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運動選手
的心理壓力怎麼克服？教心所助理教授林
淑萍與教心所碩二陳彥宇、張雅期，參與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人才中長程培育計
畫，其中組織運動科學輔導小組的運動心
理學項目，輔導自由車選手蕭美玉，與女
子擊劍銳劍選手徐若庭，順利進軍奧運。
  由林淑萍指導，與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教

學活動組組長邱玉惠，與2名研究生組成的
輔導小組，每週前往高雄與臺中，負責輔
導自由車與擊劍項目培訓選手約15人，指
導選手如何面對壓力、增強堅忍度與克服
焦慮等，並針對選手狀況「對症下藥」，
和教練共同擬定輔導計畫。
　在輔導各選手的過程中，林淑萍表示，

徐若庭的擊劍實力其實很夠，但正式上場
常因緊張而沒有達到該有的成績水準，
「我們指導她用類似催眠的方式，在比
賽前讓自己放鬆，經過不斷練習，最後終
於有了相當好的成績。」而蕭美玉先前因
為有摔車的經驗，以致有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的症狀，「有時候教練想傳達的

訊息經由我們來講，她反而比較聽得進
去。」最後蕭美玉在關鍵比賽騎出好成
績，取得奧運資格。林淑萍也讚許陳彥宇
和張雅期，在計畫期間付出了很多努力，
有很大的功勞。陳彥宇表示，過去自己
接觸的心理諮商輔導領域，大多是輔導解
決心裡有的困擾，但運動心理學是用正向
心理學的概念，輔導目標對象發揮潛能，
「參與這次計畫的心得真的很多，但整體
而言，不僅讓我對輔導有深刻的體會，也
開拓了視野。」
  談到眾所周知的運動員比如林書豪，以

他近期受傷為例，林淑萍談到要輔導林書
豪，會讓他先調適自己的心情，進而加強
輔導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狀況；而球員的
私人問題也是規劃輔導的要點，林淑萍表
示，因為林書豪是亞裔球員，多少會有種
族問題的狀況發生，還有突然成名後的心
情調適，都是要考量因素。林淑萍另外說
明，面對因為受傷而退役的運動員，林淑
萍除了輔導運動員面對退役的失落，也會
幫助他們規劃未來的走向和職業轉型。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配合4月23日世界閱讀日，圖
書館於本週展開2012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含：
主題書展、專題演講以及商品展示。首項活動為明日（17
日）在淡水校園總館2樓閱活區的「謎與迷-愛上推理．享受
閱讀」，展示圖書館典藏之「推理小說」圖書與非書資料；
蘭陽校園圖書館則將於5月14日開展。
  圖書館典藏閱覽組組長方碧玲表示，推理小說的借閱率高，

拍成的電影或戲劇相當多，因此規劃將本校館藏中約有250餘
本的推理小說整理展示。
  25、26日邀請廠商展示雲端電子書產品，有airiti Books華

文電子書、MagV繁體中文電子書、Ｈami書城廠商，展示雲
端電子書商品，讓同學在圖書館就能接觸、體驗雲端電子
書。專題演講「推理小說的百變風情：兼論台灣推理名家名

著」，將於5月1日在總館2樓閱活區進行，邀請推理小說作家呂
仁，分享自己閱讀推理小說及長期經營部落格的心得。
  這次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更加入「閱讀、闖關、獎很大」闖關

活動，參加對象為本校教職員生，活動方式為第1關全部答對，且
完成第2關之任務者，即可參加抽獎，獎品為圖書禮券200元，名
額40位。詳細相關訊息請參閱「世界閱讀日活動」部落格（http://
blog.lib.tku.edu.tw/category/8/197 ）英文二胡筱焄說：「很常

看推理小說，有些是高中時看的，有些是在圖書館借閱的，最
喜歡東野圭吾的作品，曾讀過他寫的『白夜行』、『分身』、
『惡意』、『幻夜』等，去年知道有圖書館有世界閱讀日的相關
活動，但沒有參與，今年是推理小說相關主題，真的很想去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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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統計系教授朱建平
獨立性檢驗的強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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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統計所教授吳宏達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for Metabolites 
Identified in Salmon Smolts Exposed to Crud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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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暨中東歐教研中
心主任張家銘
中東歐國家在全球化下的發展 －「地方社
會的經驗」

