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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無所不在 邀教師研習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和盲生資源中心將於27日（週二）在鍾靈中
正堂，合作舉辦「愛（礙）．無所不在─身心
障礙生之教學輔導策略」教師研習活動。會中
邀請台北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資深
輔導員韓昌宏，以「身心障礙生之教學輔導策
略」為題進行演講，討論如何幫助身心障礙
生接受適性教育，並充分利用大學資源，使他
們在學習的道路上更加平順。歡迎本學期擔任
身心障礙生的教師或對本議題有興趣的教師參
加，請於26日（週一）前至教師教學發展組網
站（http://tpd.tku.edu.tw/index_c.aspx）報名，
或洽教師教學發展組方安寧，校內分機2161。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推出「經濟學」及「會計學」，1至3人的個
別輔導，只要是商管學院大學部學生都可以參
加。即日起至12月30日止，學生可以勾選輔導
的時段，每次輔導時間為1至2小時，1週以1次
為限，請假最多不可超過3次，曠課2次將取消
輔導資格。學生學習發展組吳美華表示，請同
學把握機會申請，有意願的同學請將申請表寄
至aisx@www2.tku.edu.tw，或洽學生學習發展
組吳美華，校內分機2160。

　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
於2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教學助
理期初會議，共分3梯次，並於會議
中表揚資圖碩二白辰幃等59位優良助
理，由校長張家宜頒發獎狀。張校長
致詞表示，以「大班教學、小班討
論」的授課方式，推動教學助理制度
實施多年，從任用、培訓、管考到獎
勵的整體規劃，是校方重視的一環，
希望教學助理能協助教學外，同時也
在教學過程中學習，並增加研究生之
教學能力。
   此外，本次邀請到性別教育平等委
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盲生資源中心

老師董晏佑，加強宣導兩性平等及身
心障礙生的教學注意事項。學教中心
執行長游家政在會議中期許，教學助
理制度能發展更好。
   學教中心教學發展組組長宋鴻燕提
醒，教學助理要多留意學生的學習狀
況，並鼓勵學生上網填寫TA教學評
量表。
   已獲得2次優良教學助理的電機工
程博五劉智誠表示，在教學中都會依
據學生的學習狀況調整教學策略，能
得到此獎是很大的肯定。99學年度第
2學期優良教學助理名單請見淡江時
報網頁。（文／張瑞文）

經濟學 會計學輔導課開班

潘玉葉 嚴格認真 盼學生成長
             

　溫婉的面容，細柔的音嗓，是國企系副
教授潘玉葉給人的第一印象，執教40年來以
嚴格認真著稱，堅定的眼神，注視著每位學
子，修她《財務管理》課的學生都表示：
「上老師的課，要認真聽講，深怕一個不小
心就會漏掉重點。」
　被問到教學40年感想時，她笑著說：「有
時候回頭看真不覺得我教書教了40年，因為
一直和學生相處，雖然我有一定年紀，但在
心境上我依然年輕。」她熱愛教書，並保持
著熱忱，對她來說，學生的領悟就是她最大
的禮物。這40年中，她一直秉持著「感恩」
和「惜福」這兩個想法走下去。 
　學生時代，潘玉葉就是成績優異的學生，
從淡江文理學院畢業後，就回母校教書，在
教學的路途中，看著學校更名為淡江大學，

看著學校的轉變，她體認到自己也必須跟著
改變，因此在學校提供「在職進修」的制度
下，她一路從碩士修到博士，又去美國進修
半年，不僅開拓了自己的視野，在教學方式
上也有了改變，她很感謝學校提供這樣的制
度，讓她可以充實自己。她也從在職進修中
體會到「時間管理」的重要，她舉例，有位
學生輔系和本科系一起修，成績依然優異的
原因，就是做好時間管理，善加利用就能分
配時間讀書。她不反對學生打工，相對地，
她相當支持學生走出學校拓展視野、增加經
歷，但是她也提醒同學，不要忘記學生的本
份是讀書。
　潘玉葉提到相較於從前，現在學生人數較
多，所以在課程的參與度上，要求學生出席
率。她認為只要有參與，就一定會學到知
識，也指出學習並非死背，從老師的身教或
是言教中會帶給你不同想法。國企四連胤伯

