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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教學評鑑優等獎熊貓大師親炙 遠近師生共同增能

　

人物短波
中文系梁文瑄願景工程

　本校中文四梁文瑄與螢火蟲公益書屋創辦
人葉家豪合作，以「小朋友書屋淨山幸福拾
光」影音作品參選聯合報系願景工程以「世代
共好」為題舉辦的「#願景工程Action～傳影
音，拿獎金！」影音徵選大賽，經過初選、決
選二階段後，榮獲個別組佳作，於12月2日至
聯合報總部受獎。梁文瑄表示，影片主要是紀
錄種子課輔社在石碇書屋說故事給小朋友、整
理書屋環境等服務過程，以此紀錄書屋的成長
歷程，期望透過影片，讓更多人看見石碇地區
和書屋。她說：「書屋就好比學童的夢想基
地，希望能透過『教育』，增加石碇的孩童們
自信心，從而對自身家鄉產生認同感。」（文
／鄭少玲）

電機系副教授蔡奇謚
自我管理與自我探索

落實USR 協助興仁國小認同原生土地

校友合唱團榮獲
全國混聲組金質獎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同學們
在讀書之餘能有適當的休閒時間，並增進各系
之間的聯誼活動，財金、風保、資圖、日文、
水環五系系學會於12月13日晚間於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Venezsia Night—五耶夢迴來相具」五
系聯合舞會，吸引逾120人參加。
　交際舞環節由一男一女為一組共舞，讓參加
者能拉近彼此距離，讓每個人都能展現出魅力
的自己。舞會最後以抽出Ipad、陶板屋禮券、
電影票等大獎使晚會完美落幕。
　活動總召、財金三廖禹丞表示：「舞會是五
系一起合辦，藉著工作團隊的努力﹐把最好的
帶給參加者，讓他們有個難忘的夜晚，感謝同
學們投入在舞會的每個活動之中！」

五耶夢迴來相具

（攝影／黃莉媞）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為了歡慶耶誕
節這個大家聚在一起歡樂的日子，學生會蘭陽
行政中心於12月19日在學餐1樓舉辦「藝晚耶
聖誕」晚會，讓社團同學們一展才藝的機會。
　往年在蘭陽各角落都能發現充滿驚喜的裝
飾，今年蘭陽校園的耶誕很安靜，沒有大型耶
誔樹、沒有擺飾也沒有絢麗的燈，但卻擁有一
場青春洋溢的盛會—「耶誕晚會」，同時邀請
宜大、佛大的社團共襄盛舉，老師們特別打扮
成不同造型的人物與同學們歡慶佳節。舞會會
場更有小雪人、壁爐、麋鹿、雪橇、火車頭等
布置，大家在歡笑中度過耶誕晚會。
　晚會會場外「蘭陽有愛又有禮」活動，讓同
學在活動桌上即興畫出「我的快樂」與「我的
好友」2張作品，完成後拍照留念，吸引不少
同學參加。

蘭陽校園 溫馨藝晚耶誕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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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當老師的最
大回饋，大概就是看著自己一手栽培的學生完
成自己的目標與理想吧。」一邊露出靦腆笑
容，一邊說道，這就是甫榮獲106學年度專任
教師評鑑優等獎的電機系副教授蔡奇謚對於身
為一位教師的教學理念。
　他分享在教學生涯中印象頗為深刻的事情，
就是課堂上教授許多核心基本概念以及基礎課
程的內容，學生不明白其重要性，當下往往會
產生很多疑惑、否定，甚至質疑學習這些基礎
課程的必要性，而他對應的方法，則是在基礎
理論的教學時，帶入更進階的應用。他舉了電
機工程科學的通訊領域中「編碼學」為例子，
在「錯誤控制編碼」的加密與復原修正裏，
「數位邏輯設計」即是最基本的原理，所以他
會在教授「數位邏輯設計」中，引入編碼的應
用，並與學生互動解碼，讓學生清楚明白基礎
理論與進階應用之間的關聯性。
　蔡奇謚說，「淡江的學生一般都不太喜歡抽
象的純理論，更重視的是實用方面，所以我們
現在教學都得反過來教，從應用導回理論。」
以「數位邏輯設計」為例，在「布林代數定
理」時，學生往往昏睡一片，這時他就會先教
數位電路、元件的功能，再用「布林代數」解
釋，往往學生就更能接受，提高學習的興趣。
　說到大學生該如何充實自我，蔡奇謚列舉兩
點：「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探索」。自我管
理方面，從高中升上大學其實是人生轉捩點，
很多方面都變得自由自主，有了比以往更多的
時間，管理時間就相對的重要。利用課堂間把
教學課程與研究兩者做一定結合，以節省時
間，提高效率。學生除了顧及自身專業以外，
更應該多多嘗試探索不同領域，在明確自我目
標與人生方向後，將所有時間與精力都投注其
中，這樣才看到充實自己的成果。
　蔡奇縊說，「教育是唯一可以徹底改變人生
的一種方式，這是在業界所沒有辦法找到的。
看著自己能夠幫助學生，對學生產生正面影
響，從而改變其人生，一切都值得。不管再怎
麼辛苦，再怎麼累，只要回想起初衷，便會重
新充滿熱血，繼續向前奮鬥。」
　蔡奇謚一再強調對於時間與自我管理，「少
玩手機、電腦，多將時間投入人生目標上。」
最後，他以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話勉勵學生
「時間是常數，是不變的，而行為才是變數，
是該管理的」。

