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學習新視界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特優導師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編輯／黃懿嫃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學生學習發展組於14日中午舉辦「106(1)教
學助理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分享暨優良與特優
教學助理頒獎」，本次獲獎有特優教學助理5
名、優良教學助理18名，並頒發指導教授感謝
狀。
　學發組組長何俐安表示，「課程進行仰賴
老師與助教間的合作，獲獎的23位TA在上學
期都盡心盡力備課，獲得老師認可與學生迴
響。」獲得優良教學助理的資圖碩二胡素菁在
與學生互動中精進自我，「教學上不只是單方

面給予學生，在教學方式與解題中，更是TA
的自我學習。」
　本次專業助理社群分享共有七組，其中，
「精進化工實驗（一）」由化材系專任助理
曾珅鎮分享實驗課的教學經驗，以報告代替考
試方式，讓學生更加專注於實作實驗。「電腦
教室教學」由資管碩一李金鳳說明，「利用
ITBC廣播系統切換螢幕、出作業馬上練習與
建立Kahoot！線上平台讓學生回饋意見，增加
與學生互動，希望打破助教與學生間的那堵
牆，讓學生能更專注上課。」

　（文承一版）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國
際研究學院一直以來都是本校非常重要的單
位，尤其是在新增了外交與國際系後，外籍生
更是快速增加，也聘請不少外籍教師，因此使
得本校更走向國際化，而國際研究學院的教師
在媒體上曝光度也很高，期望在未來能夠持續
將影響力發揮到各個層面，最後祝福大家有個
愉快的聖誕假期及預祝新年快樂。」
　王高成表示，聖誕節是一個國際性的節日，
院裡有許多外籍生，所以慶祝這樣的活動很
有意義，他感謝趙秘書與所有的助理，將大廳
布置得很有聖誕氣氛。希望所有的師生在未來
的教學研究與招生更加順利，課業進步，祝福
與會人士，身體健康。接著國際研究學院的主
管及行政人員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聖誕鈴聲大合
唱，將全場的歡樂氣氛帶向高潮，表演結束後
王高成邀請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聖誕餐點，餐
會在溫馨熱絡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外語學院聖誕餐會六系各顯身手
　【記者李欣倪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21日
中午在外語學院一樓大廳舉行聖誕餐會，校長

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軍訓室主任張百
誠、資訊長郭經華、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
行長彭春陽等師長應邀出席。現場提供多樣的
餐點，還有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為慶祝聖誕節
以及校長的支持，親自調製當時與校長出訪南
美洲，於智利品嘗到的的Pisco Soar調酒供與會
師生飲用。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自感恩節的新書發表會
到院慶，再到聖誕餐會，皆十分高興都能與大
家齊聚一堂，同時期許六種語言在發表創作與
研究時都能日臻完善；外語學院歷史亦十分悠
久，也勉勵和校友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陳小
雀則說，雖然自感恩節開始，外語學院幾乎每
兩周便有一項大型活動，但再來有更多的研討
會，希望大家在活動過後都能全力以赴。
　活動過程中，法文系師生合作演唱聖誕歌
曲，內容是描述一隻馴鹿因為人們嘲笑牠的
鼻子是異於其他麋鹿的紅鼻子，傷心之際，天
使帶著牠找聖誕老人，一起到世界各地贈送禮
物，是首十分溫馨的曲子。德文系助理教授施
侯格則帶來詩歌朗誦節目。西語系助理陳非凡
也扮成位聖誕老人，背著禮物袋穿梭於現場贈
送小禮物，場面溫馨熱鬧。
文學院閩台班吃湯圓過節
　【本報訊】文學院21日晚間在L412舉辦「閩
台班冬至湯圓暨歡樂聖誕晚會」，近50位師生
享用美食，交換禮物，體會濃濃的過節氣氛。
文學院院長林煌達致詞時表示，他在淡水十幾
年，每到冬至都沒能好好吃上一碗湯圓，今天
託閩台班的福，能夠和大家一起共饗很幸福。
　現場除了有甜、鹹湯圓，還有10餘道熱食，
文學院秘書江夙冠說，之前閩台班舉辦活動

