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3

中華民國一○○年十月十七日 星期一

挺玉山

去投票

福園加油音樂會 幫玉山拚世界7奇景

12日正
午，天空飄著細雨，卻有約600
名師生圍聚在福園旁的「玉山加
油音樂會」，一起唱著校友李雙
澤的「美麗島」。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表示，今天是展現玉山精
神、台灣精神以及淡江精神的時
刻，看到同學們這麼努力為玉山
聲援，「我不撐傘，淋也要淋到
底！」彷彿是老天回應了淡江人

的溫馨團結，雨便停了。
「跟別的候選奇景比起來，台灣
比較小，所以要全民團結。」校
長張家宜道，「就像曾雅妮一
樣，成為世界第一，這就是台灣
精神。」現場還有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學務長柯志恩、工學
院院長何啟東、管理學院院長王
居卿及軍訓室主任陳國樑等人皆
到場支持。柯志恩表示，曾經

機器人營隊班假日開課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機
器人營隊系列課程假日班開始招生，本次將會
在台北及淡水校園開設基礎班、進階班及應用
班，共3種不同的班別供學員依自己的需求選
擇，將會使用LEGO NXT教具，並由智慧自
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任翁慶昌指導之專業師資
團隊親教，而全部修習完畢且全勤者將頒發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證明書」。即日起開始報
名至額滿為止，詳情請上成教部網站（http://
www.cce.tku.edu.tw/index.jsp）查詢。

師培中心硬筆板書賽冠軍出爐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究竟誰是寫字
高手？師培中心日前舉辦硬筆字及板書競賽結
果出爐！資管四張堙森、英文碩三劉瑜家、經
濟四賴冠翰從92位選手中脫穎而出，分別奪得
金、銀、銅賞，共帶走6千元高額獎金，佳作
為俄研碩三錢蘊瑜與日文二陳沂。其中一位評
審師培中心副教授朱惠芳表示，本次同學在字
型的表現上比去年好，校外評審也給予極佳的
評價，參加人數比往年多，「之後還會繼續辦
下去，讓同學可以有機會把字寫得更漂亮！」
這次比賽第一階段以聽寫硬筆字為主，從第
一階段晉級的同學，才能繼續參加板書決賽。
本次比賽冠軍張堙森表示，去年也有參加，但
今年新增的硬筆字項目就有點難度，「一開始
聽寫的時候，我就寫錯字了，這是整場比賽我
最緊張的時候。」
到板書書寫部分時，他汲取去年比賽時老師
給的建議，改正一些寫字的缺點，「去年比
賽沒有得名，這次得到了第1名真的讓我很驚
訝！」

去過58個國家，最美的還是玉
山！
活動由管樂社和原民社表演開
場，管樂社演奏磅礡的樂曲，原
民社社員則身著傳統服飾，唱著
傳統歌謠。淡江人不分國界的
愛，師生共同合唱「美麗島」，
由吉他社、鋼琴社擔任伴奏，大
一新生組成合唱團與超級偶像
國企三克羅德，也一同獻唱。

福園「玉山加油音樂會」中，
淡海同舟帶動唱，一同為玉山催
票，幫助玉山入選世界新7大自
然奇景。（攝影／林奕宏）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
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本學期舉
辦的教師精進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共
成立14組，較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分為
「系所專業/特色課程」、「整合型專
題」、「英文授課」、「核心課程」及
「其他」五種屬性類別，教師可以針對
社群主題，發揮教學專長。教發組組長
宋鴻燕表示，今年所申請的教師社群
中，比往年多元，也配合本校特色課程
的發展，如性別、英文授課技巧與教學
活化研習、外語學院戲劇公演語教學創
意等社群。除了靜態面外，動態面的水
域活動技能教育專業成長社群，都能發
揮本校的教學特色。宋鴻燕提到，每個
社群的運作模式都以「教學為主、研究
為輔」，最重要的是了解學生學習需求

