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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臺北校園動態

華語文密集式課程開始囉！以培訓
華語文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研究為
主，開設6周共72小時培訓課程，採
混合式教學和線上討論方式教學，學
習成效良好者優先列為淡江華語中心
儲備老師，只要你是大專院校華語相
關系所碩二以上的學生，或是具備大
學以上學歷且受過華語教學時數180
小時以上的同學們歡迎報名。報名至
26日截止，詳細資訊請至淡江大學成
人教育部http://www.dce.tku.edu.tw/
index.jsp。（呂柏賢）

擁有高度的語感。他表示，平時可
以藉由閱讀文法書自己學習外文，
只要靜下心來重複書寫練習，背單
字、練習造句，就能掌握語言的精
髓。他也建議，在網路發達的年代，許多
線上語言學習資源也十分有用，例如不少
提供造句練習、閱讀測驗，甚至是作文寫
作，都可以在線上練習，「能多元輔助，
就能增加的『語感』。」
語言學習秘笈二，就是利用國際處舉辦
的Chat corner和外籍生聊天，增進自己的口
說能力、擴展人際關係，甚至「聊」出第
二外語！只要有空就去認識外國人，將自
己融入在外語的環境中。從一開始欲言又
止，經過不斷嘗試表達，慢慢地進步，自
然而然也就越說越溜，「而且練習口說之
餘還可以交到許多朋友，更可以學到課本
上沒有教的單字！」

8國語言翻譯機

聊出第二外語 黃振維
學習語言不是問題，宛如人體翻譯機的日
文三黃振維，能開口說8國語言，還連續4學
期蟬聯第1名，他究竟如何有效的學習外文
呢？原來是靠「聊天」輕鬆學語言！
對於許多人而言，學習外文並非簡單的事
情，但對於黃振維卻易如反掌，他高中時就
拿到中級英檢，大學2年的日文學習，就讓他
快速拿到日檢N2的證照！除了擅長英、日、
法文，還學習德、俄、西和越南文，從高中
開始接觸外語，對語言有異於常人的天賦並

對於如何將對語言的熱愛轉到課業上，
他說明，對於不熟悉的科目平常就
需要預習和複習，在上課時才不會
有聽沒有懂；考試前會花很多時間
專注的複習所有科目，曾經手抄3大
張紙只為背下全部課文，他說，「學語
言不是為了考試，但考試還是要紮實的
勤背。」他提到，「除了自己把內容解讀
完，有些不理解的地方，都可以問師長或
會的同學，這個方法是最快速且最好的資
源！」
黃振維說，因為自己熱愛語言，所以願
意去學習，「要試著進一步了解，就能讓
它成為你自己的一部分。」他也建議和他一
樣內向的人，只要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和外
國人溝通，漸漸地也能突破心防開口說外
語！（文／趙巧婷、攝影／蔡昀儒）

交換故事 方憶雯將電影劇情真實呈現

還記得電影〈第36個故事〉中
「以物易物」的交換遊戲嗎？現
在將在淡江真實上演！位於學校
附近的「夏午簡餐店」，店長是
曾就讀資傳系的方憶雯，藉由以
物易物的活動想讓店裡充滿有趣
的故事，讓大家的生活周遭多一
點溫暖的流動。她說：「我希望
讓大家更願意傾聽別人的故事，
多一點人與人間的互動，讓世界
更美好。」目前已有一隻含有悲
傷故事的小象吊飾，等有緣人的
傾聽。（楊蕙綾）

商管院務會議 張校長籲全院拚AACSB

經濟趨勢在淡江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
商管學院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於4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
主持，校長張家宜與副校長虞國興一同蒞臨
指導，這也是商管學院合併後首度召開院務
會議，決議項目高達72件，顯現整併後積極
為院務步上軌道之努力。
張校長會中提到AACSB評鑑作業，應以
PDCA有系統的整合兩院的教學課程、統一

各系新生入學標準，和訂立學生畢業時應具
共同基本能力，確保學生的學習成效，加強
教學的一致性及未來性。張校長也強調，
「統整課程將成為主要課題。」根據AACSB
的指標與本校全面品質管理的目標相互呼
應，更需要我們徹底落實AACSB的理念，
「從系到院以及教學，皆要打破系的侷限，
以在未來具備通盤的能力。」張校長也呼
籲，「各系在推動期間對於配課學分數應該