耶誕大餐冬至湯圓溫暖校園

　

人物短波
范文甫普考全國第五

　

學程加油讚
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
碩士學分學程

　嚮往外交官生活？還是想要加入調查局打擊
犯罪？或藉著國安特考，加入國安體系，為國
家的未來盡一份心力？為培育熟悉外交與國家
安全之專業實務人才，以因應國家未來發展之
需要，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特開設「國
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程」，凡對此領
域有興趣之本校研究生與大學部大三、大四學
生均可申請，自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放申請以
來，已有45人取得認證，其中有40人為大學部
同學。此學程課程領域有三個，分別是：國家
安全與外交領域、歷史學領域、公行領域，因
此僅限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歷史學系與公
共行政學系所開設之課程，修習此學程之學生
必須修畢12學分以上（含），且其中至少應有
6學分以上（含）不屬於學生原屬學系、所之
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
關於申請方式請洽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辦公
室（T1202）。（文／本報訊）

　歷史系校友范文甫今年6月畢業即報考106年
普通考試一般民政科類，高中全國第五。范文
甫表示，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七月初足足為考試
準備了11個月。因為考試科目都是未曾涉獵過
的，因此他去補習班聽課，先依賴老師的講
解，建立對考試科目的基本理解，上完課的當
天就趁記憶猶新之際回家複習，日復一日，勤
奮不懈。范文甫目前於台北市中正區公所擔任
里幹事一職，未來希望能在短期內繼續考上高
考，並於公部門繼續服務大眾。他勉勵學弟妹
說：「準備國考是一條漫漫的長路，在準備的
過程中雖然很辛苦，但是只要努力，盡自己所
能，就一定有機會上榜。」（文／林毅樺）

優秀教學助理23人受表揚

時，同學普遍反映餐點不夠辣，這次特別符合
同學需求，果然讓大家吃得很開心。
　餐後舉辦猜謎活動及交換禮物，活動進行
中，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化學系畢業校友劉茂祥
扮演聖誕老公公蒞臨現場，帶來驚喜，劉茂祥
逼真的扮相讓閩台班同學搶著合影留念。
　閩台班同學邱仁秀說，過去兩年在福建師範
大學沒有這樣的活動，很謝謝文學院如此精心
安排，尤其身為客家人，喜愛鹹湯圓，能在異
鄉吃到相同口味，覺得特別親切。

蘭陽校園聖誕晚會表演吸晴
　【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黃泓齊攝影】
蘭陽校園為迎接聖誕節，學生會提前於20日特
地舉辦「白色聖誕 浪漫傳情」聖誕晚會，對
許多蘭陽校園的外籍學生來說，聖誕節是個值
得慶祝的節日，也讓他們有種回家的感覺，並
與身旁師長及朋友們一同感受如同家鄉年節的
氣氛，配合交換禮物的活動，和好朋友一同分
享喜悅。
　當晚主辦位還安排搖滾社、街舞社、爵士樂
社、國標舞社、各系學會等精彩表演，讓師生
同時擁有視覺、聽覺饗宴。此外，四個學系主
任也到場同歡，還有外籍老師在搖滾社表演時
和身旁的師長跳起舞來。
　活動佈置更是將走廊點綴得充滿聖誕節氣
息，這次的聖誕晚會，替蘭陽校園的2017年劃
下了完美的句點。
德文系師生同饗聖誕大餐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20日
晚間在外語學院大廳舉行聖誕晚會，外語學院
院長陳小雀應邀出席。陳小雀感謝德文系邀請
她參與晚會，並提到在她出任院長時便希望各
系善加利用外語學院大廳，讓各語種特色都能
發揮出來，同時對負責晚會現場裝飾的同學們
表達慰勞之意。系主任吳萬寶表示，今年為第
二次舉辦聖誕晚會，德文系是一個大家庭，期
許同學都能記得曾經一起走過的點點滴滴，同
時感謝系學會工作人員、系助理和助教，他同

