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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淡江人DNA 迎向60週年校慶

校友陳孟鈴辭世 馬總統褒揚

98教學與行政革新 回顧榮耀 建設未來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
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將於本週五（16
日）上午9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研
討主題為「傳承、創新、新淡江－尋找淡
江人DNA，迎向60週年校慶」。
對於今年所訂的研討會主題，學習與教
學中心主任徐新逸表示，希望藉此機會集
思廣益，探討本校學生具備何種DNA（基
因）特質，並一同回顧本校過去的榮耀，
對未來提出建設性的方法，齊心迎接60週

年校慶。
一整天的研討會中，上午在徐新逸說明
研討會主軸，及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校長
張家宜開幕致詞後，進行3場專題報告，
下午的議程則由8個學院院長針對議題，
各別主持分組討論、提出結論報告後，進
行綜合座談。
3個專題報告分別是教育學院院長高熏
芳所提出的「數位原生：教學革新的啟
示」，介紹1980年代出生又被稱為「網路

原生代」的孩子們擁有哪些特質，老師們
該如何調整教學方式因應；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報告「精緻深化淡大大三留學政
策之成效：貫徹全面品質管理之精神」，
主要在於檢討本校大三留學機制。最後
則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學術副校長陳
幹男、前文學院院長趙雅麗等3人共同報
告：「60週年校慶回顧與展望」，將深入
探討如何籌劃慶祝本校60週年校慶。

落實卓越總動員 校長指示：追回應有水準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第112次行政會議9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會中
通過修正「專任教師研究獎助
辦法」，將提撥教師執行研發
成果授權或移轉案繳校權益收
入之百分之二十為獎助金，以
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產學合作。
會議首先頒獎表揚校長室秘
書黃文智協助修訂本校分層負
責明細表，及學習與教學中心研究助理劉秀曦協助建立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
自評鑑機制。討論事項另修正「學術主管任免辦法」，學術主管之任期均為
二年，任期屆滿，得經校長同意後連任。此外，「約聘僱人員聘僱及服務辦
法」刪除「年支薪12個月」規定，改為「約聘（僱）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比照
編制內人員標準支給。」
會中並由學務長柯志恩、體育室主任蕭淑芬分別以「讓校園看到感動─
學務工作的深化與創新」及「營造健康樂活的校園」進行專題報告。柯志恩
表示，未來學務工作將注重於滿足學生的基本需求，進而力求培養學生的美
德。她指出，未來學生會與學生議會可以經過訓練，以更加深化民主運作流
程，為學生權益發聲，並培養學生的領袖風範。蕭淑芬則分享運動的好處，
並表示，將推展師生體適能檢測，由體育教師針對全校師生量身訂做，掌握
師生健康狀況以開立運動處方，達到有效運動的目標，培養全校師生規律運
動的行為，健康的生活。

挑戰淡品獎 15萬等你拿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第4屆淡江品質獎」即日起至30日受理報
名，本週三（14日）中午12時15分將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說明會。初審名
單於11月初公布，獲獎單位可獲頒15萬元獎金、獎座（章）及證書，並於歲
末聯歡會公開表揚。
為促使有效推行全面品質管理，本校自95學年度開始舉辦淡江品質獎，獎
勵推行TQM具卓越績效的團體單位，前3屆得獎單位分別是文錙藝術中心、
教務處及圖書館。圖書館館長黃鴻珠建議參選者「全員參與最重要，對八大
構面的觀念要正確，品管七大手法要用對，佐證資料數據要準確。」意者可
向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提出申請，除歷屆得獎者三年內不得申請
外，本校所屬各一、二級或所屬同單位的工作團隊皆具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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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師資來校學盲用
電訪系統，指導人員正
細心為菲國人員解惑。
︵圖／吳佳玲︶