說：「潘老師的教學很認真，每周都會有作
業讓學生熟悉當週學習的課程，也會跟時事
做結合與同學探討。在計算題方面，老師都
很有耐心地反覆教導同學如何運算。」
   當然她嚴厲的教法讓少數學生覺得辛苦，甚
至不能接受，但她相信畢業後學生們一定會
感受到老師的用心，並體會到「在職場上用
得到大學所學習的知識，之前收到畢業學生
的信，上面寫道：『老師，我好想妳』，這
就是教學帶給我的快樂，對我來說這樣就夠
了。」
　「有輝煌的過去，不代表有輝煌的未來，
所以要不斷地向前走，活到老學到老。」她
認為，現在是多元化的時代，如同她因應時
代的改變，提出不同的教學策略，盡力做到
最好，讓學生能學到更多。
　她勉勵同學，要有果斷力，不要害怕犯
錯，就像長袖善舞的政治家，具備聰明才

智、語言能力、適應力，及溝通力，才不會
在職場上感到驚慌。（文／莊旻嬑）

陳瑞貴：把握當下
   「對知識謙遜，才能持續update and upgrade；對
環境謙遜，才能擁有更寬廣的空間。」是未來所副
教授陳瑞貴一貫以來的人生觀念，淡江大學歐研所
畢業，民國70年回母校教書，秉持著「協助願意學
習的人，獲得實現的喜悅」的教育理念。自研究所
起，便與未來學密不可分，他「學」未
來學、「用」未來學，也「教」未
來學。
   教書30年以來，陳瑞貴感受
到30年前的學生與30年後的學
生之間明顯的差異，但他有著一套與學生相處的
方法，不僅保住教學品質，也讓雙方的學習環境更
融洽。學期一開始，陳瑞貴便會「放空自己」，他
表示，放空才能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態，並且隨著學
生價值觀、學習態度的改變，調整自己的想法，進
而去傾聽學生的聲音，聽聽不同時代學生的需要。
在傾聽之後，陳瑞貴便會啟發學生，他喜歡在課堂
中和學生問答互動，期待藉由交換意見的過程，學
生能夠發現自我的生涯目標。當了解學生的需求與
性格之後，陳瑞貴就會在教學策略上採「權變」，
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個性，什麼樣的學生要講破？
什麼樣的學生要婉轉？陳瑞貴便會用不同的方式與
學生相處，他笑稱「以萬變應萬變」。陳瑞貴表
示，在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最終還是要回歸到
「學習」，與學生一同學習、成長，才能夠不斷
「update and upgrade」。
   陳瑞貴回想起來，「我比較幸運的是研究所後，
就跟未來學產生很緊密的關係，成為生活中很重要
的部分，用在生涯、家庭、教學，甚至演講，對我
影響非常深遠。」他相當感謝他還在淡江讀研究所
時，當時的校長、也就是創辦人張建邦引進未來
學，讓他能夠從在校園時，就開始接觸未來學、擔
任未來學翻譯，開啟了和未來學的深刻淵源。他
提到：「未來學是提供我們培養未來思考、未來
探索、未來願景的能力，在變遷的環境中，能夠
擁有適應動態變遷的能力，這樣我們才能夠掌握

契 機 、 避 開
危機。」他表
示 ，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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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經

驗

越 來
越沒用，培養未來的思考、抉擇與創
造是比較有意義的，「小到個人生涯，大到企業決
策，未來學提供我們認識未來、適應未來、掌握未
來、創造未來。」
   每當一開學，陳瑞貴總會跟同學分享他的「未來
觀」，在他眼中，「未來學就是創造卓越未來的現
在生活」，未來學不是空的，而是生活，都是處理
跟人有關的事，了解未來的趨勢、定位，具有效率
與效能地找到途徑，那就是策略，踏實去做，就有
機會實現，從這角度去看，未來學是很實際的東
西，他指出：「比起問『我的未來是什麼』不如問
『未來的我是什麼』。」於是，「協助學生了解在
這變遷社會中的未來角色」是陳瑞貴的教學主軸，
他認為，學生如果能夠明白，自己在未來社會中的
定位，因此就能在校園生活中，進行自我生涯規
劃，除了學科之外，補足許多技術能力、證照等，
校園生活將會過得更充實。
   淡江在陳瑞貴的眼中，具有前瞻思維、全球觀、
創新，且勇於變革、具高度執行力，於是他期待學
生也能夠在這個追求卓越的學習環境中，眼光放
遠，胸懷世界，把握當下，決勝未來！（文／陳昭
岑）

