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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位優良導師受獎 培育心靈卓越人才之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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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心學習生活到課業輔導 不遺餘力

98學年度優良導師53位，於18日大四導師暨訓輔人員輔導知能研討會
中一一授獎，圖為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右一）正頒發水晶獎座給英文系助
理教授張雅慧。（攝影／湯琮詰）

外語學院訪東京外語大 擴大多語遠距教學

【本報訊】本校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於11至15日率領行政主管及院內
系主任、教師一行8人，前往東京外國語大學參加兩校合辦的「英語、西
語、法語、日語和中文的『碩士班討論會‧大學部同步授課』遠距教學
會議」。宋美璍表示，本校日文系與該校中文系進行遠距教學，至少已
有兩年歷史，此次活動主要為加強並擴大兩校遠距教學合作的語種，下
學期起將由原來的日文，擴大為英、西、法、日四種語言。
除了宋美璍，本校與會者另有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遠
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帆、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西語系系主任吳寬、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及日文系助理教授堀越和
男。活動首先進行4場同步授課連線測試，隨後進行座談。宋美璍表示，
除由陳慶帆就教室、攝影機角度、坐位安排等設備進行測試，雙方也決
定上課模式，將以skype、視訊等方式，設定議題後由教師從旁指導，讓
學生進行辯論式的深度交談，互相學習，「希望讓學生不必花錢旅行，
便可以在地國際化。」
東京外國語大學是日本頗富名望的大學，目前雖不是本校姊妹校，但
已與本校進行實質交流多年，下個月該校校長將蒞臨演講，宋美璍表
示，兩校均熱切期待，未來能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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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模型 建構成果發表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委託本校統計系系主任
溫博仕及其研究團隊進行「淡江大學教學評量干擾變數影響之研究」。
該研究於9日在學習與教學中心召開成果發表會議，邀請溫博仕研究團隊
進行成果發表。會中溫博仕指出：「希望未來能找到其他統計方法，找
出更佳的模型。」
此研究參考國立台北大學教學評量相關研究，來建構本校之教學評量模
型，並依據新指標探討教師特質與差異。以本校長期學生教學意見評量
資料庫94至97學年度為標的，進行本校教學評量分數受干擾變數影響之
初步分析。與會者分別提出建議及問題，互動熱烈。教育評鑑發展組組
長白滌清表示，此研究將作為學校未來擬定教學評量精進措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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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學評量 已傳教師信箱

【記者曾詩涵、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首度實施的「期中教學意
見調查」已在上月完成作業，全校上網評量比率為36.65%。使了讓學生可
以藉由期中教學評量表達教學意見，並給老師能作為教學上的參考。
學生填寫的意見已於9日透過E-mail傳送到該科教師校級個人信箱，期
中學生回饋意見不計入教師各項評比，僅作為教師個人教學診斷參考。針
對這次期中評量，中文系教授陳文華表示，期中教學意見調查讓教師可以
在學期中針對學生的意見回應，「感謝學生的正面評價，也有少數同學反
應講課速度太快，來不及筆記。」陳文華在課堂上也具體建議同學以錄音
方式整理筆記。法文一黃熙雅表示，對於期中教學意見調查表達贊同，但
並不知道要上網填寫，此調查她認為可藉由直接的文字表達，讓認真的老
師更能有教學動力。「下次如果有機會一定會填寫！」教評組表示，首度
實施期中意見調查，已透過各管道讓學生知道，未來將再規劃商請導師或
班代協助加強宣導。