行政會議中，校長室秘書
黃文智︵右︶接受校長張家
宜頒獎。︵圖／凃嘉翔︶

鼓勵產學合作 教師研究增獎金

本學期在O303上課的學生，剛進教室無不驚呼「哇！
教室換了新課桌椅，乾淨整潔、好舒適喔！」為提供更
好的學習環境，學校將自本學期起陸續汰換教室課桌
椅。總務處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表示，暑假先換了O303的
桌椅，其他教室的老舊桌椅預計在寒假陸續翻新。
以前曾有學生反應，在O303被舊桌椅木屑刺傷，或椅
子歪斜無法使用，造成學生困擾，經過暑假的整修後，
全新粉紅色桌椅搭配軟式座墊，整間教室煥然一新，
讓來上課的學生開心不已。保險二魏銘彥興奮的說：
「哇！教室看起來變得很明亮，坐起來好舒服。」大傳
三林筱涵表示，整堂課下來不會腰酸背痛，讓我更專注
於課堂上的學習！（文／戴瑞瑤、圖／林奕宏）

菲國來取經 學視障電訪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6位菲律賓種子
師資上月28日至本月10日蒞校，進行盲用電話
客服密集訓練，由盲生資源中心及中華電信人
員傳授「視障遠距電訪系統」操作知識及實務
經驗。負責指導的盲生資源中心電腦工程師張
金順表示，菲律賓的電話客服需求量為世界第
2，龐大的工作機會視障者卻無從競爭，這次活
動希望提供菲國視障者更多工作機會。
為協助菲律賓推廣盲用數位資訊，本校盲生
資源中心、中華電信及宏碁電腦公司合作，協
助菲律賓設置「盲用電腦訓練中心」和「視障
電話客服中心」，由宏碁電腦提供設備，本校
及中華電信提供技術教學。張金順表示，視障
遠距電訪系統透過語音合成，讓視障者從耳機
傳來的聲音辨識客戶身份，再經由點字輸出填
寫資料，幫視障者成為專業電訪人員。參與這
次訓練，來自馬尼拉的Omas Deterson表示，這
個系統操作起來很方便，很快就能順利上手，
他感謝有這個機會學習視障遠距電訪專業技
能，希望藉由這套系統帶給更多視障者幫助。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理，遵循PDCA達到目標。「創新視野品質」部分，戴萬欽強
調，有鑒於教育部在審查意見中指出「外語檢測人數有積極提升
必要」，所以將致力於推動報考人數增加為6000人。
學教中心教評組組長白滌清於會議中表示，今年卓越計畫重視
成果的呈現，希望利用有限經費達到質量並重的效果。陳幹男亦
表示，教育部已成立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站，希望各單位於
活動後，確實將成果、完整記錄及照片上傳。會議後，張校長沉
重地表示，在同級學校中，僅淡江獲得最少補助，應由全校師生
共同承擔，也希望淡江實力能發揮在落實已久的全面品質管理精
神，改進並追回應有的水準。

新課桌椅
學生讚：哇 好舒適！

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暨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擔任華視「新每日一
字」製作人，於7日下午3時在L303教導外國留學生體驗中國藝術「書
法」，中視記者特地前來採訪，現場學生全神貫注看著「神來ｅ筆」書
法教學系統，耐心一筆一畫地練習。
張炳煌表示，部分學生接觸書法不久，拿毛筆的手勢對他們而言比較
困難，可藉由「神來ｅ筆」觀看字體成形的概念並體會運筆的技巧。來
自日本的英文一黑岩成美表示，在日本唸小學時即寫過書法，雖然台灣
的字體較複雜，學起來有點困難，但是還是會一直練習下去。外籍生們
用心寫出「永保平安」四字，讓中視新聞記者相當驚豔，直呼「這些外
國學生真的沒有學過嗎？」（文／林姍亭、圖／劉瀚之）

