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曾俞菱淡水校園報導】一場充滿力
學、電學、磁學的「物理週」上週在海報街上
盛大舉行。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開幕剪綵，致
詞時表示，此活動主辦目的是提升學生對物理
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分享本系系友會會長、東
貝光電董事長吳慶輝，將在暑假提供見習名額
給本校學生。為讓外系學生在遊戲中認識生活
物理知識與定律，活動特別設計 6 大互動攤位
（詳情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3新聞萬花筒淡江時報

  成教部舉辦 103 年淡江機器人夏令
營報名活動開跑囉！課程透過循序漸
進方式，讓學員透過樂高教具學習生
活中的物理原理及機器人運作流程
等。課程自7月7日至7月31日起，
開辦基礎班、進階班、應用班共 8 梯
次，每梯次為期兩天，且每班招收 20
人，最低開班人數 8 人。招收對象為
小學 3 年級以上或對機器人有興趣者
皆可報名。詳情請上網站成教部網站
（http://www.dce.tku.edu.tw）查詢。
（文／陳羿郿、資料來源：成教部）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2 日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記者盧逸峰專訪】在商管大樓 10 樓的研究室裡，有
著用隔板隔成的辦公空間，宛如一座小城，而這裡就是經
濟系副教授林彥伶的小小王國、也是開拓學術研究版圖的
根據地。甫獲新北市 103 年優秀青年的她，有著爽朗的笑
容，與謙虛的特質，即使已獲得 2012 國科會優秀人才獎
勵、本校 2012 年度優良教師、2010 國科會優秀人才獎勵、
2010 年本校研究績優獎、2008 年臺灣經濟學會博士論文

獎、1997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等獎項的肯定，仍認為自
己尚在學習，需一步步累積實力與經驗，她認為，「成功
不是一蹴可幾的。」相隔 16 年後，再度獲得優秀青年獎，
她說「這是對於各個階段自己努力成果的肯定。」
　
　勞動經濟學是她的學術研究重心，傑出成果提供國家在
生育、老年政策上的參考，也是榮獲新北市社會優秀青年
的主因。談到學術研究緣起，林彥伶說，在大學時曾參與
救國團基層文化服務隊，赴偏鄉地區做營隊服務，接觸到
不同環境下生長的孩子，也觀察到許多偏鄉產業經營十分
刻苦，她不但從中體會到感恩，更看出臺灣尚有許多社會
問題待解決，間接成為後來熱衷研究勞動經濟的契機。就
讀輔仁大學經濟學碩士班時，發現勞動經濟學是「最接近
人的科學」，包羅萬象，從生育政策、教育問題、退休規
劃、老年化社會、人類一生的行為，幾乎和勞動經濟學脫
不了關係。　　

　一頭栽進這塊領域後，原以勞基法、勞工政策為主要
研究目標，後來接觸生育政策領域，發現許多學者對於
生育政策，僅指出生育率下降趨勢，具建設性的解決辦法
甚少。因此，林彥伶抱著對社會政策研究的使命感，立志

從新角度出發，希冀「讓社會變得更好！」 。她以經世
濟民的精神投入研究，並提出具體解決方法，而 101 年受
國科會邀請特別舉辦「生育率下降的新成因：老年經濟保
障制度的影響」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發表自 99 年 8 月
1 日起，計量分析的研究成果。她說明，以前養兒防老的
概念，一個家庭養育多個子孫，便有許多勞動人口能持續
供養老年人。但現在老年經濟保障即退休金的提升，會導
致排擠生育意願，使得「養兒防老」傳統觀念式微，生育
率逐年降低。有鑑於過去老年政策與生育政策是分頭進行
的，林彥伶認為，這兩項政策應該要合為一體、相輔相成
而非互相排擠。她將研究成果提供政府嶄新的思考方向－
現代版「新養兒防老」政策，在發放退休金的計算公式中，
可考慮納入「生育個數」，如此一來便有了鼓勵生育的誘
因。　
　學術研究的支援，林彥伶認為來自本校的軟體資源豐
富，如：對圖書資源、研究獎勵都感到滿意，申請國科會
計畫也很順利。她笑著說，若研究室空間再大一點，會更
好！而相較於攻讀碩士時期，現在的學術研究以單打獨鬥
為主，還肩負服務、教學，更顯得艱辛。「教師的工作時
間是持續 24 小時的，在校時間進行教學，回到家便埋首
研究，週末時間則留給總在背後支持我的家人。」在本校

