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成人教育部將於暑假期間，推出
美國紐約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英語
研習團。為讓同學了解研習內容，
將於29日、4月26日及5月4日在
L522舉辦說明會，另外5月期間將
舉辦「第9屆遊學展暨地球村博覽
會」，還有機會抽中優惠券，歡迎
有興趣的同學，皆可前往參加說明
會及遊學展。本次暑期海外遊學團
報名截止在5月中旬，31日前報名
可享各團不同優惠，活動詳情請洽
成教部網站（http://www.dce.tku.
edu.tw/index.jsp）。（成教部）

同步輻射研究 物理系獲5千萬經費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由物理系主導
及物理系教授彭維鋒擔任總主持人，並與物理
系教授張經霖、教授杜昭宏等人所組成的研究
團隊，成功爭取到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及國
家科學委員會，共同主持的「台灣光子源同步
加速器興建計畫」之軟X光輻射能譜工作站建
造，獲得約5千萬研究經費，並已簽訂研究合
作備忘錄，計畫在未來3年內完成。
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表示，本校物理系的同
步輻射領域研究在臺灣是相當出色，但因私校
經費有限，能爭取到相當不容易，未來此實驗
工作站完成後，將為物理系建立極佳之同步輻
射研究平臺，以減少本系研究經費與實驗空間
不足問題，期能增進系上的凝態物理的研究，
促進系上教師與校外研究合作之機會。

中文系兩研究室研討會23日登場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將在23
日（週五）上午，由通俗文學研究室和女性文
學研究室舉辦研討會。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
示，這兩場研討會是形塑特色學系計畫之一，
透過這活動推廣本系特色研究室，也讓大家了
解本校中文系是與時俱進的。
上午9時10分在SG319，由通俗文學研究室主
辦「2012通俗與武俠文學學術研討會」，邀請
國內相關學者以古典、現代之通俗文學或武俠
文學為範圍，對「人物」與「敘述」主題進行
深入研究。10時10分在SG317，女性文學研究
室則以「文本中女性所展現之文化」，舉辦
「2012女性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並邀請
中文系教授張雙英以「談現代女性主義文學批
評的趨勢」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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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孟蓉教學多樣 提高參與度

中文博四的詹孟蓉目前擔任
中文系教學助理，教授國學導讀實習以及
文學經典等課程，並獲得「100學年度第
1學期優良教學助理」，她認為「教學是
一種挑戰，它帶給我無限的驚喜！」
談到教學理念，詹孟蓉表示「做中學」
才是最重要的關鍵，除留下印象並能了解
問題。在教學上，她會嘗試將教學生活
化，「因為有些課程較為嚴肅，為了提高
學習興趣，我滿喜歡以多方面的角度去設

計課程，如PPT簡報、影片觀
賞、小組討論或是上臺演出等
方式，都可以提升大家的
課程參與度。」
喜愛閱讀的她建議，
「透過閱讀，可以使你比
別人更懂得思考人生的方
向，也可以增加生命的深
度。」除了閱讀，詹孟蓉
也不忘再三提醒學生們培

企管系BOSS賽獎3萬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學習
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和學生學習發展
組，為因應本校於民國104年上半年第2週期系
所評鑑，將於21日（週三）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連線，舉行檢視學
生學習成效的研討活動，並邀請校長張家宜開
幕致詞。中午12時10分舉辦「學習成果評量命
題信效度的原則與策略」研討會，14時20分舉
行「從系所評鑑核心要素，看教師教學提升作
為」研習會，出席者有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

主任、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教務長、學務
長、各教學一、二級主管、各學系2名教師代
表等相關人員。
「學習成果評量命題信效度的原則與策略」
研討會中，將邀請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學
發組組長黃儒傑擔任主講人，分別以「學習成
果評量命題的基本概念與原則」、「提升學習
成果評量命題信效度的策略」為講題，讓各系
所主管及授課教師在充分瞭解評量學生學習成
果的信度與效度後，能確實評量出學生核心能

