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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政所與
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課程發展中心於13日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邁向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的第一哩路~課程與教學領導的開展啟
航」學術研討會，新北市教育局局長林奕華出
席開幕致詞，逾200位國內教育學者與會。校
長張家宜表示，「本校每年大學部招生人數眾
多，也在3年前開始與新北市高中成立策略聯
盟，希望透過合作促進雙方卓越發展，可看出
本校與高中端關係相當密切，很榮幸教政所能
與新北市教育局合作辦理此次研討會。」
　大會上半場分別以「地方縣市政府層級推動
課程教學領導的角色，機制與策略」對話論
壇、「從機械觀到生態觀：高中優質化前導學
校共學共創的轉化經驗」專題演講以及論文發
表為主題，分別邀請地方政府主管教育機關及
教師進行意見交流，專題演講則是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副教授陳佩
英，帶領大家探討學習生態與系統文化的轉
變，包括系統思維的變革與調整及課程設計，
並介紹現有的前導計畫。下半場則是進行各高
中105學年度推動新課綱的歷程與成果、論文
發表二及「2019新視界、新課綱、新校園」的
綜合座談，邀請各方學者針對焦點議題深入對
話、提出精闢建言，以激發更多創新策略。
　教政所所長薛雅慈提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總綱」將於108學年度正式啟動，
各高中皆已啟動未來人才培育範式之轉變，大
專校院更應做好準備於民國111年迎接這群不
一樣的學生。

劉大年論區域經濟整合趨勢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
於17日下午在B302A會議室，與中華經濟研究

　【本報訊】本學期學習
與教學中心「未來大學課
程教學系列」教學研習，
由各學院共同規畫八場講
座，內容涵蓋AR/VR顛覆
學習、未來職場能力、數
位課程設計等，邀請相關
領域產學界人士來校分享
交流。第四場將於本週四
（26日）中午12:00在L522
舉行，由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
授王梅玲主講「數位學習
課程之發展與設計」。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潘慧玲表示，適逢本校規
劃第五波發展之際，因此
學習與教學中心以「教學
創 新 ， 攀 越 巔 峰 」 為 主
軸，陸續規畫相關活動，
使本校師生瞭解未來大學

　

專任教師評鑑傑出獎
企管系教授張瑋倫

　

學程加油讚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學分學程
　為因應當代競爭環境下工作者身心調適問
題與企業諮商需求增加之趨勢，並強化學生
就業能力，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與企
業管理學系合作跨領域學分學程，凡本校
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對企業諮商與員工協
助方案有興趣者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課程
最低修習總學分數為十二學分，至少各六學
分為教心所與企管系博士班所開設之課程，
申請方式為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
目前申請日期至106年10月31日止，詳情請洽
教心所或企管系。（文／吳婕淩）

　

人物短波

林慧君百編花貓辦個展
　中文系校友林慧君原為長庚科技大學副教
授，養貓十幾年的她，退休後愛上手作編織
毛線貓，經過一年籌備，本月28日至11月10
日將於北市大同區揚曦藝文空間舉辦「百編
花貓」個展。她表示，此次展出50隻實體編
織貓以及50張平面編織貓，每一隻貓的形狀
都一樣，但透過不同顏色、材質的毛線，可
展現編織的各種「玩」法。林慧君還把對友
人的聯想注入編織中，再藉著「送養」的機
會見面敘舊。她說，「展覽期間『養父母』
也可能帶他們專屬的編織貓「回娘家」相
聚，將會是溫馨歡樂的展覽，歡迎大家抱著
輕鬆的心情來體驗編織貓的魅力。」（文／
陳品婕）

未來大學課程　 講座開啟想像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恭賀！本校校
友王文彥《時光封塵．哈瓦那：為影像出發，
用鏡頭入海底30m，上高山5000m的拉丁美洲
寫真行》、蔡惠民《裸食廚房》、沈岱樺合著
《漬物語》入選今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
　2017德國法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 
Buchmesse）於本月11日至15日舉行，是全世
界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國際性圖書展覽，
1976年起，法蘭克福書展設立主賓國制度，每
年邀請不同國家擔任主賓國，以作為推銷該國
的圖書文化。
　今年臺灣館由文化部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
承辦，以「讀．臺灣」（Reading TAIWAN）
為題，主打臺灣人文精神，今年臺灣館總計有
紙本及數位出版品共計807件參展。
　運管所校友、同時曾為淡江時報攝影記者的
王文彥，在作品中以上百張迷人、豐富的古
巴、拉丁美洲影像，和6萬字旅途隨筆，完整
封存一趟寫真壯遊的記憶。
　現移居美國的大傳系校友、曾任《柯夢波
丹》雜誌編輯的蔡惠民，在書中收錄六十道以
天然取代加工的裸食食譜，大力推廣手作，讓
人吃得美味也吃得健康。大傳系校友沈岱樺與
另一創作者陳怡如合著《漬物語》，以「漬」
為題，探訪14位不同家庭背景成長的人，紀錄
受訪者的生活及對於「漬」的個人主張，追尋
老祖宗存食的智慧。