及提升具體成效。
主領「性別社群」的化學系教授吳嘉
麗表示，藉由這個平台讓老師們交流性
別研究的資訊、分享彼此教學經驗，
並希望透過這樣的社群，「整體提升校
園內師生性別平等的生活實踐。」本學
期新成立的體育社群「水域活動技能教
育專業成長社群」，由體育教學組副教
授黃谷臣帶領。黃谷臣表示，本社群主
要是和校內的水上休閒活動課程互相配
合，提供衝浪、獨木舟等內容，預計
規劃潛水、風帆等體驗課程。黃谷臣提
到，體育課程都是經過仔細規劃後的運
動技能教學，希望透過社群活動，讓老
師有多元體驗外，也能促進師生間互
動，提升教學品質，能激發創新教學方
法與活化教材。

100學年度教師精進教學專業成長社群補助名單

社群名稱
主領教師
資訊與傳播跨領域專業教師教學研討社群 資傳系副教授施建州
化學系教授兼理學院院
理學院教師精進核心課程教學成長社群
長王伯昌
性別社群
化學系教授吳嘉麗
電機永續發展社
電機系教授李揚漢
資訊系教授兼系主任郭
資訊基礎精進教學專業成長社群
經華
國際企業學系英語授課教師精進教學專業 國企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成長社群
賈昭南
消費者行為研究社群
企管系副教授洪英正
遠距教學教材開發與互動模式研討社群
企管系副教授白滌清
國際會計準則 (IFRSs) 教學研討社群
會計系助理教授徐志順
外語學院戲劇公演與教學創意營
西語系副教授林惠瑛
日文系新綠向陽研讀會
日文系教授曾秋桂
教育科技學系教師精進教學專業成長社群 教科系副教授黃雅萍
英文授課技巧與教學活化研習社群
觀光系講師陸積偉
體育室體育教學組副教
水域活動技能教育專業成長社群
授黃谷臣

【本報訊】成人教育部英語中心主辦的「英
語實力增強班」，為使達到英文書寫論文為目
標，以小班教學和全英語授課方式，以閱讀
文本為主軸，針對大四及研究生的能力，選
取適當教材，報名詳情請上成人教育部網站
（http://www.dce.tku.edu.tw/index.jsp）查詢。

卓爾不群

PEOPLE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物理系系
友及金鷹獎得主吳茂昆，於日前當選東華大學
第6任校長。吳茂昆於候選人說明會中用「建
構以花蓮特色為基礎的東華大學」為題，說明
他的治校理念。長期旅居在國外的他，期望將
東華大學辦理成像「家」一樣的溫馨，讓各地
學子或教職員到東華大學就讀或任教時，都能

以校為家，像家人般親密。此外也會建構完善
的環境，讓學生能獲得最好的教育及資源。
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表示，吳茂昆能脫穎而
出將任東華大學的校長，「不僅是東華大學的
幸運，也是本校的驕傲和大家的典範。」周子
聰提到，吳茂昆在畢業之後仍十分關心母校及
系上的事物，當系上邀請吳茂昆回來演講時，

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都義不容辭的幫忙。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
很高興吳茂昆能勝出，將任東華大學校長，也
祝福他勝任愉快，前任東華大學校長剛好也是
校友，這是很好的傳承，未來校服暨資發處會
再分領域深入產學界，加強各界校友的聯繫。
吳茂昆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
長，也為國內外著名的超導科學家，並於2011
年獲日經科學獎，曾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
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科學中心主任等。