　【記者陳羿郿、范熒恬、張凱萁、林莉甄淡
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舉辦「好學樂教分享
週」7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隆重開幕，逾 160
位師生共襄盛舉。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讚許學
教中心的努力與突破，並表示 103 學年度起，
將訂定法規要求老師每 2 至 3 年須參加 1 次工
作坊，也盼學發組多舉辦全校性活動增加學生
參與機會，而遠距教學課程為本校發展重點，
期許未來將其制度化，並達量多且精緻之目
標。
　會中由張校長親自頒發「102 學年度第一學

　【記者吳雪儀、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資
工系於 8 日下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4
資訊產學合作論壇」，逾百人參與，會議分為
「學界經驗分享」、「業界經驗分享」及「小
組討論」3 部分，邀請 4 位資訊學界、業界講
者，與資工系師生進行交流討論。
　本校以推動產學合作為目標，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張傳育教授、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胡武誌，程曦資
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榮貴、叡揚資

教學生涯已邁入第六年，而去年從助理教授升任副教授，主
要教授課程為＜經濟學＞及＜勞動經濟學＞。＜經濟學＞課
程中，她按部就班幫學生打好基礎，強調穩紮穩打的精神，
而＜勞動經濟學＞課程則較彈性，注重互動、討論，例如讓
學生各自扮演勞動市場中的各角色，並親自從中體會供需關
係，有趣地上課方式，學生反應相當好。 

　回顧教學與研究這條路，支撐著她日復一日、持續努力的
使命感來自於父母，「希望學術研究成果能榮耀父母」，也
有先生、師長的一路支持，林彥伶特別感謝博士班的指導教
授、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所所長簡錦漢，「感謝老師嚴厲訓
練，並教導我在研究時應抱持的謹慎態度」，更感謝本校經
濟系教授莊希豐，「和莊老師亦師亦友，剛進入本校經濟系
時，莊老師是當時的系主任，時常與其討論教學上的問題與
困擾。」
　在過往學術成就的基礎上，林彥伶繼續朝著知識應解決問
題的方向思考研究，今後她對社會的使命感將聚焦教育問題、
教育政策。不僅是研究者，更是師者，因此她回饋母校培育
後進的心情，更是強烈，她勉勵「年輕人不要想著一步登天，
人生如同長期抗戰，初入職場所累積的經驗比薪資更為重要，
應不斷學習，一步步向前邁進。」　

體驗化材好好玩

　懷使命感 向生育政策建言

 ( 攝影／鄧翔）

 　【記者陳羿郿淡水報導】睽違已久的「化
材週」，5 日於工學館 3 樓大廳由工學院院長
何啟東與化材系系主任林國賡揭幕。現場有
Moldex 3D 塑料射出加工程序模擬軟體、小型
有機實驗裝置，還設置熱感貼紙感應區等展
品，供同學體驗與參觀。林國賡表示，「已有
7、8 年未辦化材週，透過活動的策劃，除了
增進師生的情感，更能讓他系學生對於化材系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化材系二陳麒銘表示，
「活動相當好玩，最喜歡熱感貼紙感應區，使
用熨斗將貼紙燙熱，圖案會印在衣服上。試玩
很多次，也得到其中訣竅，下次若再辦，一定
參加。」（詳情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新北市優秀青年
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

