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本校88學年度起，每學年均與國
內外各大學院校合作，建立同步
視訊通識課程的跨校主播與收播
管道，供本校與外校學生互選課
程。100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進行3
門同步視訊通識課程，分別為本校
主播，文化、中正、醒吾、臺北大
學4校收播的「社會未來」課程，
以及收播世新大學「情愛溝通」、
「愛情心理學」等課程。選修的同
學除課堂學習外，並也可藉由即時
遠距視訊教學的方式，與外校同學
進行互動與討論。（遠距組）

文學院盃男女籃中文系奪冠

圖像漫畫研究室研討動漫養成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圖像漫
畫研究室將於29日（週四）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第2屆圖像‧漫畫學術論壇」。活動負
責人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表示，臺灣對於本土
漫畫這塊較不重視，期盼透過這次「訪問漫畫
耆老」的活動，替臺灣漫畫史留下紀錄。活動
當天將邀請校長張家宜、文學院院長邱炯友擔
任嘉賓。會中並頒發漫畫貢獻獎外，也會發表
臺灣漫畫耆老訪談成果。也邀請飛魚創意總編
輯、東立出版社前編輯長陳清淵以「動漫編輯
實務與人才養成」進行分享。

資工系校友馮啟豐分享美國創業經歷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校友馮
啟豐於9日返校演講，以「人生規劃－我的美
國夢」為題，分享人生經歷。馮啟豐曾任本校
美南休士頓校友會會長、休士頓客家會會長、
在休士頓僑團中華民國99年雙十國慶籌備委員
會主任委員時為百年國慶暖身，活躍僑界。
演講中他分享半寶石的創業過程，並提及為
了開創通路所運用的行銷方法，他表示，雖然
遇到許多挫折，但因為保持信念堅持到底，所
以才能在異國開創商機。他勉勵學弟妹要把握
每個學習的機會，且用積極的態度面對後，才
能克服各種困境。資工二林子傑表示，聽了演
講後，會努力把握每個學習機會。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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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裔洪明惠 最愛鳳梨酥

看到她的東方面孔，你可能會以
為她是日本人或臺灣人，但她的國籍可是
不折不扣的澳洲人！兼具東方穩重內斂氣
質，及西方熱情開朗個性的洪明惠，是位
來自澳洲的韓裔女孩。
目前就讀本校亞洲所碩一的她，父母皆
為韓國人，從小出生在澳洲的她，每年固
定寒、暑假回去韓國小居，曾經到過中國
雲南旅遊的她，對中國的美麗感到驚奇，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
教務處、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
學發展組及學生學習發展組於21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學
習成果評量命題信效度的原則與
策略」及「從系所評鑑核心要
素，看教師教學提升作為」2場研
討會。校長張家宜出席參與，並
邀請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學
發組組長黃儒傑及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研究規劃組組長池俊吉擔任
主講人。張校長在致詞中提到，
不管是資深或是新進的老師，都
會面對出題的難題，除了要符合
校方整體機制外，也必須具有鑑
別度，以評量學生學習的程度差
異，是一門學問。
在「學習成果評量命題信效度

但因嚮往臺灣的美食，毅然決定
來臺灣當交換學生。
她喜歡逛夜市，尤其是師大
夜市，享受和澳洲沒有的夜生
活，「我很喜歡臺灣的點心，如
鳳梨酥、珍珠奶茶、小籠包等，
我都超喜歡吃！臺灣食物真的很
棒。而且夜市真的好新鮮，可以觀
察到大家的生活方式。」
提及來臺印象，是臺灣人

的原則與策略」中，游家政分享
自己對於命題的基本概念及原
則，強調「題目要具有代表性，
並讓考試發揮正面的效果」。黃
儒傑則提到命題信效度的策略及
如何編製試題，並搭配範例講解
正確的命題方式。綜合討論中，
游家政回應一位理工學院老師提
問表示，各院系所的課程內容不
同，所以建議各院系所可依各學
科的課程特色，進行研討命題通
則。
在「從系所評鑑核心要素，看
教師教學提升作為」中，池俊吉
說明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的掌握
要點，建議教師以「評估尺規」
訂出教學評量指標，以有效評估
學生學習的效度和信度。在綜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研究規劃組組長池俊吉
說明，如何運用創新的學習成效評估策略。
（攝影／賴意婕）

