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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本校數位課程品質並符合教育部數

位學習課程認證，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

發展組於13日（五）辦理數位學習認證說明

會，會中將介紹教育部課程認證指標以及課

程認證送審之經驗。歡迎開授遠距課程老師

及助教踴躍報名參加，每學年度獲選校內優

良遠距課程或通過教育部課程認證之教師將

提供獎金以茲鼓勵。詳細活動資訊與報名辦

法請與承辦人徐毓旋小姐聯絡，分機2164。

（文／遠距組）

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9 日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喜愛村上春樹
文學的人有福了！日前村上春樹研究中心與遠
距教學組合作，針對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於上學
期舉辦村上春樹最新短篇小說《沒有女人的男
人們》導讀系列演講，共有 3 個場次錄製成為
開放式課程，並置放在「淡江大學開放式課程
網站」（網址：http://ocw.tku.edu.tw）。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說明，課程分
別由日文系王嘉臨、廖育卿、內田康 3 教師導
讀，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讓更多人能隨選隨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由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規劃的「102 年度畢業生滿意度與
就業概況調查報告」出爐囉！校服暨資發處執
行長彭春陽說明，本次問卷較去年有修改部分
題目，「期望能更了解畢業生的想法！」問卷
回收率達 65.1%。
　畢業生對本校整體教育品質滿意度以六分量
表評價，對「願意推薦親朋好友就讀本校」及
「未來事業有成就時，願意回饋母校」的看法
分別達到 4.5 分、4.6 分以上，「以在母校就
讀為榮」的看法更達到 4.8 分以上。
　在整體教育品質上皆呈現正向滿意，對教
師、系所、學校的滿意度均達 4.7 分以上，其
中「對學校的整體感覺」更達到 4.8 分以上。
與 101 年度相較，調查結果些微提升，顯示出
畢業生對母校持續具有高度的認同感。

看，一同認識村上春樹文學作品，也能藉此呈
現本中心的研究成果。
　目前，本校開放式課程為單向、無償式開放
學習資源供大眾學習，提供一般及講座課程等
數位內容。
村上春樹小確幸微電影徵選
　「閱讀村上春樹的小確幸」微電影比賽，即
日起徵件囉！微電影主題須與「小確幸」相
關，影片類型、拍攝工具不限，但片長限 3 分
鐘內。曾秋桂表示，藉由拍攝微電影來分享閱

讀村上春樹文學的讀後感，是很好的交流方
式，歡迎大家踴躍參賽。
　徵選比賽將邀請專家評審，首獎可獲得獎金
五千元，詳情見村上春樹研究中心網站（網
址：http://www.harukistudy.tku.edu.tw/main.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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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畢業生就業狀況方面，畢業滿 1 年的畢業
生，53.2％已找到工作或即將就職，46.8％的
未就業校友中，以攻讀碩、博士考試為主。超
過 8 成 5 已就業畢業生服務於民營企業，其中
超過 5 成集中於金融財務業、行銷與銷售類及
企業經營管理類。已就業校友（含在職專班）
工作月收入多集中在 2 萬 5 千元至 3 萬 5 千元
間，大學部平均收入約 3.15 萬；碩士、博士
分別約為 4.75 萬及 5.93 萬元。
　本次調查中，近 5 成 8 的畢業生具備的專
業能力與工作要求傾向符合，而碩士、博士
校友表示傾向符合各約 75.0%、86.2%。且有
近 6 成 2 畢業生認為工作傾向滿意，碩士、博
士班研究所畢業生的校友傾向滿意者各高達約
69.7%、77.8%。彭春陽表示，「今年有 57.9%
的校友認為專業能力與工作能夠符合，顯示超

畢業校友調查 5 成 8 專業能力符合工作要求

圖書館裝修工程至 5 月
　為配合 103-105 學年度圖書館「鳳凰展翼
再現」空間改造計畫，覺生紀念圖書館 24
小時自習室與還書口於上週（6 日）起暫時
關閉，預計重新裝修至 5 月底。館方呼籲，
自習室整修期間，同學可以善加利用總館其
他樓層的閱覽空間。另外，即日起急用圖書
資料申請服務也暫停，如有自習室與還書口
問題，請洽詢流通櫃檯。（文／卓琦）

