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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60校慶： 祝淡江年紀老 記憶好 腳力強 家園興盛傳萬代 （文書組專員張秀卿）

大
解決 一 學習需求 語言技巧與方法最迫切
表達技巧 論文寫作尋方法 學教中心有撇步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
98學年度大一「學習支援系統之
需求程度」問卷結果出爐，問卷
共分「學習的診斷與輔導」、
「學習的策略與方法」、「語言
技巧與方法」、「學術研究」四
大面向。統計發現，需求度最高
前3名中，「語言技巧與方法」
占2項，顯示學生對於語言的學
習，不論是外語的訓練或是口語
的表達，均十分急切想找尋合適
的學習方法。
需求程度最高項目前5名分別
為「第二外語學習的技巧與方
法」、「研究獎學金之補助」、

「口頭報告和表達的方法與技
巧」、「上台演說的方法與技
巧」和「撰寫學術報告與論文寫
作之訓練」，其中「第二外語學
習的技巧與方法」更是連續3年
為學生最大需求項目。
曾經參與「教師精進教學專業
成長社群」的英文系助理教授蔡
瑞敏表示，這份問卷調查顯示，
學生近年在第二外語學習的技巧
與方法上，想要更有效的學習。
對此，教師們在外語教學創意成
長社群中，針對外語提出各自的
獨到教授方式，同時列出學生在
學習上最難突破的困難，在社群

校慶演唱會宣傳走四方
超可愛紅包人遊走校園四週，引人 佇足拿取宣傳
單。
（攝影／林奕宏、黃
立欣）

【記者江啟義淡水
校園報導】校園出現一
個神奇的「紅包人」！
校慶籌備委員會社團活
動組於上週起，強力宣
傳「那人、那校、那
歌，美聲傳揚」校園演
唱會，將於11月5日下
午5時30分，在學生活
動中心登場，該組廣宣
長英文三陳建鵬表示，
歌手名單、索票資訊等
詳情，「一切都還是機
密，請大家拭目以待，
coming soon！」將於11
日在facebook「淡江大
學60週年校慶演唱會」
上公布，請大家密切鎖
定囉！
60週年校慶宣傳活動
陸續展開，讀書妹系列之一淡江水已於海
音咖啡販售，330c.c. NT$15元／瓶。

慶60校慶 文錙系列音樂會開演
【記者黃雅雯、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
校60週年校慶，文錙藝術中心特地舉辦5場文錙系
列音樂會，將分別於本月13、20、28日、11月2日
及12月10日在文錙音樂廳演出。各場演出前7日在
文錙藝術中心開始索票，每人限取2張。
週三（13日）晚上7時30分由知名音樂人陳明章
開啓序幕，舉辦「阮上愛的玫瑰花」音樂會，此次
睽違三年再次發行專輯，選在淡江進行全台首場發
表會，意義非凡。第二場，20日（週三）晚上7時
30分，將由奪得2006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國際賽的
冠軍團隊「Niniwe 前衛爵士德國女聲A Cappella樂
團」蒞校演出。Niniwe是來自德國的女聲四重唱，
擁有純淨的嗓音和完美的合音，以極為特殊的聲響
令人印象深刻，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大陸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團來訪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湖南大學新聞
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副院長向志強一行13人組成的
「大陸青年學者訪問團」，於6日下午來訪，由文
學院院長邱炯友、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
華等人在L522會議室進行簡報與座談。
此次來訪貴賓為大陸7所大學之新聞、傳播領域
學者組成，因對本校文、傳播類科系慕名而來，抵
台第一站就至本校參訪。訪談內容為本校傳媒相關
科系之課程安排、設計，以及師長對學生的課後與
就業輔導等。向志強了解本校的課程改革及課程活
化後，深感認同，並表示，將做為該校未來的教學
參考。大陸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公共傳播系講
師鄧理峰也表示，對本校的行銷課程設計、學習地
圖，以及各系設定的核心學習目標印象深刻。

60校慶

金石姊妹校來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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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姍亭、江啟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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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師們腦力激盪，提出具創意
的解決方式，相信在教師彼此分
享教學創意中，可帶給學生更容
易吸收的教法。
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
組組長黃儒傑表示，學發組在每
學期均會舉辦學習策略工作坊，
如10月分舉辦的原文書輕鬆讀、
英語聽說能力培訓，即針對學生
學習需求提供實質的幫助。黃儒
傑指出，學習策略工作坊有「我
是報告王」輔導書面報告寫作技
巧、「上台報告技巧」是論文發
表的培訓等，若工作坊報名額
滿，各系只要組成8至12人，向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美國研究
所（現為美洲研究所美國研究組）校友令狐
榮達於日前就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他表
示，北美司主管對美、加兩國之政治、通
商、經濟財政、文化、軍事、外交及我國僑
民等事項，上任後將以務實、積極的態度，
推動與美加兩國的關係，監督和分析資料提
供幕僚決策。
令狐榮達是第一位考上外交官的美研所
校友，曾任駐馬紹爾大使、美國辦事處及北
美司副司長、駐奧克蘭（紐西蘭）辦事處處
長，擁有完整的外交實務資歷，對於北美事

