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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教學評鑑優等獎校友公益平台獎助178生

　

人物短波

郭秉讓 IKEA 收藏達人

　

學程加油讚

德語國際企業學分學程
　德文系為了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業需求，
培養學生兼具德語與國際貿易實務及行銷之專
業能力。特設置德語國際企業學分學程，本學
程參與教學之單位包含外國語文學院德國語文
學系、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兩系。
　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對德語
與國際貿易實務和行銷相關領域有興趣，且前
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5分以上者，均可申請
修習。於每學期開學後第一週，填妥「淡江
大學德語國際企業跨領域學分學程修習申請
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
送交系辦審核。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總學分數28
學分，包含：德語課程至少16學分及國際貿易
基礎、實務和行銷相關課程至少12學分且成績
及格者即可至德國語文學系網站下載並填妥
「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單正
本乙份，向德國語文學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
請，經審查通過後，報請學校發給「淡江大學
德語國際企業跨領域學分學程學分證明」。各
系開課科目名稱及學分數偶有變動，同學提出
認證審查時，以修習當時科目名稱為主，從寬
認定。歡迎有興趣同學修讀，詳細修讀辦法請
洽德文系。（文／林毅樺）

　大傳系第14屆校友郭秉讓，擁有20年DJ經
驗的他表示，「分享音樂給別人是一件很享受
的事情。資訊發達的時代，能跟線上聽眾即時
互動，這樣的工作氛圍，讓我樂在其中。」除
此之外，他有收集玩具的興趣，這個嗜好是為
了彌補小時候無法將玩具拿回家的缺憾，他說
「玩玩具，不是小孩的專利」，因為居住的生
活空間有限又堆滿了玩具，於是決定把自己的
生活品質和房間找回來。
　一個偶然的計畫IKEA收藏達人，讓郭秉讓
不僅有個新的住所，使他更有條理的與家人、
朋友分享，每件玩具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件收
藏都有屬於他的回憶。片中擔當主角的他，在
鏡頭前自然地流露劇中的真實人生，表現非常
出色，從DJ到拍片的角色轉換，郭秉讓在鏡
中展現的自信與特質，是影視傳播界的一顆新
星，也深信著，他的玩具收藏櫃中，會繼續寫
著屬於他們的不同故事。影片網址為https://
vimeo.com/294718846（文／林雨荷）

日文系助理教授蔡欣吟

打造客製化課程

（攝影／柯家媛）

電機系講座教授
劉金源

翻轉通識教育獲終身成就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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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淡江第5個年頭就獲得教師評鑑優等獎，
日文系助理教授蔡欣吟謙虛地表示是運氣好加
上同學們不嫌棄。
「教學生涯中最大的收穫應該是看到同學們的
成長，不論是本科系還是輔系的學生，亦或是
不是我的功勞。」談話內容不斷圍繞在學生身
上，可見得蔡欣吟十分關心每位學生，能榮獲
教師評鑑優等獎，可謂實至名歸。
4年教學生涯看似不長，一步步走來還是有許
多值得細細品嘗的回憶。例如：某次課堂中，
同學回饋特別熱烈，因此在教學的時候，更會
特別起勁；還有，每年都會要求輔系中級會話
班的同學在學期的尾聲做戲劇表演，起初都是
民怨四起，許多同學都不相信自己能夠完成。
但在演出結束後，看著同學們臉上洋溢著成功
的笑顏，以及跨過給自己的設限，當下心裡也
會為他們感到驕傲。過程中的怨言，日後也會
變成與同學間的玩笑話。
如何引導學生學習，蔡欣吟表示，平常授課的
班級通常都是人數較少的語言課，希望透過多
多溝通的方式，並為同學們量身打造「客製
化」的課程，更貼近他們的學習需求。
正在學習日文的同學，或多或少都有計劃利用
日文檢定來檢視學習成效。蔡欣吟提供同學一
個大方向去準備，日檢就如同多益考試有大量
題庫，考試前三個月針對考試題型多進行閱讀
及聽力的練習。日常之餘，也要常讓自己融入
日語環境，不論是看NHK新聞臺，或是看動
漫、日劇，都能體驗到更生活化的用詞。閱讀
方面，則是找自己有興趣的讀物，例如：小
說、報紙、雜誌等，增強閱讀能力。
看著輔系班同學在平常本科系念書之餘、社團
活動之餘，還能抽空學習自己有興趣的學科，
蔡欣吟表示非常感動並勉勵同學，選擇學習相
對有興趣的事物，或許將來會在職場上助你
一臂之力。「在人生中，20多歲是個精華的年
紀，望同學不要虛度光陰。」蔡欣吟笑稱自己
像老人家在勸世，但字字句句都吐露出感慨與
真心。（文／柯家媛）　

