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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企管系畢業校友堯文譓是土生土長花蓮
人，民國80年畢業後就返鄉走入家庭，育有四
名子女，並在事業上協助先生，兩人攜手將家
族企業立川漁場經營得有聲有色。五年前，因
著花東地區優異的自然環境，最適合發展優質
的農漁牧產品，堯文譓夫婦將60公頃閒置溪埔
地活化，成立「奇萊美地股份有限公司」，生
產有機無毒的農漁牧產品，不僅為後山在地居
民提供就業機會，身為虔誠基督徒的堯文譓表
示，也希望關懷全人的身心靈健康。（文／本
報訊）

籃中演練教學法
情境模擬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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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黃懿嫃

　學習與教學中心「未來大學課程教學系列」
教學研習上月 19 日 13:00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由本校教育學院張鈿富主講「課程統合
與未來職場能力」，本報特摘錄此場演講重
點，以饗讀者。
　今年，教學卓越計畫仍在進行，雖是延續既
有的各項，但教育部要求其中 20% 經費需用
在教學創新面向，這部分原是教務處和學教中
心負責，我銜命整合，因此提了名為「教學創
新，跨域深耕」的計畫，也爭取超過兩千萬元
經費，現在有教務處、學教中心、工學院、國
際處、外語學院等等一同執行，教育學院負責
統整。
　此刻我與各位分享的主題是未來大學課程教
學系列，也算是廣義的教學卓越計畫中的一部
份，因此，既然計畫主軸是「教學創新，跨域
深耕」，那麼，談到未來課程要如何改變？自
然也就聚焦在「跨領域」的實踐。
　21 世紀發展的脈絡大抵可以從五個面向來
看：第一，全球化經濟無疆界的時代，這迫使
產業必須追求新的發展模式，也就是升級或轉
型；第二，工業革命時代 4.0，技術和數位化
改變一切，認知能力的提高正在促進人類生產
力的進一步提升；第三，網路網路顛覆傳統的
時代；第四，AI 發展的衝擊，我們無法預知
幾年後它們會有怎樣的應用；最後一項是虛擬
與實境共生的時代，也就是未來將是個不確定
的年代。

　美國勞工部曾估計，今日進入職場的工人在
他們 40 歲時，將做過 10 種工作；2010 年 10
種最需要的新工作，在 2004 年則尚未存在。
因此，順應這幾項脈絡，面對這樣的趨勢，
每個既有的課程該如何結合？如何調整？有些
人認為，AI 的發展將會使外語學院學生所學
的語言被機器人替代，雖然不至於有立即性，
但在這循序漸進的過程中，外語學院應可思考
如何強化學生的能力，以面對未來職場上的需
求。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高等教育需要什麼？公
平、卓越是高等教育追求的價值，把公平放在
基礎線上是最基本的，藉由品質和創新來邁向
卓越之路。何謂品質？大家各有自己的表述，
譬如說學生都按時繳了學費、成績也全部及
格，這算不算品質？如果教學方式老套，變不
出新把戲，培養出來的學生將來找工作處處是
瓶頸。所以，對於「品質」可能要重新界定，
品質是你培養的人能在未來的社會走多遠，這
是我們要去檢視的問題，這個檢視可以從整個
學校來看，也可以從各系所培養的人才狀態來
檢視。
　在國外，有學者提出 AI100 的計畫，AI100
分成 18 個領域來探討人工智慧裏面潛在的衝
擊，面對未來，大學如果要創新，不是只有
AI 這個領域創新，還有很多想像空間，像是
可以研究 AI 發展之後，法律、倫理、經濟、
民主和自由會不會受到影響？如何融入在未來

的課程裏面，有很多面向可以談。
　在張家宜校長送給一二級主管的《Thank 
YouFor Being Late》 書 中， 作 者 Thomas 
Friedman 提到，面對未來有三個很重要的考
量，分別是 Market、Mother Nature、Moore’s 
Law。郭台銘說：「Market（市場）是我的父
母，哪裡有市場，我就往哪裡去投入。」經濟
學上談到，五年就叫做長期，所以現在面對
Market，要注入一些未來的元素，我們必須想
像那些畫面，然後再拉回來大學裡頭，去培養
這樣的人才。Mother Nature 是指環境保育、
大自然，台灣四面環海，更要注重海洋生態，
應對這樣的議題有充分討論。Moore’s Law
摩爾定律則是聚焦在科技進展的問題。
　因此，因應未來趨勢，高教如何再造？我們
可以這樣思考：
　無邊界大學：大學已經不是只侷限在實體，
現在很多學校開設網路課程，累積不少財富。
創業型大學：榮譽學程設置目的是希望把最好
的學生留下來送進碩博士班，這樣培養出來的
人會是完整的訓練，可以輔導這批人就業或創
業。另外，老師本身對學校來說就是很重要的
資產，老師們可以組織一個創業的團隊，不是
完全跟企業搭配，學校主動提供資金給老師，
結合有創業能力的人，學校可從中獲得更多資
源。
　未來的高教深耕發展，可以從四個面向著
手，第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第

