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為養成教師數位教學能力，提升
各大專院校數位學習課程與教學
品質，學教中心遠距組承辦「教育
部大專校院數位學習人才培訓及推
廣服務計畫（北區）」計畫，將於
101年2月，舉辦「第四梯次線上線
上助教研習工作坊」，並邀請多位
數位學習領域專業講師講授，以加
強教師們數位學習的業務推動與經
營能力。即日起開始報名，報名辦
法與詳細活動內容請洽北區計畫網
站查詢：http://nco2.learning.tku.
edu.tw/。（遠距組）

化學系研究登上國際期刊封面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教授陳曜鴻帶領研
究生，花了5年多的時間，以斑馬魚為研究模
式，找出了控制頭部肌肉發育的兩個最重要的
關鍵基因（Capsulin與Musculin），並且解開了
Capsulin與Musculin如何調控下游基因網路，進
而參與頭部肌肉發育之謎。該項研究成果發表
在國際知名SCI學術期刊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2010 Impact Factor 7.047），並
被選為2011年第24期（2011年12月）封面故
事。
陳曜鴻表示，很榮幸能獲選為封面故事，這
項研究成果，未來有臨床應用的價值，希望能
更促進頭部肌肉發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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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健

航太三易威廷喜

壘球打擊手 易威廷
理健康的方法之一。

他表示，有時對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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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成績並不如預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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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運動，擔任本校壘球校隊副

易威廷從小受父親影響，而

要時時提醒及警惕自己，永遠

了鍛鍊自己，進

隊長，同時也愛好游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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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雖參與籃球校隊，但仍在

到他的身影。

壘球上精益求精。

智。」

從運動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的

（文／謝佩

易威廷，勉勵大家運動其實

穎、攝影
／ 梁 琮

來自高雄的他認為，運動是

課業之外，大多時間都在練

也是種態度，每項運動都有

可以強身，幫助身體健康，也

球，「我也擔任系隊隊長，希

不同的文化特色，從中可以

可以釋放壓力，是鍛鍊自己心

望能努力練球，為校爭光。」

了解到人生的道理，「對我

北加州校友會的舉辦「2012年會暨新春聯歡
會」中，大鼓表演展現出新春的精氣神。（圖／
北加州校友會提供）

香港校友會舉辦的「新春淡江港澳校友歡聚
日」，安排「老、中、青」三代校友同堂的團
圓，共同分享母校近況及在學時的生活點滴。
（圖／香港校友會提供）

【本報訊】本校海外校友會熱
鬧滾滾，北加州校友會、香港校
友會及加拿大校友會均舉辦新春
聯歡會！
北加州校友會於1月7日在舊金
山的南灣文教中心舉辦新春聯歡
會，以「驚驚樂道」為題，舉辦
「淡水老街藝趣街坊」活動，
安排迎春揮毫寫春聯、茶藝品茗
等，小朋友現場提筆揮毫寫新春
賀詞，讓人印象深刻。並邀請本
校前電算系主任，現任國科會科
技組組長楊啟航，以「展望全球
科技發展趨勢，掌握黃金十年」
為題進行演講。晚會則安排淡水
美食，並有卡拉ok、旗袍扇子
舞，淡江大鼓表演與贈鼓儀式、
淡江偶像歌手徵選等表演活動。
最後由校友組成idea合唱團，共同
回味年輕時代歌曲。
香港校友會在2月4日舉辦「新

【本報訊】由僑務委員會主辦，成人教育部
承辦之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為期21天的
福爾摩莎之旅，在1月下旬圓滿落幕，讓海外
青年印象深刻，盡興而歸。本觀摩團中共有

會計系IFRS研習會 分享金融投資 中研院院士麥朝成 談歐債危機

PEOPLE

（IAS40）」。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致詞中表示，此一
系列的研討會將有助於接軌國際現狀，跟
上世界變遷的脈絡與步伐。管理學院前院
長蔡信夫致詞中提到，每學期定期舉辦的
講座課程，讓學員持續進修，進一步提升
技職的專業能力。