演講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台北校園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12單位精采成果展未來學術亮點

張校長：特色內容需再升級    虞國興：特色計畫加速改變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教學

單位計畫執行成果發表會於1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擔任
主持人，學術副校長虞國興進行主軸說明，12位
單位主管在會上報告年度的執行成果，以及未來
規劃。張校長笑稱，「今天如同一場精采的演講
比賽！」虞國興表示，101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獲
得教育部委員的肯定，也有委員表示，此項策略
可以成為他校表率，「在此感謝大家的努力與付
出。」

  虞國興指出，未來本校要面對少子化的衝擊，
預計第1波影響將於民國105年到達，私校獎補助
可能削減，我們與國立大學的差距恐日益增大。
而關於特色計畫的進行，有些老師問及計畫能夠
帶來什麼改變？虞國興說明，其改變有：學生和
大師接觸的機會變多、學分學程更貼近學生和產
業需求、學生和業界也更接近、姊妹校實質交流
變多、老師的專業發展可以有計畫的拓展、加上
淡江能夠避免成為一個區域大學，招收到各地的
學生，這些都是特色計畫帶來的實際成效，「推

EYE上101友善校園 來facebook按讚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雲南大學
於1日簽訂合作協議書，成為本校在大陸第32所
姊妹校。
  本次合作協議，是以通訊簽約方式，由校長

張家宜與雲南大學校長何天淳共同簽署，透過
該協議的簽定，有助於推動兩校進行聯合研究
及教學科研人員交流等學術合作。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秘書郭淑敏表示，雲南大

學為一所具有多元學習環境的綜合大學，目前
該校擁有80個系所，其中該校優勢學科為民族
學、生物學、特色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邊疆
問題和東南亞及南亞國際問題研究。
  此外，雲南大學是大陸在1990年代中開始策

劃的「211工程」的重點大學之一，目的在於將
中國的高等學校系統化。2006年曾被中國教育
評鑑評為大學部教學優秀學校。

大陸第32姊妹校雲南大學

　 本校於7日在淡水、蘭陽校園同時舉行學系
博覽會，讓來校參與大學甄選入學面試的同
學，提早認識淡江！教務處招生組在淡水校
園蛋捲廣場舉辦「2012 淡江大學學系博覽會-
淡江書卷節」，總計破5000人參與！教務長
葛煥昭於活動致詞時，勉勵當天來參加面試
的高中生，未來若錄取淡江，要好好把握進
入本校就讀的機會。校長張家宜和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走訪各攤位，實地了解活動情形。
張校長亦赴蘭陽校園教學大樓1樓參與學系博
覽會，親臨會場與家長們交流，約有400人次
參與。
   淡水校園學系博覽會，各系學會紛紛推出能
展現該系特色的小遊戲或立體模型，吸引同
學駐足，化學系邀請同學親自動手做實驗，
體會別於平面知識上的樂趣；土木和建築系
在桌上擺設模型，為參觀者解說其架構和原
理，增進彼此互動；航太系更展出數架小飛
機模型，生動可愛的造型很吸睛，引起不少
人圍觀！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淡江書
卷節」對本校別具意義，就像樹立一個淡江
專屬的標章，讓招生活動能夠效法臺大杜鵑
花節、政大包種茶節、中興的新星知我興，
建立本校特色，加深同學的印象以增進招生
成效。本次活動前更親自到淡水區的所有高
中拜訪，力邀各校參與。

  活動人氣系學會投票結果出爐，名次依序
為保險、會計、物理系，顯示本校商管科系
的人氣高。招生組職員趙新柔表示，根據系
所問卷回函，活動參加者對各系學會提供資
訊的滿意程度高達98%，對各系教授們所提
供的資訊滿意度也有95%，並有97%的同學
認為本次活動有助於更了解淡江，過半的同
學覺得能提早認識學系相當吸引人。抽獎活
動由葛煥昭親自抽選並頒發獎品，最大獎
「iPhone4s」由管科二李亦軒抽中，他開心地
直呼：「早就想換手機，真是太幸運了！」
趙新柔說，會後很多同學在問卷中表示「很
期待下次可以早點辦，或拉長活動時間，才
能玩得更盡興！」
　蘭陽校園「學系博覽會」中，以3主題「全
創院四學系」、「大三出國制度」、「社
團」進行介紹，並以大型海報展示，並有專
人解說蘭陽校園的辦學特色，以及國標和熱
舞社的表演。負責大三出國制度的業務承辦
人游慶怡表示，家長對大三出國制度詢問度
很高，包括申請流程、可申請的姊妹校、出
國費用等，顯示家長對學生未來出路的重
視。飲品社社長觀光二林俐廷表示，希望能
藉由這次活動的解說，讓這些同學更了解蘭
陽校園。（文／歐書函、楊志偉；攝影／李
鎮亞、圖／蘭陽校園提供）