本校建築五劉呈祥應中國信託
民權西路分行邀約，於今日（週
一）至6月29日，舉辦「覓境×
巴黎 Paris wonderland劉呈祥攝
影展」，展出10張A2他於2009年
前往法國巴黎旅遊時，所拍攝的
作品。劉呈祥表示，「覓境」，
就是尋覓一種更好的境界，希望
透過這一系列照片，可以勾勒出
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心靈圖像。
（楊蕙綾）

五虎崗文學獎徵文延期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才子才女照
過來！由文學院主辦、中文系承辦的第28屆
五虎崗文學獎，徵文時間延長啦！收件時間
至4月10日截止。本次徵文類別包括，小說、
散文、新詩，以及今年增設的極短篇組，最
高獎金1萬元。得獎者皆可獲得獎金和獎狀乙
紙。相關資訊請洽中文系系辦，或至中文系
網站（http://www.tacx.tku.edu.tw/news/news.
php?Sn=842）查詢。

顯影季TRY ANGLE開幕
在「學習成果評
量命題信效度的原
則與策略」綜合討
論上，發表踴躍。
（攝影／李鎮亞）
座談上，池俊吉說明學習成效的
評估是各國趨勢，此次的系所評
鑑並非要一次改進，是以認可制

數學系於17日舉辦
系友大會暨系友盃聯
誼球賽。（圖片／數
學系提供）

資管系17日舉辦家族溯源尋
根活動，邀請校友返校分享。
（圖片／資管系提供）

（文接1版）【記者莊旻嬑、陳昭
岑、謝孟席、黃宛真、余曉艷淡水校
園報導】17日淡水天氣轉晴，讓校
友在杜鵑花齊放的校園中，返校敘舊
聯絡情誼。今年春之饗宴改由各系所
自行邀請校友返校。中文系系主任殷
善培及歷史系主任林呈蓉皆表示，這
次改由系上自行舉辦，時間運用較自
由，與校友間的互動能更加密切。保
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示，也能鼓勵校
友多回系上，以能增加校友間的向心
力和認同感。
中文系於上午在L212舉辦餐敘
外，並由殷善培帶領著校友們參觀校
園及淡水周邊景點。歷史系於上午在

建築五劉呈祥應邀辦覓境攝影展

L522熱鬧舉辦「顏色陷阱」遊戲，
讓校友玩得不亦樂乎。
數學系則舉辦系友大會暨系友盃聯
誼球賽。保險系除舉行餐敘外，還安
排校園巡禮、體育館球類活動。企管
系則在B425和學弟妹交流。資管系
在茶會餐敘後，前往天元宮欣賞櫻花
美景。
戰略所則於23日在劍潭青年活動中
心舉行30周年所慶暨第8屆紀念鈕先
鍾老師國際戰略學術研討會，邀請國
內外近30位學者共同探討亞太安全
新視野。並邀請校長張家宜、前副總
統呂秀蓮、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等人
出席，與校友一同慶生。

取向循序漸進，以建立完整評估
機制。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你拿的三角形
還缺一角嗎？第四屆顯影季「TRY ANGLE」
於今日（週一）至30日，上午10時至下午8時
黑天鵝展示廳正式開展。並於今日（週一）中
午12時，邀請文學院院長邱炯友及大傳系系主
任王慰慈，開幕剪綵。活動總召大傳三陳芝嫻
表示，這次活動有製作3種「限定酷卡」，歡
迎同學前來蒐集拼湊三角形及參觀展覽，還有
機會抽獎數位LOMO相機及精美小禮物。