2015 未來學年會即日報名
　想參加「2015 世界未來學年會（WFS）」
嗎？即日起至 27 日中午 12 時止，可向未來
學所報名。只要曾在本校修習過未來學門
課程，成績達 80 分以上的大一至大三生，
都可報名；若現在正在修未來學門者，獲授
課教師推薦亦可報名。請上網報名或洽未來
學所所辦，分機 2150。（報名網址：http://
future.tku.edu.tw/?p=1672）（文／莊博鈞）

亞洲所
岡大社科

　建築系校友、知名風箏藝術家黃景楨應新

北市文化局之邀，1月起至3月8日在新北市

藝文中心藝文館展出「箏情四海戀春風-黃

景楨新春風箏展」。黃景楨國內外參展經驗

相當豐碩，其作品更深受肯定，曾榮獲荷蘭

及美國國際風箏節首獎，更曾受邀至西班牙

「菲立普王子藝術科學博物館」、紐約「世

界金融中心」舉行個展。黃景楨表示，本次

透過以風箏說故事的展覽方式，讓風箏有動

人的生命力，希望帶給大家一個精緻、視覺

效果繽紛的展覽。（文／蔡晉宇）

黃景楨
新北市藝文館展新春風箏

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因應日前於北
京舉行的大陸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會議之大陸
全國「兩會」，由於兩會討論的各項議題常被
視為大陸政策的風向球。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所將於 16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
戰略論壇：檢視 2015 年中共全國兩會與兩岸
發展趨勢」，該論壇除說明該全國兩會的緣起
與戰略意涵外，並研討對兩岸區域與國際的影
響，邀請本校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大陸研究
所所長張五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

淡江戰略論壇探討大陸全國兩會

　【記者蔡晉宇專訪】俐落短髮搭配上自信而
堅定的眼神，在訪談間，能感受到新任文書組
組長王春貴和藹待人的氣質。
在原有根基上繼續建樹
　在本校服務已逾 20 年的王春貴，面對文書
組組長的新職務，兢兢業業地表示，「文書組
掌管有校內外行文的收發、編號、登記、繕校、
封發與學校印信典守及蓋用等業務。」同學們
畢業證書上蓋的校印，正是文書組所負責的。
接著她誠懇地說，「文書組在前人的帶領下，
已有穩固的基礎與建樹，未來我將繼續發揮文
書組的功能，與處內同仁攜手邁進。」

　儘管訪談是在中午用餐時間，不時仍會聽見
傳真機收到傳真文件所發出的聲響，對此，王
春貴表示，「單單是今年 1 月份，文書組所收
發的校內外行文，就達到 1800 多份之多。」
相當於每個工作日都有近 85 份的公文來往，
王春貴進一步表示，「文書組處理的文件相當
繁多，且許多是具有時效性的，身為單位主管
需要負起更大的責任，在時間內完成行文的編
號、登記、繕校、封發等。」
落實全面品質管理精神  提升單位效能
　因此，她近期的工作重點將著重於更加熟悉
業務內容，王春貴特別感謝處內同仁對於她在
新職務上的協助，讓她很快地上手繁雜業務。
　關於中長期目標，王春貴將落實學校所推行
的全面品質管理（TQM）精神，更加完善處
理各項業務的作業流程，並加強與各單位間的
溝通交流，提升文書組的作業效能。
　王春貴表示，「文書組雖然不是在最前線
接觸學生的單位，但在學校整體的運作中佔
有一席之地，扮演著穩定各單位能順利運作的
角色。」未來將再持續發揮專業知識，以熱忱
態度與同理心，與處內同仁一起服務校內教職
員；並積極學習新知識來增進工作效能，引進
資訊新知改善作業流程及鼓勵同仁研修。
增進單位和諧氣氛  展現親切服務態度
　王春貴希望自己能在任內一步步踏實地完成
各項工作，除了增進單位的和諧氣氛，使同仁
間感情更加融洽外，並在服務上展現親切、良
好的態度，讓文書組像一個大家庭般，也讓前
來諮詢的同仁有備受尊重的感覺。現服務於
教心所的專員方安寧曾與王春貴共事近 8 年時
間，對於這位新科組長，方安寧表示，「春貴
平常就樂於關懷他人、與人分享美好事物，我
相信她會將這份熱忱帶進新單位。」