學系展特色　書卷節爆人潮

　康輔社以舞蹈歡迎同學加入淡江大家庭。 世界閱讀日啟動  推理小說打頭陣

動計畫是勢在必行的。」最後也以欣興
電子在全品管研討會的實例分享，短短
12年的時間致力的品質提升，期待淡江
能夠有那樣的成果和野心。
  全創院的主軸在創業與創新，院長劉

艾華表示，希望能夠開發學生的創新
能力與培養創業精神、以及加強英語
授課、出國計畫的資源。理學院院長王
伯昌使用國科會、教育部、產業補助加
上學校經費完成計畫，成立貴重儀器中
心、前導藥物設計研發中心，而下學期
將成立騮先科學講座，擴大舉辦物理系
既有的蘋果論壇，「更希望邀請工學院
共襄盛舉，誕生更多小牛頓。」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抱有2020年各系擁有各自特
色的期許，希望培養出工學院的獨特人
才。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說明商學院的學
分學程計畫，「未來將鼓勵全英語授
課。」管理學院由會計系系主任張寶光
代理報告，針對該院重要必修課實施小
班教學，強化學生專業基礎，持續推廣
產學合作。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提到與聯經出版

社以跨學門、語言的產學合作方式出版
《世界文學》為今年盛事；另外，新設
學分學程的參與度良好，加上邀請大師
級業師的演講，吳錫德說，「看到學生
的笑容是最重要的。」國際事務副校長
暨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提到「兩岸

青年領袖研習營」，與校外單位合作，
參與規模超乎預期，希望能繼續辦理。
強調實戰經驗的教育學院，院長高熏
芳描述，今年實施小班教學，加強學生
的實作、實習、實務能力，也彰顯教學
特色；在與廠商合作的部份，更有些優
秀學生直接受到廠商青睞，受到雇用。
文學院院長邱炯友表示，因應少子化衝
擊，中文系推動教師回高中母校招生，
致力提升生源多元化，大傳、資傳系在
課程上藉由與校外機構共同設計課程，
學生所學更能與業界接軌。另外，體育
處、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國際
處也各自報告未來計畫。（詳細內容將
於本報第860期專題刊載）
  張校長表示，在有限的經費下，大家

還能有這麼好的成果，真的很感謝教學
單位過去一年的努力，虞國興也說，他
看見各個學院、各個系所已經「動起來
了」！但張校長也給予各單位一些建
議，表示有些系所的特色不算真正的特
色，「特色是過去你們很想做，可是因
為預算問題沒有機會做的，而不是把例
行的工作擴大。」也希望之後的成果報
告能夠加上老師和學生受益的程度，透
過訪談的方式來呈現。亦鼓勵延聘業師
與大師計畫中，有些重量級的大師約不
到也不要放棄，要朝長期的規劃邁進。

快！加入行動綠生活 低碳家園由我做起

機電化材師生參訪台達電永豐餘 與職場接軌  
 【 記 者 吳 泳 欣 淡 水 校 園 報

導】春假期間，機電與化材系
分別前往台達電子公司、永豐
餘造紙公司參訪，帶領學生增
廣見聞，並了解業界實際運作
情形。
  機電系教授孫國華於上月30

日帶領選修「能源與環保進
階」課程20名碩、博士班學生
至台達電子公司進行參訪。
該公司以「環保、節能，愛
地球」為經營理念，孫國華表
示，此行目的一方面想配合課
程，讓學生了解如何把環保概
念實際應用在各種產品上面；
其次也希望增強學生與外界企

