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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將於
9月24日下午1時1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有蓮廳舉辦熊貓講座，邀請美國製片公司
RIDEBACK的首席CEO林暐（Dan Lin）蒞
校，當日將以「成功的三個關鍵：創新，
合作與共享」（The 3 Keys to My Success: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ty）為題
進行演講。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表示，此次很榮
幸能邀請林暐來校演講，此行除了分享他的好
萊塢成功經驗外，他以具體行動幫助他人圓
夢，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因此藉此演講希望能
讓同學們了解「地方創生」的發展趨勢外；另
一方面透過企業社會責任的經驗分享，能夠啟
發本校思考並了解「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的背後真義。
　林暐是好萊塢知名的電影製作人。今年熱映
的《阿拉丁》（Aladdin）、《牠：第二章》
（It: Chapter 2），以及樂高（Lego）系列、

日本三大學來訪 四校進行學術交流

林暐分享成功關鍵樹人路上結伴同行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為獎勵教
育工作者長期對教育的奉獻，每年均會致贈
獎勵金予教學滿10年至40年之教師，並於教師
節前夕邀請服務年滿40年之教師參加「資深優
良教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今年本校資深
優良教師共有53位，服務年滿40年教師2位：
機械系趙崇禮、企管系黃曼琴；服務年滿30年
12位：歷史系黃建淳、化學系王伯昌、會計系
顏信輝、企管系洪英正、國企系林志鴻、統計
系李秀美、外交與國際系戴萬欽、教科系李世
忠、學動組覃素莉、張弓弘、陳逸政、通核中
心胡延薇；服務年滿20年有14位：化學系徐秀
福、物理系曾文哲、建築系姚忠達、水環系
李奇旺、財金系顧廣平、管科系廖述賢、曹
銳勤、風保系曾妙慧、公行系韓釗、經濟系
林淑琴、日文系河村裕之、西語系林禹洪、
白士清、日本政經所胡慶山；服務年滿10年有
25位：資圖系張玄菩、物理系葉炳宏、數學系
郭忠勝、化材系林正嵐、陳逸航、資工系鄭建
富、電機系周建興、劉寅春、管科系陳怡妃、
會計系徐志順、王貞靜、財金系鄭婉秀、林建
志、企管系李芸蕙、張雍昇、國企系林美榕、
日文系廖育卿、英文系曾郁景、西語系戴毓
芬、日本政經所小山直則、教科系賴婷鈴、資
創系張峯誠、觀光系葉劍木、學教組李欣靜、
潘定均。本報特別於三版規劃教師節特刊，
專訪黃曼琴、王伯昌、徐秀福及廖育卿4位老
師，請他們分享教學人生與心路歷程。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
核處9月19日下午2時在覺生綜合大樓I501室舉
辦「第11屆品管圈競賽活動說明會」，主持人
秘書長暨品管圈評審小組召集人劉艾華致詞表
示，全面品質管理（TQM）是學校的重要招
牌與能力，歷年品管圈探討的議題皆富含意
義，對學校永續經營的幫助不容小覷，他鼓勵
教職員與學生多多參與、將能從中得到收穫。
  稽核長張德文接著說明本校「全面品質管
理」的理念是由張建邦創辦人引進，於95學年
度設置「淡江品質獎」、98學年度推行「品管
圈競賽活動」持續至今，藉以落實「持續改
善」的觀念，一起讓淡江變得更好。接著介紹
獎審機制、競賽流程、報告書內容及格式，並
由第10屆品管圈競賽第1名皇帝大圈圈員林芷
芸分享如何準備成果報告書、簡報。第11屆品
管圈競賽即日起報名至9月27日止，申請報告
書繳交至明年1月13日止，報名請洽品保處黃
雅琪，校內分機3569。
　為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學習品管圈手法之運
用，品保處特別於10月14日（一）起，一連三
個週一開設「品管圈教育訓練」課程，邀請行
政院勞動力發展署正訓練師彭淑芸授課，除相
關手法之教學外，更會針對參加競賽圈隊的主
題，以「分組」實際演練與檢討方式進行，歡
迎有興趣者，尤其是參加品管圈競賽圈隊圈員
踴躍報名參加，相關資訊請洽品保處網頁（網
址：http://www.qa.tku.edu.tw/main.php）。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為鼓勵
國內大專院校會計相關科系碩生投入會計領域
研究，於9月20日在臺北校園D208舉行「2019
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研討會」，本次有
政治大學、成功大學等12所國內會計相關研究
者，參與12場次發表36篇論文，會後評選出最
佳論文獎，最高獎金10萬元。會計系系主任孔
繁華表示，本研討會為目前會計及相關系所碩
士論文獎金最高論文競賽，且本次研討會投稿
論文後，有機會刊登於TSSCI第二級之優良學
術期刊之《當代會計》期刊，感謝各界人士對
本研討會給予肯定。

