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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102年度中等學校教師第二專長學
分班開始招生，招生對象為中等學校
及特殊教育中等學校教育，並依法取
得教師資格之在職校長、專任教師；
或具中等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3
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或兼任在職教
師。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課程包括國文、英文、數學，以及高
中公民與社會。詳情請上成教部網站
（http://www.dce.tku.edu.tw/index.
jsp?pageidx=02），或電洽87126143
潘老師。（成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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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講座夯 在家也能聽大師演講
網路學習大調查

站

網路的發達究竟是使人沉迷而怠忽課業、還
是讓學習的方式變得更多元化呢？根據本報200
份有效問卷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有9成的
學生會使用網路來輔助學習，在「你都利用網
路協助何種學習？」問卷中，以查詢資料做報
告的比例為最高，佔3成4，其次是使用網路字
典佔2成9。而網路資源中，學生最有興趣的是
講座線上收看佔4成6，也有1成9的學生願意嘗
試遠距課程，遠距組對此回應：「目前學校的
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內（http://excellent.tku.edu.
tw/ExcVdo.aspx）已放上校內精彩演講的影音
內容，歡迎同學多加使用。」而遠距組更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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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問卷200份／調查時間11月29日

使網路平臺活絡的重要關鍵，moodle教學平
臺便利了老師與同學間的互動，曾修過遠距
課程的土木三羅廣群說：「遠距線上課程讓
學習的時間變得更加彈性，較不熟悉的地方
也能重複觀看，相當方便！」遠距組也說：
「未來會再繼續增設遠距課程。」
網路打破學習空間及時間，要如何在廣泛
的資訊中快速收集有用資源？外語學院除了
基本的課堂學習之外，平時的訓練也非常重
要，外語學院便請各系共同編寫一個多語莫
敵網路學習站，外語學院表示：「此網站供
同學能夠上網點閱，即使非外語學院的學
生也能有學習外語的機會。」網路資源的
專區，也集結了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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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對何種網路學習資源最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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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男主角 黃乙軒帥氣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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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日文、俄文的相關學習網站，方便同學查詢字
彙或文法，也可在家練習發音及會話。
而於日前改版的文創中心網站，不僅會定期放
上文創相關人士的專訪，為學生剖析當前文創產
業的發展，線上諮詢和玩創意的互動功能性也非
常高，文創中心專任助理王俐婷說：「玩創意整合
Facebook帳號的社群功能，讓大家能夠在平臺上發
表訊息和分享照片，一同激發更多的創意理念！」
（文／林妤蘋）

今年9月因朋友介紹而擔任
Frandé 法蘭黛樂團〈輓歌〉MV
男主角的資管四黃乙軒，演出一段
愛情逝去的故事。他表示，以前曾
參與短劇演出，但MV拍攝很不一
樣，因為沒有臺詞，只能靠表情和
肢體傳達情感，較為困難。他以自
身經驗揣摩分手心境，在墓園埋葬
愛情，他笑說：「其實等戲更難
過，因為要學著打發無聊！」喜歡
表演的他表示，未來若有其他演出
機會，也將積極嘗試。（文／李亞
庭）