管中閔談亞洲經濟多贏

電臺登大人 20臺慶系列活動開獎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陪伴淡水人度過閒暇
時光的「淡江之聲電臺」，將邁入花樣20歲囉！ 秉著
「淡江之聲，聲聲不息」的信念，將舉辦為期1個月
的系列活動：即日起，只要與數字「887」合照上傳，
就可以參加抽獎，有機會抽中「一日DJ」等獎項，和
電臺DJ們一同主持節目。另外，15日至19日，淡江之
聲為全校師生展開「點歌傳情」活動。要告白、要嗆
聲，讓DJ們用音樂為您播送。詳細活動內容請搜尋
Facebook粉絲團：淡江之聲 FM 88.7。

國際學生證 職員證 聲明書保障個資

【本報訊】本校與悠遊卡公司合作發行記名式電子
票證，提供國際學生證和職員證悠遊服務。依「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提供個人資料的姓名、出
生月日、學校名稱、學號、職員編號予悠遊卡公司，
若不同意者可填寫「聲明書」，但該卡片將無法享有
掛失及返還餘額之服務。學生提交聲明書截至日至31
日止，詳情請洽註冊組蕭雅方校內分機2367；教職員
工至12日止，請洽人福組黃麗徽，校內分機2239。

蘭陽打排球 師生對抗大PK

KU

4日舉行的微型演練活動，多位助教傳授親身經
驗，更請新科助教上臺試教，交流激盪火花，讓助
教們收穫滿載。（攝影／謝佩穎）

PEOPLE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不是你教什麼，而是看你怎麼
教」學教中心於4日在覺生綜合大樓I301室舉辦「優良教學助
理教學分享與微型演練活動」，邀請電機系兼任講師詹翔閔講
說，希望透過經驗傳承，讓更多助理教師學習教學技巧，在教
導學生時能有效達到教學目標，此外，本講座也讓新科助教，
電機系碩一生連斯豪和李育昇上臺試教，訓練他們在有限的時
間內，向學生傳授專業寶典。
「如何將大一生從高中的學習模式，轉換為大學電機系的學
習心態是很重要的，這也是將『基礎電機實驗』課程放在大一
課程的背景因素」詹翔閔一語中地，而實驗課程共分為12項主
題，以樂高組件組裝機器人或各種車型等，其中將「二輪車」
編為第一個教學課程，他解釋，抓緊學生對於「會動的比較

西語慶半百 陶醉影中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2日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辦「西班牙及拉丁美洲陶藝展」，吸引了近百名師生
前往參觀。
此次展覽介紹西班牙與厄瓜多兩國的同名城市「昆卡
Cuenca」，還有兩位知名陶藝家，分別為厄瓜多國寶級陶
藝家、公共空間雕塑藝術家艾德爾都‧維加(Eduardo Vega
Malo)與西班牙陶藝大師路易斯‧卡斯蒂約。展出的作品由
ARTESA宮正企業有限公司贊助，主軸以兩座昆卡的歷史
人文和自然風土為主，像是利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歷史
製作成陶盤，還有以金錢花為主角的陶瓶等等，都是色彩
鮮明的經典之作。
精選電影分別於3日和5日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愛情
與佛朗明哥藝術」與「電影，歷史與社會」講座，邀請西
語系副教授宋麗玲和文藻外語學院西文系副教授林震宇主
講，每場吸引約40人。西語碩一張馥如表示，這個講座讓
我對影片的了解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未來若有類似講座
形式，我一定要再參加！」
根據西語系問卷調查統計指出，多數人認為這樣的文物

