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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本校磨課師課程業務推動需求，遠距

教學發展組規劃於覺生綜合大樓I408室進行

虛擬攝影棚建置工程，目前正進行公開招標

作業中。該攝影棚由虛擬影棚場景、影棚數

位導播系統、音訊及燈光系統等新式錄製設

備所組成，並搭配1080P以上高解析度之HD

攝影機。以上設備有別於傳統一鏡到底的遠

距課程數位教材錄製作業，希冀藉由製播更

精緻的影音數位教材，提升本校數位課程之

影音教材製播品質。（資料來源／遠距組）

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4 日 

　大傳三張殷華、呂奕驊2生與友人以《行

健村簡樸自足的有機農法-魚茭共生創農業

新氣象》為題，參加國立中正大學舉辦的第

十二屆新傳獎「回歸真實」，在影音專題新

聞獎項獲得入圍最終決選的佳績。呂奕驊表

示，「很榮幸入圍，覺得比賽十分具有專業

度，也看到其他入圍作品有很多我們不曾重

視過卻值得被關注的題材，從中學習到很多

經驗。」新傳獎是針對全國大專院校傳播相

關科系舉辦的競賽，盼透過競賽，鼓勵更多

傳播界的菁英種子。（文／蔡晉宇）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商管、
工、文學院共同與鼎新電腦公司合作推動的
「學士班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已進入第二
年，4 日（週一）在傳播館鍾靈中正堂舉辦說
明會，對象為商管學院各系、資工系、資圖系
學士班準大四學生，逾 150 位同學參加。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及 3 院系所主任等人與會。
邱建良希望：「同學藉由學程的訓練，能學習

職場的團隊運作，並真正具備職務所需的執行
力，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甚至主動發現問
題，最後成為獨當一面的專業人員。」何啟東
認為：「進入業界實習的專業訓練，可以將所
學的知識與未來就業做連結，同學要把握這機
會。」林信成則表示：「資訊應用不僅止於技
術，更須了解資訊本質與內容，希望藉此跨領
域的合作，能讓學子更明確未來的方向。」
　會中，鼎新電腦總經理王敬毅說明公司的組

織架構，經理柳朵怡介紹該企業文化及學程內
容。去年參加學程的財經四鄧孟瑄表示：「學
程中的實務經驗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可以學習
與主管、客戶的溝通及人際關係外，還有對職
場的了解，可以拉近自己跟產業的鴻溝，與培
養軟實力。」
　鼎新電腦將於 22 日安排企業參訪，欲了解
學程規劃、工作環境與公司福利者，可至活動
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報
名。學程預計於 104 學年度今年 9 月開課，並
於 105 年 2 月至 6 月進行實習課程。詳情請洽
資管系助教李怡璇，分機 2645。

　

探索之域
網路校園動態

　

人物短波
大傳三 2 生作品入圍新傳獎

　「如果要培育將來的中學老師，一定要走
入中學現場，只關在大學教室裡面，是沒有
辦法當一個好老師的。」這是甫獲102年教
學特優教師的師培中心助理教授陳劍涵的想
法，語氣和緩卻堅定。
　研究室牆上貼滿學生的感謝卡片，上面寫
得密密麻麻的，陳劍涵笑說，「一開始我沒
有想過要當大學老師，而是先進入業界，後
來才發現自己喜歡面對面的教學。」踏上師
資培育者的這條道路，是因為：「到大學教
書，也許可以把教學理念傳遞給更多未來要
當老師的同學。」抱持這股想要影響更多未
來老師的熱情，他期待學生們，都能長成枝
葉繁茂的大樹。
　陳劍涵的教學非常數位化，課前先將資源
放上Moodle非同步教學平台，供學生瀏覽
預習，透過它和學生保持課後互動，邀請學
生上平台參與問題討論，甚至直接用臉書分
享優秀中學老師的教學經驗，透過無遠弗屆
的網路社群，學生可以延伸學習。
　他也帶著學生們到鄰近的國中參訪情境
英語教室，要求學生深入思考「該如何教
學」，希望培養學生們適應環境進行教學的
能力。為讓學生更貼近教學現場，期末又是
一場震撼教育，他要求同學向國中老師借一
節課，親自替國中生上課。「畢竟學到這麼
多理論後，該如何運用？讓學生累積實戰經
驗，從做中學，對教育方法的學習是最有幫
助的。」
　儘管接洽與監督的工作瑣碎繁雜，但他
仍甘之如飴，希望教學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很討厭死板的教學，喜歡給學生原有
課程以外的東西，」如此享受教與學的互
動，陳劍涵笑說：「教學的精神在給予學生
適當的考驗，歡迎學生來挑戰！」（文／卓
琦、攝影／王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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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中心教案設計賽 5 日報名
　師培中心於 5 日起（週二）舉辦「教案設
計競賽」，全校學生都可以報名參加，請洽
師培中心網站。（文／林妍君）

