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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學即時回饋機制 本學年首度實施

█淡水
日期/時間

的意見回饋。根據教評組調查，期
中教學評量的實行已成為國內外
大學的新趨勢，如美國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Cornell
University等校，是透過教師口頭徵
詢對課程的意見，利用課堂時間填
答問卷實行。在國內，交通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東吳大學、東海大
學、世新大學以及義守大學等多校
已實行。
教評組表示，此期中教學評量以
「教學與學習改進」為重心，過去

由於期末教學評量在期末舉行，對
教師或同學當時的上課學習模式，
未必有立即且直接的效益，藉著期
中教學評量的實施，以及e化期中
教學意見調查平台，希望使教師能
進行教學調整，提升同學的學習效
率。而問卷內容也參考他校做法，
多為開放性的問答題，此項評量使
用網路平台是希望藉由網路的便利
性，取代問卷量大成本高的問題，
期中匿名填寫可讓學生即時對課程
教學反映意見。

大傳系講師曹千純指出，這項政
策對她教學上有極大的幫助，她
說：「評鑑出來的結果，不再是純
粹的量化資料，而是學生針對課程
所提出的意見，我也因此能有改變
教學方式的方向。」
英文二黃幼馨認為，實行期中教
學評量將可以讓更多同學，發表自
己對課程教學上的看法，增進她對
課程學習的熱忱，「這樣上課起來
更有參與感！」中文三段艾伶表
示，採開放式問答，可向老師表達

意見或感謝，「其實還不錯！」
決策四蔡偉碁則認為，「雖然
開放式問題可以得到較明確的答
案，但可能有內容不相關的無效問
卷。」對此，教評組表示，這份問
卷提供學生，在期中能即時回饋教
師教學成效，並無強制填答，相信
同學應不會填寫不相關的內容。而
本組也將會準備神秘禮物，供填寫
學生抽獎，鼓勵同學踴躍上網填
答！

化學系材料化學組 電機系電子通訊組100%報到率 公行系進步最多

女聯會理事長黃鴻珠（右一）與前校長林雲山（右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左二）、前
校長張紘炬（左一）在慶祝教師節活動共享美食。 （攝影／ 陳怡菁）

女聯會６６道美食敬師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會
邀請女教職員在教師節這個特別的日子，聚在一起
閒話家常，共享美食。會議廳不再是以往嚴肅的氣
氛，饗宴開始之前，現場即充滿老師互相寒喧的聲
音，桌椅也從排放嚴謹的位置變為象徵慶祝今年淡
江最重要的大節日─60週年校慶的字樣。
「希望各位老師們在辛勤樹人之餘，也能愉悅
地走進廚房享輕食！」女聯會理事長黃鴻珠致詞時
說。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代表在國外不克與會的校
長出席，他強調校長特別交代他要向所有老師表

達感謝之意，「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女聯會的活動
呢！」。在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營養師曾怡鳳向大家
宣導輕食的好處之後，由黃鴻珠與虞國興、前校長
林雲山、張紘炬帶領享用。所有人都帶著自己的餐
具，沒有任何免洗餐具的蹤跡，「環保就是要從小
處做起！」虞國興笑著說。
女聯會活動組組長徐新逸說道：「吃是快樂的
事，能夠吃得安心又能兼顧健康，絕對能減少老師
們身體上的負擔，今年的主題真的很有意義！準備
了66道菜，希望大家都能六六大順」。