   「親愛的！」是體育事務處體育長蕭淑
芬，看到學生的親切問候語，30年的體育
教學經驗，讓她直呼時間過得真快，一晃
眼就過了。自民國71年起進入淡江，這一
路走來，她覺得，在心境上都保持著當初
的熱情，「可能是學生不容易在體育課上
隱藏自己，所以常看到學生最真實的一
面，才會保持心境上的快樂吧！」
   在體育教學上，蕭淑芬是「牽阮的
手」，細細指導學生的運動姿勢，包括動
作的正確性、運動的施力度和同學一起組
隊練習等，並且分解動作說明，讓學生能
在體育課中，學到最佳的運動方法。問她
受學生喜愛的秘訣，她笑著說，「就是同
理心吧，我盡量把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
所以會盡力提供更好的內容，讓他們更有
收獲。」師大體育系出身的她，自謙就是
要協助學生找到終身運動，「就是牽著學
生的手，耐心教導不會的學生，引導學生
到運動的領域內，這是做老師的責任，同
時我也常對學生說，只要找到終身運動，
就能終身受用。」
   「雖然老師叫你親愛的，但不見得我不
會當掉你。」儘管受到學生的喜愛，但她
仍她秉持一貫的教學原則，會依照規定執
行，希望學生能學會對自己負責，「在學
校，犯了錯還可以重來，可是出了社會
後，別人是不會給你機會的。」
   她覺得運動就如同社會縮小版，是在共
同規則下，學習與別人合作，發揮自己的
實力以贏得比賽，同時還能讓對手信服，
所以運動是可以培養淡江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她表示，學校能重視體育課程是很了
不起的，「因為環境的培養，加上政策的
推動，學生跟著老師走，無形中就會培養
終身運動的習慣。」

   對她來說，體育是結
了一輩子的緣，而當
老師是最大的夢
想，很開心能
結合兩者實現
夢想，「做老
師是我最大的
期 望 ， 我 也
很高興能在
淡江任教，
非常享受淡江
的所有環境。」她
表示，體育是身
體 上 的 教 育 ，
是很親近生活
的，因為可以
從中學習到尊
重和培養自我的信
念，「因為要尊重規
則，不玩弄對手，在
勝利之餘要學習謙虛，
這些是能深化學生的生
活態度的。」
   30年的任教職涯中，
她保持愉悅心情的另一
個秘訣，就是跟著淡江
一起成長，一起進步，從
她容光煥發的神情，讓人
感受到精神飽滿的活力，
未來她仍會以對體育的熱
力，持續的協助學生是使其
愛上運動的重要幕後推手。

蕭淑芬 牽你的手 鼓勵運動

   【本報訊】微積分補救教學即日起，每逢
二、四下午7時至9時，理工學院的同學可於
每周二在B702；商管學院的同學於每周四在
B616，參加微積分輔導課程。另外，也提供
全校師生微積分夜間自習教室，每周三下午7
時至9時在科學館1樓夾層Sa127，提供學生自
習，並於現場安排助教，協助進行課輔及回答
相關問題。意者可於指定時間內親自前往，或
洽數學系系辦公室，校內分機2501。

補救微積分 開放夜間教室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離開電腦，聽
聽講座吧！由PPAPER雜誌主辦、大傳系同學
會協辦週日講座，邀請大傳系系友在業界的經
驗談。10月23日的週日講座，預計邀請雅虎奇
摩亞太區行銷副總裁韓志傑，歡迎有興趣的同
學，請留意大傳系系網-最新消息http://www.
tamx.tku.edu.tw/。

