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宜庭淡水
校園報導】教師教學
發展中心10月4日邀
請國立清華大學竹師
教育院英語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黃芸茵，以
「My EMI journey: 
A graduate course on 
research writing」為題，分享EMI（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課程設計及教學技
巧，逾20位教師參與。
　黃芸茵以教授碩博士班課程為例，首先
將課程分為三個部分：Areas of activity（專
業領域）、core knowledge（核心知識）及
professional value（專業價值），並且在其中
詳列目標，逐步做到每一個細節。在英語寫
作課堂中，每個領域的學生對於論文架構都
有不同的見解，黃芸茵鼓勵他們充分交流，
雖然透過全英文發言，但她不會去糾正學生
的發音與文法，給予學生十分自由地發揮空
間，因此學生們不會怕犯錯，願意分享，並
且尊重來自不同領域學生的專業能力；她也
不限制學生論文寫法，而是讓他們參考相同
領域的論文，「因為EMI比起單純增進英語能
力，更重要的是學生專業領域知能精進。」
對於臺灣的學生普遍不會主動發問，黃芸茵
便利用kahoot!輔助，同時設計網頁小遊戲，
讓學生們不用發言也能參與課堂，除了鼓勵
學生參與，也能藉以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大傳校友楊雅喆獲電視金鐘戲劇導演獎
資圖校友蔡宜穎獲廣播金鐘兩項節目獎

　【記者汪姵萱
淡水校園報導】
第56屆廣播電視
金鐘獎落幕，淡
江 校 友 備 受 矚
目，資圖系校友
蔡 宜 穎 （ 藝 名
季潔）以《技職
MVP》獲少年節
目獎，《技職翻
轉人生》獲單元

節目獎；大傳系校友楊雅喆更是以知名影集
《天橋上的魔術師》風光入圍電視金鐘獎14
項，最終奪得戲劇節目獎、戲劇節目導演獎、
戲劇節目最具潛力新人獎、戲劇節目攝影獎、
燈光獎、美術設計獎等六大獎。
　《天橋上的魔術師》改編自作家吳明益同
名小說，劇中魔術師以「因為它消失了、不見
了，你才會記得它曾經是你的。」一句話引起
觀眾強烈反思，楊雅喆在領獎時說的話也可以
看出對戲劇的熱愛，他說：「上次拿到金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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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13(三)
12:30

工學院
I501

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
工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講座-
［遠距教學應用力：與學生一同成
長學習］

10/14(四)
12:00

商管學院
驚聲國際會

議廳

教心所副教授兼教發中心主任
李麗君
商管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研
習-［當商管學科遇到教學實踐研
究］

淡江國合會共推海外服務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14(四)
14:00

統計系
B302A

逢甲大學助理教授王价輝
Network-adjusted Kendall’s tau 
measure for feature screening with 
application to high-dimensional 
survival genomic data

10/15(五)
09:10及

11:10

資工系
E787

資訊工業策進會創生處組長徐福祥
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社群
網路使用者行為暨自媒體影響力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180次行政會議 葛校長揭示AI+永續=∞：接軌國際˙智慧未來˙永續發展

蔡瑞敏談教學實踐

通核微學分上場囉

淡江英才敲響金鐘預約金馬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第180次行政會
議10月1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葛煥
昭校長主持，四位副校長、一級主管、相關
二級行政主管出席，台北及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採無紙化方式進行。葛校長首先揭示，
本校將於10月30舉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
會」，主題為「AI+永續=∞：接軌國際˙智

慧未來˙永續發展」，將邀請台灣微軟總經
理孫基康進行一場演講，分享數位轉型相關
主題；其次強調上課除了依相關規定進行，
還要即時因應疫情變化調整，只要符合規
範，仍以實體為主；最後則提醒主管，除非
緊急狀況或重大事情，不得於非上班時間以
LINE或其他通訊軟體聯繫同仁交辦或討論公

教學實踐研究研習

教學實踐研究研習營於覺生國際廳舉行，驚聲國
際廳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攝影／潘劭愷）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財團法人國際合
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人道援助處處長
王宏慈等一行三人，10月1日上午11時蒞校，
進行「大專青年海外技術協助服務計畫—海

