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孫素娥 愛心 . 耐心 . 熱心持續不輟
所有老師 教師節愉快

處

住輔組組長李進泰

學務

學歷：大葉大學人力
資源暨公共關係碩士
經歷：本校生活輔導
組組長

提供必要輔導、關懷照顧及安全管理協助大一新生儘快
適應住宿生活。
掌握宿舍管理品質及住宿生居住安全，讓學生安全、快
樂地學習成長。
擴大宿舍生活與學習功能，讓宿舍成為學生學習人生的
場所。

中心

學教

教發組組長李麗君
學歷：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
心理與科技博士
經歷：師培中心主任／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

順應多元升等的制度，以及課堂學教翻轉的趨勢，教師
在教學上的專業發展更形重要。教師教學發展組除了繼續
主動提供適合全校教師的研習外，將根據不同階段與需求
之教師，規劃及提供客製化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教學助
理的培訓也將朝向認證制度，並主動協助教師與教學助理
的媒合，協助教師教學效能的提升。

處

人資

人管組組長葉宜靜
學歷：本校德文系
經歷：德文系助教／教
務處／校長室助理／學
副室／外語學院／行副
室秘書

全新工作，重新學習，將盡心盡力，期使管理企劃組業
務依循前任朱組長妥善規劃下之方向與目標穩健邁進，依
法行政，並能因本組所有同仁之努力，讓業務相關之人、
事、物皆能圓滿。

處

國際

交流組組長林恩如
學歷：本校英文學系英語
教學碩士
經歷：本校外國語文學院
專員／英文學系兼任講師

今年下半年即將面臨「教育部建立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
視導機制103年度試辦計畫」，希望本校能順利通過。個人
秉持著虛心學習的態度，期能迅速融入團隊，不負長官交
辦之各項任務。

一進入法文系副教授孫素娥的研究室，桌上一本表皮斑
駁老舊的法語辭典格外引人注意，應是她勤查勤閱的結
果。自本校西洋語文學系法語組畢業的孫素娥笑說，「老
師也得隨時充實自己啊！……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
間，40 年就過了。」一路看著淡江的沿革與成長，她有著
一份深厚濃郁的感情。
視學生如己出 教學相長
孫素娥視教書為一生職志，認為唯有秉持愛心、耐心與
熱心的態度，才能勝任教師工作，「我一直將學生視為自
己的孩子。」她樂此不疲地說。法文四江念倫說道，「老
師個性溫和且對教學熱忱，不但備課認真，對學生也很和
善！」孫素娥又提到：「每年面對許多新面孔，我從中學
習到流行文化與新思維，讓自己跟著學習成長。」也因如
此，她感染了學生的青春活力！
影后桂綸鎂自律清新 令老師印象深刻
孫素娥提到，每次帶領學生遊學團赴法國交流，都會得
到當地系友的協助與熱情款待，讓人感受到「同是一家人」

走入風工
程研究中心
辦公室，映
入眼簾的是
堆疊在桌上
厚厚的研究
紙張。環顧
四周，盡是
風車與建
築的相關模
土木系教授鄭啟明，也是風工程研究中心主 型，這是土
任，他希冀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也鼓 木系教授鄭
勵學生增進語文能力。（攝影／盧逸峰）
啟明，同時
也是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每天至少待 7、8 個小時的所在。
傳統踏實領域中尋樂趣
儘管穿著樸素隨性，眉宇間卻透露出莊嚴感，「土木是

蔡忻林 汗水與歡樂交織的教學生涯
一身輕便 NIKE 運動裝，搭配「蔡式」招牌微笑，步伐
輕盈地踏出每個清晨的第一步。當鐘聲響起，擠滿學生的
課堂上，你可能看不出正在大跳有氧舞蹈的這位老師，已
在淡江帶領無數學生一同享受汗流浹背的運動歲月 20 年，
在她臉龐劃過的不是時光鑿下的皺紋，而是喜樂的汗水。
遺傳父親熱愛運動基因
「活動，要活就要動，人活著就要動。」蔡忻林朝氣蓬
勃地說著她對運動的見解。天生就活潑好動，身為田徑隊
的她時常現身於各大田徑比賽，但當「老師」卻是蔡忻林
從小的志向，國、高中踏入升學班就讀，原以為漸漸和「體
育」絕緣，但卻在高中的一場比賽，改變想法，加考體育
術科，將她最愛的體育與為人師的夢想完美結合。
汗水 × 歡樂 選課秒殺
20 年來，蔡忻林始終讓教學課堂中充滿著歡樂氣氛，「看