摩陀仁波切希望在台宏揚藏傳佛法，
圓滿自利、利他。︵攝影／歐迪恆︶

西語系陳雅鴻教授募獎助金

摩陀仁波切 談禪與茶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9月30日（上週四）
下午3時至5時30分西藏研究中心於外語大樓111室
舉行「西藏茶禪座談會」，邀請摩陀仁波切前來探
討西藏禪法與茶之間的關係。
摩陀仁波切為達賴喇嘛所認證出來的西藏上師，
應達賴喇嘛要求，代表甘丹寺北頂學院來台弘法。
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吳寬表示，仁波切來本校講解藏
傳佛教之禪法以提升校內師生對西藏研究的興趣，
未來希望能招募相關專家擔任專職人員。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西班牙語文
學系學業成績優異、家境清貧之學生努力向學，西
語系教授陳雅鴻向財團法人泛美國際文教基金會成
功募得獎助學金，自本學期起，每學期將提供5位學
生每位1萬元獎助金。陳雅鴻表示，「希望這個獎學
金可以幫助經濟狀況不好，但成績很好的學生安心
學習。」
凡接受此獎助學金者每週至少需至西語系工讀2
小時，陳雅鴻表示，學生在系上工讀可以多學習校
務行政工作，也能成為推動系上蓬勃發展的動力，
培養更多的國際外語人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處資
料統計至9月23日止，今年大學部新生報到率為
95.59%，目前仍有許多學生因辦理就學貸款，而未
完成報到手續。教務長葛煥昭表示，這幾年來報
到率都能夠維持在95%至98.5%的水準，並沒有顯
著的差異，未來會在放榜後，請系所多與考生聯
絡了解情況，也持續加強招生宣導，以維持高標
準的報到率。
管理學院今年報到率97.25% 居全校第1，管理學
院院長王居卿表示，報到率提升的原因為暑期辦
營隊活動達到宣傳效果，以及各系師資的增加。
另外也受邀至多所高中演講、分享經驗，並積極
參與招生組的活動。
系所方面，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報到率高達
100%。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表示，每年3月固定針
對高中生舉辦的創意化學營，以及理學院針對國
中生設計的科學營等，這樣的宣傳、行銷都為報
到率提升的因素。而電機工程學系電子通訊組的
報到率100%，依舊維持去年的佳績，電機系系主
任李維聰表示，自98學年度開始分3組招生，開設
各式專業課程，學生可選擇自己組的課程修習，
也可以選擇其他組別的課程，讓學生有更多元的
學習機會，為未來儲備更多的競爭優勢；此外，
每年考生面試期間舉辦的家長座談會，創造面對
面互動的機會，加深考生與家長對本系的印象。

傳美輝藝 藝術大師共襄盛舉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0週年校
慶，文錙藝術中心舉辦「傳美輝藝－淡江大學文錙
藝術中心諮詢委員作品暨收藏展」，於上月30日上
午進行開幕儀式，當天邀請到藝壇享有盛名的藝術
家梁秀中、王南雄及白省三等人共襄盛舉，另有前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林
柏亭及國父紀念館館長鄭乃文也參與開幕。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致詞時表示，感謝文錙藝術中
心主任李奇茂凝聚各位藝術家，同時第一次接觸到
藝術大師感到榮幸，更感謝大家無私提供收藏，參
與本校甲子之慶的藝術性活動。本次參展者包括雕
塑、繪畫及收藏家共13位，參展作品總計85件，歡
迎踴躍前往參觀。

數位閱讀怎麼讀 電子書正夯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館於
上月30日中午12時在總館2樓閱活區，舉行電子書三
重奏第一重「數位閱讀怎麼讀」演講，由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助理教授張玄菩主講，介紹電子書的相關
資訊，吸引許多有興趣的同學前往聽講。
演講過程中，有不少與同學交流的小遊戲，多
了以答題器取代舉手搶答的互動方式，增添不少樂
趣。張玄菩說：「電子書始於2003年，並在2007年

蘭陽校園今年將全球化研究與發展學院和創業發
展學院兩院合併為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其旅遊與旅
館管理學系今年報到率96%為該學院最高。
此外，報到率進步最多的公共行政學系達
99.17%，較去年上升了4.17%，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
表示，近幾年的國家機關考試愈來愈盛行，而學校
通識課程公民與社會學門將會著重培養公共意識、
參與公共活動，往全球化的的方向努力。

校友陳映真 蔡素芬 獲金鼎獎
【記者陳思嘉、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由行政院
新聞局主辦的第34屆金鼎獎於上月24日在中正紀念
堂舉行頒獎典禮，並揭曉得獎名單。本校中文系校
友蔡素芬以《燭光盛宴》一書獲得圖書類文學獎；
外文系（現為英文系）校友陳映真則以《人間風景
陳映真》拿到圖書類非文學獎。
蔡素芬所著《燭光盛宴》以精鍊的文字，引人
入勝的情節，充分展現文字魅力。陳映真《人間風
景陳映真》內容分「生命風景」、「文學風景」、
「人間風景」三部分，最後談論有關創辦《人間》
雜誌的種種；評審認為，該書綜合傳記、文集與史
料，能讓人重新認識陳映真的文學魅力，對20世紀
下半台灣藝文界交往關係與社會互動有一定體會，
並藉此欣賞圍繞一位作家所形成的人間風景。