︵資料來源：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

外籍生寫書法 記者驚豔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全面落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本校於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98學年度教學卓越
計畫推動委員會第3次會議」，本年度教學卓越以「深化全面品質
教學、廣育心靈卓越人才」為總目標，內容包括4個分項計畫及
13個子計畫。今年別於以往，全校一二級主管及秘書均須參加會
議，顯見全體總動員的決心。
校長張家宜表示，擠進卓越計畫補助的排行榜並不容易，由
於過去很多系所主管及同學對卓越計畫感到陌生，甚至不知參加
的活動是由卓越計畫補助。今年除了擴大系所主管及秘書皆須參
與，也須落實到各單位及每位同學，並確實執行及配合，「利用
不多的經費發揮最大效用，讓明年有比較好的成果。」學術副校
長陳幹男呼籲，全校師生應共同參與，永續追求卓越的教與學。
98年度卓越計畫由張校長任總計畫召集人，學術副校長陳幹
男、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擔任副召集人，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主任由陳幹男兼任。「精進教師品質」、
「建構學習品質」、「貫徹課程品質」及「創新視野品質」等4個
分項計畫，分別由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學務長柯志恩、
教務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
「精進教師品質」方面，徐新逸表示，將舉辦全校性研習活
動，並由一級單位辦理專業類別研習，藉此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關於「建構學習品質」，柯志恩說明，希望回歸教學本質，藉由
定向輔導、服務學習來增強競爭力，並依據各階段學生特性，厚
實學習效能。
對於「貫徹課程品質」，葛煥昭表示，期以秉持全面品質管

創新教學 外語師觀摩分享找靈感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為了
豐富老師的語言教學模式，外語學院本
學期成立「語言學習創意行動方案研習
營」，由西語系教授林禹洪擔任召集
人，針對外語學院教師，規劃六週研習
課程，包括教材設計、商用英文、會話
口語的互動、文化教學及音樂學習等。
今天（12日）中午12時將在外語大樓語
言學習聯誼專區舉辦第一場研習課程。
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表示，教學坊藉
由協力合作，讓老師互相觀摩，分享祕
訣，「期能凝聚『外語人』的團隊感，
增加師生互動，隨時進步，吸取最新、
最有趣的教學方法。」

林禹洪認為，外語學院各系雖因語種
不同而在教學上各有差異，但其共通性
都是外語教學，「我對第二外語教學法
有些研究，也曾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
教學一年，因此決定以『任務導向的西
語會話教學』為題，分析任務導向教學
法的基本理論基礎，及其相關的教學活
動，激發老師更多元的教學方式，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已經報名研習課程的俄文系助理教授
蘇淑燕說：「林禹洪老師在教學法上經
驗豐富、理論基礎深厚，希望能從這堂
課中學習到如何運用教學法的理論，幫
助我在教學技巧上有更創新的靈感。」

韓新學院來訪 團員願當淡江人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馬
來西亞姊妹校韓新傳播學院主任吳傑
華於8日下午3時率傳媒教育考察團一
行19人蒞校參訪，由國交處主任李佩
華、招生組組長王嫡瑜及大傳系系主
任楊明昱帶領本校大傳系學生，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進行簡報及座談。
首先介紹本校發展、沿革及雙聯
學制相關訊息。目前馬來西亞與本校
簽訂雙聯學制的學校另有，新紀元學
院、韓江學院、英豪多媒體傳播學
院。楊明昱除說明本校大傳系所之特
色和發展重點，並表示，本學年度開

始開放更多外籍生入學，歡迎韓新學
院的學生就讀。雙方交流互動良好，
讓韓新傳播學院學生印象深刻，現場
17位該校畢業班學生中，就有13位表
示有意願申請至本校就讀。
來自馬來西亞，今年剛至本校就讀
的雙聯生大傳三陳玉珍表示，剛到台
灣時環境陌生，但淡江師生都會給予
最大的協助，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
來訪學生之一歐嘉誼表示，座談會
中，無論是課程或申請甄選等都解釋
得很詳細，會仔細考慮選擇在淡江深
造。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系校友
陳孟鈴於上月2日因病辭世，已於上月24日舉行公
祭，享年76歲。陳孟鈴於民國88年出任第三屆監察
院副院長，任職期間致力糾彈貪污枉法，對工作竭
智盡忠的精神，令人感佩。總統馬英九到場弔唁並
頒發褒揚令，表彰陳孟鈴一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陳孟鈴畢業於本校英專時期，先後任教於豐原國
中、神岡國中，更是潭子國中創校校長，春風化雨
多年，主持校務及辦學績效備受肯定。之後轉戰政
壇，擔任過兩屆台中縣縣長、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廳
長、內政部常務次長及政務次長等職，後又被提名
為監察院委員。曾與他共事的資訊系榮譽教授趙榮
耀表示：「他是一位熱心、認真的人，對本校也有
許多關懷與奉獻。當年擔任監察委員時，我們一起
查過許多案子，還與另一位監察委員被大家譽稱為
『監察三劍客』。得知他逝世的消息，除了驚訝之
外，也覺得很痛惜。」