從教室卡位職場 10系所企業媒合徵才創機會

學生參與臺積電徵才說明會，反應十分踴躍，專
注聽講徵才訊息。（攝影／謝佩穎）

ＡＡＣＳＢ訪視 肯定商管成效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
（AACSB）指導員Dr.Frank Bostyn蒞校訪視，上月28日特辦歡
迎茶會，校長張家宜、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EMBA執行長林
江峰、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林谷峻及商管學院各系系
主任皆出席。張校長致詞表示，在過去三個月，商管學院在課
程管理和確保學習成效方面上有很大的進步，因此再度邀請Dr.
Frank Bostyn蒞臨給予指導，更說明，「商管學院要達到AACSB
的標準花費雖高，但卻是有價值的投資，希望未來本校學位課
程和畢業文憑可全球化並得到國外認可。」
Dr. Frank Bostyn為比利時Antwerpen商學院前院長，曾擔任
交通大學與臺灣大學管理學院AACSB初始認證委員，目前為比
利時政府「科學與創新部」幕僚長，此次訪視主要目的為察看
改善進度，加速認證流程。他在會議中表示，淡江大學在校長
的領導下，早已進行全面品質管理（TQM），而AACSB認證
的精神也與此相符，所以商管學院在院長邱建良與各系系主任
的帶領，以及所有教師配合之下，合併後短短數月就在課程管
理成效方面有很大的進展，顯示校方對AACSB認證的重視與決
心，雖然過程漫長，「但這是學校追求教育品質與國際化的重
要里程碑，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資工研發復健系統 獲創新應用大賽亞軍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助理教授陳瑞發與臺北
榮民總醫院婦產部醫師洪煥程合作，共同研發「凱格爾運動雲
端應用復健系統」，在「中華電信創作擂台-2012 電信創新應
用大賽（雲端應用組）」8千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第二
名。凱格爾運動骨盆底肌復健輔具主要訓練骨盆底肌的肌耐
力，適用對象為尿失禁患者及產後婦女，但情況改善成效並非
一蹴可及，是需要長期復健。陳瑞發表示，目前國內研究非侵
入式的治療，利用無線感測的原理，記錄病患復健的情況，醫
生可藉由精準的數據，提供完善的個人化療程。
目前該復健輔具已經進入實測階段，參與研發團隊的學生每
週一天協助醫生進行臨床測試，以便做設備、程式上的調整。
陳瑞發說：「服務學習主要在引導學生將專業知能與服務學習
相結合，期盼培養出服務人群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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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銀行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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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泳欣、李蕙茹、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企業
媒合、徵才，讓學生從教室走入職場！臺灣積體電路製
造公司經理黃崇銘和副理物理系系友何文鐘，於上月15
日來校進行徵才說明，向工學院的學生介紹位於臺南科
學園區的南科十四廠，以及宣傳其研發替代役與預聘甄
選，現場學生座無虛席。黃崇銘表示，南科廠區的人手
需求較多，希望廣納人才；此外特別針對將畢業的男同
學，宣傳研發替代役的申請事項。機電碩一的袁伯維認
為相較其他企業，臺積電開出的薪水不俗，而且是知名
度高的公司，是十分吸引人的選擇。
資管系日前舉辦企業實習媒合的活動，包括叡揚資
訊、程曦資訊等9家廠商，由創育中心主持人蕭瑞祥撮
合，部分則為歷屆畢業生任職公司，和200多位大四生及
碩二生進行媒合活動，預計成功媒合率達8成。資管系專
任助理教授解燕豪表示，此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將畢業
的學生，提前接觸並適應未來就業，當天活動學生的表

於今年接任第一銀行總經
理的江金德，以善念貫徹人
生哲學，並將品格帶入經營
觀念。（攝影／蔡昀儒）
教職轉行銀行業 求學路10年不間斷
憶起一路的求學、職場過程，江金德說：「有些看似偶然，但似
乎都是必然。」從小生長在資源較不足的鄉村，對求學時的刻苦過
程早已習慣，但仍在當時的經濟考量下念了師專。畢業後邊教書，

校長張家宜（右四）在班代表座談會中頒發優秀
青年獎，肯定學生在校服務精神。（攝影／鄧翔）

班代表座談會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於上月2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四、五年級班代
表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全校
一級主管，以及一、四、五年級班代約180
位，皆出席此次座談。全程與蘭陽校區進行
視訊連線，並由張校長頒發101學年度15名
優秀青年，以茲表揚。張校長表示，肯定班
代表的貢獻，「每次活動透過班代表將學校
資訊傳達給班上同學，是很重要的一個環
節。」
座談會中，校園安全是全場焦點。大傳一
林志航表示，五虎崗過於偏僻，並有菸害及
校內交通安全問題。日文四林瑋也提出五虎
崗停車場的出入口，需增設凸面鏡之建議。
總務長羅孝賢回應，「五虎崗的環境整理會

佳能企業談人才 軟硬實力兼具強出頭

【本報訊】資圖系兼任講師邱鴻祥於知識管理與科技
創新服務課程，邀請全球最大的光學相機製造廠商佳能
企業，財務長兼人資長王思懿、營運中心資深處長李
進江，以「贏在人才、決勝未來」為題，談論學生如何
成為企業炙手可熱的好人才。李進江以企業「軟實力」
以及「硬底子」描述人力資源需要的人才，必須具備人
際關係的「軟實力」以及完善的溝通能力。然而「硬底
子」則呼籲學生要在專業技術上努力，以及學習能力都
將成為學生的基礎。有了軟硬的能力，學生在企業當中
才會變成主管、同儕們口中的「人才」。

交通安全
教學評量

受矚

再改善，至於凸面鏡會請同仁到現場評估。
而汽車入校方面，警衛長會舉牌限速，提醒
駕駛須減速慢行，並禮讓行人。」
此外，每學期期中、期末2次的教學評量
成效也被提出討論。化學四林廷翰及未來所
碩一林鈺恩皆對教學評量提出討論。張校長
回應，每一次教學評量結果會給予系主任及
授課老師各一份。評分較低的教師，校方會
對該師授課進行調整措施，同學們對於教學
上的反應也可透過系辦、網路信箱等多重管
道表達意見。
在蘭陽校園部份，資創四林聖睿提出，建
議淡水校園及蘭陽校園的資源可以共享，例
如邀請校外人士的演講可以全程錄影，並放
置網路平臺，讓學生學習不再受地域侷限。
張校長回應，會請遠距組研議後續的可行
性。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學務
處於上月29日邀請中華民國品質管
理學會理事林清風蒞校，以「品質
管理常用工具及方法」為題演講。
林清風說明「全面品質管理的工具
與技術」種類繁多，本場演講主要
是針對「品質管理（QC）的7種手
法」加以說明，表示「QC7手法」
就是藉由圖表的呈現來取代文字的
敘述，且從中迅速、有效率地找到

