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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歌喉展現高人氣！大傳二洪苡雙參加由馬

來西亞文化創意協會與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聯

辦的「第一屆旅台大馬之音歌唱大賽」，抱走

兩項人氣獎。先是4月底開放臉書投票的「最

高網路人氣獎」票選，以「See You Again」獲

逾千讚數，大幅領先其他參賽者而獲獎，更在

上月3日總決賽中，以「If I Ain’t Got You」奪

得現場人氣獎。她表示，感謝每一位把票投給

她的人，未來將繼續加油。（文／蔡晉宇）

　【記者陳羿郿、張芃如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與教學中心舉辦好學樂教分享週，於上週圓滿
落幕。上月 26 日中午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
幕式，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學教中心榮獲
第九屆淡江品質獎，淡江辦學以來一直將學生
學習放在第一位，努力培養心靈卓越的人才，
教師教學方式也將不斷創新。」學教中心執行
長游家政則期許全體師生「精益求精，止於至
善，好學樂教，臻至完美。」
　現場由張校長頒發 7 個獎項，獲「通過教育
部數位課程認證獎」的資圖系助理教授張玄
菩獲獎金 21 萬 2 千元，他表示，「希望透過
用心的課程錄製和教學活動設計讓學生了解電
子書的發展、製作及研究議題。」企管系副教
授汪美伶則獲「優良遠距課程獎」。「頂尖閱
讀學院獎」由教育學院奪冠，教育學院院長張
鈿富表示，「院內拿到第一名很意外，本院老
師在教學方面極力推廣閱讀，鼓勵學生激盪腦
力，且能持續保持讀書的好習慣。」
　展示廳展出學教中心所屬各組的成果發表，
教發組設計了「老師像什麼」文字接龍及票選
「一位大學老師最重要的三件事」摸彩活動。

在文字接龍上，有同學寫「老師像麥克風，
因為引領我們弦歌不輟。」還有許多有趣內
容，皆表達了老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形象。
　另一塊區域由遠距組首度安排多媒體教學
影片、感應式虛擬攝影棚等，給參觀者帶來
驚奇感。該組規劃的闖關拿大獎互動區，吸
引許多學生駐足，航太碩二王庭毅笑說，「闖
關遊戲讓我更了解電腦硬體，以後遇到教室
機櫃有問題時，我可以主動幫忙老師了。」
　27 日，學發組在 I501 舉行「學生學習社群
成果分享」，由游家政主持，與蘭陽校園同步
視訊。共有 21 組學生學習社群參與成果發表，
最後由土木三方思閔所組的「打破它夢想一
次到位」掄魁，獲獎金 1 萬元，方思閔表示，
「被唸到名字的瞬間，熱血沸騰又激動，這份
榮耀是屬於所有成員的。」教師組舉辦的 PBL
課程教學觀摩，由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志
瑋，以問題導向學習的方式與大家互動。公行
三蔡晉宇表示，「課程令我體認到了不論教師
還是學生，課前的準備都相當重要。」
　28 日，學發組在覺生紀念圖書館閱活區舉
行「閱讀達人成果分享」並表揚主題閱讀達人

前 10 名，榮獲第一名的日文四羅芷晴認為，
「閱讀能放鬆心情，看書如同看電視劇，可以
轉換不同心情。」俄文二林慧婷以有趣的方式
分享《人為什麼而活》，拿下人氣獎第一名，
獲獎金 2,000 元。（更多內容詳見淡江時報網
站，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人物短波
大傳二洪苡雙歌唱賽人氣夯

　早上8點未到，身影已出現講臺前，讓早
到的同學能有更多的時間提問。總是用心在
教學小細節，讓想學習的同學有最好的收
穫，是獲102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的水環系
教授李奇旺。他認為，教學扮演著為學校品
質把關的角色，若無法培養出同學們的專業
能力，將破壞學校在業界建立的好口碑。
　李奇旺表示，「很多人覺得教學與研究無
法同時兼顧，我卻認為只要願意投入相當的
時間精力，其實是能取得平衡的。」這不僅
是他對自己身為教師的自我期許，更是踏入
杏壇傳道授業至今不變的堅持。
　對教學投注相當熱情的李奇旺在課堂上希
望帶給同學的，是對於未來就業、職場上有
幫助的實用知識。除了會注意新資訊的發
展，為同學帶來業界第一手資料的補充。平
常上課也透過出練習題的方式，讓同學馬上
能檢驗學習成效，更藉由實際動手運算的過
程，建構出有效率的思考脈絡，進而達到有
效率的學習。
　對於學習上的建議，李奇旺除了提點要
多注意主動性外，更強調外語能力的重
要 ， 「 我 的 教 科 書 基 本 上 有
中 譯 本 之 後 ， 就 不 繼 續 選
用，就是要培養同學習慣 閱
讀 外 語 的 能 力 。 」 未
來 ， 他 將 繼 續 在 水
環 工 程 領 域 精
進 ， 用 心 教 學
為大學品質把
關。（文／蔡
晉宇、攝影／
朱樂然）