學教中心分享好學樂教豐碩成果

僑生來淡江偏愛英文系

資工系產學論壇交流資訊整合  德文系分享作文教學經驗
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震明等，藉由學界
的研究成果，來輔助業界，提升臺灣資訊競爭
力。資工系主任許輝煌說：「這次的論壇不但
增加老師們與業界校友的互動，也讓學生有更
多學習的機會。」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這
次交流讓產學雙方彼此了解合作時會遇到的困
境，是個成功的交流分享。」
　德文系於 7 日舉辦「德文作文教學論壇」，
邀請輔仁大學副教授葉聯娟、講師施素卿，文
化大學助理教授 Michael Schön，及東吳大學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謝雅棻臺北校園報
導】航太系雙喜臨門！ 3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慶祝大會！慶祝系友會成立 20 週年暨會長
江誠榮榮獲國家磐石獎，廣邀逾 250 位系友回
校和即將榮退的教授馮朝剛溫馨敘舊。並頒發
簡又新先生獎學金及馮朝剛教授助學金，氣氛
相當熱絡溫馨。航太二羅曼文表示：「能得獎
學金很榮幸，但更開心的是有機會認識許多在
業界的學長姐。」
　慶祝大會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與航太系系主
任湯敬民、教授馮朝剛及會長江誠榮為大會揭
幕。湯敬民表示：「今年回來的系友大多為航
空界人士，有許多目前任職於中華航空及復興
航空，代表本系就業多能學以致用。」

　馮朝剛認為，「今年回來的系友中包括長榮
航空和臺積電的高層人士，身為一個教師，教
出的學生能有很好的發展，是老師最大的驕
傲。」江承榮演講時提到，「很高興看到許多
系友願意回校參加聚餐，每個人都有良好發
展，也很感謝馮教授當初促成系友會的成立，
因為系友會對系上來說亦是一個重要的支撐力
量。」
　4 日統計系在臺北校園舉辦「103 年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薪傳茶會活動」邀請北城證券總經理
石明煌等 9 位系友，回校分享求職工作經驗並
與 48 位學弟妹分組交流。統計系系主任吳淑妃
致詞時表示，「希望透過傑出系友的經驗傳承，
以引導學生未來的求職方向。」

助理教授黃靖時 4 位來賓，蒞臨本校與系上教
師們分享德文作文教學經驗。
　黃靖時表示：「寫作教學不侷限於課堂上，
融入生活的方式不僅能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更
能提升其學習意願。每週固定與同學的郵件交
流，都是訓練寫作的機會。」德文系系主任鍾
英彥說：「聆聽不同教學方式，不僅能檢視自
己教學上可更完善之處，也增進系上教師的作
文教學品質。很榮幸能邀請 4 位講者與本系交
流。」

　學生最為關心的是求職準備與如何找到適
合自己的工作，對此，系友世界先進積體電
路主任工程師呂玉婷表示：「求職面試最重
要為工作態度，第二是英文能力，第三為學
歷。英文能力是必備條件，建議可與校內外
籍生交換語文，或收看外國影集增加學習趣
味。」系友 Sony Life 台北代表人辦事處首席
代表謝文銓則認為：「求學時期盡快找到自
己有興趣的職業，並針對此方向努力、專精，
便能在職場更有競爭力。」統計三劉怡萍說：
「活動受益良多，讓我學習到『態度』的重
要性，將會抱著積極的態度去面臨未來的職
場生涯。」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於 7 日
舉辦「103 年花蓮和平港、和平工業區及蘇花
改善工程參訪活動」，由水環系副教授黃復
國、王士紘和張保興帶領 108 名學生參與。
　為了讓學生結合課程所學，並應用至生活與
現實中，水環系舉辦工程參訪活動，盼能帶給
學生更深刻的體驗。此次至花東參訪，先至和
平港和和平港泥礦區參觀台泥和台電公司，再
到蘇花改工程展示館，最後參觀東澳隧道北
口。水環二陳建圳表示，「參觀的很多工程方
法及廢棄物的處理都是課堂上學到的東西加以
實用，讓我們對自己所學習到更加深印象。」
張保興則表示，讓同學看見自己所學應用於現
實中，更能肯定自己所學並學習實作。

百位水環生訪蘇花改善等工程

　根據境輔組資料統計顯示，102 學年度英文
系有 46 僑生，奪下最多僑生選擇的科系，其
次為有 44 位僑生就讀的日文系、國企系及資
管系，再者，企管、會計系 39 人，財金系 38
人，最後則是 33 人的產經系、西語系及運管
系。
　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僑生來到本
系不僅豐富學生間的國際交流，也增進彼此
對文化差異的理解，我們期許能讓學生之間

