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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遠距線上助教瞭解工作內容，使本

校網路課程及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網路課程順

利進行，提升數位學習實施品質。學教中心

遠距展組於9月19日（五）辦理遠距課程線

上助教培訓，以實務演練方式協助助教們

發展所需職能，增進線上助教線上帶領及

Moodle平台操作技巧，並提供助教彼此交

流、心得分享機會；歡迎遠距課程線上助教

踴躍報名參加，活動資訊與報名辦法請與承

辦人張峻愷、王大成先生聯絡，分機2164、

2163。（文／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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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品質　服務創新
建築業是最嚴苛的服務業

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5 日 

「同學的一個笑容，讓我看見了教育的價
值。」臉上總帶著親切微笑，他是獲選特優
導師的上校教官曲冠勇。

喜歡與學生打交道的曲冠勇身兼資圖系導
師，辦公桌上備著糖果，隨時歡迎同學來
訪。談到學生，他笑著說，「像看待自己的
小孩一樣，我參與著年輕生命及其成長過
程。」身為導師，曲冠勇認為，「除了專業
知識外，最重要的是讓同學感受到關心和
愛。」因此他將理念落實在與學生的相處
中，平時積極參與活動，並透過社群網路拉
近彼此距離，貼近生活，隨時傳達對學生的
關懷。

曲冠勇喜歡讀詩也寫詩，有著詩人般細膩
與感性情懷，這讓他除了具備軍人堅毅不拔
的精神外，也能貼近學生的內心，體察需
求。「導師的意涵非常深刻，是教導、指
導、輔導，甚至引導學生。」他認為「導
師」，除了傳道、授業、解惑外，是要做
一盞明燈，引導學生未來方向，讓生命能
找尋自己的出口。曲冠勇用微笑並堅定的口
吻說，「我想幫助別人，帶給大家正面能
量。」正是這種樂觀的信念，讓他期勉自己
成為一位「帶給學生溫暖、光明與希望」的
導師。

「教育的價值遠遠超過一份薪水。」曲冠
勇表示，「每天都有學生和我聊天、分享心

　

人物短波
丁乃非 回鄉選村長
　目前最年輕候選人來自本校，這是今年6

月剛從英文學系畢業的丁乃非，成為社會新

鮮人的第一個挑戰，有別於一般年輕人，下

個月就要滿23歲的她，決定回鄉參選雲林縣

東勢鄉東南村村長。丁乃非表示，還在學的

時候，就想要回鄉服務，畢竟那裡是從小長

大的地方，最有感情也最熟悉，加上父親也

曾是東南村的村長，看著父親以前賣力服務

鄉親的身影，便想挑戰自己，期許讓家鄉越

變越好。（文／呂柏賢）

營造書香社區　鼓動追夢學子
　一位 20 歲女孩洪瑀因科學成就優異，進入
麻省理工學院（MIT）就讀，MIT 甚至以她命
名新發現的小行星。醞釀這段傳奇的土壤，就
是「冠德領袖」社區圖書館，女孩讀遍社區的
幾千冊藏書，將求知熱忱轉為追夢的旅程，欣
喜分享這故事的冠德建設企業董事長馬玉山，
因女孩的夢也實踐了自己的夢。
　從小熱愛閱讀、不畏環境顛沛仍努力讀書的
馬玉山，將自己的興趣與理念融入建築之中，
攜手與天下文化策略合作，將人文帶進社區、
將閱讀帶進家庭，透過建構社區圖書館，企圖
落實閱讀扎根的理想。
　「即使在數饅頭的軍旅生活中，也不要覺得
沒有意義，利用空檔拿起書，反而可以反思環

董事長 馬玉山
冠德建設企業

境帶給你什麼。」14 歲離開山東家
鄉，隨著戰亂，輾轉來臺，在烽火
與赤貧的時代中成長，無論在什麼
樣的處境，一直沒有放下書本的馬
玉山，靠著不斷努力進取，用知識
的磚瓦，奠基出屬於自己的建築王
國。
淡江企管基礎　奠基管理的雄厚
實力
　陸軍官校畢業後，馬玉山也沒有
停止學習的腳步，積極考取本校英
文系，偶然之間閱讀了諾貝爾物理
學獎得主楊振寧發表在報章的專
題，讓馬玉山開始反思，「語言是