校友著作展等你A好康 林其樂 編劇創作分享

【本報訊】快來A好康!為慶祝本校60週年校慶，圖書館從11月開始，舉
辦「ㄩㄢˊ」來就是你－淡江大學校友專書著作展及創作分享一系列活
動，為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活動，於下週三（24日）12：10~13：10於圖書
館總館大門口舉辦校友著作展有獎徵答活動，參加名額為40名，於11月23
日截止報名，報名及相關訊息請詳網址http://service.lib.tku.edu.tw/ ，獎
項很豐富，第1名日立HITACHI 320G 星座外接硬碟；第2名方吐司 4GB
MP3 ；第3名微軟無線行動滑鼠；搶答答對者 SanDisk 4G隨身碟共5名。
此外， 25日（週四）12：30~14：00在圖書館總館二樓閱活區舉辦校友
創作分享，特別邀請大眾傳播學系系友、知名編劇林其樂回校分享她的戲
劇創作過程，其講題為「從藍色蜘蛛網到泡沫之夏－編劇的創作分享」。
林其樂校友著作有《泡沫之夏》、《偵探物語》、《壞蛋》等。對編劇有
興趣的教職員生千萬不要錯過這場分享活動。相關訊息，請參閱圖書館部
落格，網址：http://blog.lib.tku.edu.tw/category/11/4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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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98學
年度優良導師名單於日前公布，共53
位教師獲獎，頒獎典禮在18日的99學
年度大四導師暨訓輔人員輔導知能研
討會舉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致詞表
示，「老師是培育心靈卓越人才的重
要推手」，老師不一定要依循傳統的
觀念，也可多吸收新生代學生的想
法，還能創造新的思維。
98學年度優良導師包括文學院：中
文系副教授王麗華等5位；理學院：
數學系助理教授溫啟仲等4位；工學
院：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等12位；商
學院：國企系副教授潘玉葉等8位；
管理學院：企管系副教授潘志偉等11
位；外國語文學院：英文系助理教授
張雅慧等8位；教育學院：教科系副
教授顧大維等2位；創業發展學院資
創系助理教授武士戎等2位；全球化
研究與發展學院政經系助理教授馬為
騰。（詳細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保險系副教授汪琪玲擔任保險二B
導師時，發現其中1位導生保險三魏
銘彥對廣播很有興趣，但就讀的科系
卻不符合志趣，汪琪玲說：「其實學
生都有能力在兩難間尋找一個兩全其

美的安排，但有時只是需要一個旁
觀的角色，給予適時的建議。」魏
銘彥說：「老師在我和電台還有學
業最難以兼顧的時期，分享他的想
法，叫我試著拚拚看，不要輕易放
棄我的興趣。」仍就讀保險系的他
目前也計劃在淡江之聲的電台節目
〈幸福的時光〉訪談汪琪玲，跟學
生分享如何對抗壓力。
運管系副教授陳菀蕙表示，因為
先前曾經在公家機關等機構任職，
工作經驗較多元，所以許多學生都
會詢問相關經驗，運管二劉嘉珮表
示，老師除了常分享工作的內容之
外，還說明現在所學的科目跟未來
職業有何連結，「也常常關心大家
的狀況，真的很窩心！」軍訓室教
官揭維恆擔任國貿進學二導師，他
表示，除了找時間與學生約談外，
也會召集班上同學，讓他們有機
會一起討論課業問題，國企進學二
席偉哲說：「老師對待學生很有耐
心，相處起來就像朋友，遇到班上
有問題的學生，也會想盡辦法要知
道我們的狀況。

性平會辦講座 回應熱烈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於18日下午14:00~16:00在鍾靈中正堂舉
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關愛乎？騷擾乎?校園
性騷擾之防治」，邀請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
心主任羅燦瑛教授演講。羅燦瑛教授在演講上表
示，礙於學校是個權力差距的環境，性侵害和性
騷擾隨時都有可能會在校園上演，下學年度教育
部也將性別平等教育納入對於各大專院校教育評
鑑的項目之一。
其實校園發生性騷擾案例並不會對校譽造成損
傷，而是在於校方是否有及時處理的能力，而且
處理是否符合性別平等法，並非等到媒體報導後
校方才做了解。校方也可以讓一些性別平等委員
做人力庫的相關培訓，可以讓事件發生後將傷害
降到最低。此外羅燦瑛也提到，現在性侵和性騷
擾的界定和以往不同，所以要隨時更新對於這類
知識的了解，才能保護自己也能保護他人。
而參與這次演講的吳嘉麗教授也表示說，羅老
師對於性別平等教育擁有豐富的實例經驗，也提
醒了被害者遇害時可以將不愉快告訴週遭朋友或
是紀錄下來，便於以後提出證據。另外學校可以
設立特別網頁將相關案例作介紹，讓同學對於性
別平等教育可以更近一步了解，或是邀請老師參
與性別平等教育訊練，在課堂上可以將相關知識
融入課程中，讓學校成為真正的安全校園。

產學咖啡敘 夥伴關係長遠
【本報訊】又值歲末時序，
16日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
育成中心於中心會議室舉辦
「2010淡大育成歲末成果發表
會暨廠商聯誼會」，邀請合作
廠商暫時拋開繁忙的工作，與
夥伴們共享浮生半日閒的時
光，一起喝咖啡談是非，與會
廠商有同步應用科技公司等約
10多家。
首先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依企業主校友捐款、獲申請教育部
補助款及獲經濟部補助款等獎項頒
發獎狀，以資鼓勵及感謝。
高柏園表示：「學校非常重視校
友的發展，給予密切的關心與合
作。創育中心提供的平台，廠商可
跨業重組迸出新的火花。此聯誼會
意義頗大，可訂為密集性的聯誼，
適時提供廠商技術所須及分享成
果。」
會中廠商代表有成果分享、有介

