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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國興：建構良好語言環境 再提升學生競爭力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下學期開始，英語授課將有新
風貌。過去實施各系二、三年級必須有必修課採英語教學的
方式，將改為開放教師自行提出申請，同時擬定「專任教師
全英語授課獎勵辦法」，降低英語授課的壓力，藉此鼓勵教師
們加入百分百的英語授課行列。 因此，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共
有183班全英語授課，課程初選起開放選修且在選課系統中註
明，同學可在課程查詢系統中查詢所選課程是否為全英語授
課。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因應國際化趨勢，本校一直都有英
語授課之課程，然而過去採取「強制」的手法，反而讓原本英
語能力基礎不足的學生， 無法提升專業知識；其次是，因為
學生的英語程度不同，造成教師無法以全面性英語來教授課
程；此外，針對中文系及外語學院非英文系的學系，必修英語
授課有違其特色。虞國興說：「必須考慮學生的接受度，調整
課程，才能夠將英語授課的效益發揮更大。」因此打破必修的
強硬規則，未來不強制規定，並且期盼選修課程 推出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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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師
教政所 成永裕
ED404 教育法制相關問題探討─從
教育基本法談起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
產經系 員張俊仁
B302G 商品市場不完全競爭之總體
理論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
產經系 員張俊仁
B302G 勞動市場不完全競爭之總體
理論

虞國興表示，透過推動英語授課相關辦法，來建構出更具
10:00
國際性的環境，「培養一個良好的語言及知識氛圍，並在學
生的立場實行，進而提升學生未來競爭力」。另外，期盼中遠
1/16(三)
程計畫各系都能夠推出全英語授課的「學分學程」，甚至是
13:00
前進「學位學程」，作為未來少子化衝擊下，拓展國際學生
生源的準備，並且在
學生、教師及課程3
大環節上更全面性地
發展，解決多元性問
外語成果， 有助於招生。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
題。也有學生擔心，
外語學院將打造多語學習特色，預定
繼本學期開設「義大利文與文化」課程
全英語授課課程有無
在102學年度開設「阿拉伯文入門」、
之後，將於101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院共
門檻限制？對此虞國
「越南語入門」、「韓語入門」、「英
同科目「拉丁文入門」、「法語入門」、
興表示，並沒有制定
語入門」、「德語入門」、「葡萄牙語
「日語入門」、「西班牙語入門」、「俄
門檻，且鼓勵學生：
入門」、「印尼語入門」、「馬來語入
語入門」等5門外語入門雲端課程供全校
「下學期選課，就試
門」、「菲律賓語入門」、「波蘭語入
同學選修，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說：「非
試挑戰自己吧！」
門」等16種雲端課程，供在校同學及社會
同步網路學習逐漸成為一種時代趨勢，不
人士選讀，吳錫德強調：「這些外語課程
但增加實體學生複習管道，提供社會人士
均將現場授課錄製成數位檔，而後製作
學習平臺，並可提升本校形象。透過多語
雲端課程，讓選修的同學享有課後再次
學習可讓同學更深入外國文化。」此外，
觀看的權利，因此多了1次複習的機會。
學習亞洲鄰國語言，亦可協助未來2年內
歡迎同學把握難得機會，於下學期踴躍選
將陸續進入大學就讀的外籍配偶子女，快
因素，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標的。」
讀。」
速融入臺灣社會及認識其母親的祖國文
白鈺萍則說明專屬平臺的操作方式，提醒現場
化，並可銜接教育部推動之高中選修第二
與會教職員應在15日前在專屬平臺進行個人風險

夠吸引更多有興趣修習的學生自主性選修，讓課程能夠落實全
英語的教學方式。學校貼心地安排一位課程TA隨班，希望吸
引更多的學生願意嘗試全英語課程。
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訂定，除英語語系國籍的
教師外，每位教師每1學分得減授授課教師應授時數0.5小時，
每學年至多減授3小時，以平衡英語授課教師在準備課程上的
壓力，而各學院每學年得推薦2名全英語授課教師至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遴選，爭取暑假期間出國研習，並在返國後，於工作
坊和其他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虞國興指出，預定下學期第
二週，開辦2場工作坊，由曾赴國外受訓的5位英語授課種子教
師分享心得，申請下學期英語授課的72位教師必須擇一參與。
希望藉由這些獎勵辦法能夠成為英語授課教師之誘因，吸引
更多教師申請此課程。辦法內也規定課程將經過系課程委員會
及院課程委員會的審核，同時，在教學過程中也將有審核，除
了隨機到課堂上評估之外，還會依據學生所作的教學評量為意
見回饋。

外語學院增5外語雲端課 開放全校選修

私校教職員退撫金3標的供選
襄理白鈺萍，蒞校說明計畫內容與系統操作。
黃靜惠表示，關於教職員個人專戶自主投資運
用實施計畫，主要是讓私校教職員成為退休金運
用的主導者，初期提供「保守型」、「穩健型」
及「積極型」3種投資標的組合，將由投資顧問
及教職員代表組成的儲金管理會定期檢視收益績
效與風險控管，並由教育部私校退撫儲金監理
會負責監督考核，轉換投資組合1年有2次免手續
費，「可依自己的人生規劃、退休金需求等考量