兩岸論壇 交流文創
【本報訊】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廖
進，率領《江南論壇》雜誌社社長等一行共14人，
將於本週二（13日）蒞校，下午2時30分在文錙藝
術中心與中文系、文訊雜誌社進行「海峽兩岸文化
論壇」，探討「海峽兩岸人文傳播與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
負責籌劃、聯繫的中文系助理教授黃麗卿表示，
論壇將由廖進演講「人文傳播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之省思」，並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現況及前
瞻性問題」、「人文教育、傳播與出版現狀及合作
前景」兩項主題進行座談，希望能藉由此次論壇，
提供兩岸學者、出版界相互交流的平台，讓文化創
意產業更有對話的空間，以創造雙贏。座談結束
後，將安排來賓參觀圖書館、女性文學研究室及覺
軒花園，並於校外餐廳舉辦晚宴款待。

█淡水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

主辦/地點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中央大學電機系特聘教授 國科會工程
10/12 (一)

電機系

10:10

E819

以FPGA為基礎之智慧型控制線型超音

10/12(一)

化材系

波及永磁線型同步馬達伺服驅動系統
中鼎工程方法設計部資深工程師陳文鴻

13:10

E830

10/12 (一)

英文系

14:00

T503

10/12(一)

化學系

一英文課程
三總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陳穎信

14:10
10/13(二)

Q409
會計系

常見急救新知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系副教授孫碧娟
淺談論文寫作與投稿經驗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助研究員章為皓

處電力學門召集人林法正

化學工程師在化工廠建廠專案中的角色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主任余綺芳
運用混成式教學模式教授非英文系大

12:20

鍾靈中正堂

10/13 (二)

物理系

14:10

S215

10/14 (三)

西語系

結構與動態:在轉錄上的應用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師龍本善

12:00
10/14 (三)

T310
決策系

西班牙城堡:傳說與迷思
萬寶週刊社總經理陳宗禧

14:10
10/14 (三)

B712
圖書館

如何成為卓越的金融從業人員
歐盟資訊中心研究助理許琇媛

14:20
10/14(三)

301指導室
就輔組

18:10

Q409

10/15(四)

機電系

14:00

E830

10/15(四)

企管系

用單分子生物物理方法解構巨分子的

掌握歐盟資源(二)
國寶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孫溪賓
生命的終點領航員
華梵大學校長顏維謀
流場設計及擴散層參數對PEM燃料電
池性能的影響
江陵集團執行董事吳玲嬋

14:10

B616

10/15(四)

就輔組

18:10

T301

10/16(五)

大傳系

蘭陽CL408同步視訊)
前東立出版社企劃部經理蔡正堂
漫談日本機械人動漫與流行文化

10:00

O202

10/16(五)

國貿系

13:10

B609

10/16(五)

英文系

14:00

T506

10/16(五)

產經系

14:10

B511

10/16(五)
14:10

國貿系
B609

15:10
10/16(五)

國貿系

16:10

B609

10/16(五)

法文系

16:10

T705

社會新鮮人常犯的六種錯誤
連營科技公司總經理李紹唐
如何進入外商公司及英語履歷撰寫(與

國泰世華銀行代表陳詩耘
基金大觀園
高雄師範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麥迪摩
探討A.E.Housman詩中的不再迷戀大自然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台灣大
學經濟所教授彭信坤
生產及貿易組織
國泰投信經理章錦正
投資新選擇-管理期貨信託基金介紹
摩根富林明協理陶曉晴
金融風暴下的投資社會
導演及臺大戲劇系兼任講師符宏征
導演─觀生活觀劇場

台北校園
10/14(三)

企管系

19:00

D223

10/16(五)

財金系

19:20

D222

10/17(六)

保險系

14:00

D406

Google Taiwan 業務總經理游文人
服務創新與競爭武器－以Google經驗
為例
前財政部長呂桔誠
Establishing a Modern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前健保局總經理朱澤民
漫談健保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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