彼此補強。為增進學生與境外生的交流，本
系特別為此舉辦感恩節大會，邀請學生一同
慶祝，打破語言與文化間的隔閡，融入英文
系大家庭。」
　據觀察，僑生之所以選擇英文系就讀，因語
言上佔有優勢外，本校英文系也是以淡江英
專起家，在大專院校算是排行前幾名的學校。
除此之外，英文系為培養學生競爭力，學生
須必修第二外語，這也使得僑生可擁有多國
語言能力。來自泰國的僑生，英文三翁千惠
過去在泰國國際學校接受全英語教學，選擇
西語，因此會說泰、中、英、西、粵等 5 種
語言。而來自韓國的英文二張令宜，也修習

法語等能力。翁千惠也很慶幸選擇淡江，「不
同於他校，淡江很重視課業以外的能力，如：
領導能力，我很喜歡這一點。」
　對於學校給予的資源，張令宜認為不錯，
未來考慮進修教育學程，培養自我競爭能力。
也覺得系上時常提供英文口譯人員、翻譯等
工讀訊息對學生有很大幫助，
　而僑生在中文語言學習上，基本對話上並
無太大問題，但是在成語、文言文學習上就
較困難。文言文讓張令宜最為頭疼，「在韓
國雖曾學習過，但沒那麼艱深。要花費很多
時間辨別象形文字。」翁千惠則認為成語學
習最為困難。（文／蘇靖雅）

禮」中，更結合「立夏詩會」，吸引各大專 
院校 50 位在覺軒花園吟詩作對。
　「藝氣風發」中展現深層文化動力，展出有：
學生學習成果、教授們率儒學等各研究室 
的學術成果，校內詩社等內容，以 DVD、圖
畫等呈現。中文二陳立智：「重新認識了自 
己的科系，是個特別有意義的展覽。」「第
30 屆五虎崗文學獎」共收到新詩組 48 件、極
短篇組 38 件、散文組 39 件、小說組 25 件經
過初複審後，中文碩四林念慈是散文組及小說
組雙冠王。知名作家鍾文音對其小說作品〈迷
途〉表示，滿喜歡這個寫法，女兒以旁觀者角
度去看父親在不同時期成長過程，是很特別
的。（詳請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針對本校運管系修習＜運輸工程＞學生「運輸
課程採全英語及英語為主之學習成效差異分
析」研究結果。此成果使其發現 2 學期採英語
授課（EMI），對教師與學生彼此皆學習成長，
且上學期以英語授課有助於下學期全英語授課
（EOI）之銜接。
 　與談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陳
秋蘭以美國參訪時的經驗為例表示，「英語授
課雖可培養學生競爭力，但中文更能有效溝通
時，還是建議使用中文。」資工系副教授顏淑
惠表示，「鍾智林教授的研究十分詳盡，並對
本校英語授課方式提出具體建議。」
　8 日，「有你不一樣－教學助理成果發表會」
活動，67 位師生與會。英文系專任助教林倖
妤分享樂於擔任助教長達 12 年的原因「助教
工作不僅在教書，也教人。教育就是要在乎、
用心、勇敢。」助教物理系博士班許喆閎則說：
「身為助教要做好本分，才能成為學生的學習
榜樣。」國企碩二的林諄宜表示，從演講學習
到助教自身經驗與教學技巧，獲益良多。

　【記者陳安家、陳羿郿淡水報導】上週的淡
水校園中充滿中華文化：中文系首度「藝氣 
風發」成果展在黑天鵝吸引人潮，並頒發「第
30 屆五虎崗文學獎」得主，知名詩人鴻鴻帶 
學生現場一起玩「行動詩」，傳達「詩不僅是
以文字表達，還可透過生活行為傳遞。」 
尤其在「第 4 屆蔣國樑古典詩創作獎頒獎典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由淡蘭彩虹船
社主辦「有獎徵答，愛情宣言」活動於上月
28 日在蘭陽校園圖書館前海報街熱情開跑！