力達成度。並請於今日（19日）中午前提供參
加人員名單予教務處課務組，或洽教務處承辦
人蔡貞珠，校內分機2205。
「從系所評鑑核心要素，看教師教學提升作
為」研習會會中，則邀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研
究規劃組組長池俊吉主講，並於會後舉行綜合
座談，提供與會人員意見交流。請各一級單位
彙整參加人員名單，於今日（19日）中午前繳
交教發組，若有問題可洽承辦人方安寧，校內
分機2161。

校長頒狀謝Mentor 良師傳承教學人生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
教學中心為感謝資深優良教師帶領新
進教師的辛勞，於9日第123次行政會議
中，由校長張家宜公開表揚99學年度下
學期及100學年度上學期擔任Mentor的
教師，共計38位並頒贈感謝狀。教發組
組長宋鴻燕表示，非常感謝各位資深的
Mentor在教學繁忙之際，仍願意貢獻時
間及心力帶領新進的老師，達到薪火相
傳的效益。

教發組於16日中午12時10分，在I501
舉辦「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 M&M's 」
團體活動，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宋
鴻燕表示，藉由經驗分享，幫助新進教
師能加速了解淡江文化、教學環境及資
源，並達到教學傳承的義意跟精神；同
時也鼓勵教師可以自組教學社群，以能
隨時分享經驗，進而增進教學能力。
會中邀請電機系教授李揚漢分享「經
營自己的『教』『學』人生」，以激

校友唐連成任新北市市立圖書館長
本校教育資料科學學系（現為
資圖系）校友唐連成，日前在新
北市政府文化局宣誓，正式上任
新北市市立圖書館館長。唐連成
95年度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
官等訓練及格；曾任臺北縣政府
文化局專門委員、臺北縣政府文
化局副局長、僑務委員會專員、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股長等。在調
任市立圖書館館長職務後，仍暫
代理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職務。
（莊旻嬑）

中研院院士伊林蒞校演講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力邀
中央研究院院士伊林，於20日（週二）下午
2時10分在S215，以「Experimental Class that
explores」為題進行演講。伊林現任教於國立
中央大學物理系，曾任國科會物理學門審議委
員、諮議委員、召集人、歐洲太空總署太空微
粒電漿計畫諮詢委員、國科會自然處處長等職
務。他的研究領域是統計物理、流體物理、電
漿物理、生物物理、凝體物理、非線性動力
學、電漿製程、薄膜與微奈米技術，並於1993
年由他的實驗室首次證實「電漿晶格」的存
在。曾獲得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優等獎、亞
洲傑出成就獎等學術獎項。
擔任Mentor的教師

99學年度第2學期
文學院

發新進教師的教學想法；並請研發處研
發長康尚文說明「國科會計畫申請之技 工學院
巧與範例」，讓新進教師熟悉國科會的
商學院
申請方式。教發組專員方安寧表示，藉
由這兩場演講分享，可增加Mentor和
Mentee間更好的溝通效果，並營造出同 管理學院
儕支援氛圍，以實踐良師益友制真諦。

殷善培

文學院
理學院
工學院

鄭廖平
劉順傑、陳玉瓏、賈昭南、
商學院
曾義明

100學年度第1學期
崔成宗
林千代
張志勇、洪文斌
林俊宏、莊希豐

陳叡智、洪雪卿、李秀美、 管理學院 陳叡智、陳怡如、游佳萍、
周清江、李培元
王居卿、吳坤山、洪英正、
黃曼琴、李鴻璋、林聰吉
張雅慧、邱漢平、黃月貴、
外語學院
張秀娟、魏榮治、劉長輝
於99學年度第2學期和100學年度第1學期 國際學院 翁明賢
教育學院
陳瑞貴
中，擔任Mentor的各學院教師。（資料來源／
全創院
鄭辰旋、王蔚婷、鄭欽模
全創院
鄭欽模
學教中心教發組提供）

