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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人不倦 陶鑄群英傳師道
【記者簡妙如專訪】已執教40年的管理科學
學系教授陳海鳴，教學時光對她而言每天都是
快樂的，她笑著說：「當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以後要做大學教授，我清楚自己喜
歡的是教學與研究，因此這份職業就是我最想
做的工作，也是我堅持的動力！」
40年來，她享受教學，課堂上她會以分組方
式讓學生討論，甚至還以辯論和戲劇方式做為
教學的活動，陳海鳴說：「這種上課方式主要
是想訓練大家準備、研讀和判斷資料內容和口
語表達的能力。而演戲是希望同學們在個案中
藉由演繹不同的角色，可以從勞資雙方或政府
官員等不同角度解讀事件，在角色扮演中培養
同理心，未來當他們出社會，成為資方便不會
壓榨勞方，成為勞方也會知道該體諒資方。」
此外，陳海鳴擅長用時事或企業案例向學生

說明相關理論，除教科書所舉的外國實例，還
會多利用國內企業的案例加以說明，讓學生不
會覺得有距離感，畢業後也較能學以致用並容
易適應臺灣的職場。當遇到班上有外籍生時，
她也會考慮對方的語言表達：「讓他們使用英
語發表意見，我也使用英語回應，考試或繳交
報告也會讓他們以英文書寫，盡量營造良好環
境，以幫助他們提升學習效率。」
除了導聚外，學生有時也會主動傾訴，陳海
鳴說：「我都把學生當做是我的朋友，因為對
待自己的朋友，就會覺得花再多時間都是值得
的；有時會邀請學生在週末到家裡作客，以瞭
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師生間無隔閡的感情令
人稱羨，她與許多畢業學生至今都保持連繫，
每年也會定期相約聚餐，她笑著說：「這些
年，手機通訊錄中有9成都是我教過的學生，

百年樹人

現在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這40年的教學生涯以來，她一直想帶給同學
的是「學習新知識」、「獨立思考自主判斷」
的能力，她認為：「我可以教書40年，但卻無
法帶一個人走40年的路，所以只能盡力在這大
學短短4年時間當中，培養他們在社會上擁有
自己長久走下去的能力。」因此，她的方法
是：「當學生跌倒時，我不會親自扶他，但我
會告訴他該如何站起來，如同我不會為了讓學
生畢業，就勉強讓應該被當的學生過關，我會
協助他在下次修課時完成我的課堂要求，這樣
未來遇到困難時，學生才能自己幫助自己，因
為觀念比工具還重要。」
教學生涯40年的陳海鳴，鼓勵學生在學習上
應該要：「不要讓學習變得太沉悶，因為開心
的去學習是很重要的事。」

驕傲，在指導碩士論文多次獲各項全國論文獎
項；擔任導師的期間，導聚約談時總是2至3人
一小組與學生暢談，他認為，「導師對談時，
我從不帶著一大群人，小組才能讓學生坦然
地說出需求，也才能好好理解學生，並給予建
議，解決學生的困難。」不過，面對新世代學
生的學習風格，他希望能改變「不在乎、沒關
係、無所謂。」的態度，林聰吉呼籲學生應該
更重視自己的決定，然後努力去貫徹與付出，
「有專業度，也認真努力，這才是我認為學生
應有的態度。」
課堂之外，林聰吉專注在政治態度和行為的
相關研究，以自身專業進行重大時事議題的研
究，並撰寫與出版學術論文；此外，他還協助
非營利組織提供法案上專業的協助。除了貢獻
自身政治學專業之外，他還在本校視障資源中
心所發行的「蝙蝠電子報」中，每月義務定期
撰寫「無影春風」專欄，分享心情記事，優雅
的筆鋒蘊含著豐富的情感，理性與感性兼具。
訪談間，林聰吉不斷提及人文素養的重要，
他表示，人文素養是作為人基本的態度，應該
包含「文學、史學、哲學」三種：文學可以使
人涵養心性，史學可以讓人鑑古知今，哲學則
能使人身心安頓，只要內含這三種素養，就可
使人與人之間有所尊重和包容，在人際相處上
也會更有溫度與厚度。
自己即使在眼盲後，仍不斷努力克服困難，
從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教授，未來的他，
將以「學術、文學、公益」作為下一個人生階
段目標，他以自身經歷勉勵學生，「人生都是
一連串的選擇，但既然選擇了就一定要負責，
應該要付出努力去做到最好！」

物理系教授林震安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學業進步獎即起開始申請

即日起，開放申請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
凡本校大二以上學生均可申請，活動辦法和
詳情請見學發組網站。（文／楊喻閔）