【本報訊】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校
產業經濟學系特聘講座教授麥朝成，
將於18日（週六）上午10時10分在台
北校園 D222演講，講題為「歐債危機
與歐盟未來」。麥朝成主要研究人文
社會科學，本身專長於個體經濟學、
區域及都市經濟等方面，在經濟相關
議題研究上，都有極為傑出的研究成
果。卸下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一職，

於民國91年到本校服務，近期榮獲台
灣經濟學會頒發「經濟學傑出貢獻
獎」，對區域經濟、國際貿易領域及
政策建言有著卓著的貢獻。國企系系
主任賈昭南表示，麥朝成是國際經濟
專家，很難得有這機會能邀請他談歐
債問題，希望透過他的專長，提供更
廣泛的討論，並能讓企業有更多元的
決策參考，歡迎全校師生前往參加。

海外華裔青年觀摩團的學
員，在七股潟湖，見到美麗
的海岸，高興的跳起來。
（圖／成教部提供）

蘭陽校園協辦 鐵人賽

【本報訊】由礁溪鄉公所、
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主
辦的「第2屆礁溪龍潭湖鐵人
二項賽」將於2月26日展開。
協辦單位之一的蘭陽校園，
將負責終點站的場地安排，
以讓選手在登頂後能遠眺礁
溪全景及龜山島。教官黃銘
川及水電消防林文正也報名

參加此項活動。黃銘川表
示，平常就有跑步的習慣，
為響應這個活動才會報名參
加，「現在有點緊張，因為
除了6公里的路跑、接著是12
公里的自行車路程，尤其是
終點站前5公里爬坡路段，希
望能克服這個坡段，最後獲
得佳績。」

教科系碩士校友任建國中學校長

陳偉泓專注教育 敬業樂業的堅持 展現真摯熱情

30年的經驗，陳偉泓不畏懼未知的挑戰，並秉持
著對教育的熱情及敬業樂業的精神，專注於現下
的工作。他認為，最重要就是要保持熱忱，適時舒
壓，就能克服各種困難，對自己的信念堅持到底。
（攝影／李鎮亞）

【記者莊旻嬑專訪】當我們走進百餘年的建中紅樓，在
圓拱門窗的校長辦公室中，溫文爾雅的談吐，拉近了距
離。他，就是臺北市建國中學新任校長，本校教科系碩士
校友陳偉泓。
「原本是沒有要當老師的，我的夢想是希望從事研究工
作，沒想到這一待就待了30年。」55歲的陳偉泓，曾任北
一女中教師、中正高中和中山女中教務主任，在麗山高中
任校長6年。面對接任建國中學校長的他，謙虛的表示，
建中是很有特色的中學，學生的社團活動和升學環境都相
當成熟，接下來的目標就是保持並深化舊有特色，再引導
出學生實現自我，並非只以升學為取向，所以他笑著說，
「要面對的困難很多，要提出解決的方式一定更多。」
他選擇本校教科系所就讀，陳偉泓表示因為本校教科系
所偏重教育、教學方式，都能和教育現場結合應用，「如
高熏芳老師的教學設計，徐新逸老師的研究方法等，這些
課程設計都能讓教育者發揮專長外，也能立即運用在教學
上，展現學理互用，以精進教學內容。」
從教師到校長，不同的工作職務點，他笑著表示，校長
的工作內容大多是決策，並帶領出學校的特色，相較於教
學差異在於，需時時以「教育為上」為目標，提供好的學
習環境，讓學生能充分發揮。因此，為了應付繁重的校
務，他相當注重時間管理及並使用順序排位法，將所有事
情分門別類，按輕重緩急逐步處理，同時也利用Outlook
及Gmail的行事曆功能，同步更新待處理的事項，他說：
「我的秘書也有使用此功能，除了能同步更新行事曆，也
能讓雙方都清楚接下來的行程規劃。」他補充道，只要善
用排序和科技做時間管理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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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港澳校友歡聚日」，本活動安
排「老、中、青」三代校友同堂
的團圓，共同分享母校近況及在
學時的生活點滴，並進行抽獎活
動，讓大家能盡興而歸。香港校
友會會長林偉業表示，透過本次
活動除增強港澳校友的聯繫，
也能讓在校學生瞭解校友會的情
況，待畢業後可與校友會聯絡。
未來仍會加強聯繫畢業校友，已
規劃好2012年的活動，讓大家可
藉此來相聚。
加拿大校友會則於2月11日上
午11時，安排校友餐敘活動，現
場發壓歲錢給18歲以下與會小朋
友，並有理監事的改選活動及進
行加拿大校友會的活動說明。還
邀請電音三太子舞蹈表演、校友
卡拉OK歌唱表演及賓果遊戲及摸
彩等活動，讓校友在海外感受到
春節的氣氛。