　

13 日畢典不發證洽註冊組
　本屆畢業生領取畢業證書時段改為 3 個時
段，自 1 日畢業生可查詢畢業離校手續，詳
細學位證書領取洽註冊組。（文／曹雅涵）

全國 14 校陸生來校淡水行
　上月 23 日國際處第二次舉辦在臺陸生「大
陸學生淡水行」活動，國內大專校院 14 所
及本校等約 60 位陸生參加。（文／李宜汀）

華東師大副校長率隊來訪
　1 日（週一）上午 9 時，大陸姊妹校華東
師範大學由該校副校長任友群率 7 人蒞校參
訪，了解本校資訊化發展。（文／張少琪）

印尼留台聯總會長來校訪問
　上月 26 日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葉秀娟一行 3 人蒞校訪問，雙方就外籍生
等議題交換意見。（文／林妍君）

2 日通識教育革新講座快來
　通識教育委員會與教育學院學術研究諮詢
中心將於 2 日在 Q409 舉行「103 學年度通
識教育革新講座」歡迎參加。（文／曹雅涵）

大傳行銷好心肝吳副總統揭幕
　大傳系「社會行銷與實作」上學期為籌設
之「好心肝服務中心」進行空間創意行銷規
劃，上月 26 日該中心正式開幕。（本報訊）

大淡水全紀錄風土志 6 日展出
　大傳系 6 日下午 2 點，在淡水捷運站站後
公園農學市集，舉辦第三屆「大淡水地區全
紀錄風土志：小農的故事」。（文／張凱萁）

資訊處辦千軍萬馬跨境電商創業營
　資訊處於上月 26 日舉辦「千軍萬馬跨境
電商創業營」說明會，為鼓勵學生創業及快
速掌握電商實務工作內容。（文／姜智越）

環安中心邀專家談淡水歷史文化
　環安中心於上月 26 日邀請淡水文化基金
會常務董事謝德錫演講，分享「巡山過庄憩
迌遊，大道公的在地傳承」。（文／蕭婷予）

蘭陽校園兩師生盃球賽
　蘭陽校園主任室上月 20 及 21 日
辦師生盃羽球錦標賽，桌球社則於

上月 26 日舉辦桌球錦標賽。（文／馬雪芬）

華語朗讀演講賽 24 境外生角逐
　境輔組與成教部華語中心上月 22 日合辦
「2015 華語朗讀暨演講比賽」，共有 24 位
境外生參加朗讀和演講賽。（文／盧一彎）

英語歌唱賽江思韻奪冠
　英文系上月 27 日舉辦本學年度英語歌唱
比賽，共 25 組 26 位參加，由英文四江思韻
奪冠及獎金 3 千元。（文／盧一彎、何瑋健）

　【記者卓琦、孫于翔、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
上月 25 日，資管系邀請第 17 屆國家講座教授
主持人、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王存國蒞校，
以「就社會技術觀點探究資訊系統的開發」為
題演講。
　王存國指出，科技產業在不同的文化中被
創造出來，包含該國家特有文化、乃至於歷
史背景等社會因素，「如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由德國創立的 SAP 品牌便較為嚴謹。
因文化差異，各國的 ERP 系統也會有所不
同。」王存國曾多次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近
年來又榮獲教育部第 52 屆社會科學類科學術
獎，資管系副教授施盛寶盛讚王存國是「熊貓
級重量學術大師」，參與講座的資管碩一李珮
君則分享：「老師不時提及生活化及淺顯易懂
例子向我們說明較困難、專業的概念，即便不
是相關科系的聽眾也能夠能迅速了解主題。」

機電校友南科管理局長林威呈講工安
　機電系於上月 26 日邀請機械系（現為機電
系）校友，現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林威呈蒞校演講，他除了分享科學園區管理內
容傳達工安理念，如寧願多花錢更新老舊設
備，也不能罔顧員工安全等內容，同時也指引
學生未來的發展方向。林威呈感謝母校的培
育，藉由本次演講希望讓學生吸收相關知識。
機電三留子堯表示，覺得學長演講十分風趣，
演講完後也對系上有了更多的認識及體悟。