教師成長營研習全球科技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全球科技日新
月異，本校為提升學生科學通識素養，增加同
學對於科技領域的興趣，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發起，自99年起邀集校內17位理工學院教授，
花了近1年的時間，編撰新版《全球科技革
命》教科書，將原本的教材，賦予創新、貼近
生活的內容。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陳杏枝表示，為了
讓各領域的教師能因應新內容，讓教學更得心
應手，因此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理學院及工學院，合作
舉辦4場「全球科技革命」學門任課教師專業
成長研習營，以互相交流，增加跨領域的知
識。陳杏枝提到，本次研習會將由編撰全球科
技學門教材的教授，親授專業領域內容，機會
難得，歡迎有興趣師生，請洽理學院秘書江夙
冠報名，校內分機2534。
4場研習營分別是20日(週四)下午2時在I501
「地球生態環境科技」、11月17日下午2時在
SG317「生物科技與未來」、12月12日下午2時
在SG317「能源與材料科技」及101年1月15日
下午2時在SG317「電子與電腦科技」。

蘭陽校慶籃排球賽開打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社團
已開始著手安排61週年校慶活動，活動承辦人
觀光二林慈娟表示，豐富的活動內容，會讓大
家有吃又有玩，也有街舞社等社的年度成發。
校內活動則安排籃球及排球錦標賽，預計將在
校慶當天進行總決賽，「請大家拭目以待。」

STAR TV 伍珍儀 分享求職溝通技巧

資創系副教授黃煌文（前一），於13日「大四學長姐留
學經驗分享座談會」中，說明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相關訊息
（攝影／楊志偉）

歸國經驗座談 充實留學資訊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
於12日至20日止，共舉辦17場大四學長姐
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指導老師及歸
國學長姐說明必須注意的事項、申請流程
以及在國外1年的經驗分享。政經二黃雅璐
表示，這個活動可以很直接地了解各國學

校的資訊，「有問題可以直接發問並且能
夠得到立刻的資訊。」歸國的觀光四連建
豪表示，因為出國事項比較複雜，大家都
很迷惘，希望能提供自己的經驗，減少學
弟妹出國所遇到的困難。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職輔組於5日
在E409舉辦「悠游職場非夢事─面試禮儀與職
場溝通技巧」就業講座，邀請福斯國際頻道網
絡星空傳媒集團衛視STAR TV人力資源管理
專員伍珍儀為同學說明。現場由職輔組組員陳
芝仙主持，她鼓勵同學在畢業後應把握機會，
盡快進入職場，以發揮所學專長。演講結束後
同學積極發問，將近於晚上10點結束。
她演講內容主要分為面試禮儀和溝通技巧兩
部分，從穿著、面試內容的應對、掌握溝通情
緒等，詳細為同學解說。她指出，從資料中顯
示，平均85.7%的人力資源主管重視求職者的
外在打扮是否得體，72.5%的主管在乎髮型的
部分，所以適合自己的穿著是很重要的。她也
提醒同學，面談時保持微笑、展現自信語調和

誠懇態度、懂得把握機會等，會讓人留下深刻
印象，並提升自身的好感度。
她表示，要選擇合適自己的職場環境，不要
過份執著選擇大企業，即使是中小企業，只要
把握機會累積經驗，也是有發揮的空間。在洽
談薪資方面，務必要保持謙虛態度，並在事前
了解市場的薪資行情。
會計四劉慧君表示，過去曾經有幾次的面試
機會，但結果總是讓人感到挫折，透過這次演
講學習到更多的面試技巧，會應用講座中提到
的方式，如在面試結束後向企業寄發感謝函，
為求職的表現加分。經濟三李承頤則表示，在
講座中所列出員工和主管應對的對話內容及技
巧，十分受用。

戰略所戰略論壇 參訪忠烈祠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配合中華民國
建國百年，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5日舉辦
「淡江戰略論壇－建國一百年：歷史對戰略的
對話」，參訪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活動旨在
緬懷追思並檢討過去的歷史避免未來的錯誤，
當天全體15人著正式服裝，由戰略所所長翁明
賢擔任主祭，陪祭者為戰略所校友，現任忠烈
祠指揮官王惠民，一同向殉難英烈獻花，以表
敬意。
主辦人戰略所碩一劉祐廷表示，忠烈祠除供
奉先烈，也對歷史上戰事有詳細的記載，他認
為國際事務和戰爭是息息相關的，應以歷史為

