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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文系助理教授林偉淑
　我之前上過偉淑老師的紅樓夢，也有修過
榮譽學程的課，她的上課方式多元，鼓勵同
學自由發揮，也能接納學生多元的思想，每
堂課都讓我收穫滿滿。教師節將近，我要祝
老師教師節快樂！（中文三劉羅鈞）
給歷史系副教授吳明勇
　老師個性幽默風趣，總能帶動課堂氣氛，
即使是早上8點的課，也能讓我立刻打起精
神，認真聽講。老師的課令人印象深刻，頗
受同學喜愛。我知道老師這幾年除了授課，
也正在進行研究，非常辛苦，祝福老師的研
究能有豐碩的成果！（歷史四蕭明凱）
給資圖系教授王美玉
　我修過美玉老師的資訊組織，課堂中對於
圖書編目的知識有更多的認識。她也是我大
一的導師，很謝謝她帶我們認識淡江和資圖
系，大二時也鼓勵我們創立社團，謝謝老師
總是在背後支持學生，祝老師教師節快樂！
（資圖三陳宗賢）
給數學系副教授李武炎
　雖然李老師平常不說笑時較為嚴肅，但老
師的「微積分」課程不會讓人感覺到很有壓
力，因為老師教課十分認真，在短時間內用
最好的方法讓我們吸收到最多知識，上課過
程中會不經意放出搞笑的狀聲詞，把我們從
平淡的氣氛拉到最高點。（電機二劉于僑  ）
給物理系助理教授莊程豪
　莊程豪老師上課認真很用心，以輕鬆和最
容易理解的方式帶大家認識普通物理的各種
原理，除了讓我們更加認識繁雜的公式外，
藉由上課內容穿插的影片，幫助大家能更有
效理解老師想傳達的知識。（機電二蘇冠
穎）
給土木系助理教授王建凱
　我修過老師的「工程數學」，他講課時清
楚明瞭，筆記採取條列式，不僅好抄好記也
不凌亂，觀念十分清晰，讓學生偏重於思考
而不是死記題目，讓我對這門課可以更快的
吸收理解，謝謝老師。（土木二梁峻瑋）
給企管系副教授洪英正
　因為剛從化學系轉來企管，所以在新環境
中，心裡難免有些忐忑，非常感謝洪導師即
使在非常忙碌的情況下，依然特別抽空來關
心我們的學習狀況，使轉系生能夠順利的適
應新環境。（企管四李佳軒）
給德文系講師唐岱霞、吳姉霙
　親愛的Frau唐、Frau吳，謝謝老師們的用
心教學，也因為熱情的上課方式，使我越來
越喜歡德文，很幸運自己的德文基礎是您們
陪我一起建立的。即使現在沒有修習您們的
課，但我仍會保持對德文的熱情，完成自我
期許。（德文二賴怡均）
給日文系講師廖兆陽
　大一、大二時，讓我最期待的就是廖老師
的日文課，謝謝老師用有趣、生動且循序漸
進的方式帶領我走進日文的世界，希望未來
老師能指導更多對日文有興趣的莘莘學子，
讓他們都能熱愛學習知識。（公行三游景
隆）
給資創系助理教授朱留
　謝謝老師這一年來的教導，很喜歡老師上
課時的講解方式，摻雜了活潑生動的肢體語
言，讓枯燥乏味的課程變得有趣，本來對數
學不太拿手，但經由老師用心地教導後，讓
我在數學方面的理解能力增強許多。（資創
二 李奕淳）
給語言系副教授齊嵩齡
　大一時，我修習齊老師的法文課，那開啟
我對法國的憧憬，並希望自己能成為法國里
昂第三大學的交換生。感謝老師總是鼓勵我
學習，也告訴我許多關於法國的文化民情。
對於大三出國，我常向您請教，您也不厭其
煩地為我解答。老師辛苦了。祝您教師節快
樂。（語言二蘇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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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中心辦朗讀演講賽

　華語中心於 14 日在臺北校園舉辦朗讀暨
演講比賽，朗讀由印尼籍韓恩妮獲得第一
名，演講則由日本籍同學小橋淳子奪冠，兩
人皆獲得華語中心提供的學費優待券 3,000
元。（文／莊千慧）

教師組送謝師卡傳心意
　教發組今日起至 29 日在淡水校園海報街
舉辦「我的老師 94 讚」活動，有「讚師推
薦榜」和「卡片傳心意」，擺攤時間每日上
午 9 點至下午 4 點。（文／趙世勳）

校友會獎學金即起申請
　本校台北市校友會提供獎學金和淡江愛
膳餐券，獎學金申請日至 10 月 6 日止，有
需求的同學可至線上（網址：http://www.
taipeitku.org.tw）獎學金申請專區及愛膳餐
券申請專區申請。（文／林妍君）