外服務工作團大專青
年實習志工專案」合
作意向書簽約，校長
葛煥昭、國際事務副
校長王高成、外語學
院院長吳萬寶、國際
事務學院院長包正豪
及國際長陳小雀等人
接待，並於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簽約儀
式，由葛校長與項秘
書長代表雙方簽約。
　葛校長首先感謝國
合會能與淡江簽約，
提供更多學生參加海
外實習志工的機會，
藉 以 提 升 國 際 移 動

力、增廣國際視野、涵養多元文化，培養成為
一個世界公民，「本校符合此專案的需求，首
先國際化是本校三化教育理念之一，自創校以
來即十分重視；其次是本校近年以聯合國永續

發展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的核心理念，自教
學與課程、研究與產學、行政與服務，均全力
推動每項工作都能與SDGs有所關聯；本校為
綜合型大學，相信在國際服務上能提供多元協
助。希望貴會能多多提供名額及機會，本校將
全力配合支援及宣導相關事宜。」
　項恬毅表示，該會自1996年成立以來，已派
遣798名國際志工，包括43名淡江人，比例不
低，顯示淡江的大三出國留學計畫，讓學生具
備了國際化的意識；國合會近幾年推動的計
畫，均強調與SDGs的結合，也與淡江的校務
發展計畫不謀而合；「我們近幾年也很積極的
讓大家了解，身為一個專責援外的機構，我們
做了些什麼，而大學也是我們主要的結合對象
之一，很高興與淡江簽訂合作意向書，相信以
後會有相當多的合作機會。」綜合座談中，王
高成、包正豪及陳小雀也各自提出對於服務對
象、服務項目、與大學課程的結合、志工團的
經驗分享、及服務方式等主題，與國合會代表
進行意見交流，希望雙方未來有更多合作方式
及機會，共同對國際服務做出更多的貢獻。

已是將近20年前了，我也從文藝青年變成一個
眼袋很大的導演。」更表達「我喜歡戲劇這個
行業，因為學校沒有教的愛情，戲劇幫我們預
習了；生老病死，也在戲劇讓我們看到了。」
　蔡宜穎表示，得獎節目均是她一手策劃，
技職教育類在廣播節目中是少見的，強調動手
實作，且不同職類各具特色，因此她著力於將
題材以精緻化呈現，訪問技職達人、尋找參加
國際技能競賽優秀
選手說明其學習過
程，再搭配音樂、
音效、口白，讓聽
者 有 身 歷 其 境 之
感。她說：「很開
心評審看出了節目
的價值，許多同學
努力的過程連我自
己都很感動！」
４校友入圍第58屆金馬獎6項大獎
　【記者汪姵萱淡水校園報導】第58屆金馬獎
10月6日公布入圍名單，大傳系校友胡至欣以
《青春弒戀》入圍最佳導演獎，潘客印編導的
《姊姊》入圍最佳劇情短片，物理系校友許哲