海外華裔青年觀摩
團的112名學員，在臺
21天的行程，全台走
透透，完全體驗臺灣
之的風土之美。（圖
／成教部提供）

蘭陽

112名參加，巴西59人、紐西蘭3人、巴拉圭15
人、阿根廷10人及巴拿馬25人，因適逢農曆新
年，這些學員也度過了人生中的第1個農曆新
年。成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表
示，很榮幸能辦理這次觀摩團活動，為更呈現
臺灣特色，因此以文化為主軸，安排景點參觀
外，也體驗傳統糕點製作，希望能充分感受到
臺灣的風土特色。周湘華提到，為讓活動順利
進行，也安排輔導員集訓活動，提供學員生活
上、知識上的問題解答，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可
報名參加成教部的輔導員培訓活動。
本次的行程安排安排參觀總統府、中正紀念
堂、臺北101與西門町，感受繁華臺北的都會
生活、在桃園與臺中認識閩客族群的庶民生
活、遊覽古色古香的臺南，並前往港都，體驗
高雄的熱情；也到臺東領略純樸景色、花蓮壯
麗峽谷，觀賞宜蘭的傳統藝術。最後返回臺
北，由本校國際青年交流團與輔導員共同合
作，帶領學員探索淡水美景以及體驗迪化街
「年貨大街」過年氛圍，並在除夕年夜飯中，
大家共同圍爐，在鞭炮聲中度過農曆新年。
出生在巴西，來自巴拉圭的學員蔡敏薇表
示，這次活動中充分感受臺灣之美及體驗到各
族群融合，會將這份感動傳達給親朋好友。

產經系特聘講座教授

卓爾不群

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
究所推甄榜首為中文系校友許
瑞君。擔任屏東縣深耕永續發
展協會總幹事，從事地方文史
工作10年，並深入客家村田野調
查。雖然過去不懂客語，但運用
國、臺、英、日等語言訪問客家
耆老，老人家的協助讓她深受感
動。如今再進修，期許將深入關
懷結合學理，未來能運用所學，
努力傳承客家文化。（本報訊）

海外華裔青年來臺觀摩 鞭炮圍爐體驗農曆年

會計系IFRS研習
會邀請臺北大學會
計學系教授張仲岳
演講，現場均專心
聆聽，勤做筆記。
（攝影／李鎮亞）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會計學
系於1月7日上午在臺北校園D221舉辦
「會計系系友IFRS研習會」，總計約130
位學者、會計系師生及系友出席，並邀
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張仲岳，講授
專題「金融工具相關公報」、本校會計
學系教授顏信輝，演講「投資性不動產

中文系校友許瑞君客家研究所榜首

北加州 香港 加拿大校友會 新春歡聚慶龍年

商管實習說明會即起報名
【本報訊】為促進產學合作交流及培養商管
實務專業人才，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實習機會，若在3個月的實習期間表現優異
者，將有機會轉任正式員工，凡管理科學學
系、企業管理學系及產業經濟學系的大四生、
碩二生皆可報名參加。
為讓同學更了解實習內容，將於2月23日下
午5時10分至7時，在鍾靈化學館中正堂舉辦
「商管類短期實習生產學合作專案說明會」。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即日起自15日（週
三）止，請至管理科學學系系辦填寫「實習說
明會報名表」，詳情請洽管理科學學系系辦，
校內分機2185。