58優良教學助理 分享實戰經驗

【記者段采伶、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習
與教學中心上月28至30日，分3梯次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辦「教學助理期初會議」，於30日會中學術
副校長虞國興頒發獎狀及圖書禮券，表揚全校優良
教學助理共58人。在3天會議中，也安排優良教學
助理上台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

發揚光大。電子書是生活的部分而已。」在影片的
搭配下，讓同學們對電子書的認知有更快的吸收。
張玄菩表示，未來將是以面板為重的時代，而電子
書只是個正好切合人們需求的產品，成為將面板時
代提前實現的重要橋梁。第二重、第三重活動鼓勵
同學繼續熱情參與。資圖三劉庭君說，之前上課時
提過電子書，這次演講配合影片比較生動，讓我對
電子書有不同的認知也增加了新的知識。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開放式問卷學生填答 立即反映學習成效與意見

【記者曾詩涵、黃雅雯、張莘慈
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將首度實施
「教師期中教學評量」，以提供
管道讓學生在課程進行階段，表
達教學意見，作為教師進行教學
診斷的依據。實施時間為10月18日
至31日，由學生上教學意見調查系
統網站（http://info.ais.tku.edu.tw/
tas/），採匿名方式填寫。
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評鑑發展組
組長白滌清表示，此一意見調查是
希望提供教師了解學生在學期中間

演講看板

█台北

虞國興表示，擔任助教不只對學生有好處，也對
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希望得獎的優良助理可以繼續
保持下去，並繼續努力。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宋鴻
燕說︰「鼓勵優良教學助理於98學年度起實施，評
選制度為經由教師、系所、學院依教學助理工作績
效、參與研習狀況及協助教師教學成效進行審核，
可以達到自我提升的效果。」
此次獲獎的英文碩三唐詩佳分享，英文系助教必
須自己獨當一面帶一個班，而我替自己定下基本準
則，如：決不遲到、充分準備；在課程規劃上也以
學生需求優先考量。而在教學上，期許自己要讓學
生喜歡英文。

蔡英文談新北市藍圖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於9月
30日邀請前行政院副院長、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蒞
校演講「從台北縣到新北市」，不少校外人士也來
聽講，現場座無虛席。蔡英文在演講中指出，台北
市目前已達飽和，而新北市有相當充沛的人力資
源，有足夠的創意去創造新的產業聚落，將來會是
一個新的動力來源，並建議同學：「既然都來淡江
念書了，畢業之後就留在新北市工作吧！」
蔡英文鼓勵年輕朋友投入輔導業，讓社工或輔導
員不只是慈善導向，而是能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
讓輔導工作變成專業；並在大學時期，配合社會脈
動吸收知識。提問時公行一黃振洲請問：「解決教
育資源不均之道？」蔡英文表示，預算分配及區域
政府是改善主力，可從這兩方面著手，縮小城鄉資
源的落差。亞洲所碩三吳宜俊說：「這次演講聽到
很多對新北市具體的意見，主講者也很有誠意溝
通，是場成功的演講。」

10/04(一)
16:00

中文系
L308

10/04(一)
13:00

化材系
E830

10/04(一)
13:10

資管系
E901

10/0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0/05(二)
13:00

企管系
B119

10/0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0/05(二)
14:30

數學系
S433

10/06(三)
10:10

產經系
B607

10/06(三)
10:10

公行系
B309

10/06(三)
14:10

決策系
B712

10/07(四)
12:15

就輔組
Q409

10/07(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10/07(四)
14:10

企管系
B712

10/07(四)
14:10

機電所
E830

10/07(四)
16:10

大陸所
T505

10/07(四)
19:00

就輔組
SG319

10/08(五)
10:10

大傳系
O202

10/08(五)
14:10

產經系
B511

10/07(四)
19:20

財金系
D310

詩人丁威仁
過一個有詩意的生活-詩無所不
在
Berkeley University助理教授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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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Intraprotein Communic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Cellulose
Microfibril
富士康(南京)軟件公司兼育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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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廖文慈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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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惠精析台灣電視產業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於上週五
（1日）舉辦智慧大樹專題演講，邀請現任台灣電視
公司副總經理劉麗惠來校，在O202教室主講「台灣
電視產業分析」。劉麗惠分析台灣電視媒體生態歷
年之變遷與現今遭遇之挑戰，並分享大傳系學生在
投入電視媒體前應該做怎樣的準備。前來旁聽的中
文四鄭銘翔表示：「數位電視的興起，讓電視圈未
來的發展有無限可能，聽完演講後，讓未來可能會
從事媒體業的我獲益良多！」