　（文承一版）陳小雀一一介紹作者陳韋聿和
翻譯老師團隊，她說明，「本書共有6種語言
的翻譯，由我們外語學院共同完成，適逢外語
學院25週年慶，這樣的合作別具意義，期待六
系再共同創造更多25年的黃金歲月。」

研討亞洲2050  在守謙前瞻未來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未來學研
究所與台灣發展研究學會於18、19日在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主辦「第九屆發展研究年會暨未
來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2050」，18日上
午9時在HC307進行開幕式，校長張家宜、教
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以及台灣、日本、韓國、印
尼、泰國、澳洲、英國等國學者專家逾200人
出席與會。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淡江大學今年已邁入67
週年，未來化一直是淡江深耕逾40年的特色，
進入第五波發展的淡江，隨著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的落成和啟用，我們期待讓淡江以走向世界
為目標。
　研討會進行方式有圓桌會議、前瞻工作

坊，共有18場次，超過80篇的論文發表。首場
論壇是大會主題論壇「前瞻亞洲的社會發展
2050」，由台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長王振寰主
持，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講
座教授張廣達、未來所教授蘇哈爾、印尼加
查馬達大學東南亞社會研究中心主任Hermin 
Indah Wahyuni進行與談。
　與會同學、國企四沈之瑀表示：「我是經由
通識課老師、也就是未來所所長紀舜傑教授推
薦而來參加，聽完這次的研討會，在AI智慧
的趨勢和實踐方面有更多的了解。地點在新開
幕的守謙會議中心舉辦，空間很大、設備很齊
全，也配合各項主題在不同教室做演講，很期
待之後能再來守謙參加研討會。」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你有留學夢
嗎？你是否想踏出自己的舒適圈，來場充滿異
國回憶的大三生活呢？英文系將於30日中午12
時在L104舉行「英文系2018全校大三出國留學
招生說明會」，凡全校大二學生包含役男和進
學班皆有資格參加。
　會中將針對大三出國留學計畫和所需之準備
進行介紹，活動當天亦有歸國學長姐分享大三
在美加姊妹校的學習生活。英文系助教朱敏禎
表示：「說明會將讓大家對於出國留學計畫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學程加油讚
空運管理學分學程

　為推廣「空運管理」相關新知、培養航空運
輸管理規劃專業人才，商管學院運輸管理學
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企業學系及工學院航
空太空工程學系共同設置「空運管理學分學
程」，舉凡本校大學部、進學班及研究所，對
航空運輸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在學學生均可
申請修習，無名額限制。修習該學程之學生必
須修畢 21 學分，且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科
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自102
學年度開辦以來，已有19名學生取得學程證明
書，有意申請該學程的同學可於每學期開學
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學分學程修習 申請
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運輸管理學系辦
公室登記。（文／本報訊）教育學院院長

張鈿富 未來職場能力跨領域創新
翰林
驚聲

　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帶領系上學生約15人自
發性組成「經探號」團隊，以舉辦課程或營隊
的方式進行經濟學遊戲式學習活動。自八月以
來，已赴新北市埔墘國小、碧華國中、海山高
中前後5次，而本月11日，「經探號」更帶著
八里的新住民到宜蘭旅遊，並進行「經濟學玩
很大」的遊戲，獲得新住民的熱烈迴響。「經
探號」帶領的活動，像是藉由支援前線遊戲，
讓參與者了解何謂扮演供給者與需求者的腳
色，或是以競標賓果遊戲等等方式，由淺入深
將經濟學的知識融入遊戲中，林彥伶說明，
「經濟學其實是一門非常生活化的科學，它會
教你該如何去做選擇，希望能藉由服務寓教於
樂，讓孩子學習到一些基礎的經濟知識。」未
來團隊還計畫能到偏鄉服務。（文／胡昀芸）

　【本報訊】本月17日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文學院院長林煌達、理學院院長周子聰，
以及由文學院中文、資圖、大傳、資傳四系主
任組成的訪問團，一同前往福建師範大學，參
加該校110週年校慶。 
　本校自2014年與福建師範大學簽訂姐妹校以
來，學術交流頻繁，尤其兩校文學院互動密
切，雙方合作的閩台班已是第二年。戴副校長
表示，此行拜會福師大校長王長平，除當面表
達張校長祝賀之意，也在17日晚宴中送上淡江
大學給姐妹校110歲生日的賀禮。18日上午參