法文系戲劇公演 4 日售票
　法文系將於 11 日、12 日舉行「越界失控」
戲劇公演，主要是要讓觀眾了解法國人的思
維，4 日（週一）至 8 日（週五）下午 4 時
前在商管前售票。（文／秦宛萱）

英文能力測驗二 11 日起考試
　103 學年度英文能力測驗（二）自 11 日至
17 日於英文（二）課堂上考試，請攜帶 2B
鉛筆、橡皮擦及學生證應試。（本報訊）

日文系 4 日索愚者的片尾票
　日文系畢業公演「愚者的片尾」將於 7 日
（週四）、8 日（週五）在實驗劇場登場，
4 至 6 日在文館木桌前索票。（文／盧逸峰）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率國際學院院長王高
成、歐洲所所長郭秋慶、美洲所教授陳
一新、亞洲所副教授蔡錫勳、未來所助
理教授陳建甫共 6 人，於上月 26 日至
29 日赴往日本姊妹校早稻田大學，參
加該校現代中國研究所「美日中關係與
東亞安全」聯合學術研討會，雙方就美
中新型大國關係、中日關係等議題進行
東亞安全探討。在參訪校園時，早稻田
大學校長鐮田薰應允未來將持續進行學
術交流與合作和深化兩校關係。
　此行成果豐碩，拜訪東京財團智庫及外務省
所屬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並參訪日本國會
眾議院，觀察和旁聽勞動法案之辯論與表決情
形。而參訪團受亞洲所校友、我國駐日代表處

副代表徐瑞湖宴請餐敘，賓主交換意見並相談
甚歡。王高成表示，日本為亞太重要國家且早
稻田大學不僅為本校之姊妹校，並是該國表現
優異大學，藉由本次參訪交流對本院推動國際
化，以及增進院內老師學術專業甚有助益。

國際學院赴日研討東亞安全

創新創業實戰秘訣
  日工作坊傳授

　【本報訊】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 6
日、7 日舉辦「創新創業工作坊－創業就是競
賽、競賽看見創新」，以課程方式傳授撰寫計
畫書和製作簡報的能力，吸引逾 80 位學生報
名參與。創育中心秘書陳彥筑表示，「為鼓勵
學生創業、輔導本校大四生畢業即就業，特別
開設工作坊培養及徵選創新創業人才，進而參
與教育部的 U-START 計畫。」
　創育中心期待，實務經驗豐富的業師為工坊
帶來精彩的教學及互動，讓學生活用所學，亦
有助於參與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等各類校園
創業競賽。而本校學生於 5 月底組隊報名創業
競賽，有機會獲得補助金。活動詳情見創育中
心 FB 網站（www.facebook.com/cpic.tku）。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9 日，
由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研究發展處出版中心及
覺生紀念圖書館合辦講座，邀請到河北大學新
聞傳播學院教授、出版研究所副所長杜恩龍，
以「編輯人的最高境界」為題演講，與 14 位
師生分享其 13 年的出版工作經驗。
　杜恩龍指出，現代網路文學漏洞百出，邏輯
不縝密，使得讀者不願反覆閱讀。因此，出版
一本流傳百年、令人百讀不厭的「傳世之書」，
也是編輯人追求的終極目標。他說明，傳世之
書應兼具艱鉅性、集合性、思想性、創新性等
特點，且書的價值不在於字數多寡，而是能反
映民族文化的精華，更是富有哲理的經典語
錄，能被世人反覆傳誦。
　杜恩龍認為，現今步調快速的互聯網時代雖
讓生活便利，卻也降低人類思考能力及專注
度，鼓勵大家「慢讀書、精讀書、多幾分從容、
多幾分淡定」。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表示，從讀
者的角度來看，反覆閱讀經典名著的確帶給人
不同視野，且不同年齡者閱讀，也會引發不同
的感觸。

