之美。（文／本報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