資訊運用

樂活健康

洞悉未來

團隊合作

品德倫理

美學涵養

似靜態的瑜珈也能滿頭大汗？」蔡忻林的體育課一向有口
皆碑，無論瑜珈、強力塑身或有氧舞蹈，總是學生們爭先
恐後選修的熱門課程。課堂中學生們大動作的跳動，配合
音樂舞動肢體，節拍和律動的催化更加強意志力將筋骨延
展到極限，激起身體細胞的滴滴汗水。學生形容那像是一
場「過 High 的演場會」，這就是蔡忻林的體育課，大汗淋
漓是基本結果。
除了汗水，「快樂」更是蔡忻林上課時不可或缺的要素！
她時常鼓勵學生，在每項運動過程中試著挑戰自己的極限，
因為挑戰極限，才會使我們的體能有更多的成長，才會發
現「運動的當下是快樂的」，而心肺與心靈合而為一的舒
暢，絕不是懶洋洋地擺手晃腳的人能體會到的。
蔡忻林分享，保持運動對於身體的健康與作息的調整，
除了充分對人的身、心、靈都有很大的幫助外，無形中也

感念師恩語
資工四呂益德 感謝資工系副教授鄭建富
老師很親切，謝謝老師費心指導我的製作專題。暑假在
老師與助教的指導下，學到很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
讓我一點一滴的進步，也更有學習動力！
歷史四楊育榮 感謝美洲所助理教授劉曉鵬
老師非常厲害，常提出快問快答讓學生挑戰，讓我整堂
課精神飽滿。雖然上課要找許多資料，作業也不少，但老
師講課很清楚，並與現實結合，學得很扎實。謝謝老師！
資管四謝皓洋 感謝歐研所副教授林立
在〈歐洲文明的發展〉課程中，老師幽默風趣的教學方
式，開啟我對於歐洲文化的興趣與視野，吸收異國知識與

遊你真好 兩岸服創大賽掄魁

學生八大素養
獨立思考

傳統踏實的科系，在人類文明發展前就存在了，它並不是
高科技，變化也不像科技、資訊那樣快速。」談起自己誤
打誤撞考上土木系後，開始在土木領域中找樂趣，這一待
就是 30 年，「累是必然，得自己調適。喜歡自己的工作，
才能保有熱忱。」
重視學生的自主學習與閱讀
鄭啟明認為自己是位嚴厲的教師，他說：「我最重視學
生的上課態度，基本入門的課一定要出席！」其餘進階課
程，若考試成績能及格，偶爾缺課並無妨。不難看出他是
位有原則的教師，而他更希望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
土木四陳昱樹說：「老師看似嚴肅，其實個性溫和。他的
教法生動活潑，考試主要考學生上課是否認真。」
鄭啟明始終要求自己「不管課程有多熟，授課前一定要
再複習過」，為的是帶給學生清楚、扎實的內容。「希望
學生聽得懂我教的知識，也許之後在職場上，他們會想起
從我這學了不少東西。」這是鄭啟明對自己的期待。

表臺灣參加第五屆中國大學生服務外包創新創業大賽，榮
獲 B 類自由命題組一等獎，獲得獎牌、獎狀及人民幣 5 千
元。本屆服創大賽吸引兩岸 233 所大學共 449 支代表隊報
名參加，比賽規模盛況空前。
得獎作品「游你真好」是關於臺灣與大陸各地的旅遊資
訊網站，整理兩岸時下的熱門景點提供大眾免費瀏覽與討
論。李亞庭表示：「整個作品從構想到成形花費了一年多
的時間，臺灣與中國的風土民情不同，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也十分費時，由於往年參賽的淡江同學都在比賽中贏得很
好的成績，這給我們很大的激勵！」 （文／謝雅棻、圖／
李亞庭提供）