Mentee教師座談會（攝影／李祈營）

未來所教授陳瑞貴
數位教學 經驗分享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以「淡水
好生活」淡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12月
15日與興仁國小合辦「興仁國小植栽繪本工作
坊」，由USR計畫成員、繪本藝術家張雅錦老
師帶領本校來自不同系所17位學生，以小老師
的身分引導與陪伴興仁國小一至四年級共28位
小朋友關注校園自然環境，繪製植栽繪本，以
培養孩童對原生土地的認同感。
　為了讓小朋友了解興仁國小的植栽特色，首
先由該校郭俊良組長導覽介紹校園內的植栽
史。而後分成10組，依著葉子找到自己的「樹

朋友」，小朋友興奮地在校園內尋覓並細心
觀察樹朋友的特徵，在小老師的協助下並進
行實地寫生，加入自己想像，以豐富的色彩
繪製出一幅幅心目中的樹朋友。最後分享會
中，小朋友紛紛踴躍上臺分享今日活動的感
受和收獲；除了內心的喜悅與成就感外，亦
發現孩童學會開始觀察身邊環境之美。
　本校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說明，期望藉由
此活動作為媒介，讓淡江學生與小學生對腳
下的土地產生認同感，了解在地而開始關懷
土地上的人事物。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恭喜！淡江大
學校友合唱團於12月16日參與國立彰化生活美
學館舉辦之「中華民國107年全國社會組合唱
比賽」混聲組榮獲金質獎，獲得獎狀、獎牌及
獎金新臺幣壹拾萬元整，女聲組並獲銅質獎雙
項榮譽！
　淡江大學校友合唱團每年在國家音樂廳公
演，亦巡迴演出臺北、新竹、臺中、南投、臺
南等北中南地區。曾於101年、103年榮獲該比
賽之混聲組金質獎，本次再以指定曲〈一隻鳥
仔〉及自選曲〈Cloudburst〉兩首樂曲精湛演
出，在16隊中脫穎而出，奪下第一名金質獎。
　團長李宜芳表示：「團員因為已經有工作並
分散於各縣市，相聚不容易，我們把握每次練
唱的機會，勤加練習、努力背譜，過程非常辛
苦，感謝杜明遠及賴以恆兩位老師的培訓，最
後獲得佳績非常開心。」並提及明年將於6月
15日在國家音樂廳公演，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國企系 經濟倫理論壇探討 企業永續經營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2018經濟倫
理論壇」於12月15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5樓
校友會館舉辦，由國企系主任孫嘉祈主持，今
年以「企業永續經營」為主題，探討企業在追
求經濟利益，如何兼顧企業社會責任，論壇吸
引逾150人前往參與。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
長陳定川致詞表示，「經濟論壇於2009年的籌
備，2010年舉辦第一屆至今已經第八屆，期望
能藉由論壇喚醒企業對經濟倫理的重視，期
許經濟倫理論壇能在學術上帶來更多的幫助與
成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以「美麗人
生」為題，向在場來賓說明企業倫理對企業的
重要性及影響。
　孫嘉祈說明，「隨著國際間經濟倫理的浪潮
風起雲湧，企業家意識到企業經營的目的，讓

台灣更多企業重視社會利益福祉及人才培養
發展，成為淡江的一個特色。」
　最後座談會孫嘉祈，以「經濟倫理觀點建
構國際企業永續發展」為題，佐以國際知名
企業資料，強調如何在保持企業競爭力與永
續經營的前提下，進一步的回饋社會，成為
當代企業經營的新目標。

