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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 黃姿綺獲優等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14日
在ED601，邀請到教政所教授，校長張家宜，
以「大學的經營與管理」為題進行演講。講座
主持人前教育部長，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介

張家宜校長：教育經營採企業全品管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18
日，在外語大樓舉辦2018第14屆「西班牙語教
學、文化與翻譯研討會」。西語系主任林惠瑛
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本研討會兩年舉辦一
次，到現在已經邁入第28年，希望藉由自世界
各國的學者一起互相討論和學習。這次受邀前
來的除台灣學者外，還有來自西班牙、大陸的
學者。下一屆希望能將規模更進一步，形成國
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包括「文化與文學」、「教學與
語言」以及「翻譯」三個主題，發表22篇論
文。與會者西語碩士班一年級俞海若分享：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系上的研討會，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是系主任Maite老師以及羅慕斯老師
的演講。藉由Maite老師的發表，對於高第的
建築藝術作品有更多不同面向的了解；而羅慕
斯老師精闢地點出文學與我們生活之間的緊密

連結，聽完覺得當初很認真的上課是值得的。
研討會與平常上課不同的是可以看到老師在學
術上的發揮，還有彼此之間激盪出的火花，覺
得收穫良多、很精彩。」

西語系研討西語教學、文化與翻譯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於5月
14日至18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十七屆畢業
成果展「未生人類」，14日中午的開幕典禮
中，文學院院長林煌達、教務長鄭東文、資傳
系系主任陳意文、中文系主任周德良、資圖系
主任歐陽崇榮等師生共襄盛舉。
　未生人類指還沒找到答案的人，未生取自圍
棋術語，意為還沒找到結果的棋局，人生就像
棋局，一輩子都在不停的做選擇，此展結合資
傳四年所學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和觀察，發
現人們在做選擇的過程中時候都會不斷面臨四
種面向的問題，分別是情感、比較、代溝、能
力。情感小至動物大至土地，任何事皆被情感
所牽絆驅動著，密不可分；比較為人們藉此來
自我評價，網路日益發達以至於可以便利取得
資訊，多重比較下來卻忘了自己才是擁有主導
權的；代溝為當人們處於自己舒適圈中，對不
同領域產生落差，及價值觀的不同導致難以溝
通；能力則是指人們耗盡一生追求更好，發現
自己無能為力改變一切，到頭來皆是一場空。
　小組從這四種面向做為出發來進行探討跟
研究。此展共10組，分別為：初戀那件天大的
事，透過氣味來勾引起回憶；Take five，希望
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且能夠獨立思考的酒
吧；街頭造音，藉由聲音去聆聽探索臺北城；
指間，手指與螢幕頻繁接觸後，網路悄悄改變

資傳系四面向解構未生人類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羅偉齊攝影】
教政所於15日邀請中正高中賴和隆老師，以
「AI時代的資訊素養與學習: 兼談本國高中生
APCS制度」為主題進行演講，分享他對AI時
代以及對108課綱中關於高中科技課程規劃的
看法，以及介紹APCS制度相關內容。賴和隆
談到科技的進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同時也帶
來了新的挑戰，然而AI真的是人類的敵人嗎？
其實AI在許多方面都有起到輔助的作用，加
上AI的發展讓社會釋出大量勞力和創造更多
工種，對工作環境產生影響，因此人們便需要
盡早去學習一些跟資訊科技有關的知識。另
外，他也提到對108課綱中科技課程規劃的看
法，以及各國高中在資訊教育的現狀與趨勢。
最後，賴和隆與在場參與的老師就國高中面對
108課綱的來臨，將在課程的安排上做出各種
改變進行意見交換。

教政所從 AI 談 108 課綱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
導】會計系5月12日上午十時
在臺北校園舉辦「2018穩懋當
代會計碩士論文獎研討會」，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當代會計》合辦。今年共有
來自全國各大學研究生投稿作
品23件，經過一整天的研討和
講評，選出一篇最佳論文獎和
六篇優等獎，其中本校會計系
副教授張瑀珊指導、碩士生黃
姿綺撰寫的論文「集團企業產
業多樣化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
兼論審計產業專家之影響」獲
得優等獎。