工具……轉讀工商管理，也許對整個社會環境
會有所幫助與改變。」就這樣轉念而轉系至工
商管理學系（現企業管理學系）。
　馬玉山肯定地說：「淡江的教育，對我非常
有幫助！」畢業後成為嘉新水泥的一員，正因
為在淡江企管所學的分析管理基礎，讓馬玉山
如魚得水，一路從廠長、經理升到了執行副總
經理，他坦言，「如果沒有管理學的基礎，我
可能無法勝任。」
將「人性溫情」落實於企業經營
　憑著在嘉新水泥累積的經驗，馬玉山問自
己：「我還可以做哪些事？」這時，妻子的一
段話影響了他，「我太太說，創業絕不能與
老東家打對臺。」於是，民國 68 年，他投資
100 萬創立冠德建設公司，轉入建築領域。並

將「人性溫情」帶入企業經營之中，35 年來，
他自期秉持「誠信、品質、服務、創新」的理
念，建立願景，與團隊不斷溝通，進而產生共
識，他說，「企業文化是在過程中慢慢累積而
塑造成形的，自然而然便建立品牌與形象，創
造企業的核心價值。」
態度決定高度
　「買房子不容易啊！許多人都是用一生積蓄
來成家。」因此馬玉山遵循著顧客至上的原
則，「建築是良心事業，經營品牌必須表裡一
致。」他強調，「我把建築業當成是最嚴苛的
服務業來服務客戶。」面對客戶對建築要求標
準日益提高，甚至曾有判賠案例，馬玉山說，
那正是企業進步的動力，「誠懇反思，並滿足
客戶的要求，可以帶動團隊的成長。」譬如：
將客戶的反映透過售後服務 CRM 系統管理，
連接電腦與手機即時回報，讓問題得以解決。
正是這種「一定做到客戶滿意為止」的態度，
讓冠德建設度過許多挑戰。
　馬玉山強調「誠信」的重要性，堅持「對」
的理念，不做違法的建設。面對目前政府的打
房策略，「冠德企業努力做出差異性讓客戶區
別與選擇。」希望憑藉著品質、誠信與售後服
務，創造出顧客對品牌的忠誠度。
　將「創新」視為永續目標的馬玉山說，「社
會、市場與消費習慣，不斷在改變。」多角化
經營是必然的發展，因此也從「住宅不動產」
領域延伸至「商業不動產」，跨足百貨購物中
心領域，現今擁有 5 家環球購物中心的馬玉山

讓建築不只是冰冷的水泥磚瓦，而是充滿著休
閒生活樂趣，也體現了更多人性化的需求。
建築「家」的溫暖　紀律為養身之道
　「婚姻需要耕耘，家庭跟事業都一樣需要溝
通跟包容，來維繫和諧。」馬玉山坦言他有位
體己的妻子支持著。談到創業的艱辛、經營過
程的困難，則語重心長地說，「『家』很重要！
困難時，家庭是很大的支柱，太太給了我很多
鼓勵。」馬玉山笑說，「我們是同事，能娶到
她真的很福氣。」
　看到虔誠佛教徒的妻子，處處展現誠信與不
違背良心的善良本質，也強化了他將「良善、
良心」融入冠德企業的經營之道。正因為家庭
的溫暖，馬玉山深知家庭的影響與重要性，因
此希望透過建築傳達出人文，讓每一棟房子不
只是單純的建物，而是能滿足更多人對家庭的
需求與渴望，他期許讓每個建案的住戶都擁有
「家」的感覺。「書香社區」的概念，也由此
開花落實。
　談到養生之道，馬玉山笑著說：「沒有什麼
特別的保養祕訣，只是『紀律』影響了我一
生。」紀律嚴明的軍校生活，讓馬玉山養成正
常飲食，作息規律的生活。同時，堅持從不缺
課，「要求自我的約束力」讓他不只維持健康
的身體，也建構經營事業的基樁。
　專訪尾聲，馬玉山得知本校「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的興建計畫，也了解學校積極進行產學
合作，他善意地表示，如果有機會很願意回饋
母校與合作。（文／黃怡玲）