戴豪君

甫接任研考會副主委的戴豪君，善用法律、歐洲事
務背景，以及科技長才，希望為政策注入新血，為民
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攝影／羅廣群）
【記者謝孟席專訪】或許你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感到陌生，但
從網路身分憑證、健保IC卡、網路報稅，到涵蓋全臺的iTaiwan網路服務
（全臺無線上網服務），你我生活息息相關的科技政策，一手打造電子化
政府的幕後推手正是研考會；負責執行國家社會政策的規劃和考核，曾有
媒體比喻「若要說政府是廚師，政策是菜單」，那麼研考會大概就是美食
顧問以及口味研發了。問到擔任重要「菜色」研發者之一的戴豪君，要如
何為大家調出幸福的味道？「幸福的政策就是為民眾生活帶來便利的政
策。」他對「幸福政策」下了如此的定義，歐洲研究所碩士和博士畢業的
他，甫接任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要持續推動科技融入政策的設計，提升
政府效能與服務，用便利生活讓民眾對政策有感！
讓「跨界」跨出第一步
素淨的辦公室，除了擺滿祝賀花籃，最醒目的就屬那一整面書的牆，滿
是組織改造與科技法律相關的書籍和政府出版品，說明戴豪君專心忙碌於
工作的狀態。令人好奇的是，法律系出生的戴豪君，如何一路發展出科技
法律的專長，以致接手社會政策的規劃，並成為成就政策上多元觀點的發
聲者？這一段旅程從他大學畢業後，進入研究所開始。喜歡接受新領域和
新挑戰的他，別了傳統當律師與法官的路，報考了歐洲研究所，「歐洲各
國因應不同國情，法規制度多元，很有趣，不覺得嗎？」，戴豪君因為

展很難得，往後可以再舉辦。美洲所碩三王珮瓊表示，「這
次展覽讓我對西班牙，有更多的了解，很能夠呈現當地文
化！」美中不足的是，展品數量和藝術家也少了一點。西語
系系主任林盛彬說明：「展區因有空間上受到限制，但全是
精挑細選的精美作品，符合主軸、且具特色。」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文學大獎傳捷報！由中國時
報人間副刊主辦的「第35屆時報文學獎」得獎名單於2日出
爐，本校中文系校友陳利成奪得新詩組評審獎、日文系校友
劉威廷獲得書簡組優選，在文壇上嶄露創作頭角。
以筆名陳胤寫作的陳利成，著有多本詩集、散文集等作
品。更獲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等獎項。創作
不輟的他，是彰化縣埔心國中老師，本次以〈我的詩跟著賴
和的前進前進〉獲評審肯定，他表示，出身彰化，對土地有
深厚的情感，而賴和正是對土地有極大貢獻的文學家，「賴
和對庶民文化的描述影響我很深，這也是為什麼我以他作
為本次創作的原因。」大學時曾多次投稿〈淡江週刊〉的陳
利成十分樂愛創作，靈感來源多半源自生活，「本身就教國
文，常跟學生講故事，時常在有感觸的事物中找尋題材。」
對於得獎他表示，「非常開心，將會把部分獎金作為出書經
費，也會將部分回饋給學生，帶學生走訪文人的故居。」
而本屆書簡組則以「想像的對話──寫信給動漫人物」為
設定，劉威廷選擇《新世紀福音戰士》的主角為題材，寫下
〈給我心中的男孩──碇真嗣〉，獲得評審肯定。
啟事：本報869期刊登「蘭陽校瘋月 high中秋」照片，提供
者為蘭陽校園，特此說明。

好學生 快閃!

快閃現身，宣示當好學生！3日15時，一
群身穿高中制服的中文系新生擠滿文館橋，使
古色古香的文館橋洋溢青春！配合中文系制服
日，系學會舉辦快閃宣誓活動，由中文碩二吳
文智帶領，向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宣示「不
亂翹課、不抄作業，願做個遵守規範的好學
生」，更要當個「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奉行樸
實剛毅、允文允武的淡江中文人！」隨即快閃
解散。（文／黃宛真、攝影／盧逸峰）