大陸第30姊妹校 北京理工大學來結盟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大陸姊妹校再添一校！大陸北京理
工大學校長胡海岩一行5人，於16日下午蒞校參訪，由校長張家宜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並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暨學生交流
協議書，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30所姊妹校。兩校將於100學年度第1
學期開始，進行學生交換。
張校長表示，很開心本校又多了1所姊妹校，期盼兩校能更落實交
流合作。此外，張校長也引用張創辦人的話：「中國人喜歡大家庭
的感覺，所以兄弟姊妹越多越好，不同領域可有不同的交流。」她
說明，本校交換學生以文、商、管及國際學院等為主，希望與該校
締結姊妹校後，能提高理、工學院的交換生人數。
北京理工大學為大陸首批16所國家重點大學、首批15所進入國家
211工程，以及第10所進入國家985工程的大學；該校以機械工程、
工程力學、飛行器設計、物理電子學等學科聞名，2008及2009年，
該校獲逾10億人民幣的科學研究經費補助，居大陸高校前10名。
2010年，該校在英國TIMES公佈的亞洲大學排名第132名、大陸第17
名，學術地位很高。
胡海岩表示，這是兩校開展實質合作的開端，北京理工大學在電
子、材料、化工等方面已有很好的學術基礎，近年又重視人文社會
的發展，所以未來兩校可以合作的範圍很寬；這次來訪還參加了航
太系舉辦的「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發現本校師
生表現非常優秀，期待以學生的交流作為合作的第一步，希望往後
也能邀請教師到該校參訪，更加強兩校的合作。

紹自家的服務項目、也有提出須求希望能受到
援助，現場即刻獲得滿意的支援。例如：同步
應用科技有限公司為遠端控制及維修服務，其
技術成熟，尚待行銷推廣技術，創育中心責無
旁貸當場即媒合。耕藝科技有限公司，眼見時
下台灣年輕人哈日、瘋韓流，他們盼台灣有自
己的主流流行文化，而跨業朝文創方面發展。
還有百克艾迪有限公司服務項目為運動方面之
軟硬體服務事業，也即刻獲得創育中心的支
援。
企業界校友代表曾榮華（華得斯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懷有愛校情懷的他，視學弟
妹為手足，熱心地介紹可提供合作的企業主，
另鼓勵創業青年廠商擬企劃案，寫明公司服務
項目、資金、發展性，藉創育中心輔導媒合，
可快速、準確地推展事業，達雙方互惠的成
果。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尚文表示：「學校財庫
來源要多方，在少子化的趨勢下，產學合作關
係要延長為永遠的關係。產學關係雖有許多行
政程序，創育中心仍積極提供平台媒合。」聯
誼會在溫馨又輕鬆的氣氛裡圓滿結束。

在產學合作的機制下，導入市場初期，為使校
內同學能體驗e筆的樂趣，並且測試使用者的
反應，舉行校內學生e筆繪畫比賽，由同學前
往置放於海博館的e筆工具當場繪作。這幅是
當時化碩二葛玉環同學取景自校內覺軒花園之
作。雖是首次使用e筆，但是表現於油畫技法
的畫面，卻是相當純熟，將油畫的特色呈現
出來，也充分顯現e筆所能模擬的各種媒彩。
（圖／化學碩二葛玉環、文／文錙藝術中心副主
任張炳煌）

█淡水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11/22(一)
8:10

生輔組
B119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徐名駒
預防詐騙

11/22(一)
10:10

決策系
B427

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秘書長何立德
台灣休閒漁業之行銷策略

11/22(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1/22(一)
14:00

美洲所
T306

11/23(二)
08:10

歷史系
L308

11/23(二)
08:10

生輔組
C011

11/23(二)
10:00

法文系
L304

11/2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1/23(二)
14:00

數學系
S433

11/23(二)
15:00

保險系
B302b

工研院資通所無線新應用射頻技術部
經理陳正中
由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探討未來射頻
技術發展
前外交部長次長藍智民
從稱職的翻譯人才到專業的外交官