第12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在校舉行

　【本報訊】由本校電機工程學系主辦之
「2017淡江大學機器人創意競賽」，於13日在
工學大樓中庭舉行，各組參賽者展示精心研發
之作品，透過實際解說與操作或相關影片紀
錄，向評審呈現設計理念與研究成果，比賽最
終由電機四陳建良、張育誠、楊朝旭、康育
銘，以「基於全方位影像之第六代中型足球機
器人之避障」拿下冠軍。
　電機系為推廣機器人相關教育活動，提升相
關學生對於機器人的好奇心、觀察力、邏輯思
考能力與推理能力，透過實際動手做激發學習
潛能，並透過團隊分組的方式參加比賽提升團
合作能力；並透競賽方式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
溝通能力及提供互相觀摩的機會，自103年起
開始舉辦此項競賽。
　系主任李慶烈表示，透過競賽的舉辦，可提
升參賽學生相關學術專業的能力，同時透過業

界評審的建議，讓作品更貼近實務，更容易與
產業結合，縮短學用落差。
電機系成立系友論壇
　【本報訊】電機系於16日下午舉辦「淡江大
學電子電機系友論壇」成立大會，
該論壇為電機系友會設置之常態性文教組織，
透過每年舉行的系友文教會議或產學活動，以
推動及促進系友間的資訊交流、資源合作與共
榮發展，以及系友與母系師生間進一步產學互
動等目標。
　會議由系友會長兼論壇主席黃財旺主持，論
壇榮譽主席陳國森、退休教授賴友仁及電機系
師生校友出席與會。黃財旺致詞時表示希望能
透過論壇，提供學弟妹們更多經驗的分享，同
時加強與母系間的聯繫；系主任李慶烈則感謝
系友會為母系的付出，也希望大家熱烈參與，
讓論壇能充分發揮功能。

機器人創意競賽陳建良四人奪冠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兩岸現當代
文學評論青年學者工作坊」由中文系主辦，於
16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展開討論，以「文學
性」的再反思與重構為主題，期望以介入式
的文學批評/研究，提供給在會場關心此問題
的兩岸青年反省參照。參加的學者與來賓將近
七十位，有來自上海復旦大學、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中國傳媒介大學、
上海大學、中國社科院等學者專家，台灣方面
除了本校中文系中生代青年學者外，亦有來自
彰化師範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靜宜大
學、義守大學等學者積極參與。
　主辦人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文倩分享：「此工
作坊本年度是第三年，這一年比較特別之處，
在於我們同時納入新世代感興趣的網路媒介的
『文學性』的討論，因為這必然是將來的更大
的趨勢，當然，下一個世代的文學，是否有可
能從網路世代派生，還有待考察，但無疑的，
關注與尊重新生代與新興媒體之於文學的影響
與發展，才是與時俱進的視野。」