　會計系主任顏信輝表示，這
項研討會主要是為了激勵國內
大專院校會計相關系所碩士生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賽博頻道徵節目主持
　遠距教學發展組正在徵選「賽博頻道」
兩節目「花現靚校園」及「好康道相報」
的主持人，有興趣的同學請於5月31日前，
寄至遠距組信箱ailx@oa.tku.edu.tw報名。
（文／楊惠晴）

國企系參訪板信銀行
　5月17日國際企業系林江峰老師帶領35名
學生前往板信商業銀行進行企業參訪，由
總經理高明賢校友親自接待、簡報。（文
／陳雅媛）

產經系18日舉辦研討會
　產經系5月18日在台北校園舉辦「2018年
產業組織、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學術研討
會」，發表18篇論文，並由東吳大學經濟系
梁文榮教授專題演講。（文／林雨荷）

楊佳縈戚瑋卿考取證照
　中文系校友楊佳縈、法文三戚瑋卿參加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TIMS 行銷專業能力認
證」行銷企劃競賽，分別以第一名、第三
名佳績，獲該會設置「TIMS成績傑出獎助
學金」之獎助金。（文／簡妙如）

企管之夜歡唱嗨全翻場
　企管之夜16日晚間在體育館B1舉行，以
愛麗絲夢遊仙境—企夢遊為主題，舉辦歌
唱比賽，限定Dress code為黑紅白三色的衣
服及配件的觀眾抽獎。（文／林毅樺）

外語之夜歌手登臺演唱
　15日晚間6系合辦「外語之夜」，邀請
歌手登臺演唱，各系更帶來一連串精彩演
出，以動感多變的舞蹈風格，讓現場驚呼
連連。（文／廖吟萱）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游雅涵攝影】
「第十七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
屆兩岸四地當代詩學論壇」於5月18日在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HC306展開，由中文系主辦，台
灣詩學季刊社、藍星詩學季刊社合辦，台北教
育大學語創系協辦，並結合第十屆兩岸四地當
代詩學論壇共同舉辦。
　研討會以「跨域視野與在地論述」為題，探
索今日處於全球化及本土性的光譜兩端，「跨
域」與「在地」文學之研究課題，還有兩者
對「文學學」之意義，會中共有來自台、美、
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與香港
海內外知名學者，發表共24篇論文。
　文學院院長林煌達致詞表示，本屆國際學術
研討會廣邀兩岸四地學者與會，以全球視野和
地緣透視研討詩學，期許學者們一同切磋、交
流，為詩學產生新的活水。

社會與文化研討會跨國論詩

旗訊科技公司
總經理林振輝引領趨勢建立CIO交流平台

　【記者王怡雯專訪】「不只提供知識，更是
引領趨勢。」4 月 20 日，「第九屆亞太 CIO
論壇」於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永康殿登場，來
自亞太地區各大產業 CEO、CIO、CFO 等高
階主管近兩百人齊聚一堂，交流與討論數位轉
型的最佳路徑。當時首先在台前致上這句歡迎
詞的，就是這場論壇的幕後推手－旗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暨 CIO IT 經理人雜誌總經理林振
輝。
　CIO 雜 誌 是 由 全 球 IT 領 域 的 媒 體 領 導
者 -IDG 媒體集團於 1987 年創刊，「它是國
際性最權威的 IT 管理專業雜誌，2005 年旗訊
公司與取得 CIO 雜誌的獨家授權。」林振輝
說。除了將國際最新的企業 IT 應用案例文章