推動E化政府 幸福的政策就是便民的政策
興趣而選擇的路，開啟了他的歐洲視野和思考，也許
連自己都沒有料到後來竟然成為為國家監督政策的優
勢，也許就像他說的，「沒有跨出那一步，你永遠都
不會知道有新的做法」。
憶起淡江，除了淡水夕照，「老師」是他記憶中深
刻的印記─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王泰銓，「他是一位有
歐風的儒者」戴豪君如此形容，「對待研究生，他給
予許多自主性，因為『研究是自己的事』，僅適時給
予我們方法突破研究困境，培養我們成為一個獨立的
研究者。」因此這些研究的態度，養成為他日後工作
最大的幫助，「知識會改變，但是掌握知識的態度和
方法是不會變的」、「良師益友更勝於紙張文憑」，
戴豪君說出工作多年後的感想。
學習的應用與延伸
人們常說語言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那麼在網路尚
未普及的撥接年代，電腦技能就是開啟未來科技化的
一把關鍵的鑰匙。「當別人還在報紙上找工作時，因
為淡江資訊化教育打下的基礎，我利用網路找到了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法律研究員的工作機
會。」戴豪君透露他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小故事。
而學校的學習給他的加值不只如此，戴豪君歐洲研究
的背景，讓他在當時一片美國學術研究背景的人才之
中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我研究歐洲，所以對於政策
和法案規劃提供了不同看法的建議，在同樣情形下，
歐盟怎麼說？ 多聽不同意見，能夠產生不同價值觀
和對照組，對工作很有幫助。」
「當時『電子商務的法律問題』專案為新興議題，
面對不熟悉的業務，許多人不願處理，我接下來了，
未料2年後電子商務快速成長，超乎眾人想像。」學
校教育固然為工作加分，但職場學海無疆，每每遇到
的都是新的領域，有許多不同的挑戰等著他來接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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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心態，因此針對大一生的教學計畫，藉著引人入勝的
課程初體驗，使學生對此學門興趣大增，有助於學習成效的提
升，而本課程也於每周進行小型比賽，希望透過良性競爭激發
學生創意思維與解決問題能力，這是實驗課中重要的一環。
詹翔閔提及，在課堂中介紹專業知識與理論之餘，可以穿插
典故或相關時事新知，避免教學流於枯燥乏味，助教們更應該
以生活化的方式帶領同學切入正題，拉近「電機」與「學生」
的距離。此外，讓學生了解學習本課程所帶來的價值，也是同
學們精益求精的動力。電機碩一鍾奕帆說：「我覺得今天翔閺
的分享經驗讓我學了很多，以後在實習課堂時，能使學生學習
更有收穫。」電機碩二林怡女勻表示，經過學長的分享，對日後
的教學很有幫助，十分有意義。

時報文學獎 陳利成劉威廷嶄露頭角

蘭陽校園最熱血的時刻又來臨了！由蘭陽校園主任室主辦，為期一週的101學年度第
1學期師生盃排球錦標賽於1日至4日晚間在蘭陽排球場開打，共12隊報名參加，就連教職
員也瘋狂！基於校園及觀光系上事務，賽程臨時異動，將原訂於4日決賽之賽程調至校慶
11月3日舉行。蟬連3年的教聯隊，今年來勢洶洶，除了有排球社指導教練葉劍木外，還
包括了在職任教之體育教師群；向來與教聯隊相抗衡的觀光四，雖初賽被來自日本、韓
國的「混血軍團」政經一A隊擊敗，但歷經幾番熱戰後也順利晉級，今年究竟獎落誰家？
讓我們拭目以待！協辦單位排球社社長資通二周永得表示，雖然今年晚間氣溫偏低，但
賽事進行得非常順利，回憶去年蘭陽夜雨不斷，加上沒有室內球場，賽程延遲將近一個
月，今年算是非常的幸運。（文／莊思敏、圖／邱亮瑜提供）

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

卓爾不群

向學術及國際化並重的商管學院。」
會議中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也提出AACSB
作業是否造成教師授課鐘點授課的衝擊、量
化方式是否真有其效果和必要性，以及對教
育本質的影響是否因此改變。對於整合後教
師授課學分數調整的部分，教務處課務組組
長蘇許秀凰承諾，會全力配合課程的相關作
業，讓所有教師能提供良好的授課品質。

新手助教上臺試教 資深助教傳授教學秘笈

西語系在黑天鵝展出「西班牙及拉丁美洲
陶藝展」，學生認真紀錄陶藝品的精美色
彩。（攝影／謝佩穎）

由經濟系主辦、大陸西南財金大學協辦的
「2012全球經濟發展學術研討會」於2日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和驚聲國際會議廳同步登場。來自全
國大專院校、大陸西南財金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的
學者約40人，共20篇論文發表，覺生國際會議廳
由前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揭開序幕，講題包含
「總體經濟」、「國際貿易」、「能源經濟」3
個主題；驚聲國際會議廳則由經濟系系主任鄭東
光主持開幕式，進行「勞動與教育」、「生產效
率」和「制度」的討論。其中，行政院政務委員
管中閔院士的演講「亞洲的經濟穩定」更是吸引
滿場的聽眾，他提出亞洲的經濟發展需仰賴各國
的分工及合作，才有達到多贏的可能。經濟所碩
二陳楚說：「研討會的節奏相當緊湊，但因此也
讓我了解到如何在有限時間內表達論文的重點，
受益良多。」（文／張友柔、攝影／謝佩穎）