文錙中心暑期書法教學
　文錙藝術中心於上月舉辦第 25 屆暑期書
法教學研究會，邀請中文系榮譽教授崔成宗
演講，書法家陳嘉子女士授課並現場揮毫，
令與會者大開眼界。（文／胡榮華）

經濟部能源局委員訪視
　本校首度參加 106 年經濟部節能標杆表揚
活動，14 日上午訪視委員來校進行實地複
審，由總務處、環安中心帶領，依序訪視了
覺生圖書館、工學大樓、實驗室及校園各處
的節能設施及管理系統。（文／王怡雯）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共同
科「金融市場實務講座」、「寰宇財經講座」
再度邀集商業金融各界巨擘開講，本週分別由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林建智、老虎牙子有
限公司執行長林志隆率先登場（詳細時間請見
演講看板）。這兩個課程邀集商業金融各界巨
擎開講，每每開辦，幾百個名額都全數爆滿，
課程設計不僅增進同學金融理論知識，更能使
學生了解如何運用所學於實務面。
　「金融市場實務講座」陸續邀請的師資上海
商銀總經理邱怡仁、兆豐金控顧問陳松興、臺
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林長慶等共 13 位業師，
主要講述票券、信託、產險、保險等。「寰宇
財經講座」則聚集了台灣不動產訓練發展協會
專業講師陳進義、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林健祥、資誠企業管理顧問公司資深副總經
理桂竹安等 11 位業師。 
　「金融市場實務講座」之主持教師財金系副
教授顧廣平表示，「感謝同學們一直以來都很
喜愛這個課程，特別的是，班上也有四分之一
的同學為非商管學院，每人未來都可能遇到理
財問題，能先學習基本金融知識，對於他們是
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財金系主任陳玉瓏指
出，該堂課請來多位重量級業師，期待同學能
從實務案例分析中，認識到產業現況。
　而實際執行「寰宇財經講座」的經濟系主任
鄭東光則表示，這是由校友捐款開設的講座，
講題設定主要有四個面向，分別是：金融市場、
產業趨勢、社會責任、公司治理，歡迎全校有
興趣的同學前來聆聽。

商管兩課程 重量級業師開講

　【記者陳偉傑台北校園報導】EMBA（商管
碩士在職專班）聯合開學典禮於 17 日在臺北
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行，現場座無虛席。校長張
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林健祥、EMBA 執
行長林宜男、EMBA 聯合同學會理事長黃茵茵
等皆到場參與。
　張校長致詞時肯定新生選擇淡江大學的決
定，因本校是私立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的一所，
商管學院人數也為私學校之最，因此學校非常
重視 EMBA。
　黃茵茵詳盡的介紹了聯合同學會的結構、日

常運作方式以及活動類型，並且鼓勵同學在鑽
研學術之餘，也能多多聯誼。林宜男則強調一
方面可以靠加入聯合同學會來拓展人脈，另一
方面要認真學習，多參與各系所課程，進而更
認識學校資源。
　從事物流業的企管所新生陳柏旭，民國 88
年自新埔工專二技畢業後就進入職場，相隔
18 年再度重拾書本，為何選擇淡江 EMBA 就
讀，陳柏旭表示，對淡江的優良學風一直印象
很好，而工作上遇到的同事很多都是淡江人，
也都表現得不錯，因此選擇進入本校就讀，也
希望兩年的時間能夠收穫豐富。

　【記者秦宛萱專訪】「教書就是一件積陰德的事啊！」話才說完，隨
之而來的是爽朗的笑聲，他是國企系副教授林江峰。走過 20 年的執教
生涯，林江峰始終相信，不論是擦身而過的一句問候或是專門的學業輔
導，老師的付出學生一定能感受到，只要有好的影響，就是一件對社會
有貢獻的事。
　在教學上，林江峰運用「問題導向教學模式（PBL）」教學法，提

升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度，他在開學前 3 週便邀研究所的學長姐與
部分即將修課的同學，除了憑藉過往擔任國家考試典試委員、命題

委員、閱卷襄試委員等經驗，設定課程的核心與專業能力外，進
行課程內容調整，讓課程符合學生需求，並在過程中發現，近
來學生愈來愈傾向實作，自己便會與業界合作，提供學生參與
比賽的機會，來引起學生的專注度。

　「安排參訪」則是林江峰課程上的另一特點，今年暑假他帶
領 EMBA 學生到日本代表處與駐日大使謝長廷座談，行前的
安排，不論是接待程序、談話內容，及公文往返等，都是他
放手讓同學去完成，雖然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溝通與
指導，但他認為這些過程對於學生是相當重要，讓學生「做
中學」，同時建立學生的人脈，也可能從中找尋就業機會，
而林江峰在美國求學時的教授就是如此教導他。
　「教書有時候就像父親一樣，有點嘮叨」，林江峰這樣評