活動準備愛情宣言版，也針對性別平等、同志
問答、兩性關係等，準備 32 道中、英版本選
擇題供參與者進行有獎徵答。獎項有燕麥片、
五木拉麵、蛋捲等。曾教過＜女性主義＞課程
的語言系系主任施懿芹表示，很鼓勵學生來參
加此活動，不僅學知識，也能拿獎品。而由蘭
陽校園主任室主辦、駐校導師規劃的住宿學院
生態環境主題活動 - 建築與環境的對話「平
等、公共、在地實踐」，於 6 日晚間邀請田中
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黃聲遠蒞臨演講。
黃聲遠與來自臺灣各地的青年專心在宜蘭推動
建築反省。逐漸擴及生態、水系及都市的多元
再生。（詳情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愛情宣言談兩性 黃聲遠談建築反省 

 林念慈獲五虎崗文學獎雙冠王 藝氣風發玩行動詩

期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 Mentor」感謝狀給中文
系教授崔成宗等 24 位資深老師，表揚經濟碩
二蔡憶琳等 60 位「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優良教
學助理」，並頒發「科技閱讀達人」獎狀給前
10 名得獎學生。此外，首次在校公開表揚本校
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教師，教科系副教授
沈俊毅以＜研究方法＞課程獲獎，並頒發 21
萬 2 千元獎勵；頒發「101 學年度優良遠距課
程獎」，得獎者為統計系教授林志娟以＜迴歸
分析＞課程，企管系副教授汪美伶以＜組織行
為＞課程獲獎。

　為因應趨勢，特別安排 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案例分享，以
及邀請學者以行動研究分析英語授課教學，
供教師參考。第一場特別邀請元智大學化學
工程與材料科學系教授張幼珍分享「PBL 教
學的創新與實踐」。張幼珍以自身經驗分享，
以前在教學上，學生鮮少提問，為幫助學生更
了解課堂內容，她以 PBL 方法融入教學，鼓
勵小組討論，不僅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與問
題解決能力，課程中她也愈教愈快樂。與談
人本校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以自身經驗建議，
可以設計 1 至 2 小時課程，並以 50 至 60 人為
一班的人數進行熟悉操作模式，供第一次嘗
試融入 PBL 教學法的老師參考。保險系副教
授田駿吉表示：「聽完演講也想嘗試 PBL，
希望提供更多元的師生互動方式。」
　第二場邀請本校運管系教授鍾智林分享其

　下午，教發組舉辦 2 場「教師專
業成長」課程，由學教中心執行長
游家政主持，他表示，近來教育改
革強調「教學」，推動學生中心的
概念，以學生作為學習主體，教學
評鑑重視學習效果、翻轉教育。

僑生最多 10 系所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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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淡江時報製作；資料來源／境輔組）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系學會
於上週在商管大樓前舉辦一年一度的公行週活
動。內容包括自製盆栽冰淇淋、巧克力傳情、
喜憨兒烘焙屋餅乾義賣、二手書衣捐贈等。
以「來自 POKOPA 的你」為名，將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文縮寫巧妙融入當
前流行的手機遊戲名稱中，並用布偶裝宣傳，
成功的行銷手法讓路過同學駐足。（詳情請見
淡江時報網站）

趣味玩物理 公行週玩偶吸睛

偏鄉帶營隊見社會問題　引發勞動經濟研究動機

以勞動經濟學提出生育政策新方向

親友師長一路相挺 研究之路不孤單

系友回娘家 250 航太人溫馨敘舊 統計系友授學弟妹職場秘訣

雷多明妙語論品酒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一品美酒，
回味無窮。法文系於 2 日邀請法國人協會會長
雷多明蒞臨本校舉行「世界名酒介紹暨品酒
會」，共有 40 位學生參與。法文系系主任楊
淑娟表示，「希望透過本次品酒會與酒類介
紹，能讓同學多接觸世界酒類的豐富文化。」
雷多明對酒頗有研究，透過講解酒品酸度、
葡萄種類及成份比例介紹白酒、紅酒及葡萄酒
等。（詳情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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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系
教授張幼珍主講「PBL 教學的創
新與實踐」( 攝影／賴意婕）

 　8 日「有你不一樣－教學助理成果發表會」活動，67 位
師生與會。( 攝影／吳承樺）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中）與運管系教授鍾智林
（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陳秋蘭（右）探
索英語授課發展。（攝影／王政文）

校長張家宜（前二）與優良教學助理合影 ( 攝影／張令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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