 快遞童鞋奏效
「理想派」受矚

　【記者盧逸峰專訪】走進「現代保險健康理
財傳播機構」，偌大的辦公空間，新穎寬敞的
陳設讓人感到舒服。其中吸引人駐足的是，有
面牆掛著框裱的《現代保險》雜誌 26 年前發
行的前 10 期封面；另一整面牆則是以素有保
險界奧斯卡美譽的「保險信望愛獎」2014 年
頒獎典禮大合照裝飾，讓人感受到企業不斷向
前邁進，卻又不忘初衷的理念。

大學啟蒙進入保險領域
　該傳播機構創辦人暨董事長正是本校保險系
校友黃秀玲，她娓娓道出與淡江的緣分。（4
月 13 日出刊的 961 期淡江時報一版報導：《現
代保險》捐 300 萬，黃秀玲湧泉報校）。
　黃秀玲回憶，「求學時只有大一在淡水校

園，大二到大四都在臺北校園上課。」
但美麗的淡水校園，讓她在徜徉學海時
感到相當幸福。她說明，「我後來才知
道這是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卓越眼光，
創辦人認為，商學、管理領域的系所必
須貼近臺灣的金融中心－臺北市，才能
更緊密地與市場、各方資訊接軌。」訪
談中，黃秀玲同時肯定當時領先全國的
資訊教育資源。
　談起求學生涯，黃秀玲分享，「當年
系上有好多業師，而劉建光老師所開設
的課程，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保險』的
使命與重要性。」除激發她的學習興趣，
更成為「未來工作離不開保險」的契機。
　研究所畢業後，黃秀玲回母系任教，
民國 74 至 81 年間擔任系主任。教學期
間，她堅持親自教授最基礎的入門課程，
就是因為自己深受劉建光啟蒙的感動。
黃秀玲自期也能像老師一樣，「將保險

業的使命感、重要性傳授給更多學生，用春風
化雨的精神，培育更多專業保險人才。」

篳路藍縷創立《現代保險》雜誌
　「資深保險人陳益茂是影響我一輩子的恩
師。」黃秀玲創辦《現代保險》的故事，要從
與陳益茂的師生緣份說起。
　「當時大半輩子投入保險業的陳益茂老師認
為臺灣需要一本真正具專業、提供客觀資訊與
報導的保險雜誌。」而黃秀玲曾於他麾下參與
某保險公司雙月刊 10 年，歷練豐富，所以將
這任務交付給她。
　黃秀玲感性地回憶道，「當時我還在思索為
何恩師要交給我這份任務，也還在設想雜誌要
如何開始。」卻傳出陳益茂罹癌的消息，「老

師一句『若雜誌再不出版，我恐怕就看不到
了。』」促使黃秀玲帶領得意門生，同時也是
保險系副教授林麗銖一同創辦國內第一本保險
專業雜誌《現代保險》。
　起初黃秀玲在淡水學府路租房做為雜誌工作
室，「有關訂戶、廣告等等都是從零開始摸索，
資金更是四處向家人調頭寸。」連續虧損，4
年後，陳益茂辭世了，黃秀玲認真思考，「是
否要繼續走下去？」家人與親友則紛紛勸她停
刊，在這個關卡，「我回歸到最根本的保險業
來思考。」
　她真心認為，「保險制度是圓滿的，是一種
風險轉嫁機制。」然而完善的制度下，「因為
人的慾望、私心，只想著業績，而破壞了機制
平衡，糾紛也就層出不窮。」需要有個客觀立
場的舞台來說明保險的益處和功能。同時黃秀
玲也發現，「許多業務員所受的訓練不足夠，
需要一個教育資訊，而民眾對保險普遍抱持負
面印象，也需要一份公正的刊物以正視聽。」
　確認了雜誌的使命及發展方向後，黃秀玲便
堅持持續發行這份刊物，逐漸建立讀者信心與
口碑，也累積了忠實訂戶，走到今天，已是《現
代保險》第 26 個年頭。
　黃秀玲推廣保險制度，並未侷限於雜誌，她
拓展著媒體版圖，目前旗下還包含：《現代保
險健康理財電子日報》、《LiFE 季刊》、《現
代保險健康理財捷運報》、電視節目「健康保
險大家談」、平安出版有限公司、財團法人現
代保險教育事務基金會。
　其中，21 年前黃秀玲與非凡電視臺合作開
設保險相關節目，擔任主持人、邀請專家探討
健康議題與保險，至今已經播映超過一千集。
她強調，希望多管齊下，讓更多人知道保險的