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 18 條修正

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八條，修
正專任助理教授 8 年內升等未通過之處置，
詳情見秘書處／法規彙編。（文／本報訊）

一到大四導師班，也帶過3屆1年的大
一，甚至擔任過3年的陸生導師，
過去他會以運動、聚餐、傾聽
學生的想法與心情；現在的
他，也開始使用Line等通訊
軟體，加強師生交流，他笑
說：「過去常會和他們一起
打球，或是在餐廳導聚，聊
聊同學們的興趣。了解他們選
擇物理系的原因、生活狀況、
學習情形以及未來的規劃後，並適
時提出建議。」和學生互動良好的他，讓
許多畢業後校友經常返校找老師吃飯，造就
亦師亦友的深厚師生情誼。
教學之餘，林震安協助物理系系友會的事
務，作為與系友間聯誼的橋梁，透過系友的
捐助，讓系內學子在生活、學習上獲得獎學
金、旅費上的幫助，他分享：「幫助學生開拓
視野，對世界增廣見聞，是系友們對學弟妹的
用心與鼓勵。」不僅如此，林震安還會安排學
生暑假時到校友企業中見習，或者為畢業生介
紹工作，甚至邀請系友返校分享升學、求職及
工作心得。言談之中，均表露他對學生的殷殷
期許，以及培育學生的用心。
談到莘莘學子在大學時期所應該培養的能
力，林震安認為，「課堂上的訓練是培養獨立
思考或解決問題的能力，幫助同學在未來進入
到各行各業領域，遇到時代變遷或挑戰，都能
面對及克服。」這同時也是他的教育理念：
「要將學生培養成對社會能有貢獻的人。」他
鼓勵學生在專業知能外，社團活動能學到團隊
合作的能力，對未來能更有幫助，「只要有能
力分析問題，並且尋找解決方法，就能在社會
上屹立不搖。」

閩台專班溫馨交流迎新
21日晚間，文學院在覺軒花園教室舉辦「文創學程閩台專班始
業式暨迎新晚會」，文學院院長林信成、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
歷史系系主任林煌達、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閩台專班隨班
導師張曉嵐以及本班的任課教師一同與49位閩台班學生相見歡，
現場安排各項團康活動，大家紛紛拿起相機自拍，氣氛十分熱
鬧。此外，現場簡報介紹文創課程的學分，以及淡江社團風氣；
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擔任該專班導師，為他們安排學伴，以協助
適應校園生活及解決課業上問題；張曉嵐感謝淡江的安排與照
顧。林信成致詞表示，「經過3年的努力，很高興與福建師範大學
共同讓閩台專班在本校正式開班，這次是集合本院五系師資，讓
同學在這一年中收穫滿滿。未來將持續長期交流，讓文創課程更
加蓬勃發展。」周湘華指出，「成教部將在未來一年中提供相關
資源與服務，希望同學多加利用。」（文／廖吟萱、圖／文學院
提供）

校友林生祥入圍金音獎

網路看更 大

文／簡妙如、周怡霏、陳品婕、朱世凱採訪
整理報導

（攝影／陳柏儒）
【記者廖吟萱專訪】一身休閒裝扮，溫文儒
雅的談吐，是教導物理領域的物理學系教授
林震安。一晃眼30年過去，林震安選擇教育工
作，除了工作環境相對單純外，更喜歡的是與
年輕人的互動。從事教職工作以來，總是在思
考如何改變學生對物理的印象，他認為，「物
理能訓練思考邏輯，並應用於各行領域中。」
教學上，他會運用案例協助學生理解艱澀的
理論知識，並以抽問的方式了解學生們的理解
程度，再以測驗的方式確認他們對學習內容的
掌握，他說：「考試並非為了成績，而是透過
測驗方式可以使學生了解自己不懂的地方，藉
由考後解說和訂正錯誤，可以幫助學生釐清內
容。」若碰到學習狀況不佳的學生，他會請成
績較好的同學或助教來協助，達到學習上互相
提升的效果和目的。
30年的教職生涯中，林震安曾帶過4屆的大
編者按：本期因教師節特刊，特專訪本校資深優良教師三位，原專任教師評鑑傑出獎、學程
加油讚及卓爾不群等專欄暫停一次。

【本報訊】本校為增進全英語授課教師的教
學經驗，學教中心邀請赴澳洲昆士蘭大學參加
英語授課培訓的教師，分享她們參加英語授課
培訓經驗，本學期將進行3場分享會，於29日
（四）中午12時在I501，先由語言系助理教授
謝顥音說明「實用英語課室活動分享」，第二
場次將於10月27日、第三場次將於11月23日舉
行，歡迎本學期新任英語授課教師、對英語授
課有興趣之教師踴躍前往參加。