問題的癥結，進而尋求解決方案。
「該如何選擇圖表來呈現問題
呢？」林清風說，從收集的數據和
資料去判定其適合以何種圖表呈
現，例如針對「學生交通事故」，
因次數少、成因類似，可使用「柏
拉圖」。生輔組組員林泰生表示，
「目前學務處正辦理『淡江品質
獎』，藉此次讓教職員對於品質管
理更加了解，並學以致用！」

日同志社大學來訪 老街導覽秀風情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姊妹校同志社大學於上月27日由社
會學部教育文化學科教授沖田行司
率領共22位師生蒞校訪問。上午安
排參觀校園，下午有一場交流討論
會，傍晚則由日文系同學導覽參觀
殼牌倉庫和淡水老街。
負責人日文助理教授田世民說
明，這次的活動是以學生交流為主
體，因此日文系特別邀請15位系上
同學參加討論會，分成3個小組，進
行學術交流，以生活與社會文化為
主。討論會主持人日文碩一凌于涵
表示，平常所學的是關東地區正統
日文，同志社大學位於日本關西地
區，所以很難得可以聽到關西腔口
音，也了解到不同的日本文化，是
很特別的經驗。她也鼓勵同學多把
握這種能夠與日本人接觸及交換意
見的機會，「走出教科書框架，活

用自己所學，讓學問生活化。」

戰略所 角色扮演模擬兵推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戰
略所與國防大學於上月29日共同主辦
「第二屆文武交織聯合政軍兵推演
練」，邀請8校9系國內相關系所在國
防大學共襄盛舉。「政治、軍事兵棋
推演」簡稱為「政軍兵推」，運用此
方式進行國家政策研究，涉及政治、
軍事政策等方面互動推演。此結合戰
略與安全相關議題、國家安全實務，
以及國安管理機制在區域安全議題的
實務運作。推演過程中，研究生扮演
各國官員，亦開放外籍生根據背景分
配不同國家角色。透過交流，從中
了解彼此的不同，有更直接的互動。
戰略所博四林穎佑表示，在兵推的過
程中，能實務操作，而軍人與文人互
動，是本次活動重要的環節。

４０年從行員到總經理 品格與善念戰勝金融風雲
邊積極準備高考及特考，讓他順利進入第一銀行的忠
孝分行擔任辦事員。從教職轉行當行員，江金德不以
滿足，在職場中仍繼續求學，考進本校公共行政系。
求知若渴的他不斷地挑戰自我，因此在30多歲時，縱
使升任第一銀行國外部科長，仍再報考淡江財務金融
所。雖然第一年未考取，他還是沒有放棄心中的渴
望，繼續努力，隔年即如願以優異成績考上。
淡江的日子，前後占了江金德十年歲月，他說：
「印象深刻的是淡江人的堅毅精神。」求學時，有好
一陣子都是一大早爬著克難坡展開新的一天，總在清
晨爬梯時沉澱自我，過程中思考「克難坡」的吃苦涵
意。當職場與學業同時進行時，江金德更能感受其中
相輔相佐的關係，「在我唸書時，強烈感受時代的轉
換。」他說，與同學之間有年紀的差距，但透過彼此
分享生命中的經歷，反而有更多收穫。他描述當時教
授以嚴而不苛的方式對待學生，讓他除了知識外，更
學習嚴謹的態度。從職場返回校園，讓他重新檢視自
己的能力，例如學習微積分給他打好基礎的機會，將
實務操作更加進階、更有理論依據。畢業後因他優秀
的成績，應教授們邀約留在財金系跟國貿系兼課2年，
他秉著當初師長們的教學態度，換個角色，將精神傳
承學弟妹。
用品格對抗誘惑

用危機當低潮轉機

國外部科長任內曾出訪美國，這機緣讓他遠赴新
加坡分行接管經理職務。3年多回國後，江金德接了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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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到凱曜網路公司實習，負責文書處理、專案執行和參
與提案。他表示，「很意外學校教的理論竟然會用在意
想不到的地方，我也親自參與了公司會議和教育訓練，
得到很不一樣的收穫。」