　【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68次行政
會議9月20日下午2時10分，在驚聲紀念大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葛煥昭主持，4位副校
長、一級單位主管出席，並與蘭陽、臺北校園
同步視訊。葛校長致詞表示，蘭陽校園系所整
併的提案已於院長會議中通過，接下來請相關
單位依程序辦理。這些決策都是因應時代的變
遷，同時配合教育部關於師資質量及生師比的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俗話說「萬事
起頭難」，新手教師如果想申請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應該如何著手呢？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
組9月16日中午12時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從無到有的構思」經驗分享與座談，邀請運管
系副教授鍾智林、電機系副教授楊淳良分享，
近40位教師出席。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鼓勵
各位教師積極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校會
提供充分的支援與協助，讓大家在申請研究的
路上不孤單。而擁有豐富資源，可充分支援計
畫案的圖書館與資訊處，館長宋雪芳與資訊長
郭經華也歡迎教師們多多利用，讓計畫案的申
請更為順利。
　鍾智林首先提到「研究主題該如何發掘？」
他建議先參考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網站中的得
獎教師研究主題，這些主題多將研究遊戲融入

構思教學實踐計畫 過來人樂分享

穩懋當代會計研討在淡江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一場演唱會除了
歌曲之外，還能知道更多歌曲背後的故事！
大傳系校友雷光夏9月15日第二度於臺北國
際會議中心（TICC）舉辦個人演唱會《昨天
晚上我遇見你》，她在過程中分享每首歌曲
的創作歷程，包括為二二八受難外公所寫的
《明朗俱樂部》，也讓在場的歌迷了解，這
位「歌唱詩人」、「文青教主」更多心路歷
程及背後的故事。
　演唱會現場以「宇宙」的概念呈現，漆黑

的 舞 臺 上 擺 著 一 道

觀課交流 林銘輝秀CLIL教學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對於老師來說，
英語授課通常是一門大挑戰，如何在課程中
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又如何將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教學方式導
入課程？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組9月18日舉辦
觀課交流，邀請英文系副教授林銘輝開放「英
語演講」課程，共10名教師參與。
　課程開始，林銘輝先將班上19名學生以系統
抽樣法分成4組，並要求他們在8分鐘的小組討
論當中回答「你是誰」、「你來自哪裡」、
「中秋假期如何度過」等5個問題，希望同學
們從討論中加強對彼此的了解，便於日後課堂
討論的進行。隨後林銘輝提出19個演講要點，
讓同們學透過討論將其分類，並選出他們心目
中英語演講最重要的一點。儘管4組同學的分
類方式不盡相同，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
「自信」最重要。
　最後林銘輝提供關於英語演講的7個建議讓
學生們參考，期間林銘輝運用相關的輔助工具
如紙條、卡片、圖片協助進行課程，並不斷地
走動了解每位學生的上課狀況，過程流暢，師
生與同學間互動熱絡。 
觀課教師土木系副教授羅元隆表示：「林老師
的課程步驟銜接緊湊，每個步驟都讓學生有充
分發言和參與的機會。這對今後改變學生的學
習態度和習慣很受用！」

53位資深優良教師

第11屆品管圈競賽開跑

日本政經所舉辦學術交流會，四校學生會前
認真準備。（圖／日本政經所提供）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24(二)
10:00

