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萬花筒

淡江未來學特色國際受矚

蘭陽應景縫香包
端午節將至，蘭陽住宿學院藝術
品味主題活動於 1 日晚上舉辦應景
的「薪傳手藝香包製作」，邀請資
創系助理教授惠霖講解教學。
惠霖說明，以前香包是驅蟲防蚊用，「現在
已成了保平安的小福袋。」大家在她指導下將
艾草、菖蒲、檀香粉末及棉花放入香包袋中，
縫合後再綁上中國結，即可製作出各式各樣香
包，現場充滿節慶愉悅氛圍。語言系系主任黃
雅倩開心地說，「要帶著今天做的香包過端午
節！」政經一華珮安說，「在國際化的校園舉
辦具中華文化特色的活動，是很棒的體驗。」
（文／馬雪芬、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美國教育年會交流碩果豐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4 日至
29 日，國際長李佩華及同仁赴美國波士頓參
加「2015 年美洲教育者年會」。李佩華表示，
該會是全美最大的教育年會，逾 1 萬人參加，
透過本次年會除了與世界各地的姊妹校交流討
論雙學位、交換生、華語課程和暑期課程等合
作事項外，更與立命館大學、慶熙大學研議明
年暑期的未來優秀青年領袖計畫合作內容。並
參訪位於波士頓的沙福克大學姊妹校。

兩岸學術合作添一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兩岸學術合作
再添一樁！文學院 1 日舉辦「2015 文創兩岸
學術合作會議」，與福州大學交流座談，該校
即將成為本校姊妹校，其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書
記李海榕、副院長梁桂芳以及副教授林勝和文
學院院長林信成達成共識，未來將推動更多合
作計畫。
李海榕表示，「希望本校能夠有更多學生來
淡江學習，也將積極邀請淡江文學院教授親臨
本校舉辦講座。」會中並討論自費生及研修生
事宜。林信成表示，「本院目前已與福建師範
大學確立交流合作和交換生等，期待日後也能
與福州大學合作，並進行合作細節討論。」

10 日台泥校園徵才
【本報訊】台灣水泥公司 10 日（週三）下
午 1 時將在 E790 進行求才面試活動，遴選儲
訓幹部。應試者不用擔心兵役問題，若獲錄取
將保留資格，歡迎機電系、電機系，以及化材
系應屆畢業生和校友報名參加。只要提供台泥
制式履歷表、自傳、在校成績單影本、社團、
班級幹部經驗或專業競賽成果作品等資料，於
10 日（週三）中午 12 時至機電系系辦 E790
登記面試時間，詳情請洽機電系系辦。

【本報訊】未來學所助理教授宋玫玫、訪
問研究員蘇哈爾，以及特約講師伊凡娜 3 人，
於上月 31 日至 2 日赴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擔任
「TRANSFORMING CITIES 2030」 工 作 坊
帶領講師，協助該國都市開發之產官學界 30
人，引領他們對吉隆坡城市的未來想像。宋玫
玫說明，本次是延續去年 3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計畫，持續發展教科文組織
的「未來思考」概念，受到世界未來學聯盟
（WFSF）、ThinkCity 單位力邀，進行「何謂

未來」、「勾勒未來」、「預期未來」、「深
化未來」、「掌定未來」等 7 場工作坊。宋玫
玫表示，3 天的工作坊內容中，除激發學員們
對未來城市的想像力外，並因加入本校未來學
所的理論與實務內容而受到熱烈歡迎，「未來
學所已發展成淡江特色，藉由國際化交流將有
助於推廣及強化本校國際招生宣傳。」
11 日至 12 日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與研究生
2 人將赴芬蘭土庫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除論
文發表，將洽談雙聯學制等合作計畫，以吸