　文書組新任組長王春貴在本校服務已逾 20
年，將以熱忱態度與同理心，與處內同仁一起
服務校內教職員。（攝影／吳國禎）

文書組組長王春貴   境外生輔導組組長趙玉華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學歷：淡江大學德文系學士
◎經歷：德文系助教、人事室組員、高教中心
專員、學教中心專員 　【記者蔡晉宇專訪】隨著校務發展計畫的推

行，在境外生人數呈現成長的趨勢中，與境外
生們互動相當緊密的境外生輔導組倍感重要。
無論從課業到生活甚至感情問題，境輔組都將
提供協助，可說是這些離鄉背井的境外生們在
臺灣的重要依靠。
強化標準作業程序  
　接下帶領境輔組的重任，新任組長趙玉華表
示，「我將著重於更完備處理境外生事件時的
標準作業程序與各單位間的相互合作，並鼓勵
境外生們多從文化角度來認識臺灣，達到國際
交流的效果。」她進一步說明，現在學校境外
生人數已達 1600 人之多，並打趣地說：「從
接觸學生人數來看，我們組的規模比一些學院

都還要大了呢！」
　在人力有限下，就凸顯出將標準作業程序文
件化的重要，趙玉華希望藉此增進處內的工作
效能，同時藉由制度的建檔，讓爾後新進的人
員有參考依據，在業務上能快速地上軌道。
讓境外生有家的感覺
　境外生輔導方面，趙玉華認為「境外生離鄉
背井來臺灣求學，對於環境、語言皆不熟悉，
需要的協助層面是相當廣的。」她主張預防勝
於治療，不希望看見境外生直到發生問題了才
找上門，而是在平時就藉由多舉辦活動或是個
別關心的方式，建立境輔組與境外生間的互信
基礎，進而了解他們需要幫助的地方。
　趙玉華接著說，「提供境外生所需協助能讓
他們在臺灣能開心地學習，而開心學習的他們
在返國後，便會將淡江這個品牌的好口碑宣傳
出去，成了本校在境外生招生中最有說服力的
代表，吸引更多境外生來到本校就讀，如此不
斷良性循環下去。」因此，她特別重視與境外
生建立互信的過程，要讓每位境外生都有家的
溫馨感覺。
帶人帶心  開創新局
　談到初次擔任主管的職務心態上和任職基層
時有何不同？趙玉華侃侃而談，「最大的差別
在於看事情的高度不同，任基層時只需要盡本
份做好自己的事，把意見提供給主管即可，現
在則是要有更寬廣的視野、更高的眼界，去綜
觀整個境輔組的發展。」作為領導者，趙玉華
希望能了解每一位同仁的需求，並盡可能地爭
取所需的資源，以凝聚境輔組的向心力。
　「帶人帶心」，這是趙玉華領導處內同仁與
輔導境外生的方式，未來她也將繼續秉持著建
立人與人間互信的精神，以一顆學無止境的
心，帶領境輔組開創新局。

中文系助理教授林偉淑謙稱自己能獲得
102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殊榮是份幸
運，擁有一副清脆甜美嗓音的她，自從把
教書作為志業以來，最初與最終的心念，是
希望同學們在這一門課當中，能夠有所收
穫，在成長之餘，更學會思辨與自省。

難以想像，「中國文學史」這類解講歷
史，聽來些許乏味的科目，該如何讓它變
得更有趣、受同學歡迎？林偉淑認真地解
釋道，「中國文學史是中文系的重課，因
此，重點不在於使它更有趣，而是在於使同
學有更深刻的學習。」