《RUN ！ PC》雜誌技術編輯，乘著民國 85
年左右的雜誌盛行時期，旗訊科技公司發行的
雜誌在市面上的各大電腦書專區常常被橫掃一
空，「其中，《PCDIY ！》雜誌也在 7-ElEVEN
拿下長達連續 7 年綜合電腦類的雜誌銷售量冠
軍。」林振輝驕傲地表示。
　林振輝分享，當年公司引進測試主機板的
技術， 並將測試環境透明化，而第一個測試
華碩的主機板，後來成果一炮而紅，也在主機
板市場中掀起軒然大波，此後有更多廠商都請
雜誌測試，也因緣際會跟許多主機板廠商變成
好朋友，從此奠定了電腦、資訊與 IT 等相關
媒體在業界的影響力，而林振輝也在此時看見
了雜誌發展的附加價值已不只是呈現給讀者的
文字內容，還有背後與產業間互相連結的重要
性。
　「但後來手機興起， 整個硬體產業沒落，大
家不會再固守於電腦桌前，我知道我們將把眼
光放得更遠。」林振輝坦言，當時 PCDIY ！
雜誌的買氣開始下降，而環境有了大改變，在
民國 88 年以後曾因開始主張「閱讀是免費」
的，且消息和資訊變得容易取得，以及新聞媒
體傳播快速，故雜誌的銷售量下滑不少，但他
表示，「 我不認為用心整理過，有深度、有
知識的文章，是可以免費取得的，這樣好的內
容會越來越難產生。」 當時雖對專業媒體造
成了一波傷害，但也讓他開始省思，要如何在
困境中突破並找尋一線生機。

帶進臺灣，該雜誌也持續推廣
IT 對企業營運的重要，「剛引
進 CIO 雜誌時，其實台灣的產
業中並沒有幾位 CIO，這個職位
在過去並不十分受到業主重視，
但就我經營 IT 媒體的長期觀察
下來，CIO 是公司最核心的決策
者，擁有所有資訊解決方案或設
備評估、導入、建置的最終決策
權。CIO 會持續性地引導公司
內重要幹部，如何利用 IT 工具
來提升績效，同時降低成本，將
IT 投資發揮到極致。」
　說起現今 CIO 對於產業趨勢

影響力時專業又自信的林振輝，20 幾年前還
只是當時著名的電腦圖書公司「旗標出版公
司」的工讀生，負責接聽回答讀者打來詢問旗
標電腦書上的問題。林振輝笑著回憶說：「那
時候我讀資工系夜間部一年級，面試時被問起
關於電腦專業的熟悉程度，我很誠實的說我什
麼都還不懂，但很感謝公司創辦人施威銘先生
願意讓我嘗試。」林振輝很珍惜當時得來的這
份「讀者熱線」工作，便發憤地把公司出版的
所有電腦書讀遍，以盡最好的專業來服務讀
者。「看完這些書籍以後，學校的考試都難不
倒我。」林振輝說。
　畢業後幾年，旗標另外成立旗訊科技公司，
專門出版電腦相關雜誌，林振輝被網羅擔任