本校資訊管理學系於12月14日上午11時至12
時在淡水校園鍾靈中正紀念堂(Q409)舉辦大
師講座，邀請國立中央大學資管系講座教授
王存國，演講主題為「人工智慧發展的可能
影響」。（本報訊）

拉美論壇教授群帶領回顧局勢
拉丁美洲研究所將於 12 月 12 日中午 12 時，
在驚聲大樓 T306 會議室舉辦「拉美論壇」講
座，由所長宮國威、教授白方濟、副教授王秀
琦、助理教授黃富娟，帶領回顧 2018 年拉美
局勢，並對後續情勢進行分析與預測。( 文 /
吳婕淩）

英文系大三出國說明會
有出國留學夢的大一、大二同學（含進學班、未服役者）
看 過 來！ 英 文 系 將 於 12 月 14 日 中 午 12:00 在 視 聽 教 室
V203 舉辦「108 學年度全校大三出國留學招生說明會」。
( 文 / 姜雅馨）

108學年度商管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招生說明會108年1月5日(星期六)中午12時舉
辦，在淡江大學台北校園(金華街199巷5號)
D223教室。招生簡章，請逕至本校網址點
選【招生資訊】查詢及下載(http://adms.tku.
edu.tw/zh_tw/admiss02/admiss02_4) 聯絡電
話2321-2448。（本報訊）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為了讓師生共
同體驗攀岩的樂趣，並培養師生關係，蘭陽校
園主任室於12月5日下午於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攀岩場舉辦「登峰造極．無人能敵」全住宿書
院「休閒樂活」主題活動，攀岩是從登山衍生
出的一項運動，目的為克服登山的困難。
　參加同學分成三組，扣好安全環扣後，在教
練的鼓勵下，大家踏穩脚步挑戰自我。過程
中，有女同學因為害怕不想爬而半途而廢，甚
至在驚慌中手足無措。同學在教練的指導下一
步步向上前進，終於克服恐懼，自我挑戰成
功，嘗到勝利的滋味。

蘭陽校園自我挑戰攀岩樂趣

蘭陽校園攀岩活動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資管系大師講座
韓貴香鄧玉英開放觀課切磋教學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台北
市校友會發起，聯合各地校友會和各界校
友籌募獎學金幫助學弟妹，至今已邁入第
12年，並於12月1日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107年度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公益平
台」頒贈典禮。現場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劉子經、代表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陳進財總會長出席的卓越校友聯誼
會主委董煥新、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顧
問團團長林雲山等人與會共襄盛舉。

　劉子經開場致詞，「感謝校友捐贈獎學金，
讓學弟妹得到幫助，期望學生努力向自己的目
標前進，在畢業後能為自己的學弟妹提供幫
助」。董煥新表示：「感謝校友為學弟妹提供
協助及為活動做得準備與付出。期望校友團
結起來，使校友會成為一個有溫度與感覺的團
體！」林雲山表示，「期望得獎同學們在畢業
後有餘力，應向學弟妹們提供協助。」接著
由親臨現場的贊助校友親自為178位學生頒發
成績優良、自強、熱心服務、同心等8項獎學
金。最後以愛膳餐券座談會，邀請贊助人與受
領愛膳餐卷學生74位進行交流，典禮在一陣溫
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組
組於11月30日，邀請教心所所長韓貴香、通核
中心講師鄧玉英「幸福經濟學～理性與感性」
進行協同教學，舉辦課程觀摩交流，本次開放
７名教師臨場觀摩，共有60餘位師生聆聽。
本次課堂主題為「我很棒!?幸福感與自我感覺
良好」，韓貴香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解釋，正
向的情緒、情感是組成幸福的一部份。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化
學系、數學系、資工系4系舉辦的「花火奇緣
Midnight Love」聯合舞會於3日晚間在活動中
心盛大展開，男生穿著以西裝為主、女生穿著
以小禮服為主。場內後方布有童話城堡布景，
前去拍照的同學彷彿化身童話故事中的公主和
王子，現場備有精緻餐點供以享用，宛如一場
正式而華麗的晚宴，吸引約130人參與。
　活動邀請BEATBOX社、資工系、會計系、
熱舞社等帶來精彩表演，活動執行組及數學系
帶來多首歌曲，以演唱或演戲或跳舞等多元方
式演繹出一則則動人淒美的愛情故事，精采絕
倫的表演獲得現場熱烈掌聲！最後尾聲「party 
time」是整場活動高潮，在DJ及主持人號召
下，大家湧入臺前高舉雙手、隨歌舞動，並有
BATTLE舞技對決，眾人狂歡，嗨翻全場！