【本報訊】私立學校教職員自主投資運用實施
計畫已於今年1月1日正式啟動，職能福利組於上
月25日、今日（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臺北
校園和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舉辦2場「私立學校
教職員個人退撫儲金專戶自主投資相關業務說明
會」，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表示，希望藉此說
明會，讓同仁了解該計畫的內容。中華民國私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會
計組組長黃靜惠、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法人信託部

屬性評估及完成親自簽名程序寄回，若未在期限
內完成評估時，將採用保守型的投資組合。黃靜
惠提到，「本會已設立自主投資專區網站，若
有問題歡迎可隨時上網查詢。」（http://www2.
t-service.org.tw/)

資工碩博生獲經部搶鮮獎 受中科院 工研院賞識

可攜式生命保全救護 北榮臨床應用

教務長暨資工
系教授葛煥昭指
導的資工系碩博
生獲經濟部
技術處搶鮮
獎。（圖／
資工博六
黃南競提
供）

第7屆淡品獎初審通過 16日簡報觀摩

習困擾和情緒困擾者，可轉介學生學習發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
展組和諮商輔導組，以提供學習上的協
處統計，本學期期中二一預警總人數為
助。」
4468人，與上學期相較少71人；而本學期
統計二劉同學表示，學期中收到預警函
各院發函總數以工學院1751人為最多；其
時，導師主動關懷是否有適應不良的科
次為商管學院和理學院。工學院院長何
目，家長也會時時提醒要在課業上努力，
啟東表示，工學院的教師成績要求較為嚴
「期中預警函確實有提醒的作用，所以期
格，因此寄出較多的期中預警函，不過最
末時不敢掉以輕心，會在期末考上把成績
後成績的計算是以班上平均排名為主，
用功拼回來！」中文一徐同學表示，期中
「期中預警函是讓同學警惕，但請不要放
二一預警制度有警惕的作用，使人更用功
棄，要好好把握期末考將成績拉回。」
準備考試，對於期末考也會認真準備。
註冊組組長姜國芳表示，期中預警函
的目的在於
提醒學生，
並讓家長、
各學系、各
系導師了解
學習成效不
佳的學生，
並可透過課
業諮商、導
師關懷輔導
等機制，以
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最
終仍以期末
成績為主，
「導師可透
過個別約談
期中成績不理想嗎？沒關係，期末考是把成績拉回的好
了解學生的
機會，請把握期末考好好用功考試！（文／劉代揚、攝影
學 習 狀 況
／羅廣群）
後，若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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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用功去

表示，隊名取為「救是No.1」顧名
在使用者身上，在外出之餘也能注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由
思義要在最短
重隱私。該感測器可探測使用者的
教務長暨資工系教授葛煥昭指導的
時間內完成救
心跳、呼吸、體溫、姿勢等相關生
資工系碩博生，研發的「可攜式生
護工作，花了1
理數據，當使用者發生生命跡象異
命保全救護系統」，獲得經濟部技
年時間研發，
常時，例如突然昏迷等，系統可透
術處「2012樂活百年搶鮮大賽」中
且獲得到北榮
過無線裝置發送出求救訊息、 30秒
「系統整合實作類」佳作，於2日
心 外 實 際 驗
內開啟定位功能，並將所在位置和
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受到眾多廠商青
證，希望可阻
整合後各類生理訊號傳送給緊急聯
睞；而資工博六黃南競、博三鄭元
止延誤救治的
絡人，以語音電話及社群網站等方
成、博二余博淵、碩二何信凱及1名
悲劇發生。
式通知聯絡人和醫護單位，提供家
外校學生組成「救是No.1」的參賽
人及病
隊伍，更獲中山科學研究院及工業
患即時
技術研究院賞識：獲得暑假實習、
由資工系教授葛煥昭指導的資工系碩博生（下
性 的 監 圖）研發的「可攜式生命保全救護系統」，於2
博士後實習、申請研發替代役名
控 ， 便 日獲頒經濟部技術處「2012搶鮮大賽」的「系
額，以及贊助研究等機會。該系統
利 居 家 統整合實作類」佳作。（圖／資工博六黃南競
目前已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
照 護 。 提供）
外科臨床應用。
黃南競
本系統的特色是集「救護」、
「定位」以
及「主動回
報」3大功
能於一體，
研發可攜式
議」，上午9時30分至11時40分之
【本報訊】第七屆淡江品質獎
無線生理感
簡報及詢答時段，開放全校教職
初審通過名單為研究發展處、學
測器，突破
員工觀摩學習，歡迎踴躍參加。
生事務處、工學院（依複審簡報
一般行動救
【本報訊】上月28日的第128次行政會議
有意參加者請於10日（週四）前
順序排列），品質保證稽核處將
護工具室內
中，通過「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研
向品質保證稽核處報名，報名詳
於16日（週三）在驚聲國際會議
使用限制，
發長康尚文表示，通過本項辦法後可向國科會
情請洽品保處專員劉靜慧，校內
廳舉行「第7屆淡江品質獎受評
利 用 貼 身
申請補助專款聘請優秀人才，並藉此可延攬具
分機2349。
單位簡報、實地評審及複審會
綁帶方式繫
有國際聲望或學術專業表現傑出之教師，進而