雪梨大學 Babones 談 Taipei 2030
　上月 19 日未來學所邀請雪梨大學社會學與
社會政策學系副教授 Salvatore J. Babones 蒞校
演講，以「Taipei 2030: Greater China’s Global 
City ？」講述全球化發展下，臺北能否在 2030
年成為區域全球城市？ Babones 長期關注大中
華地區的發展，認為臺北平時爭嚷吵雜，但有
民主體制與法治秩序公平處理，輔以中英雙
語溝通環境，及國際金融競爭力提升，在亞洲
2030 年的全球城市，臺北絕對在候選名單中。

國家講座王存國談資訊開發

　上月 26 日晚間，外語學院 6 系合辦外語之
夜，以豐富多變的舞蹈風格，在梅雨季中展現
淡江人的熱情，並邀請知名 DJ RayRay 和 MC 
NaNa 與同學狂歡，在絢麗迷濛的燈光下，近
百位學生跟著「咚次咚次」、「音浪」等舞曲
一起擺動。院花院草的票選活動掀起活動高
潮，最後由法文二郭芳均和俄文一黃子洋奪
冠，兩位開心地感謝大家的支持。（文／林妍
君、攝影／閩家瑋）

建築評圖作品融時事 
哈佛學者給卓見

重視外語能力與學習態度
李奇旺

教學優良教師

小小化學家  淡江
　發現化學發現愛！上月 24 日在化學系「社
區基礎科學服務教育」課程助理教授潘伯申帶
領下，舉辦「小小化學家」活動，邀請北台北
家扶中心 38 名國小學童在化學館體驗化學學
習的樂趣。「發現、觀察、摸索、愛」為此次
關懷教育的服務目標，活動設計七彩化學小蝌
蚪、甜甜圈空氣砲、牙膏火山爆發等趣味實
驗，讓小朋友從闖關中學習。潘伯申表示，「期
盼透過互動、關懷來引起學習動機，這是舉辦
活動的初衷，而家扶中心的反應相當熱烈，期
待能持續合作，讓更多學童感受化學樂趣與關
懷。」（文／姜智越、圖／化學系提供）

領航夢想 主播現身說法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3 日，
共有近百人參與師培中心舉辦活動。上午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新世紀的師資培育挑戰學
術研討會」，校長張家宜、學務長柯志恩、師
培中心主任朱惠芳等國內知名學者專家出席參
與。張校長致詞表示，面對少子化衝擊，高教
環境將會多元且複雜，因此教師在面對教學和
學生事務是需要再深入了解與研究。柯志恩以
「從 N 世代的學習特性談教學策略」專題演
講，說明網路沉迷現象與預防的重要性。
　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淡大師培成立
20 週年校友聚會」，由教育學院創院院長黃
炳煌致詞揭幕，朱惠芳製作專刊回顧師培中心
20 年來的點點滴滴，會中也為黃炳煌慶祝 80
大壽。最後在師培中心校友會會長李光莒等歷
屆會長象徵傳承的合影中，劃下完美句點。

統計系研討智慧科技與應用統計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為結合應用統計
與高科技領域，促進學術交流，上月 30 日，
由統計學系與臺灣智慧科技與應用統計學會
合辦的「2015 智慧科技與應用統計研討會暨
2015 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在 B302b 教室展

師培中心慶   培育師資注活水  
開。邀請到國內學者與實務專家與會指導，就
商業、工業、生物、應用等統計領域主題研討，
共發表 28 篇論文。
　會中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
心 專 家 王 雲， 以「Big Data 的 前 世 今 生 -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為題，講述對「大數據」
的展望。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表示，「今年已
是第 11 屆，希望藉此研討會的研究成果與心
得交流，使臺灣智慧科技與應用統計領域同步
國際水準。同時希望研究生參與、觀摩，以提
升臺灣博碩士研究生之研究成果與水準。」

兩岸藏學專家聚淡江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西藏研究中心
於上月 29 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2015 兩岸藏
學研討會議」，總計發表 12 篇論文，主題涵
蓋藏醫、藏戲、藏族民間信仰，以及藏傳佛教
等議題，而專題演講是邀請蓮光法師以「中醫
與佛法」為題，講述藏地醫療經驗和高原與平
地治病的差異。西藏中心主任吳寬表示，本中
心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特別邀請兩岸藏學學
者同台切磋、交流，會中發表論文內容多元，
尤以呈現歷史及文化方面為主。