基準點放眼未來，該活動已邁入第3個年頭，
可以說是對戰略所新生的洗禮；今年特別的
是境外生參與人數較往年高，共有5位參與，
其中日籍生戰略碩二東城一表示，參訪忠烈祠
後感到相當敬佩，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忠烈祠
中竟有日本姓名，是辛亥革命烈士山田良政，
和霧社事件中的賽德克族抗日戰士花岡一郎，
「不論任何立場，為國家殉職都是一件非常偉
大的事；如同日本的靖國神社存在的目的，忠
烈祠也是如此，我非常敬佩台灣政府為安慰先
烈所做的一切。」

榮獲第3屆健康城市聯盟傑出貢獻獎

鄭晃二以建築專長 致力社區增能 促高品質生活

【記者林俞兒專訪】本校建築系副教授暨
總務長鄭晃二，日前獲得「第3屆健康城市聯
盟─傑出貢獻獎」，他以自身的建築專長，
20年來致力於社區民眾增能工作，以維護及
促進社區的健康，在社區營造的執著與追求
理想的實踐上，足見其對這片土地的熱誠，
獲健康城市聯盟獎項評審的青睞。他自謙表
示，「只是貢獻，但不傑出。」
說到投入健康城市社區營造的契機，他笑
著說，「其實剛出國時，是想要做偉大的建
築師。」1990年時，鄭晃二出國深造只想要
運用所學，深入居家或商業性的空間設計師
領域，卻在美國後現代主義建築大師Charles
Moore的課堂上，改變了對建築師的既定印
象。「在課堂上，老師帶著我們以社區參與
式規劃設計，讓民眾關心自己的生活空間，
提出自主性的看法。」也由於這樣的經驗，
回國後在因緣際會下，於1992年參與全台第
一個社區公園「三重後竹圍公園」的改造案
子，在短短5週的時間，規劃調查與訪談、社
區環境整理、試用公園、社區遊街及糖果餅
乾做設計5個步驟，透過社區動員、居民共同
參與，討論出公園未來的藍圖後，並和市公
所交涉協調，改變原本的設計，成為全台第
一座經由民眾參與設計的公園。

而後，鄭晃二陸續於2004年參與台北市健
康城市及衛生署健康營造計畫、2007年參與
淡水鎮健康城市計畫。他解釋，健康城市
社區營造工作主要是串連人的力量，結合
當地居民的生活經驗，激勵民眾的參與和有
效投入，讓社區更健康安全。因此，剛開始
會先建立工作坊，聚集居民後再依年齡層分
組，再利用小組討論的方式，除凝聚社區意
識外，並引發對公共事務的主張能力。他表
示，「我們就是引導及陪伴居民整個過程，
希望讓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社區的特色，這是
很有成就感的過程，每次我都樂在其中的參
與。」但是，推動上並非都是順利的，「過
程中步步都是挫折，因為要改變的是每個人
的生活環境，要改變大家長久的居住習慣是
很困難的。」鄭晃二指出，要將社區內居民
的生活習慣整個改變，大約需要花2、30年的
時間，但仍微笑的說，「所以我都要在過程
中找樂趣，才有持續推動的動力。」
本校2008年獲得「國際安全學校」的授
證、2011年榮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擔任
總務長的鄭晃二，讓淡江成為「健康安全校
園」，未來預計邁向綠色大學。他說，推動
的理念主要是「面對環境的基本態度，也就
是如何去創造一個人性化的環境，都是當年