本校與國合會簽訂海外服務工作團大專青年實習志工專案合作意向書，
由葛校長（右）及項恬毅秘書長（左）代表簽約。（攝影／潘劭愷）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100位書法家
與畫家運用水墨、水彩等媒材，以「茶」為
主題創作繪畫和詩集，共展出100件作品。文
錙藝術中心與天仁茶藝文化基金會共同主辦
「茶韻詩情書畫展」，10月8日下午舉行開幕
儀式，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天仁茶藝文化基金
會董事長李瑞賢、大同技術學院校長王榮聖、
淡水區區長巫宗仁、復興畫院院長李德珍和參
展藝術家等逾百人出席。展覽將持續至10月29
日，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週
六、日及國定假日（含補假日）休館。
　活動首先由大同技術學院茶文化事業經營
管理系學生帶來茶道表演，示範閩式台灣茶碗
泡法和雙杯泡法。天仁、天福集團創辦人李瑞
河因在大陸不克出席，用錄影方式傳達祝福，
「我希望未來待疫情趨緩，能以漸進方式，逐
年逐次提升辦理規模，將茶產業、文化藝術推
廣致全世界，讓茶成為最好喝的國民飲料。」
　策展人駐校藝術家沈禎說明，此次展覽主
題為茶藝和茶文化，參展作品中，繪畫部分包
含茶花、品茶和茶道，書法則圍繞茶文化撰文
寫字。參展的藝術家不乏高齡九十歲的長者，
包括釋廣元、徐谷菴和李可梅等，讓他深感佩
服，認為他們不只擁有更多經驗與歷練，平時
也能透過書畫維持頭腦清晰與手腳靈便，「寫
字其實是練氣，畫畫則是訓練注意力，能將興
趣與運動結合，對健康和抗老化很有幫助。」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淡水區區
長巫宗仁，10月1日下午2時率領主任秘書徐
天平及區公所同仁來校參訪，學術副校長暨
永續中心主任何啟東、圖書館館長宋雪芳、
USR相關參與教師及同仁現場接待，同時
引導參觀「USR創新教學成果展」、圖書館
RFID預約取書區、學習共享區及校史館暨張
建邦創辦人紀念館，除了認識本校，也進一
步了解本校與淡水在地的連結。
　何啟東表示，今年的高教深耕計畫建構
在「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的發展願景
下，希望透過「共創淡水」的社區概念，將
學校擁有的豐富資源挹注回「在地淡水」，
並加入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等創新應
用技術，改善過往教學模式，創造不同面貌
的智慧大未來，「淡水是一個有山有水有河

提示發現並解決問題

本校與淡江中學合辦「未來學」特色課程，為
全國首創。（攝影／林薏婷）

　【記者方健霖淡水校園報導】通識核心課
程的微學分活動來囉！本學期除了人氣課程，
「生活美學~水墨書畫工作坊」、「生活美
學~創意插畫工作坊」、「【日本茶道文化工
作坊】：日本茶道裡的生活美學」外，「舞蹈
與自然環境即興工作坊」也因反應熱烈再度開
課，之前向隅的同學千萬記得手刀報名。
　本學期新設的工作坊，首先是「怎樣我就是
用肚臍看人的—認知自我戲劇肢體工作坊」，
特別邀請烏犬劇場藝術總監彭子玲授課，「數
位音樂創作工作坊-GarageBand 和Sampletank 
數位音樂創作」則是由通識中心教授干詠穎進
行小班數位音樂創作教學，千萬要眼明手快，
不然就只能乾瞪眼。相關訊息請密切注意通
核中心網頁的「最新消息」。（網址：http://
www.core.tku.edu.tw/ ）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
「疫情」，相信是大家近期共同
面對的問題，覺生紀念圖書館舉
辦「師學愛閱•後疫情時代的我
們」活動，與博客來書店合作，
精選博客來網路書店本期疫情
相關的當月出版中文新書約350
冊，邀請本校教職生參與「師學
櫥窗」的布置，同時搶先閱讀新
書。每人可從選書中預約3本，
由圖書館優先入藏，提供借閱。
本次主題包含疫情/疫苗/遠距學習/運動/奧運
/社會/語言學習/SDGs等，共分9月29日至10
月1日、10月4至8日、及10月12至15日於圖書
館一樓師學櫥窗持續展開，除了解疫情相關知
識，更能讓讀者緩解疫情下的緊張情緒。
　承辦人採編組編審許家卉表示，希望透過場
布，能與讀者之間建立共鳴，激起閱讀動機，
並讓讀者進一步瞭解學習適應目前生活型態，

務，尤其是符合勞基法規定之約聘人員，以
免觸法，所有業務儘量在上班時間內完成。
　專題報告由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以「乘
勢而為 轉型提升—淡江大學雙語化策略」為
題，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包正豪以「Ready to 
Tack迎風換舷的國際事務學院與三全學院」
為題分別進行。