加慶祝大會，下午出席文學院各系與該校閩台
班師生座談後，與林院長、周院長先行返台。
　座談會中由林院長及四位系主任輪流演講，
介紹系所特色，希望更多有興趣的福師大學生
交換至本校學習。隨後雙方討論閩台班學生至
淡江的生活起居問題，以及兩院師生未來的學
術交流。林院長表示，針對會中該校師生的意
見，如：建議12-14點不排課、希望選修體育
課程、可否成立雙聯學位以及文創碩士班等問
題，會跟本校相關單位進一步研議。
　訪問團一行19日參訪福州文創據點─三坊七

巷，作為高教深耕計畫「淡水老街再生」之執
行參考。20日則前往廈門，參觀龍山文創園、
華僑大學閩台青年創新創業服務中心、青瓦創
業基地，了解台灣青年至福建創業的輔導機制
及校友會媒合產學合作機會現況，未來將研議
文學院學生至創業基地及新創企業實習與工作
機會。21日與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新聞
與傳播學院交流，大傳系主任許傳陽表示，相
談後雙方交流再深化意願極高，皆期望將目前
的學士階段合作，延展到碩士生的交換與修讀
課程，後續將繼續討論。

　【本報訊】由本校中文系、詩刊社、創世紀
詩社合辦的「以書寫面對當代：兩岸青年詩
人對話」， 23日晚間6:30於台北校園D501舉
行，共有11位來自兩岸的青年詩人參與對談，
也吸引約七十位各界人士到場聆聽。
　該活動與談主題是：「我自己如何以詩創作
跟『當代』的問題或狀況對話」，以及「對海
峽對岸青年詩人所處的『當代』有何理解跟想
像」。與談人之一的創世紀詩刊執行編輯姚時
晴說，當代當然有很多問題，譬如地球暖化、
網路世界如何改變文化？是不是會改變我們的
書寫或創作的方式？她以自身經驗分享關注環

境保護議題，以及如何以自然書寫呈現。
　詩刊社常務副主編商震表示，此活動今年已
是第四屆，兩岸青年朋友身上都帶有一點銳
氣，這種銳氣在他們談話中表現得很充分，今
天對話的主題多圍繞在他們自己對這世界、對
詩歌的看法，很真誠。
　活動負責人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說，很高
興能順利邀請到兩岸70後、80後跟90後作家，
堪稱青春正盛、後生可畏。近20年前他還是一
名「青年」時，便曾多次受邀參與這類同齡人
或同世代作家的座談，席間不但有交流，更多
的是交鋒，現在想來都是極其溫暖的回憶。

  本校學教中心上月17日邀請公行系副教授黃
一峯，以「『籃中演練』情境模擬教學法應用
於公共人力資源管理課程之研究」為題，與老
師們進行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分享。黃一峯
說明，「現在學生上課時，外在誘惑很多，愛
滑手機，所以我們反過來利用這個特點，讓他
們在上課時盡情使用手機『學習』，讓他們覺
得課堂有趣，更專注上課。」
　「籃中演練方法」主要用於企業培訓，主管
自每天處理的書面文件中抽樣選出部份，要求
員工在一定的時間內，寫出處理的流程與方
法，藉此瞭解員工的能力或培養能力。而長期
研究「籃中演練方法」的黃一峯，將此應用於
教學中，透過將學生帶進模擬情境中學習，讓
學生在課堂上即學即用，黃一峯表示：「在演
練問題與上台報告時，同學能藉此深刻留下印
象，不再僅止於抄與背，而是更增強了應用能
力，在過程中學生會給予回饋，讓我也能與他
們一起學習。」
　黃一峯的教學著重在讓學生體悟知識，除
了籃中演練方法，黃一峯還會透過開設line群
組，拋出問題讓學生在群組裡進行討論，「會
有很多同學回應你，這比在課堂上請他們發言
來得有學習效果。」同時，他也讓學生加入
Survey monkey平台回答課堂問卷，「如何活
用課堂讓學生更有效學習，讓學生增進獨立思
考與團隊合作能力」就是黃一峯的著墨之處。
　黃一峯也提到，這樣的新型教學方式還是有
挑戰與困難，「學生必須要能漸漸培養起創新
與邏輯思考能力、團隊溝通效果，更要有課前
預習與課後複習能力，而老師在課前的準備工
夫更不能馬虎。」他勉勵臺下師生，雖然以多
元方式呈現課程，備課時間會增加，但能吸引
學生更專注學習、培養他們的競爭力，「我認
為這就值得了。」（文／楊喻閔）