　【記者林毅樺專訪】在電機系講座教授、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的辦公
室裡，擺放着由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頒發的
「終身成就榮譽獎」，係由中華民國通識教育
學會新設立的一個獎章制度，針對在通識教育
領域上貢獻良多、表現卓著的學者給予榮譽。
為臺灣通識教育貢獻了20餘載光陰，同為臺灣
通識教育策略聯盟暨品質策進會理事長的劉金
源表示，很榮幸獲得學會認可自己在過去生涯
中推動通識教育的貢獻，未來會繼續為通識教
育的發展而努力。劉金源說：「走出去了就不
會限制發展，做了就變成一種能力」他跨出了

第一步去推動通識教育，就相當於
跨領域的學習，至今收穫斐然。
　「無心插柳柳成蔭」這是劉金源
對於其推行通識教育的心路歷程。
從民國85年起，適逢大法官釋憲，
大學共同必修的改革浪潮掀起，兼
任國立中山大學教務處出版組組長
的劉金源，當時該校校長劉維琪委
派其重大任務「改革中山大學的通
識教育」，自此之後，劉金源便與
通識教育結下不解之緣。「通常推
行通識教育的老師是擅長人文、社
會領域的教授，我卻是專長水下技
術、水中聲學的領域。」劉金源笑
言這是一個跨領域的挑戰，當時抱
着挑戰的心態，認為不懂的只要用

心學必有所得，便接下這個任重而道遠的任
務。從參加多場通識研討會、走訪學校的過程
中，劉金源積極收集着各界對通識教育的見
解，後組織學校成立校級共同教育委員會，開
啟了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之路。
  民國93年，中山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成立，
由於長期的投入，劉金源擔任第一任主任，同
年獲得了教育部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第一，奠定
了中山大學在通識教育的地位，備受矚目。
「沒有專業的通識是空洞的，沒有通識的專業
是盲目的。」談及通識教育在大學裡重要性
時，劉金源表示，「通識教育是大學課程中不

可缺少的一環，屬於基礎教育，涵括人文與科
學不同面向的學問，大學生應先學習基礎與核
心教育，對不同領域均有所涉獵，彌補學生在
高中時期因考試分科分流而限制學習的不足，
藉此建立學生人文與科技跨域合作之能力，同
時培養人文與科學素養，進而建構專長，成為
一個跨領域的人才，否則只能是浮沙築塔，難
以應對社會未來的競爭環境。」
  劉金源引述了屏東商業技術學院校長杜炯峰
的一句話「沒有專業沒有前途，只有專業前途
有限。」他認為教育不只專業，也有文化面向
的教育，現今臺灣需要的不是一個偏頗的學
習，而是需要全人教育，一個全面向的教育，
學生的學習態度、品格、素養同樣重要。
　對於現行通識教育課程的劃分準則，劉金源
說明通識教育為形塑各校學生之特質，故應注
重理念與目標，以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為
例，秉持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並融入三
化政策與八大素養，透過理念與目標規劃課程
與科目，形成一個PDCA循環。在現時臺灣的
通識教育師資發展、教學品質如何控管，劉金
源直言設定通識課程應有一定廣度與深度，以
生命教育為例，師資應為「大師級」人物，本
身對於生命經驗與教學經驗有一定歷練，才能
深入淺出地傳道授業，同時學校的配套資源是
非常重要的，例如足夠之教學助理、經費，每
一門課程的心思、資源付出都很龐大，才能控
管、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