學習社群／讀書會開跑囉！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學生學習發展組為推動校
內學生自主學習風氣，鼓勵學生自組學習社群，凡本校在
校學生均可提出申請，每組人數 3 至 6 人為原則，透過同
儕團體互動討論，共同研讀課業或課外延伸閱讀之資料，
以達經驗知識分享及學習成效提升之目的，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下午 5 點，將讀書會行動企劃書傳送至學發組，
e-mail：aisx@oa.tku.edu.tw，即可報名！欲知詳情請洽學
發組邱秋雲，校內分機 3531。

蛋捲部落

歡迎揪團參加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提升同學學習意願，
增進學習動機，透過自組學習社群，以同儕相互激勵的方
式來提升學習成效及興趣，學生學習發展組提出學業成績
學習進步獎方案，共分為 4 項：個人、同舟共濟、自我期
許及蛋捲部落，本學期新增蛋捲部落，以班級為單位，每
部落至少 20 名族人，主要是希望更多人能培養讀書的好習
慣，詳情請上學發組網站 http://sls.tku.edu.tw/main.php 查
詢，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的。無論面對哪一屆的學生，她都不厭其煩地鼓勵學生多
多閱讀，並培養第二專長，以增加競爭力，為職場鋪路。
她笑說，「我們系上的學生都相當有潛力，且有禮貌、具
有人情味、活潑等特質。」她期待未來在各行各業中，能
看見學生優異的表現。（文／盧逸峰）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鄭啟明更提到，其實老師的成就感多來自學生的
回饋。回饋的形式可能是學生上課的專注力、反
應、理解力等，這都是在授課時能感受到的。他感
嘆地說：「現在的學生鮮少和老師互動，練就我現
在都從學生的眼神中察覺他們的學習狀況。」

同時，他也觀察到雖然科技愈益發達，但年輕人的「中
英文表達程度卻愈來愈差」。他表示，雖然土木系是學工
程的，但語文能力很重要，這和閱讀多寡有關。語文能力
也能培養、訓練思考能力，這都是相互影響的。
伴隨風工程成長
這學期由鄭啟明設計並擔任主要召集人的〈風工程導論〉
為講座課程，他表示，風工程不是傳統的土木思維，而這
門課是入門引導性概念，希望大學部同學有基本的了解。
此外，風工程涵蓋甚廣，藉由老師們的搭配合作，希望授
與不同的專業，讓學生吸取多元的面貌。
憶起當年與幾個老師將單純的實驗室打造為現在的「風
工程研究中心」，鄭啟明言談中盡是滿滿的感動。他感謝
地說：「我很幸運，淡江大學提供我需要的環境與資源，
讓我能在這裡發展專業。」對他來說，他是一步步參與著
風工程研究中心成長，而未來，他希望持續朝國際頂尖的
研究中心邁進。（文／鄭文媛）
培養了耐力與自信。
感謝學校重視並支持體育
談起在淡江教課的日子，蔡忻林藏不
住臉上的笑容，「淡江的學生活潑又有
活力。」這讓她在教學上也自在許多，
她特別讚賞本校最優質的特色，便是實
踐三環五育並進，對於「體」的重視
與支持，讓運動成為生命教育的一環，
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各種場地設備的建
置，營造優良的學習空間；在選課上，
學生在各個學期選修不同類型的體育課
程，藉此發掘自己喜好的體育項目。
藉由運動調整身心，蔡忻林度過大大
小小挫折，使她更堅信運動的好處，也
淬鍊出堅強的信念：「我能做到」。蔡
忻林將秉持著這份熱情與堅持，繼續帶
著課堂中的學生一同揮灑汗水，展現自
信與活力的學習路程。（文／呂柏賢）

因為您
文化，讓我獲益良多。希望真有機會能再選修老師的課程。
數學三莊逸丞 感謝數學系教授高金美
由於父母都是數學系友，所以入學前就認識老師，入學
後，發現老師很關心學生課業與系上球隊的事務，「真的
讓人很感動！」莊逸丞非常感謝老師，希望老師身體健康！
法文四李姿儀 感謝法文系副教授朱嘉瑞
好的老師除了能給學生專業外，更重要的是包容與傾聽，
了解學生真正想法。朱老師一向以學生的角度出發，除了
關心我們的課業外，更在乎人格品性。很感恩遇到老師！
企管四陳卿翊 感謝企管系副教授李文雄
感謝老師在我專業學習的茫茫大海中，扮演一座燈塔，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3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2 日