文學教育兩院1200人 聆聽多益副總洩秘笈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文學
院於12日下午4時20分在學生活動中
心，邀請臺灣多益總代理忠欣公司業
務副總經理吳紹銘，以「多益與職
場競爭力」為題進行演講，現場約有
文學院及教育學院1200名學生參與。
文學院院長邱炯友表示，透過這場演
講可以增加學生考多益英文證照的信
心，並且能增加職場的競爭力。
吳紹銘說明，多益的考試分數650

分算是高分，但臺灣平均分數落在約
550分，代表還有努力的空間。演講
中提到，目前臺灣83.1%的企業願意
給有專業證照的員工較高的薪水，而
72%的企業會以語言能力為用人標準
的決策，可見語言專業證照的重要
性。根據調查指出，有9成7的民眾嚮
往進入外商公司，而進入外商公司的
致勝關鍵，即是外語證照，而英文能
力不足的大學生，不但會影響個人薪

資報酬和未來的職涯發展外，也會影
響國家的就業率。吳紹銘指出，有7
成的上班族認為多益700分以上才能
算夠用的程度，「取得高分並不難，
只要掌握好生活化題目和用對方法準
備，就能取得高分。」資傳三洪采伶
表示，此次演講對於多益的重要性講
解非常詳細，受益良多，學習許多準
備多益的準備訣竅。

鍾靈化學創意賽 促杜邦表達合作興趣

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右二）於金門中學招生說明會後，回
答學生的提問。（圖／商學院提供）

商學院赴金門中學招生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
商學院為響應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的「生源多元化」，以提高學
生來源的多樣性，首度赴離島招
生。商學院院長胡宜仁於9日帶
領商學院各系系主任：國企系系
主任賈昭南、財金系系主任邱
建良、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產
經系系主任林俊宏、經濟系系主
任莊希豐及財金系教授李沃牆等
人，前往金門中學舉辦招生說明
會，會中播放學校簡介，及各
學系介紹之外，並準備獎品鼓勵
QA搶答互動。胡宜仁表示「此
次招生之行，拓展本校商學院的

離島招生管道。」
胡宜仁指出，金門中學的學生
相當熱情，雙方交流熱絡，招生
會結束後依然有許多學生圍繞著
各系主任詢問問題，「可見金門
中學的學生對於本校提供訊息很
有興趣，這樣的交流對招生有具
體的幫助。」
胡宜仁說明，兩天的行程中，
還拜會金門縣縣長李沃士，並在
會談中李沃士建議本校可至金門
成立分校或分部；也拜訪金門大
學由校長李金振親自接待，及參
觀金門酒廠並由董事長李文選親
自接待。

鍾靈化學創意競賽中，參賽者聚精會神進行實
驗操作。（圖／化學系提供）

蘭陽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將於4
月中旬舉辦「Boss模擬企業經營競賽」，第1
至第3名獎金分別為3萬元、2萬元及1萬元。競
賽方式分為網路初、決賽，和B302b的股東大
會3階段賽制，報名時間自今日（19日）起至
30日止，並於20日（週二）在B302b舉行說明
會，不限科系，歡迎有興趣同學報名參加。
「BOSS模擬企業經營系統」，是種企業經
營教學工具，模擬真實的產業環境和市場競
爭，並以企業利潤做為計算成績的標準。企管
系系主任吳坤山表示，這套系統和遊戲一樣，
由學生擔任企業經營中的各種角色，來模擬企
業經營和創造利潤，從中了解企業管理方式。
報名方式需5人為一組，共計20組，額滿為
止，也可現場報名，活動詳情請洽企管系助教
林淑芬，校內分機2678，或至企管系網站查詢
（http://www.ba.tku.edu.tw/ BOSS）。

編者按：因教學助理協
助教師教學及輔導學生
學習，有效提升教學品
質與成果，由學教中心
教發組推薦各學院優良
教學助理的訪談名單，
本報不定期刊載「教學
助理速寫」專欄。