首辦課例研究 3 百人學共交流
【本報訊】課程所、教政所、淡海學習共同
體發展中心，於上月 30 日在臺北校園共同主
辦全國首創之「2015 臺灣學習共同體課例研
究」學術研討會，有中小學教師、中小學課堂
改革人士、國內相關領域學者與實務人員等近
3 百位出席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
陳順和、新北市教育局研究發展科科長劉金山
等人到場支持。
本次研討會中，除邀請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
媒材設計學系教授方志華、新北市秀山國小校
長林文生、臺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歐用生進行
專題演講外，另有語文社會類、藝文健體類、
數理類等領域的現場教師或其與教授協作發表
的多種課程的課例研究，每次以 20 分鐘說明
課堂的教學方式與學生回饋內容，發表後由
專家進行鑑賞與分析。此外，還有輪站互學
（Gallery Walk）活動，以「形塑學習共同體
文化的小秘訣」主題，進行海報、教學影片的
方式，現場進行交流學共秘訣。
課程所所長陳麗華感謝相關單位的協助與支
持，並表示，臺灣推動學習共同體以來，從工
作坊、公開觀課，到現在的課例研究，是希望
本校引領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學術方向。藉由本

次研討會，除了讓老師有發表機會外，並讓大
學與中小學共同協助，結合教育理論與教學現
場進行實務對話。

引更多境外生來校就讀。另外，5 日「2015 第
十三屆全球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關懷」研討會
中，共發表 12 篇論文，討論國內不同社會科
學背景新世代研究者間的對話，並反省臺灣在
全球化下的新定位及與國際社會的關聯。

保險系熱論高齡長照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臺灣已邁入高
齡化社會，關於日趨重要的高齡人口長期照顧
議題，保險系於 1 日在商管大樓舉辦「2015 長
期照顧與保險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到復
旦大學保險學系副系主任陳冬梅等多位學者蒞
校，共同針對長照議題中的保險費率預測與調
整規劃、長期照顧需求性評估人員之評鑑等不
同面向，做深入淺出之交流探討，近 40 人與
會。保險系系主任繆震宇致詞時表示，「盼透
過專家學者的彼此交流，對此議題提出更多理
論與實務的見解。」

學分學程
說明會 快報名 二一期中預警提醒學習
【記者陳羿郿、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外語
學院設有外語翻譯、外國文學、外語華語教學、
外交外文、法語企管、英語教學與數位學習，
以及國際企業俄文就業 7 個學分學程，將於 9
日（週二）中午 12 時 30 分在 T310 舉辦聯合
說明會，即日起至 8 日中午 12 時前開放報名，
歡 迎 同 學 踴 躍 報 名 參 加。 報 名 網 址：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tf20150609
國際研究學院設有外交與經貿碩士、歐洲財
金碩士、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大陸保險碩士，
以及兩岸文教發展研究 5 個學分學程，將於 16
日中午 12 時 10 分在 T310 舉辦聯合說明會，
即日起開放報名，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報名參
加。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i20150616

田野調查記錄淡水故事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重
點 研 究 計 畫「2015 文 創 大 淡 水 地 區 全 紀
錄」於 1 日至 5 日在文館 2 樓大廳展出田
野調查研究室一年來的成果，並在 3 日晚
間於文館橋舉辦紀錄片發表會及座談會。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表示，田野調查研究
室今年成立滿 20 週年，長期以各種方式表
現對淡水的關懷，「淡水是個豐富的小鎮， 3 日晚間在文館橋放映 4 紀錄片，現場吸引許多
充滿了各種文學、人文和歷史，值得深入 師生共同關心淡水在地議題。（攝影／陸瑩）
離開，因僅有一條道路造成流動困難，呈現淡
了解及研究。」該研究室主持人中文系教授周
水的交通問題。播放完畢後，接著請觀眾分享
彥文表示，「看到同學們在田野調查中對當地
心得並進行討論。運管二林欣緣表示，「看了
產生的情感，以及觸動的感悟，是最令人感動
影片放映會，感受到深入在地文史的感動！」
的，也是最富意義的一刻。」
此外，文館大廳則展出淡水地區相關研究和
放映晚會共播放 4 部紀錄片，以鏡頭和對話
報告，從淡水的一磚一瓦、歷史紀錄到整體變
帶出值得深思卻被忽略的淡水在地相關議題，
遷、產業發展，以照片、圖說呈現，現場還發
其中《把房子舉起來》討論遊走在法律邊緣的
放明信片，讓文館充滿著濃濃的本土味和人情
「舉牌人」，拍下許多站在淡水街頭的舉牌人
味。參與籌備成果展的中文三李宥綸說：「我
的故事和心聲，替在攘往熙來的路上，卻始終
們尋訪不同角度看待淡水的人們，也將持續關
保持沉默的舉牌人發聲。《流動之潮》記錄人
懷這片土地並發聲。」
們如潮水般湧入淡水上課、上班，再似退潮般