馬國高教副長何國忠 校友李子松來訪
校長：加強東南亞高校交流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馬來西亞高等
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由駐馬來西亞文化經
濟辦事處副處長暨本校企管系校友林明禮陪
同蒞校參訪，了解本校辦學情形。另外會計系
校友李子松於18日當選為馬來西亞留臺聯總會
長，與前馬來西亞留臺聯總會長姚迪剛也一起
返校。同時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管理學
院院長王居卿、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等人出席

參與。
何國忠肯定本校的辦學能力，及李子松在馬
國的表現，並表示因3月初張校長率團參訪馬
國時互動良好，而在本次的訪臺行程中回訪本
校，也是唯一參訪的大學，「未來希望能促進
更多互動交流。」張校長先向李子松恭賀，並
表示與拉曼大學簽訂姊妹校，是前進東南亞的
指標，未來將會繼續與東南亞高校加強交流。
一行人並於會後參觀文錙藝術中心，欣賞張炳
煌e筆揮毫。

產經系研討會 交流經濟議題 為麥朝成慶生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產經系於15、
16日在臺北校園舉行第6屆「2012貿易、產業
與區域經濟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香
港、大陸、美國及國內相關學者，共同針對當
前經濟與學術議題彼此分享交流，以增進研究
及尋求具體的解決方案。學術副校長虞國興開
幕致詞中表示，希望透過學術交流以提升與外
國知名學者間的合作。
適逢特聘講座教授暨中研院院士麥朝成70歲
生日，校長張家宜於16日出席恭賀，現場有中
研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彭信坤、青山大學教授太

田浩、東華大學經濟學教授梁文榮等人共同為
麥朝成慶生。張校長致詞中表示，很榮幸邀請
麥朝成到本校任教，並感謝在本校任教期間2
次獲得國家講座主持人等殊榮，替淡江爭取榮
譽。麥朝成感謝大家的祝福，及在淡江受到禮
遇，也期許在場學者，堅持理念將學術工作傳
承下去。
產經系主任林俊宏表示，很高興活動圓滿成
功，更希望能透過國內外頂尖學者的學術分
享，提升淡江的研究能量與合作質量。

大傳系校友現任新北市新聞局局長
program）邀請訪美觀察總統大選、華視駐美特派員、中
央社華府分社副主任及中央社資訊事業中心副主任等職
務。經過平面、電子媒體的記者生涯，林芥佑始終保持
「5W1H」的新聞解題模式，讓他對任何事件都能保持高
度掌握。
2010年6月，原本計畫到美國擔任體育新聞翻譯的林芥
佑，受當時新北市市長候選人朱立倫之邀擔任發言人，
並於該年11月27日新北市市長選舉後，成為首屆的新北
市新聞局局長。轉換跑道的他表示，因為他對黨政、影
音、媒體等都有所了解，符合媒體人負責選舉文宣的構
想，所以才會獲邀擔任公職。他認為，由媒體工作者擔
任政府公關部門是種調和，「因為過去公務人員比較依
循既定的法律行事，難以聽見民眾內心的聲音，在現代
趨勢使然下，因此由媒體人擔任新聞局的公關工作，擔
任『民意』和『政策』的溝通橋梁，才能確實反映人民
需求，及表達政府政策，然後互相協調修正，這樣真正
做到『為民服務』！」雖然卸下記者的職務，但是新聞
局的工作作息也和媒體單位一樣，必須機動性地處理各
項市政要務，林芥佑笑著說：「我常常在週末假日時，
和市長到處跑活動。」但他不以為苦，希望藉此能更精
準地協助各局處說明政策，讓民眾與市府達成共識，以
利政策推展。
儘管現在的媒體環境已和過去大不相同，身為19年媒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體人的林芥佑認為，新聞講求的是追求真相、探索人
們內心真實的感受，才能發揮影響力並打動人心，因
此他勉勵有志從事記者學弟妹的3個方向，一，為了
讓新聞內容更詳盡，消息要多方查證才能報導。內容
需具備廣度及深度，「廣度」即在同一時間詢問不同
參與者的意見；「深度」則是去回顧歷史和看未來，
了解活動過去的經驗及未來的規劃。二，凡事要保持
「好奇心」，在寫報導時不要只聽單方意見，要不斷
地反思為什麼、勇於挑戰受訪者，並對採訪的事物感興
趣，才能挖掘出好的一面來感動讀者。三，要有人生方
向，去了解自己的缺點並補強，減少出社會摸索的時間
，避免漫無目的什麼都學，尤其大三大四的同學要盡快
去找出什麼是你想要的，才有本事為自己打開一條人生
的康莊大道。
林芥佑提到，以前的淡江幾乎和城市隔離，所以學生
的理想性較高，現在的淡江因為交通便利對外連結性
強，學生的性格上也比較求真務實，「希望學弟妹能繼
續保有創新性的理念和理想。」
畢業多年的林芥佑對每件事依然保持高度熱情與關
注，運用獨到的見解，啟發我們了解事件的各種樣貌，
未來也將繼續在崗位上，服務媒體、學者專家、民眾
等，發揮專業與熱忱！