打，能讓學生一點一滴
的進步。」張惠慈則補
充說，老師尤其致力於
讓學生理解文法。
孫素娥特別感受到，
與過往相比，現今網路
資源非常豐富，她勉勵
學生應利用資訊充實自
法文系副教授孫素娥從未對教學工
己，但不可過度沉迷。
她也認為完成學業是學 作感到厭煩，她表示，法文系歷史悠
生的本分，但適度參與 久，培育了眾多優秀系友。（攝影／
課 外 活 動 絕 對 是 必 要 姜智越）

鄭啟明 嚴格認真 引人入勝

11、12 日資管系教授兼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帶領資管系
校友李亞庭、資管四孫慈睿，所組的「遊你真好」團隊，代

全球視野

的溫馨。而漫長的教學經歷中，孫素娥自然教過許多知名
校友，如金馬獎影后桂綸鎂、民視主播許仲江、已故藝人
許瑋倫等，其中讓她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桂綸鎂，她眼睛一
亮地提到，桂綸鎂在入學前，已小有名氣，「但在課業上
非常積極認真且自律，模樣也清新樸素，曾獲獎學金赴法
國里昂留學，相當優秀。」
教學多元 引領學生優遊法國文化
孫素娥相當鼓勵學生發言，希望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她
認為主動學習是大學生該具備的態度。為增進修課學生對
於課程的興趣，孫素娥上課時會介紹法國的文化、觀光景
點等相關資訊。法文四張惠慈表示，老師的上課內容相當
多元，除了法文程度大幅躍進外，也更加了解法國文化。
對於學生的疑問，孫素娥總是有耐心地再三解釋，並傾
聽學生的聲音，蒐集對於課程的意見反饋，進而設計出更
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她提到，在線上教學評量中常獲得
正面的評價，表示學生有感受到老師的認真與用心。提到
這一點，法文四鄭文媛頻頻點頭，「老師的教法是穩紮穩

新聞萬花筒

體育事務處講師蔡忻
林說道自己的人生哲
學：「不問自己能不能
做到，問自己怎麼樣才
能做到。」（攝影／余
浩鉻）

我們如沐春風

大二至大四這 3 年修習過老師的財務管理、投資學、財務
報表，他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讓學習效果大大加分。
保險四張耕華 感謝未來學所副教授陳瑞貴
老師上課非常認真，簡潔明瞭地講述每個觀念，並以加
分的方式鼓勵學生回答問題。此外，老師也很重視學生社
團發展，張耕華強調，很慶幸能認識這位老師，「謝謝老
師！教師節愉快！」
中文四盧正達 感謝體育處講師蔡慧敏
老師在羽球教學上認真負責，在帶領球隊時，對於隊務
關心，也不遺餘力地解答球技上的疑問，他學到了很多東
西，盧正達很珍惜這樣難得的機會，「祝教師節快樂！」

師培中心
黑天鵝展成果
淡江史懷哲，送愛到偏鄉！師資培育中心 35 位修習教育
學程同學於暑假期間赴往正德國中賢孝校區、石門國中，幫
助當地孩子暑期學習，16 日在黑天鵝廳的「2014 史懷哲暑
期服務團成果展 - 北海夏日冒險」的開幕式中，校長張家
宜、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學務長柯志恩、師培中心主任朱
惠芳等人，參觀同學們在第一線接觸孩子們的過程與回饋，
呈現出師生間最誠摯互動的一面。本次團隊指導老師是師培
中心助理教授林怡君，她表示，本計畫不僅讓有志於從事教
職的學生，有實務教育的教學經驗外，還能發揮個人學術專
長，結合師培中心的教學訓練，設計創意且符合孩子需求的
課程，補足偏鄉地區的教育資源，具有教育意義。
師培同學們為了此次計畫，特別為孩子們設計課程，並加
入個人專長的科目在其中。計畫的前置作業上，就花了兩個
月的時間，可說是做足了準備。B 組組長未來學所碩三林育
旻說：「感謝有這個機會能到正德國中來服務，孩子們的笑
容讓我覺得一切相當值得，這次透過融入漫畫主題的課程設
計，收到不錯的教學效果，也讓我在未來成為正式老師的道
路上更添信心。」（文／蔡晉宇、攝影／吳國禎）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