【記者曹雅涵、林俊廷淡水校園報導】根據
教務處統計，本學期期中二一預警總人數為
701 人。註冊組組長姜國芳說明，103 學年度
起放寬二一制度，修正為「連續 2 次」學期成
績 1/2 或 2/3 不及格者應退學的規定。姜國芳
呼籲，期中預警函目的，在提醒家長及各班導
師了解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並針對學習困難
方面提供同學課業個別諮詢、導師關懷輔導等
機制，希望藉此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最終仍以
期末成績為主。
收到預警函化學二張同學認為確有警惕作
用，但希望能加註「本次預警函僅限期中考
成績」文字，否則容易造成家長恐慌。張同學
提到，學生參與社團比例極高且是必修課程，
相對會影響考試成績，希望能有相關的配套措
施。經濟系洪同學覺得，不會反對收到預警
函，只是會讓父母特別關心和增加讀書壓力，
建議能在預警函上能註明需要努力的科目，以
能提醒學生更加注意。

下學年取消蓋註冊章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學生
使用學生證時效，及便利學生使用學生票價
優惠，學生證將於 104 學年度取消蓋註冊章，
該學年度起核發之學生證不再有註冊章欄
位。舊生在完成註冊後，請攜學生證至註冊組
（A212）加貼「本校自 104 學年度起取消加
蓋註冊章」貼紙。若學生需要較為正式的在學
證明，可攜帶學生證正本及正反影本至註冊組
蓋當學期在學證明章或申請紙本在學證明。
即日起，凡國際學生證有脫膜情況者，可免
費換發新卡。換發前請先將證內儲值金額使用
完畢後，於上班時間內至淡水校園教務處註冊
組、臺北校園至商管碩士在職專班聯合辦公
室、蘭陽校園至行政聯合辦公室辦理換發。換
發作業需送回製卡公司，送件後 10 個工作天
再請攜帶身分證件至原收件單位領取新卡。

基隆市交旅處處長
交通旅遊創亮點
李綱

業，這樣一個大港位於基隆，
其創造的資源卻無法挹注在
地。」
他指出，「基隆是西部主要
都市中，唯一沒有高鐵通過的
城市，雖與雙北市齊名『北北
基』，但沒有捷運，只能靠著
鐵路、公路運輸進到臺北市再
轉車。」這些都是牽涉中央預
算的大型運輸建設，地方政府
較難影響決策。
「即使如此，基隆市仍有位
居全國第二高的大眾運輸使用
率。」李綱表示，在不利的條
擁有交通管理專業背景的基隆市交旅處處長李綱，計劃要 件下，仍要顧及人民福利，維
讓世界看見基隆。（攝影／盧逸峰）
持偏遠地區的服務性路線正常
【記者盧逸峰專訪】基隆，是依山傍海的港
營運，「未來還將計劃採多點發車、避免路線
都城市，坐落在北海岸交通樞紐上，與雙北市
太過集中，並規劃增加公車路線，全面性地服
形成緊密的都市生活圈。這城市交通運輸繁
務基隆市民。」
忙，擁有許多觀光資源，目前運籌帷幄的基隆
對於改善交通壅塞方面，李綱說明，「目前
市政府交通旅遊處處長，正是本校交管系（今
規劃在鄰近市區的仁愛國小、信義國小、基隆
運管系）、土木所校友李綱。
車站周邊建設停車場，讓民眾能停放車輛，減
早上 8 點走進處長室，李綱已在處理公務，
緩市區違停及壅塞情形。」李綱強調，只要是
環顧辦公室，各項交通專案的資料夾整齊陳列
上班尖峰時間難免會有車潮壅塞，透過妥善的
著，感受到嚴謹與踏實的氛圍。專訪時他不忘
空間規劃、鼓勵民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一步
提醒注意時間，他接著要前往石門開會。
步改善，就能舒緩困境。