 大師講座 王存國預測 AI 發展
　【記者麥麗雯淡江校園報導】本校資訊管理
學系於12月14日上午11時至12時在淡水校園鍾
靈中正紀念堂舉辦國際級大講座，邀請國立中
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講座教授王存國，演講主
題為「人工智慧發展的可能影響」，逾70位師
生到場聆聽。
　王存國分享，「談人機結合的演化是從人
類智慧，漸成人機智慧，到目前人工智慧的
發展，分析持續連結科技發展。縱使能力增
強、效率提升，可顛覆性的資訊科技，讓普遍
性驅動價值降低。人類的專業知識、身體能力
和分析能力都可以被機器人取代，唯處理不確

定性、社交能力以及系統技能仍是人類略勝一
籌。」
　資管系主任游佳萍分享「AI並非是全新的一
個想法，未來除了AI，還有其他的技術，挑戰
人的思考能力。」
　資管系副教授施盛寶表示，「王教授首先提
到AI由來很久，我們應該更要了解人性與機器
自我意識的演變和發展。」
　與會同仁黃佩如分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有了人工智慧，如果你不是智力與資本的
提供者，你的普遍性驅動價值會降低。』很值
得深思的談話。」

盧秀燕等24校友 
當選公職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4日進
行107年中華民國九合一選舉，選出新一屆的
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及縣市長、縣市議員等
地方公職人員，根據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統計，本校共當選出1位縣市長、23位縣市議
員。其中，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畢業校
友盧秀燕當選臺中直轄市市長，亦是中國國民
黨內首位女性直轄市市長。
　23位新任縣市議員，包括臺北市議員林瑞
圖、林世宗、陳義洲、江志銘、洪健益、秦慧
珠、戴錫欽、李芳儒、李傅中武等9位。新北
市議員何博文、王淑慧、張志豪、邱烽堯、
連斐璠、張錦豪等6位。桃園市議員劉茂羣、
李家興等2位，及臺中市陳清龍、雲林縣陳俊
龍、花蓮縣笛布斯顗賚、臺東縣方賢仁、新竹
市顏政德、嘉義市蔡永泉各1位議員。
　有五位校友修讀大陸所，大陸所所長李志強
表示，「這些所友在修讀本所前皆表現很好，
因為興趣使然而決意進修本所，修習國際兩岸
相關事務，並獲有傑出表現，予表祝賀。」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遠距教學
發展組於12月19日在I601，邀請未來所教授陳
瑞貴以「數位浪潮下的大學未來想像：走過
遠距教學20年」為主題分享20年的數位教學經
驗。學教中心執行長張鈿富表示，「本校積極
推廣同步、非同步課程，願透過本次研習將陳
瑞貴積攢多年的數位教學寶庫，啟發教師、從
容面對數位浪潮。」
　在數位課程經營中，陳瑞貴建議在數位教材
製作方面，善用圖像、呈多元型態、運用短片
及引用生活；在教學活動方面，增加討論問答
機會。陳瑞貴建議教師激勵學習者由資訊和知
識為商品的消費者轉為知識生產的共創者與參
與者。教學過程中遵守「三不一激勵」原則：
不懷疑學習者能力與想法、不定位自己的思維
在學習者身上、不低估學習者對議題的理解、
相信參與者是知識的載體，會提出不同想法。

五系古探復古派對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電
機系、經濟系、管科系、英文系五系聯合於12
月19日晚間7時在活動中心舉辦「古探復古派
對」，吸引400人踴躍參與。場內後方設有超
過百隻手折風車綴成田的七彩布景、響應耶誕
節的精緻耶誕牆及呼應本次復古主題的南莊戲
院共三張網美牆，吸引同學前去拍照打卡，現
場提供茶點，眾人打扮復古，一同穿梭回到80
年代同歡派對。
　總召、英文二張婷蓁說明，活動以復古為主
題，希望能用不一樣的方式歡慶耶誕節，並說
明古炭取自「good time」諧音，期望參與同學
能夠感受復古的氛圍，歡度快樂時光。