▲學教中心邀請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以

「『籃中演練』情境模擬教學法應用於公共人

力資源管理課程之研究」為題成果分享。（圖

／教師教學發展組提供）

堯文譓深耕後山奇萊美地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副教授
王慰慈與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井迎兆共同執導
的紀錄片《學數學的女孩們》，入圍2017台灣
國際女性影展競賽片，上月17日在台北華山光
點戲院舉辦首映發表會後，於北一女、新竹女
中，及高雄女中等巡迴放映，希望能對國內學
子有所啟發。
　該片記錄兩位60年代台灣女孩投身數學領域
與研究的故事：一位是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數
學系的張聖容，另一位是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
牙哥分校數學系的金芳蓉。兩位目前皆為中央
研究院院士，成就卓越且揚名國際，片中描述
他們如何面對理想與困境、平衡家庭與事業等
心路歷程，該片欲呈現學數學沒有性別限制，
女性特有的細膩心思，成為學數學的一種優
勢。
　王慰慈補充，「觀察到現今性別隔離越來越
嚴重，因此從徐道寧、張聖容與金芳蓉，特別
以性別的觀點切入，期望打破社會價值體系對
於性別僵化的觀念，性別絕對不是學科技的條
件或限制，重要的是人的態度。」
　《學數學的女孩們》為王慰慈向科技部科教
發展及國際合作司所申請連續2年的性別與科
技之研究案專題「台灣女數學家生命的故事」
分成兩部，第一部。《數學女鬥士-徐道寧》
於104年首映，為臺灣首位女數學博士與教育
家徐道寧的人生故事；10月首映第二部《學數
學的女孩們》，共花費近4年的時間。

外語學院 英文系 戰略所 舉辦感恩餐會

文學院參訪福師大華僑大學深化交流

兩岸青年對話 談當代新詩創作

《學數學的女孩們》
王慰慈紀錄片巡演

（圖／本報資料照片）

二、發展學校特色，第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第四、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而本校在人才的
培育上，應建立新創產業發展需要的能力，以
PISC 機模作為發展課程與教學的基礎，結合
專業能力（P）、發展資訊資本（I）、以儲備
職涯資本（C）有機整合之課程，建立職場的
競爭實力。盤點各學系課程所需的 PISC，結
合基本素養的培育，並落實培育新創產業能力
的課程目標。（文／黃懿嫃整理）

▲「第九屆發展研究年會暨未來前瞻國際學術
研討會：亞洲2050」在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圖／未來學所提供）

全校大三出國留學

英文系 30 日說明會

配傳統醬料享用，現場不僅香氣四溢，更瀰漫
溫馨氛圍，師生共約20位一起歡樂慶祝，感受
美國佳節氣氛。戰略所副教授黃介正表示，感
恩餐會的傳統是拉美所開始舉辦，2008年起戰
略所也效法，鑒於外籍生逐年增加，希望透過
這個節日活動，讓他們也感受到淡江大家庭的
溫暖。

　除新書發表外，現場還準備各國美食和火雞
等餐點，讓與會貴賓一同享用，共度溫馨的感
恩節。
　英文系為慶祝美國傳統節日感恩節，於17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感恩餐會」，系主任蔡
振興與師生約170人參加。會場以燭火、氣球
布置，並提供美味餐點，營造出古典、溫馨的
氣氛。蔡振興致詞時表示，「六年前英文系
開始舉辦感恩餐會，藉由這樣的聚會，凝聚系
上師生的向心力，感謝大家今日的出席，期望
未來英文系會更好。」活動中，由英文系同學
輪番上臺表演，臺下師生同時享受視覺與聽覺
的饗宴。現場也發放感恩小卡供書寫，歡樂氣
氛高漲。此外，蔡振興也親自上臺表演鬼怪橋
段，將活動帶入另一波高潮。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20日中午在驚聲大
樓T1201舉辦美國傳統節日感恩節餐會，現場
除了火雞外，還備有馬鈴薯泥、鹹派、雞湯和
水果等佳餚，在副教授黃介正帶領下禱告並切
下第一刀，火雞裏填滿麵包塊與其他蔬菜，搭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沖繩縣高中生國際交流團在8日參訪文錙
藝術中心，是由沖繩縣高等學校文化聯盟副會長（沖繩縣立浦添商業高中校
長），也是本次的副團長本原泉帶領沖繩縣各高中選出學生，其中包括20名
書道部門學生，美術部門學生至其他學校參訪所組成。本次是經過上次的櫻
井高校參訪後，再度有日本參訪團來與張炳煌主任的書法教授課程，主要內
容有數位e筆的的應用，讓學生們現場練習使用，並當下書法實技指導及給予
學生作品評析，主任也現場揮毫給學生們做示範。
　張炳煌主任表示，沖繩書法團是整個沖繩對於書法研習上的菁英，能夠來
這裡是非常難得機會，最近這樣的參訪團很多，希望能夠喚起大家對於書法
的重視。

 日本沖繩書法團 體驗e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