翻轉外語成果會 教學經驗分享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本校教
學上需花費心思，尤其學生人數越多，就得在
師投入創新教學，以提升教學技能，教發組
課程設計上花更多時間與心力，聽完這次的分
於21日中午12時在I501舉辦「翻轉外語會話教
享，也會參考這些教學技巧運用在課堂上，希
學-提升學生外語會話學習成效之策略」成果
望學生學習上有所進步。教發組將於10月5日
座談會，邀請法文系教授楊淑娟和英文系副教
舉辦第二場「善用學生學習數據，改善教學設
授黃月貴，分享她們的外語教學經驗。
計」座談，請密切注意活動報名系統。
楊淑娟以大一會話課為例說明，利
用期中與期末戲劇表演方式，除了幫
助學生對口語表達、單字句型印象加
強，也增加學習的樂趣與實用性，並
保持熱忱的學習態度。黃月貴在大
班英語會話教學中，使用雲端硬碟
（Google Drive）平臺輔助教學，每
週規定上傳的語音作業，除便利繳交
作業外也讓學生可在該平臺中彼此觀
摩同學間的作業，她也使用英語學習
網站，鼓勵學生課外自主學習；西語
系副教授林惠瑛主持綜合座談，討論
教學創新。
法文系教授楊淑娟（站者）在「翻轉外語會話教學」
參與本次活動的中文系副教授陳大 成果座談會中，以大一會話課為例說明，如何利用戲劇
道表示，作為老師的責任，在課堂教 方式幫助學生學習。（攝影／何瑋健）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社團動感招新生

【記者何家穎蘭陽校園報導】蘭
陽校園於上週在教學大樓5樓舉辦
「105學年度社團博覽會」，搖滾來
搖滾去研習社、淡蘭排球社、蘭馨大使社等18
個社團紛紛活力全開，向新生展現社團特色；
街舞社以各種舞風開場招生表演、華麗旋轉國
標舞社展現活力舞姿，搖滾來搖滾去研習社也
進行動感表演，讓大一新鮮人大開眼界。政經
一范心怡表示，「社團博覽會有助於新生更了
解社團運作與內容，各社都有各自魅力，真是
難以抉擇要加入哪個社團。」

英語拼字賽快報名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為增
加學生背英文單字的樂趣和學習競爭力，自
即日起開始報名「英語拼字比賽」，英文系助
教何欣芸說明，因競賽採淘汰制和考量評審
時間，本次僅開放35個名額，凡大學部學生，
且非英文母語者皆可報名，第一名可獲得最高
獎金1,500元及獎狀，有興趣者請到英文系網
站（網址：http://www.tflx.tku.edu.tw/news/
news.php?Sn=3478）查詢。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老師謝謝您，因為有您
無 私 的 教 導、 奉 獻 與 關
愛，讓我們在人生路上不
會徬徨與迷惘。在這特別
的日子裡讓我們說感謝，
並 祝 福 全 天 下 的 師 長 們，
「教師節快樂！」

獻給敬愛的老師

30年

英語授課教師研習會登場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第七屆金音獎
入圍名單於日前揭曉，本校運管系校友林生祥
以《圍庄》專輯獲頒評審團獎外，還入圍最
佳專輯、最佳創作歌手等6獎，成為入圍大贏
家，頒獎典禮將於 10月29日舉行。林生祥說
明，《圍庄》是關注臺灣土地、環境被人為汙
染的音樂創作，「我們以石化工業和我們生活
交戰的故事作為題材，同時融合北管和龐克元
素，呼應臺灣反石化業運動與廟宇文化的關連
性，突顯當代工業污染的議題。」林生祥分享
發行概念雙唱片是大學時期的夢想，他笑說：
「那時候在吉他社，深受搖滾樂隊Pink Floyd
影響。」林生祥勉勵在校生堅持做自己認為對
的事，並期待自己能在未來創
作更多為社會發聲的故事。

（攝影／何瑋健）

春風廣披 為社稷卓育英才

20年

（圖／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楊喻閔專訪】說起話來風趣十足，談
到興奮處還會拍桌子的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林聰
吉，始終懷著「要時時更新自己，才能成為好
老師」自我鞭策的態度，走過教職20寒暑。他
笑著分享：「因為我對任何事情都有強烈的好
奇心，而且想要透過專業嚴謹的分析來加深對
事物的了解，想來想去，就只有擔任大學教師
才能滿足我的好奇心。」儘管他失去視力，但
他仍持續專注在他的教職專業。
課堂上，他結合時事說明世界主要國家憲政
體制與實際政治運作情況；並將繁複的法規條
文化繁為簡，由淺入深的教學理念，以案例解
說與比較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融會貫通，他
笑著說：「別看我這樣，我每天仍不間斷地閱
讀，因為只有加深自己的內涵，才能將知識內
化為自己的修為。」林聰吉曾指導學生參加科
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為獲得補助的學生感到