教政所
ED601

淡江大學教政所所長薛雅慈
當 [108新課綱之高中校訂課程] 遇
上 [大學學習歷程] 座談會

9/24(二)
14:40

研發處
HC306

美國RIDEBACK公司CEO林暐
國外教授來訪學術演講：從哈佛到
好萊塢：跨域思考與經營哲學
From Harva rd  to  Ho l l ywood  :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 Business 
Philosophy

9/25(三)
15:00

研發處
E401

日本立命館大學信息理工學院終身
教授陳延偉
國外教授來訪學術演講：人工智慧
在影像分析與辨識之應用
AI application in image analysi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9/28(六)
9:00

學務處
I201

諮商心理師／卡樂思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企管總監　謝未遲／莊舒涵
第一次當TA就上手，快來～108學
年度教學助理教學專業課程研習營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23(一)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
全球在地大未來

9/24(二)
14:10

產經系
B507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副研究員
兼組長徐慶柏
政府政策如何協助金融科技發展

9/25(三)
14:10

資圖系
L526

104資訊科技資深研究總監王派桓
使用者體驗設計

9/26(四)
14:00

機械系
E787

先構技研總經理陳昱均
網宇實體系統之應用

9/26(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
陳君厚
矩陣視覺化與其應用

9/27(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林慧珍
第一志願當youtuber?! 「想法」才
是關鍵

9/27(五)
14:00

經濟系
HC307

王道銀行執行副總經理暨企業金融
事務執行長林一峰
銀行企業金融實戰

9/27(五)
14:10

經濟系
B706

言果學習創辦人鄭均祥
如果，培訓比手遊更好玩？

行政會議 葛校長：堅定品質改進 提高參與率

教學及教育科技等主題，方法大致雷同，但因
套用的學科不同而產生差異，只要從「跟著主
趨勢，潮流即王道」、「避免同質性，創新秀
亮點」兩個思維著手，同時注意資料的蒐集與
整理，必能脫穎而出。
   楊淳良則將「光纖傳輸實務課程」課程的演
進譬喻成稻米生長過程，其中使稻穀發芽的關
鍵在於課程中加入了「期末專題實作」，讓同
學在課外時間做實驗，多數同學也在教學評量
時給予肯定回饋，認為可以有效提升學習成
效。楊淳良更分享自己也曾透過參加多場相關
演講與分享吸取經驗，建議大家可多多參與。
   學動組助理教授謝豐宇表示，由於體育科目
性質與其他學科不同，在評量上也會因學生能
力差異而難以測量，如何在教學場域找到合適
的研究主題，需要進一步思考。

西語頂石培育譯流人才

法文系6校友赴法教華語

三金校友雷光夏 TICC二度開唱
門、幾片布幕及幾個玻璃藝術品，看似簡單的
擺設，卻在演唱會進行中發揮了強大的功能，
時而出現的光影、飛躍的文字，以及照片與電
影畫面的交錯流轉，搭配雷光夏獨特的文藝式
唱腔，讓聽覺與視覺同樣享受豐富的盛宴。不
會講臺語的雷光夏在此次特別選唱了「黑名單
工作室」《抓狂歌》專輯中的《傷心無話》向
經典致敬，也特別邀請14年前誕生，《未來女
孩》一曲主角，外甥女小米擔任安可曲客座吉
他手一起表演該曲，成為演唱會中最大驚喜。
　雷光夏在大一參加金韶獎一鳴驚人之後，

就如同她為母校淡江大學60週
年校慶所寫的歌曲《果實》中
描述的「我努力變成熟、我努
力變甜蜜、我努力更溫柔，讓
你能夠看見我。我努力更勇
敢、我努力的成長、我努力演
神秘，讓你不想離開我。」一
般，持續地在創作這條路上發
光發熱，除了連續獲得金鐘、
金曲及金馬獎的肯定，更擁有
一票死忠的粉絲。她的演唱會
也別於一般演唱會的熱鬧喧
騰，更像是場療癒的音樂會，
帶來滿滿的溫暖與安定感。