閔）

3

擁有物理背景的陳偉泓，平時就熱愛研究，並因為興趣
使然，自修電腦方面的知識，甚至還協助校內撰寫出借器
材的管理程式。也因為專長受到注意，於1991年至1993年
間，協助臺北市教育局架構全臺北國中的校園網路環境，
他回憶道，這在當時是創舉，從畫網路圖、請各校配合、
和廠商溝通合作等，這些受益良多外，更在這過程中滿足
了研究的夢想，他認為，生涯發展並無固定公式，但需要
和自己的興趣結合，就會樂於現職，就像教職的內容都大
同小異，要需要在同中求異或異中求同，就是需樂業、熱
愛這份工作，自然就不會感到怠惰；同時也需要敬業，不
斷的進修授課課目，在充實自己的同時，更要將這些新知
識帶給學生，「我想這就是每位老師希望達成的目標－讓
他們樂於學習」，他笑著說，本來每個職業就要敬業、樂
業，「並樂在其中後，才能堅持到底。」
豐富教育資歷也讓他更能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儘管陳
偉泓謙虛的表示：「教學其實離我已經很遠了。」但是談
起教學，他說，回顧教學現場難免都會有程度落差較大的
學生，他不贊同學生遇到困難就補習的觀念，或許是學生
的學習方法不對。他笑著說，學生間都會有自己的讀書
「撇步」，但就像練武功一樣，要有各種招術才能面對不
同的課題，而對陳偉泓來說「同輩互教」是確認學生是否
真正學會，及讓學生互相學習各自讀書方法的策略。他
認為學生在一對一教同學的時候，也可檢視自己的理解程
度，再加上同儕互教時比較不會有壓力，也可從這交流的
過程中得知彼此的學習方法，他覺得，「讀書讀到最後要
會表達出來，才是真正融會貫通，所以這也是校長的責
任，引導出對學生最好的學習需求，進而達到學生自己理

想的學習目標。」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他從不要求子女的課業，而當孩子們
有要事時，都會詢問陳偉泓的意見，因為他都以溝通充分
理解孩子的想法，讓他們自由發展，他笑著說，「儘管工
作繁忙，都把家內事給太太處理，較少與孩子相處，但經
過充分的溝通和理解，讓親密度有增無減。」
對於有志從事教職的學弟妹，陳偉泓提出，擔任教師的
先決條件就是要「樂於助人」，也就是當學生學習上有
困難或遇到瓶頸時，身為教師需要願意幫助他，「我覺
得這是天性，要擁有熱忱。」此外，更要有精進自身專
業，一定要先將學科內容知識精通後（content knowledge,
CK），再針對教學相關知能學習（pedagogical knowledge,
PK），之後最重要的，就是學科教學的知識要時時演練
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陳偉泓強調，
「當老師一定要下功夫，需要花時間演練自己的教學技
巧，並將自己的專業領域熟悉至倒背如流，這是敬業的態
度。」在面試時，陳偉泓提醒，每個人教書都會有盲點，
他建議可以找3位該領域的資深老師給予自己批評指教，
他打趣的說：「請你們盡量批評我，把缺點都講出來」，
並在之後針對缺點加以改進。
30年的經驗，陳偉泓不畏懼未知的挑戰，並秉持著對教
育的熱情及敬業樂業的精神，專注於現下的工作。把學生
當成自己孩子般培育的他認為，教育是志業，不管身處什
麼職務，只要不放棄學生、相信學生，就有機會激發潛
能，與學生共同揮灑出不同的未來，但最重要就是要保持
熱忱，適時舒壓，就能克服各種困難，對自己的信念堅持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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