嘉執導的《捕鰻的人》入圍最佳紀錄短片，
俄文系校友溫貞菱則以《不想一個人》入圍
最佳女配角。 
　2021金馬影展將於11月11至28日展開，《青
春弒戀》為胡至欣與曾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
的何蔚庭共同執導，榮膺金馬獎亞洲首映開
幕大片，集結金馬獎最佳男女配角得主林柏
宏與丁寧等人主演，獲得眾人期待。
　潘客印曾擔任大傳系淡江電視台助理，
身兼導演、編劇、剪接師、配音員等身分。
《姊姊》是敘述一位即將讀大學的18歲女孩，
突然發現了一個被隱藏的秘密，在劇中細膩
呈現情感糾結，試映會中感動不少觀眾。　
《捕鰻的人》導演兼攝影師許哲嘉，同時也
是本屆台北電影獎「最佳攝影」獎項的入圍
者。許哲嘉平日十分關注社會議題及時事，
因發現新聞報導時常將重點放至鰻魚產業及
生態，而非捕鰻人，因此許哲嘉便藉此呈現
了這個平常人不太熟悉的故事。
　溫貞菱18歲開始演出，20歲即獲得第49屆金
鐘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配角獎，曾在台北
電影節、金鐘獎、金馬獎多次入圍及獲獎，
此次入圍最佳女配角，演出實力備受肯定。

何啟東勉共同提升
　【記者李宜庭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
展中心10月4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教學
實踐研究研習營，驚聲國際會議廳與蘭陽校
園同步視訊，115位教師參與。學術副校長
何啟東全程參與，除感謝參與活動的同仁，
更說明舉辦研習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教
師們的努力，讓越來越多樣化的淡江學子們
受用，教學實踐研究計劃的申請不但讓教師
本身受益，同時也產出了一個完整的教學計
畫，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研習會首先由教發中心主任李麗君向老師
們說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核心概念，並提
出「如何改變教學現場」以及「具證據的評
估」等兩大重點，接著由英文系副教授蔡
瑞敏、教科系主任王怡萱，體育處教授黃
谷臣、中文系副教授李蕙如、企管系教授汪
美伶、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分享各自申請
研究的心得與祕訣，包括「提出具體教學法
與教學上的問題連結」、「不要對整個計劃
的申請感到負擔」、「主動找出並解決教學
現場的問題」、「和其他教師們經驗分享交
流」等建議。分組討論則安排上述6位老師與
在場教師以小組方式，進行問題解答與經驗
分享，每15分鐘換組，儘可能讓老師們進行
最大化的交流。討論結束後，由6位老師依
交流內容提出建議，教學方面除了以實作提
升學習成效，也鼓勵多參與教發中心所舉辦
的研習活動，同時試著應用在課程中；在學
生學習成效方面，除了請學生回饋反思，也
可以在上課期間透過觀察來了解學生學習成
效，最後比較新舊教學方法的學習成效，評
估新的教學方法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參訪本校 巫宗仁肯定USR成果
有城的好地方，所以我們需要用永續共存的方
式，與這片土地友好共處。」同時邀請來賓們
在參觀的同時，也可分享相關經驗，交流未來
淡水地區的發展；巫宗仁肯定本校推動USR成
果，「身為淡水一分子，讓我感到與有榮焉，
也希望跟淡江持續合作，
一起把淡水變得更好。」
　永續中心社會實踐創新
組組長黃瑞茂表示，本校
U S R 計 畫 是 由 多 單 位 同
步進行，從營建淡水生活
圈，到逐步發展成學習型
城鄉建構計劃，內容包含
「 S D G s 北 淡 環 境 議 題 聯
盟」、「在地學習與流域
課程」、「教學資源平台

整合」和「大淡水全記錄」紀錄片等多達11項
課程計畫，「深耕大淡水是淡江大學重要的社
區責任，能讓學生透過課程與淡水連結是一件
很棒的事，也希望未來能推動更多計畫，將淡
水打造成歷史與現代共榮的城市。」

淡水區區長巫宗仁（前排右四）率領同仁參訪本校，由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前排右五）等人接待。（攝影／黃歡歡）