林芥佑總是對每件事保持高度熱情與關注，運用獨到的見
解，啟發我們了解事件的各種樣貌。（攝影／羅廣群）

林芥佑新聞資歷豐富 以媒體專長促進政策溝通

【記者歐書函專訪】大傳系校友現任新北市新聞局局
長林芥佑，以平易近人的姿態接受訪談期間，他的講話
速度快且條理分明，短短1小時間，讓我們感受到「最佳
辯士」的素養與風範。
自高中時期開始，林芥佑加入各式各樣的社團來探索
自我的興趣，進入淡江後，自由的學風讓他更能發揮所
長。他擔任過班代，並參加新生盃辯論賽拿到冠軍，被
選為最佳辯士、也加入健言社及合唱團、舉辦合唱團巡
迴演唱活動等，他表示，「我有編高中校刊、畢業紀念
冊，也採編系上的實習報紙《北海岸》，或許就是因為
喜歡講話和寫文章，讓我決定未來朝新聞行業發展。」
對他而言，新聞的啟蒙是源自系上老師的教導，他回憶
道，「如張錦華教授教我們要有批判性思維，觀察事件
背後的動機，並同時具有對事物的好奇心。趙雅麗教授
就像大家的媽媽一樣，鼓勵我們要積極正面思考，用幽
默的方式看待挫折。當時的大傳系系主任林東泰，則推
薦我參與中研院觀察地方選舉的研究計畫，打開我對外
界的視野，增加了新聞實戰經驗。」
累積社團歷練及實習記者經歷，畢業後的他跨足新聞
界，擔任《自由時報》政治記者，自此與新聞工作結下
不解之緣。十多年來，他歷任自由時報政治組記者、民
視文字記者、Taipei Times採訪組副主任、受美國東西中
心（East-West Center）傑佛遜計畫（Jefferson Fellow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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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禮貌且很守秩序的習慣，
並且便利商店很多，讓生活
很方便。
面對來臺學習的適應
力，洪明惠表示，淡江學
生都很友善，都會提供學
業和生活上的幫助，「很
開心可以來到臺灣，可以
吃到那麼多美食，認識那
麼朋友，我愛臺灣。」
（文／楊蕙綾、攝
影／謝佩穎）

評估學習成效 近百位教師研討評量信效度

春暖三月 校友返校
運動賞花 敘舊情

【記者洪聖婷
淡水校園報導】
100學年度文學
院盃籃排球賽於
17、18日熱烈開
打！由中文系勇
奪男、女籃球賽
雙冠軍；男排由
資圖系奪冠，女
排冠軍則由歷史
學系獲得，比賽
戰況精彩激烈。
此次主辦文學院
盃的總召歷史系
系學會體育長歷
史二張閔表示，
文學院盃17日的女籃 這 是 第 1 次 策 劃
賽，賽況激烈。（攝影 如 此 大 型 的 活
動，必須一邊策
／黃潤怡）
劃活動和兼顧系
排的練習，經過此次經驗後也更懂得規劃時
間，「比賽前因太緊張而抽筋，不過努力過後
所得到的勝利，一切都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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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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