價自己對於學生的態度，總分享自己如何教育兒女，並對同學耳提面命
一定要孝順。他總是親力親為幫助同學解決困難，為了讓學生獲得更多
的教學資源，他秉持「善款善用」為原則，向校友與企業募款；為了讓
EMBA 學生參與社團活動，他主動成立棒球社，為學生找廠商贊助，犧
牲假日到球場等同學一同練球；與 EMBA 同學共參與 101、新光三越的
登高競賽，從前期訓練到完成比賽他都不缺席，研究室門上是他豐碩的
戰果。時至今日，林江峰與美國的指導教授仍然保持聯絡，也會在他到
臺灣時接機；而林江峰與學生也是如此，時常在通訊軟體上保持密切聯
繫，並定時聚會。國企所碩二的黃禹馨是林江峰指導的研究生，她說，
老師跟學生感情都很好，有時候早上上課，老師會拿他家剛煮好的油飯
給同學吃，有業界實習機會也會第一個想到自己的學生。
　20 年來，他總以「建構核心競爭力並讓同學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為教學目標，隨著世代更迭，林江峰認為同學們思考朝多元化發展，並
富有創意，但仍然需要在學業上更加努力。創意需要被執行，透過專業
能力的培養，才能將創意化為實際。黃禹馨修習很多門林江峰開的課，
她說：「老師的課程最特別的就是會與時俱進，很有彈性，跟著時代和
學生調整改變，因為課程內容偏重實務，必須跟著社會趨勢走。」
　曾擔任我國赴 WTO 與 OECD 談判代表團顧問的林江峰，有持續參
與的機會，但他選擇留在學校繼續教書，感謝學校給予自己實務經驗，
將這些經驗運用在教學上，並在上課時向同學分享。

休啦！」「老師您會留在臺灣還是回去西班
牙？」「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學生們都很可
愛啊，我的老婆孩子也都在這裏，這裏就是我
的家了。」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於 16 日在揚昇高爾夫球場舉辦「2017
系際盃高爾夫球賽」，經過一番激戰，化材系
友會獲得團體冠軍、總桿冠軍由體育長蕭淑芬
拿下、淨桿冠軍則為化材系校友李文麟。
　該項比賽由校友服務處與體育處共同協辦，
當天，校長張家宜親臨開球，前校長趙榮耀、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長林健祥、世界校友聯合總
會總會長陳定川、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
文甫、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榮譽總會長孫瑞隆等
貴賓皆到場共襄盛舉，多達 126 位教職員及校
友一同盡情揮桿。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許義民開心地表
示：「今年參賽人數為歷年之最，總會期待藉
由切磋球技，拉近彼此間情感，並成功搭起母
校與校友間的永續橋梁。」

系際盃高球賽校友揮桿同樂

EMBA辦學佳 新生慕名就讀

楊繼美用愛散播體育種子    載

林江峰運用PBL教學法      寒暑

白方濟     年西語教學力求多元
攝影／楊奇燁

攝影／吳冠樑

攝影／麥麗雯

教育學院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陳劍涵

學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語言教育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以培養優秀的中學教師為目

標，與校內各系所合作，透過正式與非正

式課程的陶冶，加上教育實習的磨練，養

成良好師資應有的教育專業能力。良師足

以興國，教育更是世代能充分發展所必須，

師培中心將秉持此精神持續努力。

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校長張家宜親臨系際盃高爾夫球賽開球。
（圖／系所友會聯合會提供）

   文／陳品婕、李欣倪、歐

陽子洵、黃泓齊　採訪整理

　【記者邱筱涵專訪】「Just do it，做就對了！」榮獲資深優良教師的
體育室教授楊繼美豪爽的說道。以體育專長投入教育界 40 年，楊繼美
笑說：「上次還在做服務滿 30 年的專訪，怎麼一晃眼十年又過去了？
我還覺得我是剛出社會那個天真的女孩啊！」
　受到父親也是老師的影響，楊繼美從小就立志要當老師。而她特別
感謝高中、大學時期，指導、給予幫助的老師們，楊繼美微笑道，「擔

任老師在我心中是責任，我時常督促自己要不斷學習，更不容許自
己怠慢，始終保持著精益求精的態度，期望自己能成為學生的榜

樣。」
　熱愛運動的楊繼美，在嘗試過各項球類運動後最終選擇了羽
球，還曾在「全球華人盃羽球賽」拿下三項冠軍！她說，打

羽球是一項沒有年齡限制的運動，直到七、八十歲都能
拿起球拍在球場上盡情揮動。生性樂天，懂得正面
思考與在工作上找樂趣，是讓楊繼美對教書保有長達
40 年熱情的秘訣。
　看著四十年來學生的轉變，楊繼美感慨的說：「不
能拘泥於從前的教師說一是一的權威，雙方的溝通與
互相配合才是教學相長的良方。」現在的學生非常勇