　

特優導師
曲冠勇

兩岸信息、管理與公行學術研討
　配合姊妹校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建院 10 週
年慶祝活動，本校商管學院與該院於 6 月
22 日共同舉辦「2014 年兩岸資訊、管理與
公共行政學術研討會」，以「資訊技術與公
共危機管理」為題進行研討。（文／蔡晉宇）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
導】嶄新的里程碑！行動
化學車於上月 28 日出發第
150 趟，抵達臺南市太子國
中，帶領全校學生親自體
驗奇妙的化學反應。現場
以精彩的化學魔術做開場，
並邀請臺下同學參與表演。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
「未來希望能與更多縣市
政府合作，並加強化學車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國企系助理教
授黃哲盛帶領國企三藍天晴、王海青與產經二
陳力韶、李和周所組成的「方城世」代表本校
參加華研企業所主辦的「全國 TIC100 社會企
業創新競賽」，從入圍的一百多個團隊中勝
出，榮獲全國第二名殊榮，除獲得獎金新臺幣
4 萬元外，也得到業師帶領輔導創業的機會！
　黃哲盛鼓勵本校同學們多參與全國性的競
賽，因為當前許多競賽十分強調跨校、跨系合
作，可以碰撞出更精彩的火花，也能從中培養
跨領域合作的能力。黃哲盛指出，「社會企業」
就有如同學們在社團經營的理念加上企業管理
的概念，而想要更深入了解的同學們，可選擇
透過選修企業管理相關課程！
　李和周表示：「社會企業是因資本社會登到
巔峰後，思考是否有必要回饋社會的概念，這
是我們必須去深刻學習的！」他說，當初有點
抱著玩玩的心態，但卻在過程中，學到了超乎
想像的經驗和資訊。

　在參加 TIC100 前，「方城世」也曾參加過
校內的「夢想交響曲 - 圓夢計劃競賽」。回顧
長達 7 個月的比賽，藍天晴說，因為對手幾乎
都是臺大、政大的優秀人才，「曾一度想要放
棄！很謝謝這一路幫助我們的人，尤其是黃哲
盛老師的指導！」

的實驗內容，使實驗能更加多樣化，之後仍是
以偏鄉地區學校為主，希望能將貼近生活的化
學教給更多的學生。」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則
表示，「原本只是想將化學知識推廣給偏鄉地
區的孩子們，沒料到除了得到不錯的迴響外，
也意外地增加了本校化學系的知名度，在今年
的入學，申請人數較去年增加得多。」
　活動中讓學生們製作屬於自己的洗手乳，並
藉由「海底花園」讓學生們近距離觀察金屬的
結晶過程，最後以氣球結合金屬鍍膜創造出一
顆顆的「繽紛復活蛋」。執行秘書高憲章提到，

「學生們看完魔術表演後，那種閃閃發光的眼
神，讓人覺得非常感動，會更努力將這些化學
知識帶給更多學子們。」
　今年化學車將繼續在新北市、雲林縣和高雄
市巡迴，目前雖以國中為主，但未來將與地方
高中合作，努力將基層教育做得更深更廣。高
憲章呼籲，有熱忱、耐心、喜歡與小朋友相處
的學生和在職人士都非常歡迎加入。詳情請洽
化學下鄉辦公室高憲章，校內分機 3165，聯
絡信箱：chemistryotg@gmail.com。