拉高總成績 期末考拚了

通過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支給

４師分享ＰＢＬ教學經驗
【本報訊】教務處與學教中心共同舉辦
「PBL（問題導向學習）的轉化與活用-淡江
大學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研討會，於今日（7
日）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並與蘭陽校
園同步視訊，由教務長葛煥昭主持，並邀請學
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擔任引言人，且由西語系
副教授林惠瑛、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資創系
助理教授惠霖、財金系助理教授王仁和4位教
師，分別以「PBL vs.人文課程-以西語國家藝

術賞析為例」、「PBL在『計算機程式語言』
課程的應用與探討」、「專題導向之PBL應
用-系統分析與設計」、「將PBL轉化為研究
創新的種子」為主題，以作為教學經驗分享報
告，藉由期末之研討會來分享他們PBL之教學
經驗，希望能引發本校其他教師將PBL運用到
教學上。另外，尚有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
教學及行政一、二級主管、各學系代表等教學
相關人員出席參與。

凸顯回收 增紙容器 照片辨識
環安中心日前增設「紙容器」回收項
目，並請事務整備組協助，在回收處中張
貼實物照片以利識別，希望藉此能更落實
垃圾分類和垃圾減量目的。日文四楊淑芬
說：「我覺得增設紙餐盒的分類還不錯，
這樣就不用在垃圾和紙類徘徊了。」（文
／林佳彣、攝影／蔡昀儒）

提升本校學術競爭力。
延攬的對象須於正式納編時年齡55歲以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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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每月2至3萬元；受延攬人須於每年補助期
間結束後1個月內，提交研究績效報告，經審
核以作為後續獎勵之依據。此外，依本辦法獲
獎勵之受延攬人，不得同時申請本校「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之獎勵。

10日茶會 歡送9位退休同仁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
為感謝9位教職員工長年累月的貢
獻，101學年度第一學期退休茶會
將於10日（週四）下午1時30分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榮退同仁
歡送茶會」，表達感謝。會中將邀
請榮退教職員分享在本校服務的生
活點滴，及在職職員對榮退職員的
祝福，並藉由茶敘時間交流彼此對
本校的感情。歡迎全校教職員工前
來與會，祝福退休職員邁向新的人
生旅程，及退休的生活能圓滿和順

利。
本次榮退同仁共有9位，有國際企
業學系副教授潘玉葉、英文學系副
教授陳玉秀、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蕭碧盞、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
授吳明清、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專員葉盧淑娥、總務處事務整備組
技工何炳龍、總務處安全組書記傅
森雄、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組專門
委員鄭美珠、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
組編審尹筱霖。

25日歲末聯歡 抽獎表演將登場
【本報訊】101年度歲末聯歡會
將於25日下午1時30分，在淡水校
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會中將頒發
淡江品質獎、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績
優、教師教學獎勵獎及職工資深服
務獎等獎項，並舉辦摸彩活動，最
大獎項為「張創辦人獎」3萬元獎
金，董事會本次亦提供現金及禮券
多樣獎項。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
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或受延
攬人於申請機構正式納編前5年間均任職於國
外學術研究機構；受延攬人之獎勵金支給期間
最長為3年，且不得中斷聘期，其獎勵金分別
為教授（研究員）每月6至8萬元、副教授（副
研究員）每月4至6萬元、助理教授（助理研究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而在活動表演部分，今年由學務
處負責籌辦，學務處神秘表示，今
年是以全校教職員工的同歡角度規
劃且廣邀大家參與，同時還票選出
大家最想看到的同仁上臺表演，
「兼具動感與感動，至於表演者是
誰，到時就知道囉，請大家敬請期
待！」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文錙中心推典藏名家書畫展
文錙藝術中心即日起展出「典藏名家書畫展」，本次精
選90餘件典藏書法和國畫佳作：國畫作品有陶一經的《秋
荷》、林婉珍的《錦繡人生》；書法則有釋廣元、劉炳南、
李大木等人作品。首次進入文錙藝術中心的德文二蘇郁涵表
示，文錙藝術中心舒敞的環境，有助於心靈放鬆，而且對藝
術家程錫牙的作品《源遠流長》格外有感，「遠近對比的水
墨筆觸，使我能藉此沉澱，並思考生命的意義。」
本次展期配合寒假暨春節假期，分為2階段開放：第一階段
即日起至1月24日止、第二階段為2月18日至3月17日，且每
週六及2月28日為休館日，歡迎全校師生注意開放時間前往
參觀，藉此以增進藝術欣賞知能。相關展覽詳情請見文錙藝
術中心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tw/）。（文／莊
靜、攝影／鄧翔）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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