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
3校友著作入選展出

院合辦「迎向區域整
合趨勢、掌握市場契
機」校園論壇，希望
透過此論壇，建立各
界與學生共同討論之
平台，促進學生認識
當前國際經貿情勢發
展，了解區域經濟整
合的現況，並體認經
貿自由化對我國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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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宇獲會計盃最佳辯才
　會計系上週舉辦「29 屆會計菁英盃辯論
比賽」，全國 18 校會計系組隊參加，本校
在初賽中不幸敗北，未能晉級複賽，最後，
由東吳大學拿下本屆冠軍，本校會計四丁小
宇則獲得最佳辯才。（文／楊喻閔）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大條

　【記者歐陽子洵專訪】103學年度曾獲得
本校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獎勵，企管系教
授張瑋倫沒有因此給自己一個暫時停下腳步
的理由，反而以此為動力，在研究和教學上
更加精進，再次於105學年度獲得專任教師
評鑑傑出獎肯定。
　因為本身所學背景與資訊相關，張瑋倫
表示，觀察到這幾年社會上逐漸產生一個
social media的概念，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企
業對於社群媒體這件事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
高。因此為了配合企管系學生的興趣與流行
議題，這兩年做了有關社群媒體力量、情感
分析影響力建構及轉移分析的研究。透過電
子商務課程中的企業個案分析，張瑋倫舉例
說，uber是一個平台，可是實質上公司旗下
沒有車，而是大家自願加入，這跟傳統計程
車車隊概念不太一樣，這是現代社會一個可
見的轉變。
　另外，在教學上張瑋倫也很有一套自己的
辦法，那就是「寓教於樂」。傳統的教學觀
念認為，應該將許多的學習內容一次傳遞給
學生，這樣學生才會收穫豐富，可是時代
不同了，學生的學習方式不斷在改變，所
以這幾年他把重點轉移成教學互動和科技
運用，讓學生在學習績效上可以learning by 
doing，一邊學習一邊操作。
　張瑋倫準備許多不同的遊戲來增加上課的
趣味度，例如賓果、紙牌、骰子及俄羅斯轉
盤等，既可兼顧學習績效，又可以提升學
習動機，使學生勇於和老師溝通、表達想
法，他語重心長的說，希望學生來上課不是
為了必修學分，而是可以熱衷於學習並享受
課程。
　「不管是工作或是學習，都應該要堅持自
己的理想，不輕言放棄。事情最看重的不一
定是結果，而是要去享受過程中所得到的回
饋，凡事盡己所能最重要。」張瑋倫總是如
此鼓勵著學生。（文／歐陽子洵）

資管週11畢業專題展出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推廣國
際文化，自5日開始，境輔組每週四晚間六時
三十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十樓，邀請來自不
同國家的同學、出國交換生分享不同經歷與心
得，供與會者體會來自不同的文化。
　5日的分享會，由來自香港的化材四梁致成
所分享的「少為人知的香港」，以及12日由境
輔組組長李美蘭所分享的「遇見柬單實寨」，
帶給大家鮮為人知的在地文化以及異國偏鄉的
志工經歷。19日則由來自馬來西亞的歷史二易
偉騏分享環島經歷，受到電影《練習曲》及紀
錄片《不老騎士》的啟發，決定用單車環台

灣。他表示，這次旅途中僅用五千元的預算，
從台北出發，一路上受到許多人的幫助，途中
雖有遇到車禍意外，同時感受到溫暖的人情。
　來自法國的企管四貝力得則是分享「浪漫的
法國」，除了介紹巴黎、馬賽、里昂等城市的
地理特色，也提及家鄉Ammcy由河流環繞，並
與大家分享法國飲食、音樂、時尚穿著，體會
到異國文化的多元性。來自中國的大傳四楊琳
以及外交三丁之琳則分享參加第八屆世界大學
生領導者研討會的心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參與
泰國偏鄉服務、稻米種植、紅樹林復育等實作
課程，以小力量成就大事。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資管週16日起一連五天在黑天鵝展出經
過系內外評審選出的11組得獎畢業專題，是資管系大四學生辛苦的成
果展現。
　獲得畢業專題第一名的「金融智能客服蘿蔔特MissFinRobart」，是
開發手機app展現資訊技術應用成果，它能回答不管是一般的銀行常
見問題、即時資訊，還能跟你流暢的對答，讓你不需要再透過打電話
給客服來解答或在網路上尋找答案。第二名作品則是和仁真診所產學
合作，開發「智慧型掛號管理系統」。　
　展覽期間，每日中午時段都有放映ppt以進行講解，除了讓觀賞的來
賓可以從專題中看到技術層面的內容，還有製作的過程之外，也給相
關科系的學弟妹學習如何報告專題的機會，還有專題的準備方向。