品管講座 QＣ7手法大破解

江金德

【記者劉昱余專訪】辦公室裡陳列的幾尊佛像中，以那尊笑得溫
暖的彌勒佛最為醒目，與第一銀行總經理的江金德所堅持的「廣結
善緣」相互輝映。今年7月甫接任這個資本額排名世界前兩百大的銀
行總經理，江金德以一顆「善良」的心作為信念、謙和的態度，面
對瞬息萬變的金融生態，腳踏實地做到他心目中的「行穩致遠」。

現比預期中積極，私下詢問此活動訊息的人數也較去年
多，「不同工作內容，資格要求也不同，希望透過媒合
讓學生多嘗試及學習。」
而企管系開放全校性選修的「暑期企業實習」課程，
則進行到第二年，一手促成企業媒合的講師為精英國際
教育集團總經理、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張義
雄。透過人脈積極撮合業界校友，提供近百個實習職
缺，包括遠雄集團、永光化學、科見美語等多家企業。
暑期實習期間，張義雄也會親自訪視學生，進一步了解
這些學生的實習狀況，他表示，「9成的學生對實習的工
作都非常用心，藉由暑期實習機會更能掌握畢業後的出
路，很多企業都很肯定淡江學生。」
今年暑假期間，在遠雄建設實習擔任行政工作的日文
三胡安麗表示，「雖然跟自己所學還是有差距，但親自
參與公司和客戶的會議，讓我知道這份工作是要因應各
客戶需求做不同的應變方法。」管科三許元齡在今年暑

資訊室主任的「大位」，他笑說，「這是很困難的
挑戰。」因為，有別於金融，「資訊」完全是另個
世界。仰賴資訊傳輸的金融交易，需要縝密且高度自
律的人格，因為資訊室滿滿都是金融的高度機密，小
至領錢大到跨國交易，任何現實交易的外匯、股票、
現金，轉換成看不見的資訊時，只要差一個零、或是
有人走漏內線消息，就有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崩盤，
於是他對員工說：「最重要的是，把持住自己的品
格！」於是在他任職5年內，他除了固守科技專業，更
帶領人心，用「品格」對抗金錢數字中的誘惑。
2009年，當時的副總經理江金德是接任總經理呼聲
最高之人選，因內部人事動盪，讓他轉調至第一金融
資產管理公司（AMC）董事長。看似漂亮的頭銜，
實際上卻是有名無實，無法接棒總經理的他，遇上人
生最大低潮，卻在峰迴路轉的金融界中，於2011年借
調國票金控副董事長時，擔任調解角色，力保平衡姿
態，成功協調衝突，「低潮，反而更要蓄積能量等待
機會，當有人願意給予你機會時，才能如同一隻大鵬
一樣，展翅高飛。」一路以來的學習，更能夠精準地
掌握問題，於國票金控副董事長任內的努力，讓他再
次獲得肯定，於今年4月接任第一銀行總經理一職。
重返第一銀行，對他來說，從原本的追隨者，到執行
者，再成為現在的規劃者，所有階段都含有不同的意
義，對他來說已調整好身體最佳狀態，準備要帶著第
一銀行持續拓展。身為國內第一個開拓外匯市場的銀
行，江金德說：「未來將持續培養國際人才以及開展

海外佈局。」讓第一銀行這個114年的企業能夠除了
傳承之外，再翻開嶄新的一頁，因此除了國際化的腳
步不曾停歇外，也將加強東南亞區域，並且佈局大中
國，希望以「深耕亞太，攜手第一」的方式運作，讓
第一銀行不斷邁步走出去。
一步一腳印 40年行員熬成總經理
能夠從一名銀行行員，一路到總經理， 一步一腳
印走過40個年頭的江金德，卻謙虛地稱自己並非比他
人優秀，只是不斷地完成自己對於自身的期許。擔
任基層行員時，面對上司所交辦的事項總會周延的
處理，「若要做，我們就要做到比對方期待之外的完
善。」他說，如果有人願意交代任務給你，其實是一
種肯定，所以除了完成以外，更要求完美，江金德笑
著說：「要獲得機會，就要有自我創造機會的態度。
讓自己能夠持續地向前邁進。」展現令上司驚豔的成
果，更讓所有人放心予他重任，讓他後來也獲得許多
難得的機會，穩紮穩打走向要職。
回首40年，江金德鼓勵學弟妹：「要沉穩，並準
備好自己。」縱使環境改變，仍要不斷學習與充實
自己，他說：「要勇於承擔，敢面對挑戰，並克服
它。」就如同他的經營方式一樣，能夠歷久彌新。江
金德字句鏗鏘地說：「善良、正直與誠信會伴隨你一
生，因此若要行穩致遠，就一定要廣結善緣。」保持
不計較的心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機會，而機會也終
將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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