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aikato）位於
紐西蘭北島的懷卡特，創立於1964年，是紐西蘭8所得
到國際認可的國立大學之一，於1998年3月締結為本校
第42所姊妹校。60週年校慶當天，該校校長Prof.Roy
Crawford將蒞臨賀壽。
懷卡特大學擁有花園般美麗的校園，共有7個學院，
以管理、科學技術、工程、計算機科學及教育最為著
名。而毛利文化研究更為紐西蘭所有大學中唯一僅有，
此外，該校是紐西蘭第一所，也是唯一開設電子商務
學位課程的大學。其管理學院是世界上精英管理學院之
一，被世界著名的英國《每日電訊報》譽為南半球的哈
佛。本校蘭陽校園已有多名學生大三到該校留學，該校
校長Prof. Roy Crawford曾於2007蒞校交流，本校行政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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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亦相當有經驗。對有志於外交事務的學弟
妹，他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在學校要好
好充實自己，特別是語言能力，國文及英文
都很重要，要多練習口語表達，並培養領導
精神；對於外交特考的科目則可以在學校裡
選修，如外交公法和外交近代史等。」另外
他鼓勵學弟妹多參加研討會、外交記者會，
多涉獵報紙、期刊，增加競爭力。適逢本
校創校60週年，令狐榮達除祝賀母校生日快
樂，也希望有機會能抽空回校看看老師，
「因為在美研所學習期間受益良多。」

人形機器人 探索挑戰賽 再傳捷報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工程
學系「機器人研究團隊」再傳捷報！本月2日
由電機系教授翁慶昌帶領，受邀參加「2010年
人工智慧單晶片電腦鼠暨機器人國內及國際邀
請賽」，獲得「人形機器人探索挑戰賽國際賽
組」競走賽、罰踢賽及投籃賽分項總積分第1
名。
參賽學生包括人形機器人組隊長電機博三
胡越陽，以及5位電機系學生，胡越陽表示，
這次參賽目的主要是增加學弟的比賽經驗，從
日前在印度的賽事訓練至今非常辛苦，能再次
獲得佳績證明我們團隊的實力。他說明：「從
印度比賽回來後，對第7代機器人的穩定度及
動作做了些微的調整及改良，不過，比賽中機
器人的電源線一度出問題，幸好因為有多次的
比賽經驗，才能從容地解決，完成比賽。」並
表示，交流比賽後發現，國內其他機器人團隊
在智慧的研發上較為欠缺，是該引以為鑑的地
方，「期許未來可以研發出服務性能更多元的
機器人。」

發行校友卡 促小額捐款 凝聚共識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第116次行政會議8
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副
校長及各單位一級主管等參加，會議開始之前，校
長頒發獎牌以獎勵學務處諮商輔導組約聘人員游凱
甯表現優異。
主席兼校長張家宜報告，這學期雖才剛開學，
但相信大家皆已感受到60週年校慶的活動展開，從
LOGO徵選、刊物及DVD的製作，各項紀念品也於
驚聲書局開始販售，各相關單位積極的籌劃迎接校
慶各項活動陸續展開。這學期另一個重點工作，將
於下週五舉行的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探討，淡

江將以三年為一個發展主軸，實踐未來展望。
此次專題報告為「整合校友、凝聚力量」，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報告中指出，校友處
並不是管理校友的單位，而是服務校友的「服務單
位」，最重要的工作是為學校爭取資源，他表示，
曾捐款之校友只佔22萬校有總數之1%，所以進步
的空間相當大；此外，捐款的用途，應減少指定用
途款項，以期提升系所發展資金比例，並以「淡江
家族」為平台，加強校友與校方、在校生的連結，
以成立「校友卡」回饋系統，鼓勵小額定期捐款方
式，透過網路創造三贏局勢的永續經營。

200萬高溫殺菌洗碗機 松濤美食廣場顧健康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全
校師生能吃得更放心，總務處花了200萬
整修空間與添購最新設備─高溫殺菌洗碗
機。從5日（週二）起，松濤館美食廣場
已開始使用，同時將碗盤更換為經過SGS
檢驗合格的餐具。學校也特別要求廠商需
在供餐前才將洗淨的碗盤從由無菌等級的
洗碗房中領出，以確保餐具的潔淨。美食
廣場將給大家一個「洗得乾淨，用得放
心，吃得健康」的用餐環境！
配合60週年校慶，總務處於上月底完成
操場部分運動設施整修，包括了操場PU