兩岸青年學者工作坊
重構現當代文學

　「我不把學生當學生，我習慣把他們當做我
的朋友，當做可以學習的對象。」獲得104學
年度特優導師的國企系副教授孫嘉祈笑著分享
道。這是他第六年擔任班導師，也是擔任進學
班導師的第四年。和日間部相比，進學班的經
營有著更大的困難和挑戰。
　孫嘉祈認為進學班同學參與學校活動有限，
共同科目基礎較弱，以及見面困難、聯絡溝通
困難的問題。由於時間受限，沒辦法帶著同學
們去企業參訪，因此，孫嘉祈利用邀請業界講
師擔任講座的形式代替參訪，增加學生與專業
的聯結度；同時，他也積極作為學生與老師、
助教的橋樑，盡量減少同學在基礎課程上遇到
問題。
　面對最辛苦的溝通困難問題，孫嘉祈採用他
的「三步驟」方法，首先建立email通訊錄，採
用學生最常用的郵箱，保證學生能夠及時獲得
訊息；其次，建立Facebook群組，及時發佈訊
息到大家最常用的社交平台；最後，每學期安
排至少一次的面談，在進學班空堂，每週安排
五個人面談，了解問題學生的問題。在跟家長
的溝通上，孫嘉祈也經常會和家長交流，「我
會把學生家長當做我的同儕，和他們交流學生
想法，讓他們對自己孩子有更深刻的了解。我
經常打電話跟他們聊聊，有時甚至會請他們到
學校來交流。」
　談到印象最深刻的輔導案例時，孫嘉祈嘴角
上揚，聊起兩三年前他輔導畢業的一名學生，
考取德國慕尼黑大學研究所的故事。「幫助她
聯絡慕尼黑大學的過程非常辛苦，因為對方學
校希望老師之間能夠直接聯繫，更了解這個學
生，因此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接洽溝通。最後她
錄取了，我覺得非常感動，後來我去德國旅行
和她見面，能夠在異鄉的土地上相遇，著實是
一份特殊的記憶。」
　「我喜歡和同學們聊天，在和他們的對話
中，可以學到他們的用語，了解他們的成長、
家庭背景和工作內容，對我的啟發也很大。透
過導師對談的方式，我了解了年輕人的想法。
聊得越久我就覺得自己懂得越少，就會更謙
虛地去聆聽他們的想法，漸漸的我就越有同理
心，更會站在他們的立場想事情了。」孫嘉祈
努力克服進學班遇到的各種問題，培養自己的
「同理心」，鼓勵同學多修習外語，輔導升學
考取研究所。他重視與學生的溝通交流，願意
付出時間和同學聊聊天，了解學生的想法，提
供學生相關的職業規劃。在輔導出一位位優秀
同學感動自己的同時，也感動了受過他幫助的
同學們。（文／陳瑞婧）

孫嘉祈三步驟培養同理心

（攝影／陳柏儒）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學系於15、16日，於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第十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逾150位國內外學者參與。
本次會議主題為「Literature, Life, and the Biological」，包括2場主題會
議、3場全體會議及34場小組討論。
　張家宜校長致詞時表示，「歡迎各位學者的蒞臨，我相信這兩天的會
議將十分充實，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收穫」。英文系主任蔡振興感謝與
會學者的支持，並說明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早在四十四年前便成立，
旨在國內促比較文學之研究和中西方相互瞭解與文化交流。「今日看到
如此豐富的議程，我相信這將會對比較文學領域帶來極大的貢獻。」
　主題演講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劉紀蕙以「Forms of Life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Bio-politics, Logistics and Civic Exclusion」為題
開場，說明新自由主義下的生命形式，內容包含生命政治、組織運作等
等，為兩日的會議揭開序幕。
　至現場聆聽的英文三B張成澤分享，雖然有些會議中的報告十分艱深，
但卻讓他對比較文學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那些電影教
我們的事，跟著電影去旅行！」由法文系舉辦
的講座邀請到擁有180萬粉絲的「那些電影教
我們的事」—「水某」，14日在商館B713分享
如何透過電影的眼睛，走遍全世界！現場吸引
逾200位師生參與，氣氛熱鬧活潑。
　「你不需要從頭開始，只需要從現在開
始」，受到電影《一路玩到掛》、《忠犬小
八》的啟發，「水ㄤ」、「水某」在人生的
願望清單中列下「做一件啟發或感動人心的
事」，希望能貢獻自己所長回饋給社會，成為
創立粉絲專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粉絲專頁中
也開闢「解憂電影院」專區，當讀者遇到困難
時，會以某部電影的寓意來啟發開導他們，水
某表示，「我們的想法只是一種觀點，如果你
因此而去思考『這部電影教了你的事』，並將
美好的事投射到你的人生中，讓你變得更強
壯、活得更自在，那就是我們想要的事。」演
講中，水某以電影美景帶領大家走遍歐美洲，
一探電影真實場景。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第2
學期「課程查詢系統」已於18日開放，初選期
間為107年1月22日中午12時30分至1月30日中
午11時30分，本次初選前新增加大學部學生通
識核心課程二階段選填志願之登記時間如下：
第一階段為25日中午12時30分至27日16時30
分、第二階段為107年1月8日中午12時30分至1
月10日下午16時30分。