就讀淡江建築系所學習到的觀念，只要能掌
握好此價值觀，即使遇到不同問題，仍可從
容面對社會與人的因素。」儘管理念相同，
但社區營造和推動安全學校，兩者在做法上
仍有些差異，他指出，「社區營造是人的經
營，而校內則是價值管理，社區的推動與校
園相同的部分是人的增能。」以學校為例，
「我們採用的是『用文明來說服』的模式，
校內的文宣發揮很重要的功能，我們將行動
的理念與作法，製作成簡單易懂、圖像化的
資訊，並且透過各種方式行銷，這種輕鬆幽
默的方式，可說是長期接觸社區的人們累積
來的體認。」
他強調，一個社區營造的成功，真正成就的
非建築師，而是社區的改善；建築師只是居
民們背後的推手，真正努力的是社區居民。
問到他心目中的健康城市，鄭晃二想了一
下，「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極樂世界。因為這
是個不存在的地方，可以自由想像。」雖然
每年都有全球最適合居住城市排名，但是這
些城市不一定就代表適合台灣人居住。「應
該說，我最理想的城市還是台灣。」但他
表示，現在的台灣仍還有許多進步的改善空
間，如果都能改善，就更加完美。
他同時擔任行政、教學及社區營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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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校長遴選 物理系系友吳茂昆出線

蘭陽

英語實力增強班招生中

活動現場備有電腦，同學在活動結束後踴躍投
票，支持玉山。（攝影／林奕宏）

教師成長社群 多元類別實踐特色課程

資管週畢展摸彩抽大獎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資訊管理學系
於17日至21日（週一至週二），在黑天鵝展
示廳同時舉辦資管週及資管系大四畢業成果
展活動，活動期間參觀畢業成果的系統實作
（SD）展示區並蒐集8枚觀賞章後，就能現玩
「戳戳樂」活動，即抽精美小禮物。另外在活
動展區中登入學號，還可參加21日（週五）晚
上6時在活動中心舉辦的資管之夜摸彩活動，
有機會把智慧型手機帶回家。另外，20日（週
四）下午2時在黑天鵝展示廳，邀請資管系系
友愛情公寓台灣區總經理林志銘以「充滿夢想
和冒險的偉大航路」為題，分享創業歷程。
資管系系學會會長資管三陳鈺薇表示，今年
的資管週將黑天鵝展示館分為兩區，演講區以
復古佈景呈現，SD展示區則模仿智慧型手機
的應用程式作為佈景，採用復古融合現代風
格，從演講者的身上學習，將用作品展現資管
系的大躍進，活動期間內，下午2時至4時會有
資管系系友講座，歡迎全校同學共襄盛舉，豐
富的摸彩獎品等著你喔！

其中「我愛台灣、支持玉山」的口號喊
得響亮，淡海同舟30名服務員，也帶
來活力十足的帶動跳。現場備有五台電
腦，不少同學在活動結束後，立即衝去
攤位上投票。財金二林孜容表示，「今
天藉由這個活動才知道玉山需要大家幫
忙，會馬上去投票。」支持玉山，快投
票，網站http://www.new7wonders.
com/?lang=zh-hans，讓美麗的玉山，
被世界看見。（文／李又如）

在時間管理上有自己的方法，「認真做
事情的時間很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放
空，只有把腦袋清空，我才有辦法專注
想事情。」同時，他也提到，平常需要
多吸收跨領域的知識並系統式的整合，
在腦中偶然的靈光一閃，就能讓老問題
有新的解決方案。
自學生時代起就參加劍道，藉由這項
武術運動鍛鍊心境，讓他遇到事情或是
壓力時，能轉化自己的想法，「換個角
度想，不在小事上鑽牛角尖。」因為熱
情，所以能持續不間斷，對他而言，社
區營造最終目的就是提升居民的生活品
質，追求自在的環境，就如同巴黎市的
居民，在塞納河畔喝咖啡已內化為生活中
的一部分。
未來台灣將邁入高齡化社會，鄭晃二以
自己為出發點，設想退休後的生活環境，
因此他將持續推動健康城市，發揮專長盡
一己之力。
因為熱情，所以他能持續不間斷，
對他而言，社區營造最終目的就是
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追求自在的環
境。（攝影／洪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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