　光鮮的主播臺後有什麼故事？大傳系於 28
日邀請中視主播哈遠儀、鐘季容及張以仁，進
行「夢想領航，中視主播校園巡迴講座」，分
享主播及新聞從業人員的心路歷程。現場逾百
人參與，並有 SNG 現場連線轉播。
　哈遠儀建議想成為記者或主播的同學，要能
以不同於觀眾的角度看新聞播報，「例如在新
聞現場，如果我是記者，要怎麼問問題？」鐘
季容則以「新聞主播的專才及通才」為題，進
行經驗分享。張以仁講述自己從社會線到新聞
主播的心路歷程，鼓勵同學，不斷自我挑戰使
自己成長進步。中文三曹羽婷分享道：「慕名
主播而前來聆聽，主播們的經驗分享讓我印象
深刻！」（文／蔡佳芸、攝影／李建旻）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上月
22 日至 24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畢業評圖，
共有 54 位建築系大五生受評，邀請校內外建
築系教師、建築師 30 餘位提供學生意見。多
次擔任建築系大五設計召集老師的助理教授
漆志剛表示，這屆學生的設計作品具有多樣
性，有些還將時事和社會議題融入設計中。
並感謝校友贊助，能邀請哈佛大學建築系教
授菲利浦 ‧ 拉姆、日本 SALAD 建築師事務
所主持建築師增田信吾等人為學生提出寶貴
建議。而菲利浦 ‧ 拉姆和增田信吾更於上月
25 日下午分別講「新自由平面」、「Script the 
Richness」。兩場共吸引百位師生前往，許多
學生席地而坐，進行別開生面演講。
　值得一提的是，建築五郭孟芙的「地心觀測：
感知的量測與介入」作品備受評審肯定，她以
宜蘭清水地熱為發想，利用地熱發電尾水回收
過程，設計出享受溫泉和蒸氣的體驗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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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  兩岸現況與未來展望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講座教授吳清基資
歷豐富，現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曾
任臺北市教育局局長、教育部常務次長、政
務次長、教育部部長等要職，更是少數從基
層做起，同時擔任過小學、中學、大學、行
政部門內部職位的教育界人士。
　吳清基研究專長：教育行政決策與執行、
教育政策規畫與研究、教育行政與領導、教
育行政與溝通、教育行政決定理論研究等。
2012 年卸任教育部長後，至本校任教期間，
對兩岸大學的政策頗多觀察，也帶領學生至
中國大陸各大學交流，有其獨到見解。本文
整理吳清基的演講重點。


講座教授 吳清基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翰林驚聲

「教育」無公私立之別
　先從兩岸私立大學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
角色談起，「教育」做為人類的希望工程，
雖有公私立學校之分，但人才並無公私之
別。私立大學分擔政府高等教育培育人才
角色，在教學、研究和服務功能上，皆有
和公立大學分庭抗禮之實力。
　兩岸私立大學的設立，都是在為社會培
育有用的人才，具有彌補政府公辦學校教
育不足的作用。兩岸政府對私立大學之設
立，均有正面肯定和扶助發展之管理輔導
政策依據。

兩岸私立大學的設立和發展
　臺灣所有的私立大學均須登記為財團
法人，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質的特色。

憲法對私人興學，明文規定國家應有適當之監
督及獎勵補助制度，以保障私立大學的優質發
展。目前臺灣頂尖大學和典範科大獎助，均有
私立大學及私立科技大學得到獎助。
　因應少子化影響日趨明顯，政府積極輔導部
分私立大學退場轉型發展，發展高教輸出政
策、推動學校整併等，盼能增加高等教育資源
的整合。
　中國大陸私立大學不同於臺灣，是採用分類
管理的方式。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登記為非營利
法人（同義於臺灣的財團法人）；營利性民辦
學校則登記為企業法人。
　兩類民辦學校在管理面執行不同的會計制
度、收費政策。政府在扶持面，對其則實行差

講題：兩岸私立大學的教育發展與合作交流
時間：2015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0 時（攝影／朱樂然）

異化財政扶持和稅費優惠制度。這樣的分類管
理是推展民辦教育能健康發展的重要舉措，也
是世界各國私立教育發展規範的普遍做法。
　目前大陸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積極探索營利
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工作任務，
選擇部分省市開展分類管理改革試驗地點。