資圖系師生
共享耶誕餐會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於12月
20日中午舉辦湯圓暨耶誕餐會，逾50名師生齊
聚歡慶佳節，系上準備熱騰騰的湯圓、中式菜
餚、西式糕點等供大家享用。系主任歐陽崇
榮、榮譽教授黃鴻珠、前文學院院長暨現任教
授林信成、圖書館館長宋雪芬等師長們皆到場
同樂。歐陽崇榮在餐前致詞，「很開心資圖系
的師生可以齊聚一堂，好好與師長同學坐下來
談天，希望能讓境外生同學在求學期間也能享
受一下佳節氣氛。」黃鴻珠分享，「冬至是她
最喜歡的一天，冬至是白天最短、夜晚最長的
一天，希望明年我們都會像跨過冬至一樣，亮
的那面永遠比暗的那面多！」

蘭陽校園 與你有圓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為感受每年冬
至傳統節氣的氛圍，蘭陽校園文苑、建軒宿舍
自治聯誼會共同主辦「與你有圓」冬至品嚐湯
圓活動，並於12月20日中午開始在CL501教室
內發放免費又好吃的湯圓。
　在主辦單位規劃下，井然有序地排隊準備盛
裝湯圓，由全發院院長包正豪、資創系系主任
武士戎、觀光系系主任葉劍木、語言系系主任
謝顥音在CL501教室前為大家盛湯圓。活動提
供1種鹹湯圓及QQ+珍珠+湯圓、紅豆湯圓等2
種不同的甜湯圓，師生一起享用，看到蘭陽的
師長們親手為同學們盛裝湯圓，十分溫馨與感
動，吃起來特別香甜。每年的冬至，蘭陽師生
聚在一起享用湯圓的畫面，既甜密又感人。
起享用湯圓的畫面，既甜密又感人。

德式耶誕夜 師生同歡

蘭陽林志鴻副校長
持續推動三全教育新高峰

　【記者鄭少玲專訪】因應本學年度組織
調整，設立蘭陽副校長一職，由原蘭陽校
園主任林志鴻上任，持續引領蘭陽校園邁
入第五波。蘭陽校園成立之初即本校第四
波，迄今已歷14年，明訂全住宿書院、全
英語教學、全大三出國之三全教育為發展
方針，成為本校落實辦學理念國際化的重
要特色。林志鴻期許，「未來將持續推展
三全教育特色，落實國際化，極力爭取蘭
陽學生境外實習機會並普及化，以培養學
生國際視野、提升國際競爭力，培育本校
國際優秀專業人才。」
　打造「國際校園」是林志鴻上任後推行
的重點方向，以蘭陽校園既有的三全教
育，加強大三出國境外實務實習，普及蘭
陽校園之外，適逢大環境少子女化衝擊，
未來規劃強調境外生招生政策，將境外
生註冊率從目前的百分之十提升至百分之
二、三十，打造實質的國際校園，如此，
臺灣在地的大一、大二學生並能及早體驗
及適應國際化教育環境，對日後大三出國
有極大助益，更以此提升國際就業競爭
力，共創雙贏。
　林志鴻說明規劃境外生招生具體方向有
三，一為配合本校境外生招生政策，規劃
相應課程、增加實習機會；二為藉探訪大
三出國機會，攜同院長、系主任等師長一

同至當地進行相關招生作業，並配合政府新南
向政策，將著重東南亞地區，招收更多該地學
子。林志鴻認為語言是蘭陽校園極大的優勢之
一，全英語教學的國際化政策是蘭陽的招生重
點；三為落實全球服務實習計畫GSIP，前往其
他國家的非政府公益組織實習，深入探索不同
文化與社會觀點，建立與各國良好互動關係，
林志鴻表示近年實施GSIP計畫皆獲得良好成效
和回饋，日本學生都極希望就讀本校，尤其蘭
陽的全英語教學符合他們提升英語的需求。
　談及上任後的困難與挑戰，林志鴻首先提出
少子女化是最為嚴峻的挑戰；其次是進行社區
發展服務時，與鄉公所等公家機關雙方認知及
協調偶有不一的狀況，請領補助經費或尋求在
地協助時受阻；最後是考量蘭陽校園自身條件
及現有資源，40公頃的校園土地內，人力資源
相對緊縮，如何在堅持教學品質、持續推動蘭
陽三全教育的前提下，平衡成本支出、增加收
益是較困難的。
　林志鴻回憶當初參與蘭陽校園硬體的完建、
籌辦招生事宜到正式開辦至今，除了現有的三
全教育特色、境外實習、社區發展服務及境外
招生事宜之外，開始思考蘭陽校園未來的發展
方向和空間，期望全體同仁能給予多元的寶貴
意見，一同思考和規劃蘭陽校園未來的發展走
向，期望能帶領蘭陽師生共創蘭陽新一波的高
峰。