　劉金源語重心長地說：「目前臺灣各大學都
忽視通識教育的問題，認為通識教育只是補充
教育而並非核心教育。」臺灣的大學生普遍存
在錯誤的價值觀，只着重於其學習的專業領
域，修讀通識只是為了拼湊學分畢業，更有了
「營養學分」一說，往往學生的教學評鑑的標
準都是老師給分是否寬鬆、課程是否好過。劉
金源認為「通識教育」、「專業教育」被等同
對待的觀念在此階段較為困難，甚至當教育部
宣布不再評鑑後，許多通識教育中心被解散，
故而臺灣通識教育需要力行宣導，提倡跨領域
的學習氛圍，注重通識教育和就業競爭力之關
係，例如通識教育對態度、品格、基礎教育、
第二外語能力之訓練。
  劉金源亦建議教育部可思考過去所推行之通
識教育制度是否有改善空間，進而「去蕪存
菁」地提出新的模式，而老師則精進自己的能
力，充實自我，以教學實踐研究，應對將來
不同的教育體制。「老師是演員，學生是觀
眾。」這是劉金源對於現行教學模式的觀感，
在課堂上，老師往往準備了投影片照本宣科地
解讀課文內容，卻失去了課堂的意義，學生可
以在網絡上下載投影片閱讀而不去上課。因此
現行的教學模式應該改變為「老師為導演，學
生為演員」，老師應該引導學生如何去學習課
堂主題，由學生去講述主題，再由老師去更正
學生的錯誤，從而建立良好的師生溝通管道，
提升課堂效率。

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獲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頒發
「終身成就榮譽獎」（圖／劉金源教授提供）

國際青年環境工程研討會 3國4校學術交流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12月6
日舉辦「2018國際青年環境工程專業人員研討
會」，來自臺灣、南韓、泰國三地的學者及學
生參與。會議全程以英語進行，由學生發表論
文近20篇，主題包括重金屬去除、海水淡化、
微生物培育及應用等。
　兩年前，水環系教授李奇旺通過「系所國際
學研機構駐點暨共同培育國際一流人才」補
助，赴南韓慶北大學駐點，期間雙方教授為提
供學生學術交流機會，於105年4月舉辦「國際
青年環境工程專業人員研討會」，成效良好。
今年邀請泰國農業大學與臺北科技大學參與，
期望推動多邊學術交流，提升學生國際視野。
　參與發表的水環博一陳怡鈁表示，「透過國

四系聯合舞會華麗旋轉

際學術交流接觸專業人才，是個難能可貴的機
會，收到的回饋亦有助她研究進行。」水環碩
一鍾昊軒說，「國外學生的報告方式啟發他一
些研究方法上的新思維；運用英語、保持平常
心向各位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一個實在的挑
戰，期待未來一次比一次有更好的發揮。」

水環系主辦「2018國際青年環境工程專業人員
研討會」，3國4校學生進行學術交流。（攝影
／劉芷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12月3日舉
行「王紀鯤建築設計獎」頒獎典禮，系主任米
復國主持，旅居美國的前系主任王紀鯤特地返
校頒獎，退休教授陸金雄、系友會會長郭秋利
及百名師生出席。該獎項為建築系感念前系主
任王紀鯤的貢獻，由退休教授陸金雄邀集王教
授的學生，好友，同學共同募集，鼓勵建築設
計優秀學生，本次共頒發19人，每人6000元。
　王紀鯤致詞時提到，教學生涯中曾經待過7
所學校，所以獎金的募集，這些學校的學生都
有出力。獎金數目雖然不大，但因自己曾擔任
過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現臺灣建築學會）理事
長，目前在建築系仍小有名聲，所以獎狀對於
得獎同學的求職、升學應該更有幫助。
　獲獎系友李映萱表示，這個獎她得過三次，
不過此次讓她最開心，因為是畢業設計作品，
代表在淡江的學習成果及努力得到肯定，這也
將是履歷表上不會缺席的一項紀錄。她感謝系
上的培養，未來也將承繼王教授及學長姐的心
意回饋系上，造福學弟妹。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俄文系於
11月29日由系主任劉皇杏帶隊，參訪希伯崙
（LiveABC）股份有限公司，共26名師生參
與。劉皇杏說明，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透過
企業參訪讓學生了解企業多角化經營的模式，
在畢業前多做準備，提升就業競爭力；她指
出，隨著人工智慧時代來臨，未來語言學系學
生畢業後出路也可能因人工智慧科技發展有所
限縮，此次參訪的公司可提供學生相關思考。
　希伯崙公司由校園推廣部張經理和吳副理接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外語學院工作坊 
齊心規劃外語特區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12月5
日舉行「德文系教師成長社群－大學社會責任
從身邊做起，外語學院文化走廊參與設計工作
坊」，邀請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說明外語大樓
一樓走廊設計概念，進行意見交流，初步決
定將各系語言特區走廊以相關國旗顏色及代表
性特色（如日本富士山、法國凱旋門）進行布
置，彩繪一樓天花板，呈現世界村的意象。
　外語學院院長兼德文系主任吳萬寶開場時指
出，目前各系雖然都有各自空間，但一樓的走
廊仍十分空白，故邀請黃瑞茂老師前來協助，
希望能展現外語學院的特色。黃瑞茂認為此次
工作坊是由外語學院表達改變環境的意願，除
了師生共同參與之外，他也希望能以簡潔方式
呈現外語學院特色。
　參與工作坊的德文系助理教授張秀娟表示：
「黃瑞茂老師在分享中所呈現的淡水以及在時
間、空間改變下的不同風貌，令我十分驚豔，
也相信以黃老師的經驗，能為外語學院帶來屬
於外語文化的新風采和空間使用多樣化。」