全英語　　初體驗

　全球發展學院於上月4日至14日舉辦「暑期
先修先贏課程」，全程免費，讓大一新生先行
體驗全英語授課模式。全發院院長劉艾華表
示，「這是首次舉辦的活動！本院是採師生同
住的住宿學院，且以大三學生全部至指定姊妹
校出國留學的教學設計。因此為大一新生籌備
多項體驗課程，來協助新生適應往後大學期間
的學習。」
　政經一程心蕾認為，「這次活動讓我可以先
行體驗蘭陽校園全英文上課，還可以趁暑假空
檔先行取得兩個學分，即使一開始不太習慣，
但越到後面越覺得這次活動對我往後的學習有
很大的幫助。」（文／賴郁雯、圖／全發院提
供）

　第一五 O 趟行動化學車
活動成功！理學院院長王
伯昌（中著格子襯衫）、
太子國中校長王沐錱（著
黑色襯衫）、台南市政府
教育局督學陳勇志（著白
色襯衫）以及本校化學下
鄉工作團隊與太子國中學
生合影。（圖／林佑燐提
供）

同理體貼 樂觀伴學

英語授課教師研習 
　6 月 16 日教發組與國際處舉辦為期一週
的英語授課教師研習營，邀請姊妹校昆士蘭
大學專業講師 Ms. Susan Gollagher，引導本
校教師如何以英語教授專業科目。（文／林
莉甄、攝影／吳承樺）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儀隊股份有限公司」入選
經濟部新創事業獎，在經濟部派評審委員於 2
日蒞校訪視時，儀隊公司進行儀隊表演。創育
中心專任經理詹健中表示，中心協助公司擬定
各項發展策略及計畫，並提供相關諮詢，非常
開心看到儀隊公司能入選新創事業獎「微型企
業組」類別，期待公司未來能將儀隊文化推廣
到海外。
　儀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 7 月，在
創育中心培育期逾 2 年，曾於 101 度獲經濟部
「微小型企業亮點計畫卓越企業獎」、102 度
經濟部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補助。新創事業獎
預計於 11 月 19 日公布決選名單。

　理學院於暑假期間舉辦5梯次國、高中科學
營，逾2百位國、高中生在淡江校園內，一同
翱遊科學世界。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說：「科學
營主要以輕鬆趣味方式讓學生從生活中探索科
學奧妙，進一步認識科學。」
　3天營期課程，以實驗實作及遊戲互動方
式，讓國、高中生深入淺出了解科學。國中部
分，特別在化學方面安排近來引發關注的食安
課程；高中部分也以與人體構造相似的小魚來
探討人的腎臟等。擔任科學營執行長的物理四
陳立穎說：「相較於去年，今年高中梯次更增
添天文課程，藉此延伸高中地球科學課程中所
學的天文知識。」
　前來參加科學營的秀峰國中學生王珮君表
示，起初抱著對營隊生活好奇而參加，參加後
發現課程內容很貼近生活，受益良多！而陳立
穎表示，雖然籌備期間辛苦，但看到學員帶著
期待而來，就希望能讓他們滿載而歸！（文／
鄭文媛、圖／理學院提供）

理學院    科學趣

  「方城世」團隊與黃哲盛助理教授於頒獎後
開心合影。（圖／藍天晴提供）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體育
署「安全游，我最水　微電影徵選活動」，競
賽結果於上月 26 日出爐。大傳系 8 位學生以
輕鬆、活潑風格的「救溺我最型」，在 42 組
作品中脫穎而出，「幽默詼諧的方式」、「誇
張的梳化」獲得評審的青睞，榮獲季軍，獎金
新臺幣一萬元。
　暑假期間，大傳三黃維宣、林志航、郭奕歆、
王琬清、張家楨、陳詩方、范顗、大傳二李季
璇與好友們以幽默、無厘頭的風格呈現「救
溺五部」及「防溺十招」，運用輔助道具，使
此部微電影的內容更加清楚易懂，並結合組員
的救生員經驗，增加影片的教育意義。大傳三
黃維宣表示，「雖然影片是以宣傳教育意義為
主，但卻十分享受拍攝過程，很開心能獲得肯
定，也很感謝劇組及幫忙投票的朋友們。」