藉由觀察學生的反應，不時調整自己的上
課方式、內容深淺、以及課程進度。對林偉
淑來說，比起傳道授業，「教學相長」四字
更適合形容她對教書的理想。

林偉淑強調，「同學們若不能把自己放在
生命現場，老師再如何用心盡力，成效都有
限。」一走進到課堂，「就是自己對自己
的承諾，也是師生之間得要一起履行的承
諾。」因此她努力讓同學們回到學習現場─
「我會一直請睡覺的同學回答問題！如果
同學真的很累，就直接請他回去好好睡一
覺，畢竟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

提到大學生該如何充實自我，林偉淑說：
「大量閱讀，這是最好的方法了！」閱讀可
以讓人學會和寂寞、孤獨以及自己相處，同
時她也認為，大學是人生中最能盡情學習的
階段，「永遠保持好奇心與動力。人生的路
很長，唯有對生命抱持熱情，不斷學習，才
能更精彩地活著！」（文／卓琦、攝影／盧
逸峰）

教學特優教師
林偉淑

鼓勵學生思辨與自省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境輔組新任組長趙玉華表示，要讓每位境外
生有家的感覺，讓境外生成為本校招生最具說
服力的代表之一。（攝影／吳國禎）
◎學歷：淡江大學英文系學士
◎經歷：總務處安全組專員、行副室編纂

過一半的校友認為自己在淡江所學的知識能夠
應用於職場。」
　針對工作需求，畢業生針對系所應再加強的
課程或訓練，認為「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實
務操作與訓練」最有助於職場發展，「與企業
建教合作」緊跟在後。從調查結果中看見，校
友們認為在校學習期間，理論與產業實務應相
結合，才能真正應用於職場上。
　國企系 102 學年度畢業生賴奕安認為進入職
場後重要的不只有專業技能，「與人的溝通技
巧也是不可或缺的。」中文系畢業生黃宛真也
表示，「態度是最重要的！進入職場後會發現
人與人的磨合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部分。」

　建築系大三生應用所學，以建築系館空間和
風洞實驗室原址為基地，針對系館空間不足的
需求，提出 20 組結合創意與實用功能性的特
色建築系館大樓模型。
　具有巧思的建築作品展示於圖書館 2 樓大
廳，吸引許多同學駐足參觀。展覽作品不但呈
現設計剖面圖和實物模型，也有海報解說設計
理念，讓人了解未來建築系館的設計與空間使
用，展出屬於淡江建築系館獨特的風格。建築
系副教授賴怡成表示，這次展覽是以系館空間
不足的現況做為發想，藉此除了讓學生練習與
實踐外，同時還能有宣傳作用，增進大家對建
築系有更多的了解。
　仔細觀賞作品的機電一張廷豪分享到，這些
設計方案中，有些設計很有現代感且外觀很吸
引人，但希望可多考慮內部空間的利用。展期
至 27日，歡迎大家前往參觀。（文／盧一彎、
攝影／張令宜）

建築系 20 作品
發想未來系館

等人，一同探究該全國兩會所引發的議題。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表示，中國的崛起已日
漸影響整個歐亞地區，「全國兩會」的討論
內容成為國際間關注的焦點，因此本論壇特
於全國兩會結束後即時探討，藉由 2 場議題討
論，以期能激盪出研討火花。歡迎有興趣的
全校師生報名，即日起至 13 日（週五）止，
詳情請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查詢。（活動報
名 系 統 網 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20150316）

交流協訂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亞洲所於 9 日
（週一）上午 10 時在 T306 教室與日本岡山大
學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進行交流協定的簽約，
日本岡山大學副校長春名章二等 4 人，與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
成、亞洲所所長任耀庭等共同參與，未來雙方
將在師生互訪、學術研究、資訊互換等方面，
展開密切合作。任耀庭表示，這次首度與日本
岡山地區高校合作，藉此合作不但可拓展國際
化交流，亦能增進本校在日本的能見度。