PPAPER講座 大傳系系友經驗分享

優良教學助理 校長頒獎鼓勵

祝所有老師 教師節快樂！

   以往我讀詩詞時只能理解字面上的意思，直
到上了文華老師的課，我才發現字裡行間竟隱
含著如此深厚的情感與意涵，我很感謝文華老
師帶我從不同角度解析詩詞的內涵，不管是切
入詩詞的世界還是解剖作者心靈世界與思慮活
動，都能讓我對詩詞有更深層次的理解。

中文四謝潔竫 感謝中文系教授陳文華

   很多老師在大二會覺得，許多東西在大一都
教過了，所以直接切入大二課程重點，然而錢
凡之老師總能不厭其煩地再教一次，並花額外
的時間教導學生，上課時要學生上台解題，依
著學生作答，一步一步地做指正，在此多謝老
師的督導，讓自己可以把基礎固牢。

物理二黃立維 感謝物理系教授錢凡之

   教學很認真，對程度較差的同學很有耐心，
上課很活潑，有充分教導我們進入狀況，讓我
們能適應大學生活，所以才沒有被當掉。

化材四蔡承勳 感謝化材系教授鄭廖平

　老師平常上課很自由活潑，在課堂中也會放
有節奏的音樂讓我們在運動時不枯燥乏味，氣
氛很自在。每堂課堂上會輪流跳登階有氧很有
趣，雖然一開始會手忙腳亂，但多跳幾次之
後，就可以跟上節奏了。可以上到老師的課真
的好開心，祝老師依舊健康又可愛！

國企三歐亭筠 感謝體育處副教授劉金英

   老師上課很活潑外，還很照顧我們轉學生，
會在固定時間約訪學生關心我們，特別會常聽
我們訴苦、幫我們解決課業上問題，是我遇過

最好的導師，老師謝謝您。

企管三賴思安 感謝企管系副教授沈景茂

   我最喜歡歷史系的王樾老師了，為什麼
呢？因為我覺得我們磁場超合，這已經
不是說學到甚麼東西可以表達我對他的
喜愛，而是他那全身充滿哲學的氣息，每
次和他聊天、聽他上課，我忙碌的生活，
似乎就出現另一個新天地，那是屬於自己
的小宇宙！

俄文二林延叡 感謝歷史系副教授王樾

   郭所長在我們剛入學的時候，給予我們
許多啟發，在學術研究上不斷鼓勵我們並

提供寶貴的經驗，在私底下亦十分關心同
學。使我們二年的研究所生活，不僅在專業

領域有所成長，更讓許多同學在最後的學業
歷程上，留下溫馨的句點。

歐研碩三陳揆明 感謝歐研所所長郭秋慶

   很感謝老師費心指導我們的畢業專題，從草
案、腳本到最後的企畫書，對於我們的問題，
老師都仔細聆聽，從沒表現出不耐煩，且給
予我們詳細的意見，讓我們可以修正並進
步，將教材做到完善，我從老師身上獲得許
多寶貴的經驗，謝謝老師。

教科四楊濠傑  感謝教科系副教授何俐安

   我最感謝的老師是武士戎老師，他非
常懂得如何跟學生相處，知道學生要

的是甚麼，上課不沉悶有趣所以容
易吸收，學到很多東西，很感謝老
師這四年的教導。祝老師教師節快

樂。

資創四施晨萱  感謝資創系助理教授武士戎

老師，謝謝您！

Thank you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因應2011
年國際化學年，本校化學系及中國化學會
主辦的「行動化學館-化學下鄉」活動，
自3月活動開跑以來，至今已造訪20多間
學校，以「親手fun化學」、「親眼fun化
學」、「親耳fun化學」及「親水fun化
學」內容，讓偏遠地區的學生，能夠親自
體驗生活化學。執行助理謝韋毅表示，上
半年以來幾乎已經繞台一周，包含離島的
金、澎、蘭嶼等都已造訪，經由這些學校
的經驗檢討，下半年起會調整「親水fun
化學」的實驗內容，盡量避免加熱及接觸
強酸的實驗，讓整體活動更安全。謝韋毅
提到，目前尚未造訪馬祖，未來的活動路
線會加入馬祖行程，讓馬祖地區的學生們
也能一同體驗化學活動。
   下鄉活動中，近百位來自各地區的志工
學生協助活動進行。志工之一的物理四林
正軒表示，能參與這次活動十分難得，也
讓自己和其他志工朋友培養出革命情感，
並在指導中，和小朋友有很好的交流。同
樣是志工人員的台大化研所賴盈任表示，印象最深刻
的是，小朋友很有運動家精神，安排的闖關遊戲中，