（攝影／吳冠樑）

　「 我們的發展目標已經不只僅限於書面的
呈現了 。」目前還擔任中華民國資訊長協進
會秘書長一職的林振輝也看準了 CIO 在這方
面的影響力，在 CIO 雜誌與 CIO 協會組成的
臺灣 CIO 生態圈下，定期舉辦各種最新議題
的論壇及研討會，邀請兩岸及亞洲各國的 CIO
來台演講及發表 IT 新知，除了期望能培養各
企業主的「IT seance 」之外，更以期能夠活絡
人才，建立起一個亞太及大中華地區 CIO 交
流平台，「不是被動的等解決問題，而是主動
參與提供市場情報。」林振輝也以這些年研究
IT 應用的經驗建議，企業主應開始重視「數
據工程改造」及「數位轉型」的經營方式，以
面對資訊數位化時代的來臨。
　問起怎麼能有如此精準、獨到的眼光讓公司
的方針走向正確？林振輝開玩笑的說，「我平
時若不主動接受新知，就會有資訊焦慮的不
安。」因此他總是多方閱讀、多方學習，訓練
自己在任何事物的敏感度。而他坦言：「我
在大學時的成績並不是樣樣好，」但他認為，
提早接觸產業的經驗讓他補足許多學校學不到
的知識，他建議學弟妹，先了解自己的擅長之
處，並加強自學及外語能力，並經常訓練自己
在組織溝通、邏輯性表達和即時性整合的能
力，林振輝也勉勵大家：「別小看自己在工作
中的職務或是對困難感到挫折，要有勇氣及決
心，努力爭取參加研討會議及嘗試各項不同類
型工作的機會，那將會使你學到很多。」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16日
在外語大樓1樓文化教室舉行「新綠向陽創新
教學(3x3+3)」經驗分享交流座談會，邀請日
文系助理教授中村香苗主講，主題為「つな
がる」を目指した会話授業例－「多文化共
生」をテーマに－（達成『(人與人的)連繫』
目標的會話課程案例─以「多文化共生」為
主題），其中的（3X3）指語言、文化、全球
化社會3個領域，乘以理解、能夠、連結3個
能力，加上學習者、外科系、教室外的3種聯
繫，形成一個九宮格。例如要理解一種語言，
要先能夠使用這語言，再透過語言來達到連結
的目的。
　中村老師在自己的會話課也運用了這個理念
設計，針對日本社會多樣性、留學生打工 、
台灣新住民、歧視等問題，利用這個教學方法
去做校外連結且作發表，例如讓同學假設自己
是新移民子女去做一些感想發表。

日文系舉辦創新教學分享

　

教學任意門

　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於5月3日邀請106年度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補助的會計系副教授林谷
峻，以「以線上學習、資料驅動教學決定，提
升英語授課學生學習成效」為題進行研究成果
發表與座談。
　林谷峻首先點出英語教學，尤其是大班授課
所面臨的兩項問題，第一是如何吸引學生注
意，第二是如何克服用英語去學習專業科目
（例如：會計）的障礙。根據他個人累積的經
驗認為，可以從線上學習以及資料驅動教學決
定兩方面來改善。
　林谷峻指出，現在學生學習或者說問問題
的時間，已經不只是侷限在短短兩小時的課
堂，他以本身在半夜兩點鐘收到同學問問題的
email為例，同學因為看了他在學聯網上的磨
課師課程，針對疑問發信請求釋疑，而他在收
信一小時後就為他解答。林谷峻認為整個教學
環境已經有所改變，教師也應思考如何教學創
新，他提出三項：一是設備創新，不是指投影
設備或電腦器材的創新，而是用了哪些教具和
教材，創造學生的學習動機；二是資源運用創
新，像是本校目前推動的iclass平台以及學教中
心不定期開設的課程，都值得好好運用；最後
是師生互動的創新，他說，若是老師一人站在
台上講，很容易失焦，應善用遊戲或其他app
資源，形成創新。
　「Kahoot!」是林谷峻跟現場教師們分享的
一個小遊戲軟體，也是他在課堂上常常使用
的，Kahoot!可以當場將教學內容直接做成問
題，讓同學在手機上做選擇，可以是個人的競
爭，也可以是小組的比賽，也有形成長條圖的
功能，能夠立即顯示同學答題對錯比例，藉
由這個機會釐清觀念，了解學生的問題在哪
裡，隨時修正，這就是即時的資料驅動決定。
　林谷峻接著分享他以本校商管學院106學年
度第一學期英語授課之大學部專班學生約180
名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英語授課專班學生於
教學創新、資料驅動下之教學方法與學習成效
間之影響。研究結果指出，全英語學習環境
下，教學創新與教學方法、英語授課學生學
習成效大部分具有正向顯著關係。基此，為
提升英語授課學生之學習成效，除了進行教
學創新，改良教學方法外，尚需改善資源運
用，英語學習環境，設備、多元化與差別化教
學等，滿足學生學習期望、學習需求與學習興
趣。
　「一個好老師要能控制現場，」林谷峻認
為，學習動機、自主學習、評量效果、學習氣
氛這四個因素都能達到，那就非常棒了！（文
／黃懿嫃）