於表達意見，注重自己的權益，面對學生態度的改變，她始終秉持的
態度是：「盡老師的本分與義務」。她也形容自己是營養師而非廚師，
「雖然廚師能料理出滿漢大餐，滿足大家的胃口，但可能因為追求美
味而太油膩，造成身體的負擔，因此，我寧願當一位營養師，為同學
調配出有益於身體健康的菜單！」
　40 年的體育教學經驗，楊繼美指出，除了體育與運動技能上的訓練，
透過實際比賽的磨練，可潛移默化地加強學生團隊合作及人際關係的
和諧，更能體悟體育運動精神的真諦。楊繼美本身是各個羽球比賽場
上的常勝軍，並以自身經驗帶領本校羽球隊奪牌，除此之外，她也積
極培養學生專業的裁判能力，期望他們能成為全方位的運動員。
　四十年來在淡江的點點滴滴數說不盡，回想起曾經付出的心血和努
力，楊繼美形容：「體育室就像一個大家庭，不管是羽球、籃球或網
球，我們總是團結一心。」最難忘的是，「當時校長張家宜，在比賽
時還買防曬油和面膜給我們用 呢！」 幾 十 年 來，
與老師們產生比親姊妹還要 親的情誼，她笑著
說：「淡江真的是我第二 個家，很開心能
並肩走過。」未來，她會 繼續帶著熱愛體
育的心，將體育的種子散 播下去。

　【記者黃懿嫃專訪】「那一年，我剛結束菲
律賓五年的傳教生活，有幾位在臺灣教書的朋
友說：『臺灣是個很不錯的地方，現在缺西語
教學的老師，來看看吧！』」就這樣，完全不
會中文的白方濟來到這個陌生小島，一晃眼就
是 30 年。
　甫獲得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表揚的拉丁美洲
研究所白方濟教授，1985 年才剛在臺灣師範
大學學了三個月的中文就加入淡江西語系教學
行列，手執教鞭才 4 年，即接下系主任的職務
長達 6 年，期間還協助籌備拉丁美洲研究所成
立，並兼任所長，回想起這一段經歷，白方濟
仍覺得不可思議。他說，當年外文科系多是外
籍教師，接下行政職是環境使然，但隨著系上
培養出的本國籍優秀學生越來越多，學成歸國
後回到母系任教，自己自然退居幕後，專心於
教學和研究，那才是他最愛做的事。
　教書 30 年，白方濟認為自己從來沒有倦勤
的時候，「這裏的學生都很溫暖、很可愛，跟
年輕學生在一起，覺得自己也變年輕了。」「我
喜歡涉獵不同領域的東

西，文學、哲學、藝術……都很有興趣，我也
擔任西班牙 EFE 通訊社駐台記者，因此，30
年來開過的課程很多元，在課堂中可以和學生
一起成長。」白方濟說。
　「學習語言沒有別的方法，就是要敢說。」
在教學過程中，白方濟發現，台灣學生很害
羞，不敢開口，但其實台灣人學習西班牙文是
比很多外國人來得快，出國兩個月就可以說得
不錯，也因此，在他擔任系主任任內，推動大
三出國留學一年政策，「很不容易啊，因為教
育部的規定很多，要想辦法說服他們，用我不
太流利的中文。」白方濟笑著說。
　對於教書生涯最大的感觸，白方濟表示，
大概就是學生的學習態度稍稍有所不同，「30
年前電視、影音媒體還沒有這麼普及，學生都
是全心全意在唸書，大家的程度比較平均，但
是現在的學生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唸完一本書好
像有點難。」不過，白方濟對於這些年教過的
學生仍是抱持肯定，尤其很多在外交部服務的
校友，表現非常傑出。
　現任職於外交部的林禹貞校友說：「我從大

學到拉研所就學期間，有幸修習不少白方濟老
師開設的課程，
印象中老師非常
博 學， 對 任 何
事 情 都 能 提 出
理論性看法，而
且教學
極 具 張 力， 充 滿 肢 體 語 言，
善用唱作俱佳的方式吸引學生的目
光。」她回憶道：「有次上課時，教室
出現一隻蟑螂，正當前排同學尖叫時，認真上
課的老師，突然就把手上的教科書，拋向那隻
不速之客，頓時解決了一場危機，可見他 hold 
住主場的能力。」
　林禹貞表示，工作後，有幾次與老師在公務
場合接觸的機會，多年不見，老師依然幽默而
充滿活力，活躍在人群之中，引領風騷。那些
白方濟老師懷抱著書本進入教室的記憶片段，
算來也已經遙遠，卻與她們的青澀歲月，鮮活
地印記在一起。
　訪談最後，白方濟說：「我明年底就要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