問團亦曾於2008年訪問該校，兩校交流情況良好。
日本長崎外國語大學 （Nagasak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位於日本長崎縣長崎市，該校的前身
為長崎外國語短期大學，於2001年改制為長崎外國語大
學，與本校於2004年5月正式締結姊妹校；今年11月，
該校校長池田紘一將來校參加本校60週年校慶。
該校是九州唯一一所專門培育外國語人才之學校。有
美式英語、英式英語、德語、法語、西語、日語、華語
等7個學系。因地理位置及歷史因素，長期接受多元外
來文化，以培育學生良好國際溝通能力為宗旨成立為語
文學校。多年來，兩校學術交流關係良好，2006年簽訂
2+2雙學士合作，提供同學更多元的選擇，目前除互派
交換生，該校也是本校大三生出國留學的姊妹校之一。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10/11(一)
10:10

10/11(一)
13:10

96至98學年度大一生前五項學習需求一覽表
（資料來源／學教中心 製表／陳頤華）

跑道的部分換新，將脫落、積水的部分重
鋪，以達到止滑、彈性佳的效果，降低師
生在運動時可能受到的傷害；而在操場中
央，則重新種植草坪，也藉由部分更新的
噴灌設施，讓草皮更能欣欣向榮，不過草
皮還在保護中，請大家暫勿踐踏，以免影
響草皮生長。紅土區的重鋪，將原本的形
狀從半圓形改變成正方形，不僅增加了美
觀度，更擴大了實用性；司令台下方的鋁
格柵也換新。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師生能
有更好的運動品質，降低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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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電機系
E819
中文系
覺生國際會議
廳
美洲所
驚聲國際會議
廳
保險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歷史系
L205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高雄第一科大系統資訊與控制研究所
助理教授黃勤鎰
人類感知為基礎之訓練模擬機之研製
與發展
TVBS主播董智森
中文系大未來─新聞寫作面面觀
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馬旭耀
探索巴拉圭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精算處副處長林秋瑞
居安思危─談天災保險
台北市強怒高中教師林文超
國高中之產業與文化概況
富士康集團LED事業群榮創能源科技(股
化材系
)公司研究發展處資深研究員涂博閔
E830
LED產業現況與技術淺談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劉彥祥
化學系
Design and syntheses of coordination
Q409
Polymers
萬泰聯合會計事務所執行副總林嘉焜
保險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如何預防金融詐騙
尼爾森公司副總監王道平
就輔組
市場行銷研究─如何進行消費者研究
B607
及正確的數字解讀
美洲所
瓜地馬拉駐華大使艾斯比諾沙
T503
馬雅文明
元智大學財務金系副教授王衍智
財金系
Informed Traders:Linking legal insider
L204
trading and share repurchases.
巴黎第十二大學教授M. Menant
法文系
La poétique des châteaux dans la littérature
FL106
française
資圖系
作家萬麗慧
L412
圖書出版流程：成本管理
水環所
核能研究所化工組高級研究員潘本立
E819
含氟鈾放射性廢水之高級處理
就輔組
知識網路公司副總經理邱元平
正確的數字解讀/如何做好學習與生涯規劃
H106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助理教授楊舒芝
物理系
Handling nonlinearity and nonS215
Gaussianity in the Ensemble Kalman
Filter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
數學系
員兼所長李克昭
S433
Explor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in
genomic data
巴黎第四大學教授Mme. Menant
法文系
Paris dans le roman français du début du
SG506
18ème siècle
決策系
內政部資訊中心主任沈金祥
B712
自然人憑證與應用
通核中心
台北音樂文化中心創辦人吳德朗
B408
認識印度教與世俗生活
就輔組
台灣光華雜誌資深攝影記者莊坤儒
O202
影像在構圖實驗&版面縮排
就輔組
坤澤興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坤永
B701
創業精神+創意=成功配方
中文系
大傳系校友兼作家鍾文音
L301
寫作者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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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哲學與實踐