功能與好處。

堅守媒體中立　危機中拓新局
　發展規模看似一路扶搖直上，其實也曾遭遇
危機。黃秀玲說，「媒體的立場必須是公正公
平，不因某公司提供資金就偏袒對方，但《現
代保險》雜誌曾有一篇對資金主的負面報導，
惹得對方不悅，憤而解約，造成資金上的極大
危機！」
　但黃秀玲不為此感到後悔，而是警覺到，
「過度依賴某公司資金，便可能導致危機。」
也因此積極開創新的合作對象。她開朗地說，
「幸好經營團隊都很樂觀，並未因而沮喪，且
轉念很快！」更在危機中拓展新局。
　「客觀，是身為媒體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黃秀玲認為專業的保險媒體，必須站在公正的
立場撰寫報導，「我堅持每位員工都不能在工
作中摻雜個人立場，更不能兼賣保險，既要貼
近業界寫出最深入的報導，也必須遵守分際，
才能保有媒體聲譽。」

視員工如親人　團隊凝聚力強
　黃秀玲與林麗銖，從師生關係到同事關係，
兩人同甘共苦近 40 年，情誼深厚。談到黃秀
玲，林麗銖表示，「老師的魅力在於相當有執
行力，樂觀、積極，不管是過去在學校或是現
在，都很能營造團體凝聚力，一直是我的學習
典範。」她又補充說，「老師對公司成員相當
仁厚，能與她共事，真的很有福氣！」原來黃
秀玲打造寬敞、新穎的辦公空間，是為了讓員
工能有舒適的工作環境，讓心胸更加開闊。
　堅信「沒有過不了，只能往前走！」黃秀玲
奠定目標，努力打拼，「現代保險」走過了風
雨歲月，未來仍會在黃秀玲帶領下，繼續傳遞
保險制度。

　現代保險健
康理財傳播機
構創辦人、保
險系校友黃秀
玲，以教育精
神全力推廣保
險制度。（攝
影／盧逸峰）

以教育精神推廣保險制度


黃秀玲
《現代保險》創辦人

數位化教學促學生延伸學習
陳劍涵

教學特優教師

分享編輯心得

協定學生交流
　大陸文華學院常務副院長劉太林（左）、董
事李俊等一行 5 人於上月 24 日來訪，由成人
教育部執行長吳錦全（右）、教務處秘書陳漢
桂接待，雙方在 T306 簽訂學生交流協議書。
吳錦全致詞時表示，本校連續 18 年蟬聯私校
第一，更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
機制 103 年試辦計畫特優學校。並強調，「選
擇本校就讀的陸生人數不斷增加，期許未來能
持續成長。」劉太林則表示來訪目的，「除了
探望文華學院的學生，也希望藉此機會與淡江
交流，汲取所長。」參訪一行人對本校校園及
覺生紀念圖書館讚不絕口。文華學院目前在本
校有 3 位研修生，其中資工一施元表示，「非
常感謝文華學院師長特地前來探望，在淡江體
認到資訊化的發達，且教學資源豐富、師資優
良，學生更是友善熱情。」（文／陳羿郿、圖
／成人教育部提供）

第一屆資圖週 4 日多項活動登場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與覺生
紀念圖書館於 4 日（週一）於海報街舉辦第一
屆資圖週，展示該系教學成果以及學生學用合
一的多元能力。資圖系系主任王美玉表示，展
示內容包括：課程優秀作業，與學生實習成果，
以及關於數位出版、資訊應用、數位協作平台
的實作作品。圖書館則邀請 3 家資源平台商，
以限時搶答、趣味徵答與趣味遊戲等活動和全
校師生互動，藉以推廣圖書館的電子資源。系
學會會長資圖三游博諭表示，「為期 1 週的系
週希望展現本系師生的卓越表現，以及圖書館
推動 E 起活閱的願景！」