要有更精密的計算與統計，在近期內要儘快
提出變通的方法。」
虞國興強調AACSB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將
好的教學資源和環境帶給學生，優先補足現
階段缺漏的部分，「以創造更好的學習環
境。」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則表示，透過這
次的會議，不僅審核多樣的課程提案和議
題，讓未來在合併後能更順暢，「未來透過
AACSB認證與國際接軌，使本校商管學院邁

「我很習慣時常被交辦我幾乎不會做的事情。」教授
王泰銓培養的問題獨解決能力，使得他日後面對工
作，不排斥沒有處理過的難題，接下燙手山芋，意外
增加他對科技法律與新興技術的了解，更奠基了日後
為政策注入科技化的使命。
在資策會的學習還包括「解決眾人的問題」，「一
般企業有法務部解決公司難題，但當整個產業出現共
通問題，要誰去解決?」資策會服務整體資訊科技產
業所遇問題，因此在大環境下，以眾人的角度去思考
問題的根源，開闊了他視野的格局，成為日後為眾人
服務的基礎。
不斷挑戰自我、好學新知的他，就連當年任職資策
會科技法律中心綜合業務組組長仍不忘回學校攻讀歐
盟研究，所以戴豪君回憶到「再次走在淡海夕照的校
園中，手機時常響起辦公室的電話，兩頭奔走下，捷
運經常是我小憩的床鋪。」
重要政策

讓科技就在生活中

在資策會或被借調台北市研考會時，戴豪君處理過
許多有關電子科技法規的研究計畫，包括與研考會合
作的「電子簽章法」，台北市無線區域網路的推動，
前者後來成為行政院研考會推動電子化政府中，自
然人憑證的重要法規，後者則讓戴豪君現在面對提
供iTaiwan服務有了前提基礎。從事協助政府推動科
技法案與政策研擬工作，多年來的任務累積，奠定對
科技發展的了解，也讓日後處理科技政策顯得游刃有
餘。
慣於解決困難的任務，豐碩和突出的經驗累積，是
戴豪君每一步努力的結果，一路從資策會研究員、組
長，到現職研考會副主委似乎水到渠成，但戴豪君只
是謙虛地表示「一切都是和研考會有緣！」而真正一
切的根基源自他分享的，「每一次經驗的付出，時機

會幫我們驗證努力的價值，每一個時機也會幫助你往
下一步前進；如果願意不被熟悉感綁住，願意接受新
的事物，其實會有很多的機會來找你」。
面對大環境經濟景氣差，民眾幸福感節節下降，戴
豪君表示，「民眾幸福感來源很多，希望除了經濟之
外，藉著社會政策，建立一個有尊嚴、人權和溫暖的
社會，產生歸屬感；同時提升生活便利性，讓民眾生
活是愉快的。」所以他希望能藉研考會工作落實ICT
服務，配合社會需要設計中長程社會發展政策，提高
對政府服務的滿意度。 」例如行政院推行的iTaiwan
網路服務，戴豪君介紹到：「目前有700萬人使用這
項服務，8月的蘭嶼風災，海陸、公路斷線，唯一沒
斷的就是網路」戴豪君欣慰地分享因為政府的服務，
讓民眾即時向外界反映災情，加速救災速度。E化服
務宅配到家計畫則透過新型可攜式行動資訊設備，親
自到府，教導偏遠地區及高齡公民學習如何上網及接
觸網路資訊；「台灣好行」，更是喜愛趴趴走的民眾
津津樂道的台灣旅遊景點接駁服務。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 政策更有溫度
「這台Nikon D7000要3萬多吧?」眼睛一亮看著記
者手上的照相機，笑稱自己是業餘攝影師，生活始終
脫離不了科技。透露忙碌的工作之餘，興趣就是幫家
裡一對3歲的雙胞胎男孩拍照。開心地聊孩子經，戴
豪君眼裡滿溢著幸福。
幸福對他來說是什麼? 是鏡頭另一端孩子的微笑，
同時也是科技應用得來的便民政策，科技不再是冰冷
的發明，而在他手上多了情感的溫度。透過辦公室內
一整片的落地窗，遙望著遠方的101，期待在玻璃窗
另一頭的辦公桌前，戴豪君能為民眾策畫出更多幸福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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