全新版網頁上線 連結更多元 資訊更完整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
導】為慶祝淡江60週年，沿
用4年的淡江網頁改版了！
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融合部
分「首頁設計比賽」參賽作
品理念，結合更多樣化的校
園訊息，各個單位也能更即
時更新消息。
以往舊版網頁焦點新聞
只能呈現一則，但改版網頁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Aoyama Gakuin University）位
於東京涉谷區，創立於1949年，與本校於2002年簽訂姊
妹校合約，該校校長伊藤定良將於今年11月來參加本校
60週年校慶。
該校歷史悠久，有青山和相模原兩大校園，設有6個
學院，分別為法學部、經濟學部、經營學部、文學部、
國際政治經濟學部及理工學部；與工商業界有長期聯繫
的傳統是該校最大的特色，課程設置與雇主的要求密切
結合，許多課程甚至還到外國工作實習，培養學生實務
經驗。2009年青山學院大學更於本校台北校園設立台灣
辦事處，做為兩校間交換生交流的對應窗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創立於1952年，是大陸創辦的第
一批航空院校之一。該校位於大陸南京市，於1998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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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者中4位私立大學獲獎者之一。「實習合作團體獎」
則是今年新增獎項，本校為獲獎者中唯一私立大學，
朱惠芳謙虛地將這個榮耀歸功於本校及淡水國小所有師
長、學生的支持，她表示，教師對學生的影響深遠，所
以培養優秀的教師更是任重道遠，透過與實習輔導教
師、實習生合作，共同討論、交流教學經驗，不但能教
學相長，對於提升師資培育素質更有莫大助益。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將於今、明兩天（11、12日），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舉辦「2010績效責任時代的教育政策與領導國際學術研
討會」，將發表14篇論文，開幕式由校長張家宜主持，
邀請教育部部長吳清基蒞臨致辭。
研討會主題包括：教育績效責任的概念與理論、績
效責任時代的教育變革、教育領導與決策的課題與挑戰
等。教政所教授吳明清表示，期望教育者能聚焦在績效
責任這個關鍵議題，藉此發展教育方面的改革方法與策
略，此外，也邀請美國與日本著名學者舉行演講，讓國
內的教育同仁對國際教育制度與走向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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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績優 師培中心師生獲教部4獎項

績效責任與教育政策 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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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組申請，屆時將有種子教師
協助同學學習。「學發組會盡
力輔導學生在學習上的各種困
難！」
此外，研究發現，學生的背景
屬性，對於學習需求程度有部分
的差異，當中僑生在「學習的策
略與方法」、「語言技巧與方
法」和「學術研究」的需求程
度，顯著比一般生的需求程度
低。華僑同學聯誼會會長大傳四
吳美琪表示，本校僑生有僑生輔
導組專責輔導，或學長姊帶領，
可能是需求程度較低的原因。

校友令狐榮達出任北美司長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榮獲
4項「99年度教育部實習績優
獎」，其中，師培中心教授
張雅芳獲「實習指導教師典
範獎」，實習學生輔導老師吳
美穎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
獎」；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結業生李盈瑩獲「實習學
生（老師）楷模獎」；副教授朱惠芳與國小教育學
程結業生陳蓉萱等獲「實習合作團體獎」，為歷年
來最佳之成績。
張雅芳從85學年度起任教於本校，擔任實習教師
迄今已13年，師培中心主任游家政表示，張雅芳本
著「愛心、專業、實踐」的理念，對於教育實習長
期的承諾與全心的付出，對於杏壇優秀師資的培育
貢獻良多。吳美穎為台北市立文昌國小教師，多年
來輔導本校實習生，提升實習學生的專業知能與自
信心，並協助實習生獲得許多獎項，她表示：「感
謝朱惠芳老師的提攜與推薦，在擔任實習教師的過
程中，從一知半解到了解當一位老師是多麼神聖，
多麼需要細心，期待未來可以做好份內的事，並給
予後輩需要的協助，就像惠芳老師幫助我一樣。」
李盈瑩於98學年度經師培中心輔導至台北縣立正
德國中教育實習半年，實習期間在教學、行政、導
師實習各方面努力學習，獲得好評，是該獎項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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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10則近期焦點，讓訪
客更了解本校動態，此外，
並增加影音、媒體報導等部
分，更能擴大本校的能見
度。秘書室主任秘書徐錠基
表示，新版網頁將連結更為
集中，在資料的瀏覽更為便
利，並期望「更具綜合性資
訊的新版網頁能帶給大家耳
目一新的感覺！」

月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6個姊妹
校。11月，該校校長朱荻、國際合作交流處副處長沈
星，以及自動化學院副院長劉闖，將來校慶祝本校60週
年校慶。
該校於1978年即被大陸列為全國重點大學，目前擁有
工、管、理、經、文、法、哲、教等學院，並為具有航
空、航太、民航特色的研究型大學；目前擁有明故宮及
將軍路2個校區。該校於2009、2010年來訪，除針對師
生交流、訪問、講學合作及行政觀摩、交換學生簽署續
約進行討論外，也交流學生事務。本校校長張家宜亦曾
於今年5月，率領行政參訪團赴該校參訪交流，收穫豐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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