11/24(三)
08:10

生輔組
SG321

11/24(三)
10:10

公行系
B309

淡水社區大學主任張建隆
看見老台灣-社會生活史的影像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莊富棋
網路犯罪
勤益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盛業信
如何取得法語領隊及導遊之證照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及天文所副教授
賴詩萍
Discovery of toroidal magnetic fields
around protostars in NGC 1333 IRAS 4A
真理大學應數系教授楊奕佑
Dividing the surplus：A dynamic
approach
保險系創系系主任林喆
保險與精算的未來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蔡麗清
智慧財產權
廣流智權事務所所長李文賢
專利訴訟實務

11/24(三)
12:35

國際研究學院
T306

牛津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研究員寇大偉
佘契爾夫人與英國的文化革命

11/24(三)
14:10
11/25(四)
09:00

安睿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劉凱平
從理財失敗的原因談理財規劃
衛生保健組
宏恩醫院護理師茅雅培
海事博物館樓下 如何預防傳染性肝炎上身與帶原者應
M111室
如何保養
決策系
B712

11/25(四)
10:10

資傳系
O303

11/25(四)
14:10

統計系
SG319

11/25(四)
14:10

企管系
B702

11/25(四)
14:10

美洲所
T503

11/25(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台灣趨勢研究經理周秩年
資傳的意外之旅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何
淮中
Assessing Long-Term Risk for EquityLinked Insurance Products in a
Stochastic Volatility
安麗直銷鑽石級直銷商陳曉媚
「直銷」一條倒吃甘蔗的生涯路-如何
成為行銷達人
墨西哥與其他中南美洲國家駐外商務
人員林燦輝
駐外經驗談
原形研發總經理陳嗣添
雲端科技未來之發展

11/25(四)
18:00

就輔組
華視新聞雜誌執行製作戴晨志
驚聲國際會議廳 有實力最神氣A級人生的成長秘訣

11/26(五)
09:00

衛生保健組
宏恩醫院護理師何亞燊
海事博物館樓下
慢性肝炎與併發症
M111室

英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營運管理
處處長王圓
行銷與業務管理之生涯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比較文學系
系主任瑪莉．雷蘊
全球化與比較方法論：文學所學何事？

11/26(五)
10:00

企管系
B601

11/26(五)
12:10~14:00

英文系
FL204

11/25(四)
19:00

決策系
D501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行銷室主任何麗君
台灣汽車業之行銷策略

11/25(四)
19:20

財金系
D310

群益證券總經理周康記
台灣資本市場之演化過程

11/27(六)
14:00

決策系
D502

台灣宅配通處長周政雄
台灣物流宅配業之科技管理

台北校園

北市校友獎學金頒獎 場面溫馨 互動熱絡

國際教育展 20多姊妹校擺攤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使同學了解本校國外姊妹校概
況，並鼓勵同學赴姊妹校交換研修，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及學務
處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將於本週三、四（24、25日）上午10時至
下午4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國際教育展」，歡迎同學踴躍參
加。
國交處主任李佩華表示，本校擁有108所姊妹校，希望藉由國際教
育展將姊妹校資料提供給學生，並讓同學對姊妹校有更深的認識。
本展覽有日本麗澤、鹿兒島大學等20多所姊妹校參展，將展示姊妹
校所提供的學校、系所簡介，此外，週四（24日）下午1時，還有抽
獎活動，將有機會獲得姊妹校獨一無二的紀念品。
更正啓事：本報第801期「理、管理兩院加入五年一貫」相關報導
，「並通過研究所考試」應為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謹此更正。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北市校友會99年度獎助學金頒獎，典禮後贊助者與校長張家宜（前排左五）、前校長林
雲山（前排左六）、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排左七）合影。（圖／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
供）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台北市校
受獎名額更從去年13位增加到41位。今年的頒
友會於日前在台北校園522室舉辦「99年度獎
獎方式也相當特別，讓贊助者與受獎者可以互
助學金頒贈典禮」，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
動，受獎者可以認識贊助者，贊助者也可進一
高柏園、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蒞
步建議受獎者該筆獎學金的運用方式，場面十
臨現場。本次共頒給41位同學獎助學金，成績
分溫馨。
優良獎學金14名、清寒助學獎學金15名、熱心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每年
服務獎學金7名、同心獎助學金3名、生活助學
8、9月間開放申請，辦法請參考校友服務暨
金2名。
資源發展處http://www.fl.tku.edu.tw/或台北市
台北市校友會會長董煥新表示，往年獎學金
淡江大學校友會網站http://www.taipeitku.org.
是由會費支出，今年擴大由會員、校友贊助，
tw/。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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