學歷：

美國克拉克大學經濟學碩、博士、美國俄亥俄大

學商業經濟學碩士、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經歷：

蘭陽校園主任、國企系專任教授、未來學研究中

心主任

新任主管專訪

熊貓講座賀靈傑以演講、圓桌演講及工作坊與師生近距離互動
（攝影／上左、下—戴先怡，上中—周舒安，上右—李祈縈）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12月20日晚
間於外語大樓大廳舉辦耶誕晚會，國際長，前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及師生近百名參與。系主
任吳萬寶致詞時說明，耶誕節是德國的傳統節
日，全家人都會在這一天團聚，和睦並感恩地
一起度過，所以系上每年都舉辦耶誕晚會，讓
師生們歡歡喜喜團聚，共同迎接嶄新的一年。
陳小雀則引用1990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克塔維
奧‧帕斯（Octavio Paz）說過的話「墨西哥人
很會找理由辦party」，來感謝德文系的邀請，
讓她有機會回娘家一起同樂。
　晚會以助理教授施侯格的耶誕故事開場，大
二同學精心準備歌曲演唱及猜謎活動炒熱氣
氛；交換禮物的時刻，只見大家紛紛從椅子上
找出寫有號碼的紙條，依照順序上臺接受驚
喜，最後由大一的表演劃下句點。

（攝影／麥麗雯）

　

教學任意門

國企系舉辦經濟倫理論壇
（圖／國企系提供）

　（文承一版）本校師生把握難得機會前往聆
聽，未來所教授鄧建邦表示，一個大師級的演
講，就是讓所有聽眾盡可能理解演講內容。此
次的英文演講成功達到上述目標。「我教授的
社會未來班級，全部參與同學都覺得可以達到
三成以上的理解，甚至55.4%同學表示可以聽
懂七成以上內容，這就是一個明顯的指標。」
教科一張庭芸對於「成為你想在世界上看到的
改變」這句話印象深刻，她認為改變別人的想

法與行為很難，改變自
己卻比較容易，「如何
成為一個領導者，就是
讓周遭的人看到了你的
改變，進而轉換了他們
原本的價值觀。」英語
博士班陳同學希望藉由
參與類似演講，一方面
了解講者邏輯與教學觀
念，一方面藉以觀察講
者PPT的呈現與細節，
累 積 未 來 教 學 工 作 能
量。「本次的熊貓大師
以非常簡單易懂的方式
呈現，同時透過與觀眾
的互動讓大家更能理解

其內容，是個很棒的體驗。」
　不少外校師生特地前來領受大師親炙，淡江
中學教務主任黃維彥帶領雙語班高一及高二學
生參與。邀請者教政所所長薛雅慈說明，這是
教育學院USR計畫「大手牽小手」其中一個
活動，希望透過參與講座，讓這群未來的大學
生提前體驗大學，創造不一樣的高中學習。黃
維彥感謝本校提供參與熊貓大師講座機會，對
他與學生而言是個難得體驗，除了讓學生認識

大學並學習聆聽外，也讓他對「未來的領導人
才」有了更深的認識，理解到組織中的每個人
都能擔任領導者，對於學校行政運作及領導人
才培育有非常大啟發。高一學生徐浩程認為講
者在演示雁群如何遷徙的部份十分生動簡潔，
是本次演講最有趣的地方，他從這場演講裡意
識到了永續領導的重要性，以及達到永續領導
的重要條件。「如同教授所說的，永續問題和
解決方法都來自同一個源頭，希望我們未來可
以意識到每個人都可以做為領導者，讓改變從
個人做起。」
 　20日中午於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學術職
場UP！永續發表養成術」圓桌演講，分享如
何寫出一篇好的學術文章。賀靈傑以自身專
業為例分享幾個重點：一、找人合作，補強自
身學術上的不足；二、論文主題的訂定應針對
欲發表目標期刊或對象；三、利用各種機會進
行資料蒐集；四、投稿遇修改時，最好在一週
內回復。最後他以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湯瑪
斯‧傑佛遜說過的「我非常相信運氣。而且我
發現我工作越努力，我就越幸運。」作結，勉
勵大家在學術道路上持續努力。21日中午在同
一地點舉行「文獻計量分析實作：SCOPUS資
料庫應用」工作坊。賀靈傑帶領在座師生操作
SCOPUS取得適合的期刊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