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3度來交流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美國佛羅里
達中央大學教授Prof. Paolo Giordano於上月27日蒞
校參訪。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接待
並主持座談，李佩華表示，該校甫於今年1月與本
校締約，但已經第3次與本校接洽交流事宜，態度
積極，除將於明年合作，進行該校學生華語教育，
也期待明年能成為本校大三出國留學的學校之一，
讓出國的學生有更多選擇。
此次參訪，Prof. Paolo Giordano與本校成人教育
部華語中心達成共識，將協助該校學生學習華語。
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說明，明年暑假佛羅里達中央
大學將由學生組團至本校研習華語，以4周為1個完
整課程，包括20小時的主要課程，以及4小時的文
化課程或參訪活動，希望屆時讓學生滿載而歸，更
了解台灣文化。

日本京都橘大學（Kyoto Tachibana University）創 展，亦獲得日本高中、大學生書法展「團體最佳學校」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位於中國北京，創立於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University），位 立於，1902年，位於日本本州京都府山科區，與本校於 殊榮。
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創立於1878年，於1991年4月 2000年3月締結為姊妹校。該校日語教育實習生到本校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創立於1902年的中央學院商學 1978年，與本校於1992年簽訂兩岸交流協議備忘錄，該
（文／林姍亭整理）

60校慶

金石姐妹校來賀
60週年校慶活動將於11月6日舉
行，屆時有29所姊妹校之校長或教
授代表蒞臨，我們搶先介紹來訪學
校與貴賓。

締結成為本校第27所姊妹校。11月校慶當天，該校校長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Lena Gerholm將蒞臨祝賀。
該校前身為斯德哥爾摩高等學院，1960年正式升等
為國立大學，更名為現今校名；擁有法律、人文、社會
科學、自然科學四大學院，超過5萬名學生；長久以來
保持高質量的教育且著重科學研究，是瑞典規模最大的
綜合類大學之一，也是瑞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的中心機
構。2007年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邀請該校亞太研究中心主
任池上雅子蒞校舉辦「淡江論壇」進行「歐盟與東北亞
關係」的主題演講。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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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日本語教學已有十餘年的傳統，每年均由本校日
文系教授指導，交流情況良好。60週年校慶時，該校教
授Prof. Norman Angus（Director of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將代表來賀。
該校擁有2千餘名學生，設有8部門；與全世界19所
大學締結姊妹校，進行學術交流。該校創立時原為「京
都手藝學校」，旨在「促進並培養獨立自主的女性」，
2005年更名為「京都橘大學」，並以「獨立、共存」為
宗旨，並增加職場知識（clinical knowledge），加強職
業教育。另外，該校相當重視書法，固定時間舉辦成果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院是中央學院大學（Chuo Gakuin University）的先驅，
位於日本東京，於1968年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成
為本校第一所姊妹校。11月，該校理事長兒玉隆昭夫婦
及事務局長柏中一等人將來校慶祝本校60週年校慶。
該校在東京共有3個校區，學科方面設有6個大學學
部，分別是法學部、經濟學部、商學部、理工學部、文
學部及綜合政策學部，當中以法學部最為著名，擁有
「法科的中央」之稱。目前每年均互派交換生，本校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也曾率領行政訪問團參訪該校。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校副校長葉中華及教授代表呂本富將一同參加本校60週
年校慶。
該校在北京有3個教學園區，設置15個學院，是中國
第一所現代化研究型高等院校。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願以
求真進取的精神，開拓科學的新疆界，培育更多科學數
理等領域之人才。2008年本校管理學院與該校管理學院
進行MBA研究生交換計畫，是本校首次和大陸研究機
構進行研究生的學術交流。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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