教院推CDIO未來思考

之前的大偵探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
系列等多部膾炙人口的電影皆由他擔任製片
人。而早在2008年9月，林暐就被美國知名雜
誌《名利場》（Vanity Fair）評選為「十大值
得關注製片人」。之後，他又被《好萊塢報
導》（Hollywood Reporters）評選為「賦予好
萊塢不同聲音的50位變革推手」之一。
　 除 了 成 功 製 作 不 少 有 口 皆 碑 的 票 房 電
影，林暐及RIDEBACK公司更以具體行動
回饋社會，他們設立了EEF基金（Evolve 
Entertainment Fund）為有志從事影視娛樂工
作的弱勢青年，提供帶薪實習教育訓練的機
會；2018年2月，林暐更將公司搬遷至美國洛
杉磯相對貧困的菲律賓城，以此開啟當地地
方創生計畫，幫助當地年輕人規劃好萊塢的
職涯發展，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對此，林
呈蓉表示：「在高齡化、少子化的人口結構
下，如何有效推動地方創生，為地方的社會

經濟注入一股活水是目前台灣社會所面臨的課
題。林暐用實際行動做出了示範，值得我們參
考與學習。」歡迎全校師生前往參與本次熊貓
講座。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頂石課程是讓
應屆畢業生統整及深化大學所學的方法，並反
思大學學習經驗，成為下個階段的養分，也能
驗證學習成效。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組9月20
日中午12時在I501舉辦「西語系頂石課程規劃
經驗及成果分享」，由西語系講師陸孟雁分享
籌備頂石課程的心路歷程。
　西語系系主任林惠瑛說明，該系頂石課程的
任務為「翻譯」，所以由兩位公認的頂尖口譯
員，兼任教師陸孟雁及閻艾琳擔綱執行，陸孟
雁認為「翻譯即是服務」，服務需具有責任
感，所以「讓學生對自己翻譯的內容負責」，
這是本次課程最核心的價值。所以她在《話說
淡水》畢業影片成果展執行表格中，清楚記錄
小組分工情形，讓每一位學生對自己任務負
責。至於如何整合眾多學生的成品？陸孟雁則
利用社群軟體讓各小組上傳譯稿供指導老師批
閱。她並鼓勵學生「不要怕犯錯」，因為在學
習過程犯的錯有助於成長。
　至於在規劃與執行頂石課程時會遇到哪些困
境？又該如何解決？」講師閻艾琳表示：「學
生們似乎不太重視頂石課程，因此說服學生去
做是一件困難的事；另外一點則是學生們的
『呈現』過於草率，無法登上大雅之堂，老師
們須多花心力去修改翻譯上的細節。不過也讓
學生感受老師的認真而修正態度，開始正視頂
石課程。」
  日文系助理教授王天保表示，自己也有負責
系上的頂石課程，也會遇到學生不夠積極的問
題，兩位教師的解決辦法值得參考。未來也會
進一步思考，如何讓學生感受頂石課程是件對
未來有助益的事。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與法國在台
協會辦理『臺法外語實習生交流計畫』，目的
在推動兩國語言教學及實習。
　教育部與法國在台協會聯合透過全國性甄
試，選派19名臺籍青年至法國協助華語教學，
今年本校法文系畢業生共計6名取得資格，在
11所大學校院中，成果亮眼。
　 基 於 互 惠 ， 法 國 在 台 協 會 選 派 G e o r g e s 
POUN由至本校法文系，將展開9個月的教學
活動；協同初階會話課實習、會話練習及語言
考試輔導。法文系主任朱嘉瑞說：「法籍助教
Georges協同教學，老師可教學相長，同學可
累積友誼；是臺法語言、文化學習很好的橋
樑。」助理吳盈儀表示：「Georges協助臺籍
老師上課，讓同學在一年級就接觸母語人士，
預期會提高學習興趣。」

　【記者鍾明君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政經研
究所於9月18日舉行「從法律資訊觀點看21世
紀東亞地區的政府與人權」學術交流會，包
含北海道大學法學部、佐賀大學經濟學部以
及琉球大學法文學部師生共32人參加。
　這次活動全程使用日語，由四校學生進行
專題報告並交流，會中發現臺日兩國在法律