國際學院 9日
研討世界新格局
　【本報訊】9 日（週一）上午九時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由國際研究學院和上海國際問題研
究院（SIIS）共同舉辦第十九屆「世界新格局
與兩岸關係」研討會，會中規劃「當前全球局
勢」、「當前亞太局勢」、「當前亞太國際關
係」、「當前中國外交」及「當前亞太關係」
5 場主題，並有綜合座談以探究時事。國際研
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表示，本次研討會雙方互辦
已長達 19 年實屬難得，該院是大陸三大外交
政策智庫之一，由於中國崛起其外交政策都會
影響亞太地區和兩岸關係，因此藉由本次研討
會更了解全面情勢，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想要有個充實
又愉快的暑假嗎？由成人教育部舉辦的「2015
暑期營隊輔導員」甄選已開跑！有海外華裔青
年語文研習班、臺灣觀摩團、淡江大學暑期密
集華語班、淡江夏山英語學校等營隊。每年暑
假有來自世界各地 400 多位的外籍生，輔導員
是帶領他們認識臺灣的人，更是他們的朋友。
　輔導員訓練團隊會提供所有通過甄選的輔導
員各項能力培訓，包含企劃書撰寫、景點導
覽、營隊管理、團康技巧及舞臺魅力、危機處
理緊急救護課程等。網路報名至 16 日止，並
於 11、13 日在鐘靈中正堂 Q409 舉辦說明會，
詳情請上成教部推廣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夏令營
輔導員甄選簡章（http://www.dce.tku.edu.tw/
index.jsp?pageidx=12）或上甄選網站（http://
goo.gl/HWlMTA）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成教部暑期
輔導員甄選

開放式課程上線

學發組個別輔導開跑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大學部
基礎科目 1-3 人個別輔導開始囉！針對大學
部學生（含境外生）對於基礎科目差異化之問
題，學生學習發展組辦理個別輔導，以提高學
生學習動機及自信心。
　學發組組長黃儒傑表示，輔導開辦以來，
學生報名人數踴躍，結束後也給予許多正面
評價，希望藉此為學生建立一個諮詢平臺。
輔導時間至 6 月 26 日止，有興趣的同學請上
學發組網頁「下載專區」http://sls.tku.edu.tw/
downs/archive.php?class=101 下載報名表，並寄
至 aisx@www2.tku.edu.tw 即可申請，欲知詳情
請洽李健蘭，校內分機 3531。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日本長崎大
學環境科學部教授梅津千惠子帶著 4 位學生，
於 1 日至 14 日來校進行 2 週之短期研修，國
際處依據該系的特色安排「環境變遷與永續發
展」、「全球環境議題」、「探索未來專題」、
「智慧綠建築環境規劃」、「環境與文學」、
「初級華語」等課程，以體驗本校特色環境課
程，還探訪紅毛城和小白宮等古蹟。10 日的
課中，未來學所教授宋玫玫特別安排工作坊，
讓她們從互動中了解未來學。
　國際處安排暑假至該校交流研習的學生接
待，以熟悉校園生活。環境科學部二年級春山
紗榮說：「淡水校園的櫻花很美，讓我湧上思
鄉情，而淡水特色小吃阿給給人深刻印象。」
英文碩二鄭開蔌分享到，很高興能接待這 4 位
日本同學，由於暑假時至長崎大學交流時已和

他們成為好朋友，現在能有機會介紹本校和臺
灣特色與文化，感到非常榮幸。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居禮夫人化學
遊樂趣的徵選開跑囉！歐洲聯盟研究中心與化
學系合作，透過行動化學館巡迴臺灣進行化
學普及教育活動，自即日起招募下鄉服務員，
不限系所、年級。歐盟中心助理周思佳表示，
本校為「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結盟學校之一，
且居禮夫人曾在化學領域活躍，中心特別提供
歐盟獎學金鼓勵出隊，期待科普教育在各地生
根，歡迎同學踴躍參與。活動報名到 20 日截
止，徵選條件及獎勵辦法詳見歐盟中心網站公
告（網址：http://w3.tku.edu.tw/eurc/）。
　行動化學館下鄉活動近日與新北市教育局合
作，5 日上午在新北市萬里國中揭開序幕，由
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龔雅雯等人，共同見證這
散播化學知識的活動！

日本長崎大學 5師生來校短期研修

歐盟中心 化學行動館
招募下鄉服務員

正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