儘管遊戲時間到了，也堅持完成每個關卡，「讓我感
到很敬佩。」

國際化學年行動下鄉 遠征馬祖

   化學下鄉活動中，小朋友跟著志工老師，享受化學實驗
的樂趣。（圖／國際化學年辦公室提供）

感念師恩語

   校長張家宜（左四）與優良教學助理合影。（攝影／陳芝嫻）

本校11人獲
   【本報訊】中華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100年所舉辦的第1次風險管理師證照
考試中，「個人財產風險管理師」
項目中，全國共錄取13名，本校學生
就占了11名，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
示，風險管理是個人或企業中很重要
的一環，因此在商學院共同科目，開
設的「保險專業證照」課程中，會要
求學生通過考試，因為取得證照後，
在求職中有比較多的機會。另外，高

棟梁提到，保險證照種類很多，希望
同學能盡早準備，保險系系友會為鼓
勵學生，只要是保險系系學生取得保
險類的相關證照，就會提供獎金。
   本次考上證照的保險四郭仁杰表示，
會去參加考試主要是選修「保險專業
證照輔導」課程，高棟梁老師的上課
方式，是以投影片為主，能有系統的
學習風險管理的概念，並會定期小考
或出作業，能明確掌握考題方向。

校友高鶴軒任友訊科技董事長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算系（現資訊
工程系）系友高鶴軒於14日接任友訊科技（D-link）
董事長兼執行長。高鶴軒1994年畢業於電算系（現資
工系），曾任本校電算系副教授。1986年進入友訊
任職，且於同年8月創立美國子公司並擔任總經理；
1996至2006年間兼任尚亞科技董事長；2003年自美國
子公司轉任為友訊科技大中華區總裁。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友訊科

技為國內無線、寬頻等網路產品主要廠商之一，能有
這樣的成就，很替他高興，同時也祝福學長能一切順
利，未來將規劃拜訪高鶴軒，希望能將他的經驗跟學
弟妹分享。資工系主任郭經華表示，這是全校的榮
耀，鼓勵大家能見賢思齊，以高鶴軒為榜樣，未來能
有機會邀請到學長分享他的人生歷練，給予大家指
導。

 透視職場家庭實踐等議題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台灣女性學
學會及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10月1日及2日，在
鍾靈化學館共同舉辦「2011 性別與科技研討會暨台
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會」，邀請性別相關研究的專
家學者前來演講，會中將討論女性主義、性別與核能
和同志研究等面向議題。化學系教授吳嘉麗表示，以
往較少同時以性別及科學為題的研討會，這是較少見
的探討，希望能透過此次研討會引起關注。同時本次

會議中，設置了托兒服務，讓與會者能放心地融入討
論，凡與會者有4至12歲幼童，即可申請托兒服務，
申請期限至26日（週一）止，意者請至網路報名，網
址為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同時也申請教
師研習時數16小時，請有意申請的老師上網填寫，研
討會會後認證，報名網址為http://www2.inservice.edu.
tw/index2-3.aspx，課程編號為887923。其他活動相關
問題，請洽化學系教授吳嘉麗，校內分機2527。

編者按：因應教師節，本期製作教師節特刊，原知識之
海、校園健康人物、人物短波及專訪內容暫停一次。

把握當下

性別與科技研討會 

高鶴軒

風險管理師證照

   蕭淑芬將對體育的熱力，
持 續 協 助 學 生 愛 上 運 動 。
（攝影／羅廣群）

   陳瑞貴勉
勵 學 生 要
眼光放遠，
才能胸懷世
界，決勝未
來。（攝影
／陳維信）

   潘玉葉希望同學不要害怕犯錯，並且培養
解決問題的能力（攝影／李鎮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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