第2週期系所評鑑 學習成效週三研討

淡江電視臺招生快報名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之實習
媒體「淡江電視臺」即日起開始「第28屆助理
招生」活動。本次招生內容分為助理組、採播
組和美術組，報名收件至23日下午4時止，且
於26日晚上6時30分進行考試。報名資格以校
內大二生為限，除美術組開放各系生報名外，
助理組限大傳系、資傳系及資圖系；採播組
則限大傳系及資傳系。為讓學生更了解實習內
容，將於今日（19日）晚上7時在O101舉辦說
明會，歡迎有興趣者前往參加。詳情請洽淡
江電視臺助教曾小玲，校內分機2559，或至：
FaceBook「淡江電視臺28屆招生」官網查詢。

養「第二專長」，並且勉勵大家
要堅定志向、積極努力，
勇敢面對未來。（文／
楊蕙綾、攝影／謝佩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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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第
7屆「鍾靈化學創意競賽」於10日
圓滿落幕，此次競賽全國共有215
組高中隊伍參加，包含建中、北
一女、雄中等。比賽方式採筆試
積分後，再遴選出34組隊伍晉級
參加「實驗設計與操作」實作。
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表示，感謝
系上師生共同協助讓活動順利完
成，除增加本系知名度外，在招
生上而有助益。
不同以往，此次競賽中首度獲
得化學系校友周文祺的贊助，也

吸引到世界第2大化工產業的杜
邦公司表達合作的興趣。林志興
表示，本校的「鍾靈化學創意競
賽」被國內高中師生喻為「臺灣
奧林匹克化學競賽」，因此有部
分學校會以慎重選擇參賽者，表
示此化學競賽受到業界和學術界
肯定。他說明本次競賽中安排實
作題，主要是測驗實驗操作外，
也希望讓參賽者能了解團隊合作
的重要，下午安排化學系教授吳
嘉麗、陳幹男進行專題演講，並
讓學生了解未來科學發展趨勢。

加大沙加緬度分校代表蒞校 說明留學資訊

【記者楊
志偉蘭陽校
園報導】來
自姊妹校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
度分校的International Programs
Director Paulo Pinto於13日蒞臨蘭
陽校園，為新學年度將到該校學
習的同學，進行深入的介紹及解
說，並回答學生留學、生活等問

題。全創院院長劉艾華表示，很
難得機會讓同學在出國前就了解
學校的情形。Paulo表示這是第1
次來臺灣，天氣濕冷和北加州乾
燥氣候大不同，並認為蘭陽校園
是個很美校園。政經三宋宜璇表
示，聽過Paulo的解說後，很清楚
知道留學需要的事前準備，也期
待到美國留學的日子。

姊妹校加
州大學沙加
緬度分校的
Paulo Pinto
於13日到蘭
陽校園，解
說到該校留
學情形。
（圖／蘭陽
校園提供）

前司法院院長應邀演講

翰林驚聲 賴英照從佔領華爾街 反思與探討企業社會責任
賴英照旁徵博引，引述古今中外的相關文
獻，提供學員反思企業捐贈適法性與企業社會
責任角色定位。（圖／財金系提供）

講題：華爾街往何處去
演講人：賴英照（前司法院院長）
時間：2012年3月1日下午7時20分
地點：臺北校園
經歷：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司法院院長，先後畢業於
中興大學法學士、臺灣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
佛大學法學碩士及博士，長期擔任財經首長，
也是著名財經法律學者。