偏遠地區公車路線增設發車點

交旅處處長一職，對於李綱而言是全新的挑
戰。他說，「基隆市之前從未有交通科系背景
的人擔任此一職務。」在他眼中，基隆是個有
文化與歷史的城市，目前首要目標是要運用自
身專業，讓交通在現有條件下更為順暢。
李綱開門見山地說，「中央對於基隆的資源
分配，是不太公平的。」他舉例說明，「基隆
港是基隆的核心，但卻為中央管轄，其經營單
位臺灣港務公司為交通部出資設立的國營事

推旅遊新意

讓世界看見基隆

「基隆是個有許多旅遊亮點的城市！」1 月
才上任的李綱，已推動許多古蹟保存、修復計
畫，他說明，「基隆擁有日據時代建設的西二、
西三碼頭、漁會等古建築，皆在市府努力之下
得以保存，未來將進行空間整理、古蹟修復，
打造成文化創意空間。」加上臺鐵基隆新站近
日即將啟用，舊站也將由基隆市府接手，預計
作為文創、藝展中心，李綱語帶期許地說，「這
些都是基隆即將誕生的新景點！」他也強調，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對於文化必須要積極保存，才會讓城市的內
涵得以傳承。」
除了內部旅遊資源維護，外部的旅遊運輸規
劃也相當重要。李綱說明將以多管齊下方式，
多方增加旅客到基隆觀光的意願。「首先，將
設立快捷公車，直接由臺北發車，沿途只停靠
市中心，與海邊各景點。如此一來除了能避免
交通太過集中於車站前，也能減少轉乘次數，
讓更多旅客有意願前來基隆。」另一方面，將
跟台灣高鐵合作，發行旅遊套票，吸引中南部
旅客前來觀光。
李綱接著分析，「有許多外國遊客透過郵輪
赴臺觀光，雖在基隆下船，但旋即搭車前往臺
北。」未來將在船上積極派發旅遊資訊，增加
遊客在基隆停留的意願。另外，「我們更針對
推廣基隆旅遊觀光，開發了多國語言的 APP
應用程式。」讓更多外國遊客能有機會接觸基
隆相關資訊。他同時揭示，「本月將前往香港
旅展宣傳基隆觀光，讓國外旅客也能認識這個
擁有豐富觀光資源的城市。」

交通領域公職經驗豐富

揮灑專業

淡水線是空前的案例，雖借鏡英國倫敦地鐵，
但畢竟風俗民情、城市文化皆大相徑庭，能借
鏡處有限。」李綱說明，「歐洲不會設立閘
門，但因文化差異，在臺灣便需要設閘門防堵
逃票。」經過長時間的籌備、教育訓練，淡水
線終於通車，李綱平淡的語氣中充滿成就感。

淡江學術專業資源扎實

細數在本校度過的大學、研究所生涯，李綱
對於同儕之誼仍是念茲在茲。他表示，「我與
大學時期的同學有著長久深厚的情誼，仍保持
聯絡。」
李綱是透過插大管道就讀交管系，專注於課
業的他，深刻地體會到本校專業教學上扎實的
訓練，認為「在專業科目上，無論是師資或是
課程的收穫，絕不輸其他國立大學。」並進一
步說明，本校交管系成立時間雖晚於交大、成
大，但如今在業界服務的校友比例卻不低，
「這說明了本校畢業生的競爭力並不輸人！」
李綱再次強調，「運管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
近年越來越多運輸、物流相關科系成立。」希
望學弟妹專注學習，為運輸領域注入活力。