救溺我最型
微電影全國季軍 校約聘人員  勞基法宣導說明會

　人力資源處於 7 月 29 日舉行校約聘人員
適用勞動基準法宣導說明會。針對勞動部日
前擴大《勞基法》適用對象，將逾百位校約
聘人員納入，並與蘭陽校園、臺北校園同步
視訊。（文／鄭文媛）

榮退同仁歡送會
　人力資源處於 6 月 17 日舉辦「102 學年
度第二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近百位同
仁、學生出席。校長張家宜祝福退休同仁身
體健康。（文／鄭文媛）

機器人中心 日本聯合暑期營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於 1 日前往日本
東北大學舉辦為期 3 日的「淡江大學、東北
大學、仙台高專機器人暑期營」，首度舉辦
聯合暑期營以全英語交流。（文／周雨萱）

任國際青年大使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法文二吳逸
慈、日文系校友陳慕軒日前獲選為 103 年外交
部國際青年大使。
　暑假期間兩人與 128 位入選青年接受專業訓
練後，自 9 月起赴訪指定之交流國家或城市，
目前兩人已隨隊出訪，代表臺灣青年向更多國
際人士介紹臺灣。

　吳逸慈以跆拳道專長成功入選後，隨亞西
及非洲團出訪，目前人在史瓦濟蘭的她還度
過難忘的生日與中秋節，並在 FB 上定期發
表感想與親朋好友交流出訪心情，歡迎大家
到 他 們 的 粉 絲 專 頁 按 讚 支 持（https://www.
facebook.com/103youthambassadorsafrica?hc_
location=timeline）。

遠東建築新人獎
施懿真 嶄露鋒芒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建築四施懿真
從國內各大學建築系 70 件學生參賽作品中，
經四輪投票後脫穎而出，榮獲「2014 遠東建築
新人獎－亞洲建築新人戰台灣選拔賽」第三名
佳績，她的作品「層層尋 Time Brochure」表
現出她對觀音山與淡水河的感受，「從校園望
向觀音山與淡水河，感覺是很抽象的，因此在
這樣自然與空間交疊中，感受到走在時間與記
憶的層疊記憶，以表達出對淡水的感受。」施
懿真感謝建築系副教授賴怡成的推薦與支持。
　本獎項是由遠東集團徐元智基金會與日本建
築學者李暎一與團紀彥等名家參與的「亞洲建
築新人戰」合作，增設本競賽，希望能鼓勵臺
灣建築新秀前進亞洲。

儀隊公司入選新創事業獎

   高齡 80 卻依然神清氣爽、身骨硬朗的馬玉山，透過每
天 1 小時 5 公里的健走維持養生之道。（攝影／鄧翔）

　

探索之域
網路校園動態

陳慕軒
吳逸慈 

逾百位教學助理 金山成長研習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
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 10 日至 12 日於淡水校
園和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從 TA 到
TA+++ － 2014 教學助理暑期成長營」，邀請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創會理事長張志成、競
爭 LEAD 教育中心執行長李伯賢等人擔任講
師，約有 150 位教學助理參加，結業能獲得結
業證書及「TA+」資格認證。

　本次成長營的目標是希望培養 Competency
（職能）、Capacity（才能）及 Creativity（創意）
的 3C 能力，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出席始業
式時表示，「希望透過這個課程讓 TA 學習口
語表達等能力，並透過實際操作轉變成自己的
能力。」經濟碩一胡喬昱表示，「因為未來需
要帶課，所以報名參加，希望能有助於增進溝
通技巧。」

宣揚
臺灣 

方城世 TIC100 第二名

大
一

情，看見學生正向的轉變，是我
最大的鼓勵與動力！」同時，學
生的問候、親寫的卡片都是他
感動的來源。從來不吝惜給學
生加油打氣的他，勉勵
每 學 子 ， 「 用 勇
敢、樂觀、快樂的
方式去面對自己的
人生。」（文／黃
怡玲、攝影／吳國
禎）

國
高
中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趟 行動化學車 開出高知名度 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