良師益友座談會 7 師交流學教經驗

　「原來我沒有那麼棒!」每個人都會有面對
挫折的時候，問題在於面對挫折的態度。最
後，韓貴香鼓勵大家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心中想
要成為的樣子，並朝此目標努力。
　鄧玉英讓同學們反思並以「因為我貧窮，所
以」造句。同學們熱烈的回應，如：少喝飲
料、多打工、每天到學生餐廳用餐、存錢、好
好學習、少一點慾望、多交朋友等，勉勵同學
更要突破其限制。

戰略所師生赴國防大學參與兵推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與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
11月29日在國防大學八德率真校區合辦第8屆
「全國戰略社群聯合政軍兵棋推演」，6所學
校，逾百名師生及外國學官參與。所長李大中
致詞希望透過特別的學習模式讓同學滿載而
歸，以提升安全與戰略研究風氣與學術地位。
　該活動希望促進軍文學術交流，讓不同背景
學員與教師彼此切磋、學習，結合理論與實
務，明瞭自身扮演角色，思考其利益政策立

場。上午為設定議題的兵棋推演，下午則利用
電腦軟體模擬兵推，根據時事變化增減議題，
更加入假新聞，讓學員在有限時間壓力下，模
擬國家決策團隊進行反應與處置。
　戰略所碩一黃靖雯分享：「我認為我們這組
（中華民國三組）的時間掌控和組員討論沒有
做好，下次能改進。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下午的
電腦操作模擬，除了解不同角色扮演的具體任
務，更讓我體會到推演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比
上課學得更多，期待明年的推演的到來！」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
組於12月4日舉辦「107學年度田Mentee教師座
談會」，由教發組組長李麗君主持，邀請105
年教學特優教師、資圖系副教授賴玲玲分享經
驗，幫助新進教師在教學、學生輔導，以及研
究計畫等融入本校。李麗君表示教學評鑑反應
教學品質，故教師應反思「何謂好老師」。據

教學意見調查統計，學生認為的「好老師」應
有教學熱誠、引導學生思考、激勵學生向上等
特質；相反地，學生不喜歡照本宣科、沒有互
動及不公平之評分標準。
 　新聘教師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都會面臨到
困難，賴玲玲分享在淡江15年的教學經驗、為
教師們解惑。「如何在教學、研究、服務三

者間取得平衡」，賴玲玲認為「這是場長期抗
戰，沒辦法在短時間解決，調配自己時間規畫
則是首要的解決辦法。」
　公行系助理教授詹立煒分享「透過本次活動
有助於解決在教學現場的問題，並透過交流精
進教學方法及原則。」

鼓勵建築優秀學生 
王紀鯤返臺頒獎 

俄文系企業參訪 學生預見多元出路
待，首先介紹公司概況與海內外行銷狀況分
析，另播放異業結合的翻轉教學或活動影片，
結合3C產品、網路和景點QRcode，讓參訪師
生了解語言的教與學也可以跳脫課本的枯燥。
　俄文四戴偉丞感謝系上的安排及LiveABC的
雙向互動，也看到該公司除語言教學媒材之
外，對海外市場的野心。「但我希望也能在臺
灣更多偏鄉、離島區域的中小學進行協助推
廣，特別是著重3C遠距教學的LiveABC。」他
期許自己能在大學畢業之後的規劃，能因為參
加不同的企業參訪、實習，而有更多的選擇。

台北市校友會公益平台頒贈典禮
（攝影／李祈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