迫性及重要性。
　主講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
任劉大年說明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新趨勢，他
首先說明何謂區域經濟整合，以及目前全球區
域經濟整合的發展，也提出各國經濟整合的優
劣，如：自由貿易協定、關稅同盟、共同市
場、歐元等，雖達到產業合作或吸引外資，卻
也代表各個參與國家政策自主性變低，更埋藏

著不少衝擊，如國內的弱勢產業、勞工失業和
貧富差距的擴大，這些都是該觀察的重點。
　劉大年以韓國泡麵在台灣為什麼會比較貴為
例，指出高關稅的目的就在於保護台灣既有的
泡麵產業，也提到台灣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中間的矛盾，總結台
灣應該做好準備，提升產業競爭力。

國際文化萬花筒每週四放送

  【本報訊】國際研究學院將於24日起，於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為期4天的「國際學院週」。
內容包括主題演講、靜態文物展、系所資訊
等，呈現國際學院的努力成果。國際學院院長
王高成邀請校內師生踴躍前往參觀，除了讓大
家透過活動更加了解國際情勢及認識國際學院
外，也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志於國際研究的學生
報考。
　今年是第二年舉辦國際學院週，主題演講由
各所舉辦，邀請傑出校友，包括外交部簡任秘
書劉聿綺、前臺北海洋科大教務長彭思舟、外
交部領事事務局主任秘書陳錦玲、勤益科技大
學助理教授鄭明政、臺北市議員戴錫欽等人，
就各專業領域進行經驗分享；靜態文物展則針
對各所系特色展示多元風貌；系所資訊及成果
則以專區方式展出。

國際學院週
校友主題演講

寓教於樂兼顧學習績效

（攝影／黃耀德）

樣貌、他校特色作法及相關創新成果。為了讓
各系所深入了解未來課程的規劃中，如何因應
以學院為核心的理念進行跨系所合作與課程整
合，以及不同領域的創新教學，讓教師理解彈
性、多元的課程與教學，因此「未來大學課程
教學系列」由各學院規畫內容，希望更能貼近
教師需求。
　12日由理學院邀請法亞科技創辦人、闇橡科
技董事長彭子威主講「AR/VR顛覆未來學習
想像」，演講中提到，AR擴增實境可以拓展
人類的生活體驗，VR虛擬實境可以減少實際
環境操作風險等，在這巨大的科技浪潮下，具
有穿越時間、空間特性的VR/AR教學方式能
創造強大的學習動機。
　上週四則由本校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以「課
程統合與未來職場能力」為題，以外語學院為
例分析學生的就業機會在哪裡？張院長表示，
應強化學生聽、說、讀、寫、口譯、筆譯等六
種基礎能力，除學習主修語言文化，亦可從六
種語系發展出外語與文藝、傳媒、經貿、外交
等跨域創新就業學程，為學生累積文化、社

會、經濟等資本。
　當日教育學院亦邀請政大教育系詹志禹教授
分享「大學教學的相對論」，詹教授以過去行
政及研究經驗，提出「主動：創造假設，解
決問題」、「互動：對話.討論.合作.競爭」、
「行動：應用.練習.田野調查.個案研究.社會行
動.實習」的三個教學動力思考。

東京大學教授分享生涯學習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於19日舉辦創新教學論壇，邀請東京大學
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藤江康彥教授，以「21世
紀的學習」為題進行演講，所長黃儒傑致詞時
表示，平時很少舉辦小型研討會，這次可以和
演講者近距離互動並提問，是很難得的機會。
　藤江康彥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關於課堂研
究，探討在教室內的談話對於學生學習到的知
識、意義、環境跟人際關係的影響。他在演講
中特別點出，21世紀的學習是以生涯學習為目
的，如何培養學生在離開學校後仍能保有持續
吸收知識的能力，把所學運用在面對人生課題
中，同時對於學習保有正面積極的態度，是老
師在教育學生時除了課本知識外也要教導的。

大學高中策略聯盟 學者提建言

（攝影／吳冠樑）

（攝影／陳柏儒）

學生八大基本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