合作交流的檢討與現況
　兩岸大學教育的交流，可回溯自 1992 年，
立法院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允許兩岸
教育交流的法律條文。2010 年 8 月，立法院
再度修正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學
法」、「專科法」，（簡稱「陸生三法」)，
正式開啟兩岸大學生教育交流之大門。
　近年來兩岸大學生交換熱烈，截至 2013 年，
陸生來臺人數已有 2 萬 1 千多人之多，臺生到
大陸研修人數也約達 8 千 5 百人。
　臺灣方面基於諸多考量，對陸生設有「三限
六不原則」。所謂「三限」，是指限制雙方交
流的學校數、學生數及學科領域。僅承認臺生
去大陸「985 工程」大學就學畢業之學位，每
年開放陸生兩千人來臺就學，不承認去大陸修
讀醫科之學歷文憑。
　「六不」則分別為陸生來臺就學不加分、不
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
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續留臺灣就業。
　該原則是一種權變措施，不盡合理完善，它
是政治對立下的一種妥協權宜作法。
　大體歸納，有下列成效：一、互選學生研修
學習：利用兩岸校際合作交流機會，互選學生

到對岸私立大學研修課程，彼此承認相互授與
學分，拓展學生之學習體驗與視野。
　二、辦理假期參訪活動：雙方大學利用期中
或寒暑假，或利用兩岸大學生姐妹校聯誼，到
偏鄉遠行進行弱勢關懷。如：臺灣師範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 3 校，學生暑期
推行「孔子行腳」活動，可增進雙方學之情誼
和拓展視野。
　三、合辦或輪辦雙方學術論壇：利用雙方合
辦或輪辦學術論壇機會，增進雙方私立大學之
學術交流。可一校對一校，亦可多校對多校，
或兩岸每年輪辦，廣邀兩岸各私立大學參加。
　四、建立雙聯學制：利用雙方姐妹校建立之
策略聯盟關係，平常雙方教師、行政人員和學
生相互訪問、研習、講學，雙方學分互認、學
歷證書共同頒授等。

未來展望
　兩岸私立大學均為培育有用人才努力，進行
交流合作、分享辦學理念和經驗，是互補互利
的。尤其，兩岸生活習慣、語言相去不遠。臺
灣高等教育收費比歐、美、日、韓、香港便宜，
在國際高等教育評量成績表現也很不錯，又保
留有最完整的中華文化，確實在兩方教育交流
上有其一定的貢獻和價值。
　未來兩岸交流政策上，雙方均持正面看法。
雖然因為雙方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環境之
發展，無法一步到位，但只要朝向正向發展，
相信不久必將會有突破性的發展。（文／蔡晉
宇整理）

好學樂教碩果豐  師生共精進
　校長張家宜（中）頒發「特優教學助理任課指
導老師」及「特優教學助理」後，與得獎人合影。
（攝影／閩家瑋）

蘭陽送遠颺 祝福聲聲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展
藍海洋，翼起翱翔」學生會蘭陽事務
部於上月 27 日以海洋風格為主題，

在學生餐廳一樓為即將畢業的大四生及暑假出
國的大二生舉辦送舊活動，透過各社團表演，
希望為即將離開校園的他們留下美好回憶。
　活動結合華麗旋轉國標舞社、搖滾來滾去研
究社、歡愉街舞社 3 社團，以及各系學會表演，
加上師長們的祝福影片，充滿感性氛圍。政經
四楊宗叡感動地說，「富有創意的布置，加上
表演精彩感人，讓我都不想畢業了。」

法文系戲劇蟬聯金賞獎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上
月 23 日蟬聯第七屆全國法語戲劇聯展金賞獎
第一名！以「今晚誰當家」於全國 8 校中脫穎
而出，法文三金子淇還獲最佳女主角第二名，
一聽到名次公布，有些同學因受肯定而感動落
淚。法文系系主任鄭安群表示，本次戲劇比賽
雖然賽前已在學校公演過，但大家仍努力排
練，所以在比賽時有更精湛的演出，獲得評審
肯定，「藉此勉勵學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更
加努力，相信也能與臺大等校匹敵。」
　本次戲劇負責人法文三汪剛霆表示，這是系
上傳統，每年都會參加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
舉辦的戲劇比賽，去年也奪冠，所以大家都很
努力地表現。金子淇開心地說，「主角性格反
差很大，所以要揣摩角色的內心世界是很大的
挑戰，雖然吃盡苦頭但很高興能獲獎。」

外語之夜熱情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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