李綱曾服務於臺北
捷運公司、臺北市停
管處、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新竹市政府交
通局、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高速公路局等
機關。他說，其中最
讓他自豪的，是「擔
任臺北捷運第一任臺
北段段長時，一步步
推動捷運淡水線通車
的經驗。」
他說，「當時臺灣
尚無高運量捷運的相
關建設及管理經驗，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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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虞國興張邦熙獲土木傑出系友
土木系日前遴選出第四屆金禹獎之傑出
校友，由水資源中心主任虞國興、前新北市
城鄉局局長張邦熙獲得。（文／本報訊）

境外生才藝競賽促交流

外籍同學聯誼會於上月 28 日晚間在文錙
音樂廳舉辦境外生才藝競賽，共 12 位、10
組校內外境外生參加。（文／盧一彎）

教學優良教師

郭樂平

生動案例活化會計專業
一頭俐落短髮搭配有條不紊的言談，訪談
間臉上總是堆滿笑容，她是獲得102學年度
教學優良教師的會計系教授郭樂平。
郭樂平教學重視啟發學生們的學習意
願，特別是對外系同學講授會計這樣專業程
度相當高的科目時，她第一步希望做到的是
讓大家不排斥會計，「唯有自己有興趣學習
的東西，才能真正記得久，並成為自己的知
識資產。」
為了提升學習主動性，郭樂平善於運用
生活化的例子，把會計的觀念導入課程內
容章節中，讓學生覺得知識是有趣且實用
的，「例如我會用超商茶葉蛋的銷售方
式，來解說成本流動的會計概念，符合同學
們生活經驗的舉例，不僅學習效果好，且能
記得牢固。」教學方式貼近生活，再搭配簡
潔清晰的講述，讓因訪談攝影任務，到老師
課堂上的記者本人，儘管沒修過會計相關課
程，卻也能快速學習到「本益比」、「每股
盈餘」等會計名詞概念。郭樂平善於引導學
生的教學功力可見一斑。
不希望學生僅為了考試而學習的郭樂
平，時常提醒學生，「會計是項工具，更是
日後希望成為高階主管必須每天接觸、不可
或缺的技能，因此在大學時期打好基礎，對
未來在職場上將是一大助力。」談起對同
學們學習上的建議，郭樂平依然是掛著笑
容，用緩和卻堅定的語氣勉勵大家：「學
習上要打好基礎之餘，更要開啟自己的好
奇心，大膽冒險地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道
路，勇往
向前，就
算 有 挫
折，日後
想想這段
青春，會
是 無 悔
的 。 」
（文、攝
影／蔡晉
宇）

人物短波

曾文珍
新片記錄長期照服員
大傳系校友同時也是知名紀錄片導演的曾
文珍，推出最新紀錄片《長情的告白》，
作品主要描述5位從事高齡人口長期照顧的
「照顧服務員」他們的工作與家庭生活。她
盼藉由紀錄片的拍攝宣傳，讓更多人重視長
期照顧這個在臺灣高齡化社會中日趨重要的
領域。曾文珍說，「我拍攝的不只是一部電
影，而是一部生命專題，跨越種族、性別、
年齡和經濟狀況，照服員用『愛』亮起臺灣
的角落。」（文／蔡晉宇）

知識之海
臺北校園動態
想在酷熱的暑假清涼一夏嗎？成人教育部
與體育處合辦104年暑期游泳訓練班，期望
透過游泳習慣的推廣及優秀教練的訓練，提
供一個健康豐富的暑期休閒活動，課程包
含游泳安全教育、適應水性、韻律呼吸、
蹬牆漂浮等游泳技巧教學，可依個人能力
選擇初級或進階班，招生對象為6歲以上至
18歲以下及身高120公分以上對游泳有興趣
者，即日起開始報名，詳情請上成教部網站
（http://www.dce.tku.edu.tw/）（整理／陳
羿郿）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