管科系教授陳海鳴

禮讚揚師恩

自我鞭策 循循善誘栽桃李

公行系教授林聰吉

40年

中文四林佑霖感謝 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文倩
在擔任微光現代詩社社長時，和班導師同時
也是社團指導老師的黃文倩有了更多接觸，在
對未來感到迷惘時，給予我很多幫助和建議。
即將畢業，我想好好對老師說，教師節快樂！
歷史三劉妍君感謝 歷史系副教授吳明勇
大一時修吳老師的「台灣通史」，課堂氣氛
輕鬆並和我們分享人生的經驗。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老師要我們去做田野調查，雖然過程
很辛苦，但很有趣也很有收穫，很謝謝老師。
資圖三褚岳霖感謝 資圖系副教授林素甘
在我大一的時候修了「參考資源與服務」這
堂課，雖然報告讓我手忙腳亂，但老師上課所
教授的參考資源方式，讓我學會更快速的收集
資料，至今還是能運用到這些技能，真的是受
用無窮，很感謝老師。
保險二林映沂 感謝保險系教授廖述源
我想謝謝您上課時總是細心的教導我們，常
舉生活化的例子，讓我們能理解艱澀的理論，
幫助我取得好成績。希望在老師即將退休前能
修習更多您的課，繼續在您的指導下學習！
公行二蔡秉原感謝 公行系副教授黃琛瑜
很開心您擔任我大一的班導師，您像女神一
樣，說話總是很有氣質，對人和善又溫柔，平
時關心學生，上課時總補充許多國外的例子，
讓我們在教室學習也能培養廣闊的國際觀，之
後也希望能繼續上老師的課。
管科二劉姿旻 感謝管科系教授婁國仁
謝謝您的用心教導，怕我們上課注意力分
散，授課時總是用特別的語調吸引起我們注
意，讓我們的「管理數學」變得很有趣，能遇
到您這樣有經驗的老師，真是太好了，之後的
「統計學」也要請您多指教了！
土木三林冠豪感謝 土木系助理教授王建凱
我覺得您是很用心的老師，會細心的教導我
們，幫助我們熟悉解題方試，與學生互動十分
熱絡，是讓學生喜愛的老師，希望能在畢業前
多向您學習更多的土木專業知識。
化材二林佳瑀感謝 化材系教授鄭廖平
工程數學對我們來說是全新的課程，在他的
帶領下，課程變得不會那麼難懂，老師也在開
學前為我們開「微積分」課，幫助我們在學習
上能更順利。老師的用心我們都有感受到，很
慶幸能遇到這樣的老師。
航太碩一劉幸昌感謝 航太系教授蕭照焜
我們都叫他大蕭，大蕭對學生很溫和而且又
很用心，學生很多不懂的地方保證教到會，甚
至還另外加課補充課堂內容，大三的那一段時
間是我上的最用功的時候了，如果沒有大蕭就
不會有在碩士班的我。
英文四林志安感謝 英文系助理教授蔡瑞敏
感謝老師用心的教學，課堂上經常分享親身
經歷提供我們參考，相處起來不會讓人覺得有
壓力，時常提供學生就業的經驗和機會，很感
謝老師盡心關照，祝福老師教師節快樂。
法文二黃稔芸感謝 法文系講師李建程
李老師的上課方式有趣又特別，而且會不厭
其煩地講解課程重點和記憶方式，幫助我們理
解內容，也使學習上更有成效，真的十分感謝
老師，祝您教師節快樂！
教科三楊耀緯感謝 教科系教授徐新逸
徐老師即使有繁忙的外務在身，仍會盡心地
為班上安排許多活動，有不懂的問題，老師也
會熱忱地為我們解惑，讓我感受到滿滿的溫
暖，能有老師擔任我們的班導真的很幸運。老
師，教師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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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輝首位國會手語翻譯
本校歐洲研究所校友李振輝是全國首位立法
院即席手語翻譯者，在本次立法院新會期開議
中，即席翻譯行政院長的施政報告，以服務聽
語障者朋友。
李振輝擁有手語翻譯職類乙級技術士證，並
從事手語翻譯已有28年，經常在國家重要慶典
的場合中看到他現場翻譯的身影，無論任何法
案、法條等專有名詞都能立刻「比」出來，除
此之外，他還身兼新竹縣天使之音的手語課程
講師，協助培訓新進的手語教學，希望培育更
多手語翻譯人員。（文／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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