通核兩階段選課今起登記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陳柏儒攝影】
覺生紀念圖書館於22日上午在二樓校史區舉辦
「美力台灣3D」電影講座，邀請到榮獲第四
屆世界3D大獎（Creative Arts Awards）國際評
審團獎、韓國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等多項
獎項的導演曲全立和大家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我看到，有些人，一輩子只做一件事。」
曲全立說明，想把臺灣的「美」推廣給大家知
道，因此紀錄了臺灣瀕臨消失的美景、一百
多位臺灣即將消失的工匠，如蓑衣、手工做
香、雞毛撢子等，形成「美力台灣3D」。並
使用行動車的方式，走遍了22個縣市、328個
鄉鎮、1149間偏鄉學校、128所育幼院、孤兒
院、老人院，甚至讓行動車坐船去到外島，累
計135,673公里，就是希望偏鄉的孩子們也能
享受到。
　曲全立表示，他希望藉由3D視覺的感染
力，啟發孩童們的觀察力與創造力、提升美學
與藝術的競爭力。水環二周怡柔說：「很感動
導演願意回饋社會，走到偏鄉去和孩子們互
動，給他們帶來全新的、不同的視野。」

法文系邀水某演講

美力台灣導演座談

時提醒在場師生，飲酒不開車。
　餐會提供多樣餐點，如德國香腸以及熱紅酒
供師生享用。晚會於餐會結束後登場，包括德
文二鄭文睿、楊宇綸的合唱、謝君佩、王繪祺
的長笛二重奏，助理教授施侯格的詩歌朗誦，
以及高曉霈帶領一年級同學演唱聖誕歌曲，最
令人期待的交換禮物，則別出心裁的以拉線抽
禮物方式進行。
資圖系師生共度耶誕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系辦21
日中午於L522舉辦「冬至暨耶誕餐會」，會中
邀請系上師長、境外生、僑生一共40餘人共度
佳節。資圖系系主任歐陽崇榮致詞表示，「希
望大家今天能愉快、輕鬆的歡渡佳節！」活動
中除了享用美味佳餚，也透過賓果遊戲抽取手
機架、帆布袋等30份獎品活絡現場氣氛，談笑
間溫暖又和樂。另外，資圖系學會亦延續六年
以來的傳統「聖誕襪傳情」活動（下圖，記者
丁孟暄攝影），於文館五樓牆上及走廊掛滿不
織布製成的聖誕襪，並用藍色、粉色、黃色、
綠色及白色的襪頭來區分年級，讓系上同學投
入禮物或卡片相互表達感謝之情。

歷史系冬至大會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冬至
的到來，歷史系學會於21日在L417舉辦冬至大
會，現場有逾30位同學共襄盛舉，系學會成員
準備了熱呼呼的湯圓與本系同學開湯圓趴，一
陣陣令人垂涎三尺的香味濔漫在空氣之中，讓
歷史系同學們吃在嘴裏，暖在心裏。

外語學院聖誕餐會中，法文系師生演唱聖誕歌曲，並配合歌詞戴上麋鹿的紅鼻子，西語

系助理亦裝扮成聖誕老公公，會後與校長張家宜（左四）合影留念。（攝影／黃耀德）

觀光系同學以熱舞表演炒熱聖誕晚會氣氛。

德文系同學戴上應景的耶誕帽參加餐會。
（攝影／黃耀德）

（攝影／麥麗雯）

▼閩台班湯圓晚會特地安排化學系校友劉茂祥
以聖誕老公公扮相發送禮物。　（圖／文學院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