見解、思考角度上的差異。主辦本活動的日本
政經所助理教授徐浤馨說明：「希望透過活動
強化本所學生簡報能力，同時檢視學習成果，
同學透過日語簡報，除了訓練個人台風、膽量
外，更能透過觀摩日籍學生的簡報，學習他人
在報告上的長處。『學而知不足』，希望同學
能了解這個道理，持續加強自己的不足。」

大傳系校友雷光夏二度舉辦演唱會《昨天晚上我遇見你》，
與現場觀眾在收幕曲中互動熱烈。（圖／雷光夏提供）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於
9月18日舉辦「教育學院的課程創新作法：
CDIO與未來思考」研習，院長潘慧玲致詞時
表示，教育學院不斷面臨挑戰，籌備新系「教
育與未來學系」是其中最大的挑戰，新系著重
於將「設計思考」融入課程。教育學院將於本
學期啟動新一波的教學革新—推展「CDIO」
與「未來思考」，創新教學設計將有效提
升教學效率。潘慧玲解釋所謂「CDIO」
為Conceive（構思）、Design（設計）、
Implement（實施）、Operate（操作），是一
種創新課程教學方式。潘慧玲希望教師能發揮
『以學院為教學核心單位』的精神，來經營
『學院為互惠互助的學習社群』，在這波革新
上一起努力。
　課程所助理教授曾聖翔表示：「CDIO是一
個非常好的課程設計理念，可以訓練學生分
析、問題解決、邏輯辯證的能力。現在強調跨
領域學習，概念與未來學相似，大學不分系更
已開始實施，教師對各領域多少需要懂一些，
才可以給予學生建議。透過教師社群的合作是
很好的方式，這學期嘗試與性質相似的文學院
合作成立社群，希望能產生不同的火花。」

（圖／文學院提供）

西語系頂石課程負責教師陸孟雁（右）、閻
艾琳（左）經驗分享。（攝影／羅偉齊）

品管圈競賽活動說明會，皇帝大圈圈員林芷
芸分享相關經驗。（攝影／周舒安）。

英文系副教授林銘輝（左）於「英語演講」
課程中與學生互動熱絡。（攝影／游晞彤）

熊貓
講座

要求進行調整，未來仍將依社會現況及趨勢，
審視學校的需求進行相關因應措施，但前提是
以不影響師生權益為原則。
　葛校長提到，本校自張家宜董事長擔任行政
副校長時即積極推動TQM，透過當時各單位
積極的配合推動，提升本校品質，並獲得包括
國家品質等獎項的肯定，希望各單位可以延
續對TQM的重視，尤其是二級單位應強化新

進人員對TQM的認知及訓練，將責成品保
處進行相關規劃，協助同仁們了解校務發
展，同時提升品質。有關近日索國、吉里
巴斯陸續與我國斷交，本校38位該兩國籍
學生受到影響，請國際處對境外生輔導與
關心。
  接著由理學院院長施增廉以「如何在第五
波尋求突破」為題進行專題報告，他以理
學院為例，透過分析註冊率將學生分群，
針對生涯發展給予合適的輔導規劃，如跨
系所學分學程、企業認養學生、產學合作

等措施，使企業、學校、學生達到三方共贏局
面。稽核長張德文則以「品保稽核與校務研究
之再定位和創新」為題，以雙軌轉型架構，持
續在過去既有的基礎，持續檢討改善，同時發
掘及滿足市場需求，提升學校整體的競爭力。
相關內容及議題，將在10月26日「教學與行政
革新研討會」中進一步交流討論。
　本次會議共討論「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諮
詢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等9項提案，其中
「淡江大學職員輪調辦法」第五條修正案，日
後職員須於同一單位連續服務滿二年以上，始
得申請輪調；而主管申請所屬職員外調除上述
理由外，須與職員考績相符合。人資處希望能
夠協助輪調後的職員適應並學習，累積單位的
相關知識與技能。

168次行政會議由葛煥昭校長（站立者）主持。
（攝影／游晞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