【記者賴奕安整理】2011年9月紐約有千人參與「佔
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抗
議金融機構高層的貪婪及長期貧富差距問題。這場佔領
運動從美國本土影響世界上千城市，在臺北也有「佔領
臺北101」相呼應。從示威民眾高舉的「We are the 99
percent」牌子中，可以觀察到經濟資源及所得分配的問
題。
根據統計，1980年美國企業CEO的年收入是勞工的40
幾倍，但在2007年時飆升300多倍，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
時，美國政府先後提撥1730億美元紓困企業危機，其中1
億美元落入高層人員的口袋。從美國的社會財富結構來
看，金字塔頂層的前1%，擁有全國3.5成的財富、前20%
擁有全國8成的財富、底層80%的民眾卻只擁有1.5成的財
富。放眼世界來看，前1%的富人擁有4成的財富，其差距
更加懸殊。
這場佔領運動其中一項訴求是，無論華爾街的金融企
業，或是製造業，這些1%的富人擁有經濟面及政治面的
影響力，長年以來影響著立法和國家決策，造成其他99%
民眾卻受到社會不公及所得分配不均。但事實上，古今中
外，在商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下，都有社會問題的產
生，如唐朝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的「朱門酒
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在描寫當時富人與窮人的社會差
距寫照。因為資本主義「贏者全拿」的觀念深植人心，按
功論賞的價值觀非常普遍，只要越成功就可以持有越多的
財富，因此，有人認為貧富差距的擴大與現今全球化社會
有極大相關，但是貧富差距並非我們社會的本質，而是制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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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設計上出了問題，掌權者不該讓少數有錢人更有錢，不
應背棄多數的中產階級，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有穩固的
中產階級，就可以穩定社會，反之，國家社會則容易產生
動蕩不安。而資本主義是現階段最可行的創造利潤制度，
但從這場運動中，我們可以當作一個警訊，並思考資本主
義下所延伸出來的社會問題是否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過去美國的社會，貧富的問題一向被當作階級鬥爭的議
題，加上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長期的經濟繁榮創造出
堅實的中產階級，因此不太有人討論這項議題。但隨著金
融貿易全球化、金融海嘯及量化寬鬆的政策，造成中產階
級資產縮水，貧富差距擴大，讓許多人開始論辯相關議
題。
2011年8月巴菲特曾投書《紐約時報》透露，他繳稅的
稅率是17.4%，比他的祕書還低，因此主張富人應繳更多
稅。這項提議讓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2年1月的國情咨
文中提出「巴菲特法則」（Buffett rule）的稅制改革，也
就是對收入達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提出至少負擔30%的
稅率，巴菲特法則是為了避免百萬富豪所繳的所得稅比中
產階層納稅人還少。而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茲在2008
年提出「創新資本主義」，主張營利事業應該要兼顧其他
人的福祉，他肯定資本主義是好的制度及企業必須要創造
利潤為目的，但必須因應現況提出改善方案，例如，不該
只為了符合市場的需求，而沒有照顧到人們的需要；企業
也不應該為了賺錢就忽視窮人的權益，因此他主張，企業
應該要和政府合作，相互推動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從以上的例子看來，我們必須回到基本面，就是企業的

存在目的為何？是否就是以創造最大利潤為目標？美國從
90年代初期，即已開始討論公司社會責任與股東權益的問
題，這些問題至今仍在思辨中，有人主張企業社會責任就
是服務出錢的股東，所以必須要創造利潤達成使命，社會
福利並非是企業家的專業；也有人主張企業必須負擔社會
福利，才能讓社會更美好。
所謂「企業社會責任」，從社會大眾來看，是給予公司
和經營者一種「責任」，但是從公司內部來看，是給企業
經營者一種「權力」，使用公司資源來做事情，包含獎助
學金、投資公益等捐款，然而，到底這些經營者能不能使
用公司資源來實現社會公益？仍需要商討，不過如果企業
可以照顧好股東權益，又能實現社會福利的話，或許可用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來善盡公司經營、完成
更寬廣的社會服務，也能讓我們的下一代有足夠的資源和
環境來發展。
金融海嘯過後，曾有美國記者訪問歐巴馬時問到，為何
不把雷曼兄弟等人繩之以法？歐巴馬意有所指地表示，其
實這些人做的事情不見得違法，而法律也無法規範到個人
的道德觀。因此，從「佔領華爾街運動」來看，表面上看
似探討貧富不均問題，但事實上也和體制有關，但法律的
規範無法面面俱到，除了要訂定完善的法令規章，讓企業
有所遵循外，最重要的是「倫理」（Ethics），可以補強
法律無法規範之處。假使有良好的法律基礎，加上企業經
營者的真心造福股東和社會大眾，這樣就能促使社會朝向
良性的發展，也會讓華爾街變成更美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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