資圖週熱鬧多面開展 土木週 4日開跑打卡拿獎金
土木週結合母親節溫馨抽機票
　快來打卡抽機票！土木週 4 日中午在新工館
開幕，只要你到現場打卡還贈送獎品，系列活
動將讓你滿載而歸。5 日（週二）淡水河堤夜
跑、6 日（週三）職涯講座讓你了解未來志向。
另外還有「土木紅白才藝大賞」、「躲避球競
賽與大隊接力」活動，展現土木系活潑一面，
還有最刺激的 8 日（週五）閉幕式香港雙人來
回機票抽獎活動，趕快踴躍參加。土木系學會
會長土木二彭博表示：「活動還融合母親節溫
馨的風格，舉辦運動賽事是希望使學生了解到
運動的重要，並藉這次土木週的機會，能夠喚
醒大家對於健康的重視。」

文華學院
成人教育部

簽產學合作約 資圖系研討使用者與數位內容的媒合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是否察覺厚重
的書本居然可以呈現在小小的智慧型手機上？
可曾注意到自己從何時開始習慣從 YouTube
上聽音樂、看影片？數位內容已進入人們的各
個生活層面。圖書資訊學領域的學者及實務工
作者，特別關注使用者在進入雲端之前，與
介面互動時的過程與使用經驗。配合資圖週活
動，7 日由資訊與圖書館學系與覺生紀念圖書
館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進入雲端之前：使
用者與數位內容的媒合」學術研討會。資圖系
系主任王美玉表示，「數位內容無所不在，研
討會將與大家分享，數位內容如何呈現多樣化
的形式提供給使用者，在人機互動的過程中，
又會產生怎樣的效應，歡迎大家參與！」活動

研討進入雲端之前 法文系聚焦學系特色資圖系
圖書館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徐鵬飛、馬朱麗談漢學研究
　【本報訊】法文系為激發系上學術研究能
量、提升學術聲望，邀請系上漢學研究者法
文系教授徐鵬飛、法文系助理教授馬朱麗，
分 別 將 於 8 日（ 週 五 ） 在 T505 和 28 日 在
FL204 舉辦學術討論會。徐鵬飛將介紹「Nichel 
Housllebecq 之作品探討」，馬朱麗則說明「法
國人對中國思想的遐思 : 昔日與現代」。法文
系系主任鄭安群表示，本次討論將會著重於本
系特色為主，透過本會大家可互相腦力激盪，
彼此交流和了解研究方向與內容，更能交換意
見分享研究趨勢。鄭安群指出，希望有興趣之
教師能踴躍參加，近期內將有文學影響語言學
習的研究成果發表會，敬請期待。

擺渡公司
教心所
　教心所於 1 日與擺渡公司簽訂產學合作，由
教心所所長宋鴻燕（右）、擺渡公司營運長林
俊宏（左）代表簽約，雙方在教育學院院長張
鈿富（中）見證下完成儀式。宋鴻燕表示，相
信本次的簽約對教心所有重大的意義和影響
力。林俊宏說明擺渡是新創公司，推動心理輔
導和職業心理工作，藉由本次簽約讓雙方結合
學理的實踐與應用。（文、攝影／朱樂然）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中）一行 6 人，訪早稻田
大學，成果豐碩。（圖／國際學院提供）

河北大學
杜恩龍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募資平台」
與「社會企業」結合為近年行銷新趨勢，大傳
系同學就成功整合行銷資源，服務偏鄉兒童。
該系第 29 屆黃雙雙、卓亞璇、陳歆、王千豪、
張祈、陳怜汝 6 位同學組成「理想派」畢業製
作團隊，以「理想快遞」專題與十多家社會企
業合作，其中更與 BR Link 發起「偏鄉送鞋計
畫」，在群眾募資平台成立募款專案，引起廣
大迴響，獲得多家媒體報導。日前在該系教學
單位評鑑中，此計畫深獲評鑑委員肯定！
　該團隊上月已將 61 雙鞋子送給桃園市復興
區三光國小及附屬幼稚園 61 位學童。大傳系
系主任紀慧君表示，「從學生的表現中，看到
他們影像製作的實力已十分成熟，且能在短時
間達成目標，成功行銷一個理念，這表示學用
之間無縫接軌。再者，我們也看到淡江所推廣
的『服務學習』精神已深植廣被學生心中，他
們才能在畢業作品中關心社會議題。」
　大傳系第 29 屆畢業成果展「傳染」於 8 日
至 10 日在松山文創學園區 2 號倉庫展出，歡
迎大家前往感受他們的創新思維與正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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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與鼎新電腦續辦就業學程 網路看更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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