業的接觸。
  當日除了參觀廠商展示如電

動車，超短焦投影機等科技產
品外，台達電子公司副總裁蔡
榮騰和人資處長廖哲鉅親臨現
場，與學生分享求職經驗及做
人處事之道。資傳碩一江昱嫻
表示，台達電子為國內外知名
企業，非常重視社會責任的態
度，以及回饋社會的實際行
動，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
  化材系系主任林國賡及副教

授吳容銘帶領40餘名學生於6
日，前往位於桃園永豐餘造紙
公司新屋廠進行參訪。林國賡
表示，造紙雖然是與化材有密

切關係的傳統行業，但外界對
造紙廠的認識其實不多，藉由
參訪學生可多了解相關產業內
容。
  永豐餘日前與華紙合併，成

為東南亞最大的造紙廠。永豐
餘造紙公司新屋廠廠方當日帶
學生參觀來自芬蘭的造紙機
器，廠長周玉龍講解永豐餘如
何從環保方面出發減輕成本，
包括使用90%的再生紙作為原
料造紙及廢水循環再用。他表
示，臺灣造紙業近年來面對零
關稅的挑戰，既要盡力降低成
本，也要維持好的品質才能提
高競爭力。

招生組赴澳門參加博覽會

雕塑與環境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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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大理石、花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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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理念：

延伸珍古德博士之理念，於此特定區域將她代表性圖

片轉刻於石材之浮雕，讓“希望之樹”更受矚目。白色

石材雕刻，配以柱狀原石，其上刻有空中、地上、水下

的生物造型，以擴大生命共存之理念。 

教心所輔導奧運選手有成效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務

處招生組日前赴澳門參與「僑生升大學博
覽會」，在現場擺攤提供本校各系所簡介
與升學服務諮詢。招生組表示，現場多為
大陸同學來參觀，並提出陸生如何到臺灣
就讀大學、是否可轉學到臺灣、以及教育
部規定開放大陸來臺的申請限制是否可放
寬等問題，顯示除了港澳地區外，陸生對
於來臺就學的關注程度也有逐年增加的趨
勢。招生組預計7月前往馬來西亞招生。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邀請全校
師生於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至6月5日世界環境日，一起參加由行政
院與天下雜誌共同舉辦的「行動綠生活2012低碳家園由我做起」校
際競賽。即日起，至網站（http://green.cw.com.tw）點選「45堂綠
色行動」，參加「校際組」並選擇「淡江大學」；註冊時，點選個
人最感興趣「拯救瀕臨絕種動物」的課程，像是筆筒樹、綠蠵龜、
中華海豚、石虎及微孔珊瑚等，就能與你我身邊的淡江人共同為地
球盡一份心力。
  活動開跑後，每日只要花10分鐘，上網累積減碳事項，在活動結

束後，累積完成課程者，能獲得「行動綠生活」官網所提供的「數
位獎狀」供認證；而每日個人的減碳量參與度，也會影響「校際參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參加盲生資源中
心舉辦的Eye上101系列活動，抽平板電腦、造型
隨身碟！
　EYE上101系列活動，是希望讓全校師生瞭解

活動的目的與宗旨，重視校園身心障礙議題。
藉由專屬臉書成立，臉書裡面詳述系列活動及

本學期輔導組活動辦理時間地點，在網頁按
「讚」，並於塗鴉牆留下聯絡資訊或寄至信箱 
klug@batol.net ，即可參加抽獎。現在就上「Eye
上101」粉絲專頁（http://www.facebook.com/
loveeye101）。

圖書館原影印卡用至4月底
  【本報訊】圖書館總館、鍾靈及臺北分

館自101年提供悠遊卡影印，原有之全錄
公司影印卡，可使用至4月30日。
  未來待全錄公司將使用影印卡之複印機

全部撤離後，全錄公司將將提供退卡服
務，惟每張影印卡全錄公司將收取15元
工本費。相關訊息請參閱圖書館News得
來速網站。（http://blog.lib.tku.edu.tw/
post/2/4993）。

蘭陽校園展區參與家長在教學大樓了解教學特色。

與度排名」及「減碳量排名」。讓我們與
淡江一起支持行動綠生活，讓本校減碳衝
第一！

　學生積極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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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社長特助丁興華
臺灣媒體發展與倫理規範

4/21(六)
12:30

教科系
D326

教育訓練獨立廠商廖芳君
企業教育訓練的規劃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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