線上學習、資料驅動教學決定
提升英語授課學生學習成效

（圖／學習與教學中心提供）

本校會計系碩士生黃姿綺（左）撰寫的論文獲得「2018穩懋
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優等，由臺北大學會計系教授李建然
（右）頒發獎狀及獎金。（圖／會計系提供）

投入相關領域研究，提供優秀論文發表園地，
因此設立了這個獎項，希望吸引鼓勵更多優秀
人才前來參加。本校會計系校友、穩懋半導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進財也特別提供優渥獎
金，最佳論文獎獲得每篇兩萬元獎金，優等獎
則是每篇一萬元。此外，獲獎論文也將刊登在
《當代會計》的平台上，讓更多人看到。
　閉幕式中，陳進財除了頒發獎項給各個獲獎
人之外，也宣布未來將把獎金提高，讓研討會
更盛大，吸引更多同學前來參與。同時他也表
示非常肯定《當代會計》這個平台，能讓全國
師生有更多發表的機會，期待未來能看見更多
好的作品被發表。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兒童文
學服務學習課程於5月18日下午5時以「尋找燕
子的家」為主題，由授課教師中文系助理教授
謝旻琪帶領修課同學及正德里小阿德課輔班的
12名小朋友，於正德里社區沿路觀察及記錄街
道各處的燕子窩，並協助小朋友素描燕子窩，
最後邀請了正德里里長黃俊雄到場，一同聆聽
小朋友們上台分享所見所聞。

兒童文學紀錄社區生態
我們的生活，放大平常的細節來探討網路與現
實；pH7拾言室，用化學來探討酸民文化，此
為比較部分；百樂日記，消遣之餘也能深刻瞭
解國內外音樂文化；間的在幹嘛？取自Gender
諧音，性別不再是標籤而能化成各式模樣不受
限制；裸裸，正確教導理解性觀念；有個計
畫，深度探索淡水老街，凸顯其特色及亮點；
淡街小巷，透過藍儂道具屋的傳統技藝及新勝
發人文餅舖的不老傳奇，品味淡水。「未生人
類」將於6月1日至3日移師至松山文創園區進
行校外展覽。

紹：「張校長除了是教育行政學碩、博士畢業
外，也有相當豐富的辦學經驗，在兩岸及國際
生的辦學上，淡江也是做得最落實的。」本校
為臺灣第一所私立的高等學府，當今面臨少子
化的壓力下，要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設施，進
行有效的經營管理，成了本次的分享重點。
　張校長分享內容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校內
全面品質管理的推動與實踐，著重在願景、品
質、變革及團隊精神，本校每年都會舉辦品管
圈競賽，鼓勵同仁及同學們透過PDCA循環提
升行政效率，一起讓校園變得更好。另一則是
運用未來學的知識，洞悉未來社會可能面臨的
挑戰，她說明首先要了解問題，學習去適應，
做出改變，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來自大陸遼寧，教管博士一朱雯珊說：「校
長將企業的品質管理落實在教育上，其實是滿
有成效的，因為能夠從下到上了解學生與老師
的回饋，再進一步的落實改善，就能讓學校的
每一個人對於淡江增加一份責任感。」

　西語系2018畢業公演「Vamos 
a Contar Mentiras 胡言亂語」，
於16至18日19時20分在實驗劇場
開演。該劇本改編自西班牙喜劇
「胡言亂語」，導演西語四翁于
凡說明，原劇本運用了許多西班
牙式的哏，所以我們加入了許多
台灣人才懂的笑料，以呈現原劇
的戲謔風格。（文／楊喻閔、攝
影／吳冠樑）

西語系公演胡言亂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