　【記者李宜庭淡水
校園報導】教師教學
發 展 中 心 1 0 月 5 日 邀
請 英 文 系 副 教 授 蔡
瑞敏，進行教學實踐
研究績優計畫的經驗
分享，逾40位教師參
與。她首先指出，教

學實踐研究核心在於「發現並解決教學現場
發現的問題」，最終目標則是「提升教學與
學習成效」，計畫通常會以「行動研究」為
架構，行動研究最重要的是「系統化」，經
由計劃、行動、觀察、反思不斷循環精進，
達到解決問題同時，也促進研究者成長。
　蔡瑞敏特別提醒，撰寫計畫時所使用的教
學法，應與當初提出來的問題相關，展現出
計畫所使用的教學法具有邏輯與原因，而不
是亂無章法；輔助教材上的選定則可以考慮
社群網路，不但可以更加方便掌握每位學生
學習狀況，也能加強與學生之間的連結。她
強調計畫本身是為了解決問題，因此不能只
使用教學評鑑作為學習成效評估的依據，可
以採用量化的問卷以及質化的訪談等。
　最後蔡瑞敏以自身獲選計畫為例，說明如
何以教學困境為基礎進行課程設計。大一英
文皆是統一教學內容，她希望學生接觸更多
專業領域相關職場英語，便以社群軟體為輔
助，讓學生分組討論、線上互動，並運用
Kahoot!活化課堂活動，最後以iclass掌握學習
成效，彈性運用不同平台以發揮最大作用，
培養學生專業英文閱讀能力。
　水環系教授康世芳認為，英語對於學生是
打開世界之窗的重要語言，因此想了解英語
授課老師如何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效。他
在教學上使用的社群網路僅有iClass，聽過蔡
老師的分享，會想要嘗試，同時了解更多社
群網路如何成為教學輔助工具。

黃芸茵分享EMI教學
強調專業知識傳授

楊雅喆獲第56屆金鐘獎戲
劇節目導演獎。（圖／楊
雅喆提供）

蔡宜穎策劃的二技職廣
播節目獲金鐘獎肯定。
（圖／蔡宜穎提供）

書畫茶道詩歌飄香
文錙滿溢茶韻詩情

師學愛閱 邀教職生共同識疫 品管圈競賽開跑

（圖／教發中心提供）

（攝影／黃偉）

也透過主題選書，讓讀者搶先閱讀及預約借回
想看的書籍，建立閱讀氛圍，溫暖讀者的心。 
　日文三林育瑄表示，這是第一次參加師學愛
閱的活動，由於平常喜歡翻閱圖書館購入的新
書籍，所以報名參加。她推薦《原子時間》這
本書，他的特色在於分享了制定目標的方法、
晚間計畫的安排以及養成習慣的訣竅，將介紹
圖書館購入。

圖書館「師學愛閱」活動，邀請本校教職生參與一樓師學櫥窗
的布置，同時搶先閱讀新書。（攝影／葉語禾）

　品質保證稽核處為提升教育和服務品質，
及鼓勵學術、行政單位發掘並改善業務相關
問題，舉辦「110學年度第12屆品管圈競賽活
動」，於10月12日上午10時舉辦說明會，說明
品管圈競賽評審標準及如何撰寫成果報告書，
同時邀請前屆冠軍「圈什麼圈」進行「如何準
備成果報告書及成果簡報」之經驗分享。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0月15日止，歡迎校內
單位及學生圈隊踴躍參加，欲報名之單位請將
報名表寄至品保處，成果報告書電子檔及紙本
繳交至1月24日止。
　為鼓勵學生組圈，本屆擬增加2圈隊進入複
賽，以初審成績最高之前10圈進入複審，名單
預計於111年3月1日公布，並於3月16日進行現
場簡報暨資料審查。相關資訊可洽品保處約聘
行政人員陳智媛，校內分機3569。

歡迎單位學生報名

1.下載並登入 淡江ｉ生活  

2.點選體溫實名制

3.點選掃描QRCODE

4.排隊時可先完成掃描

5.登錄過體溫可不用再量測

快速進入樓館有撇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