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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媒體使命感  將感動與視野帶給台灣觀眾

錢薇 參加臺大流浪任務挑戰賽林金源

　走進簡約的辦公室裡，桌上的紙張中書寫的
筆畫嚴謹有力，字跡的主人就是獲選為本學年
優良導師的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長期在報章
上筆耕對於臺灣的教育理念，廢除操行成績以
及人格培養都是他談論的範疇，對於教導學生
的方式，林金源有與他人不同的想法。「教育
分為術與道，現在的老師幾乎都走『術』之
路，而我注重『道』的啟發，不僅在學術上的
精進，道的目的在於人格的養成」，他認為教
育的最高層次就是「道」，而具備良好態度及
信仰是他帶領學生的重點。

    所謂的道在林金源的心中，即
是引導人生中的正確處事態度，
將班上同學分組進行約談，林金源
主動詢問時間的安排及人生的
規劃，進而配合平時所觀察到
的學習狀況，再依個別需求
引導出良善的人格發展，他
說學生最常見的煩惱就是沒
有明確目標或人際關係的問
題，然而這通常與成長背景
有關，「以經驗來看，較複
雜的成長背景問題轉至輔導
室是比較恰當的，
因此我都著重於
開導學生的目標

建立。」
    提到帶學生最大的成就，林金源笑著說：

「恐怕是在路上遇到學生跟我打招呼
吧！」嚴肅的面容藏著的是教育熱
忱，經濟二林亞薇分享：「老師以
真心對待學生，一開始不敢接近老
師，但在互動過程中，發現老師會
主動詢問學生的適應狀況，或是詢
問畢業後的方向，他總是細心的深
入了解每個同學的生活。」

林金源以行動證明了對學生的關
懷，以「道」的精神貫穿教育，「求

學時期的態度培養，將是決定未來成就
的關鍵」。（文／蘇靖雅整理）

以道為本 教導品格教育
特優導師

TVBS新聞部國際中心主任

論品格學拼音 傾囊相授演講滿載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開發優質數
位教材區域合作計畫」將於20日舉辦「教
師數位學習專業成長研習(2)」，上午場
邀請到中研院資創中心自由軟體鑄造場經
理林誠夏，以「不可不知的數位教材智慧
財產權」為講題，針對大專校院教師製作
數位教材時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及智財權
與創用CC的應用進行深度說明。下午場
則邀請到臺灣大學電機系副教授葉丙成進
行「從MOOCs經驗談翻轉教室教學法」
專題演講，藉分享其帶領臺大MOOCs的
經驗以及教學設計、課堂經營的專業，希
冀能點燃數位學習領域更多不同的思維火
花。(資料來源／遠距組)

　【人物短波】國企三錢薇參加由臺灣大
學領導學程舉辦的2013年大型流浪任務挑戰
賽，比賽共約200人參加，規則以3人成隊，
在時限內完成30項任務，內容包含關心街頭
清潔人員、與陌生人擁抱、打工換餐等，參
賽隊伍只要完成任務並拍照回傳任務結果，
即可獲得積分，最後以總積分決勝負。錢薇
表示：「參加者不期待自己是否得獎，而是
希望藉以人與人的互動為出發點，過程中經
由每個溫暖的擁抱、一句簡短的問候，彼此
的心也正因此獲得滿足；城市浪人的活動，
讓每個人的心變得更加開闊了。」（文／呂
柏賢）

　【記者呂柏賢台北校園報導】國企系國際商
學碩專班於上月25日邀請公平會副主委孫立群
在臺北校區演講，以「全球反托拉斯規範與企
業遵法計畫」為主題，詳細介紹聯合行為及寬
恕政策的緣由，並例舉重大國際及國內案例，
及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企業須制訂反托拉斯遵
法政策，降低違法行為對企業產生的風險、避
免員工涉入高違法風險的行為、強化企業對違
法行為的認知。
   孫立群解釋：「聯合行為簡單說就是該競爭
而不競爭，以水平聯合行為影響市場功能最為
嚴重。」而寬恕政策（又稱窩裡反條款），就
是為了在政府機關查緝不易的情況下，以「減

公平會講反托拉斯規範法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育學程學會於
上月26日在宮燈教室舉辦品格年

相關講座「品格決勝負」，邀請前荒
野保護協會理事長李偉文深談如何在教學中落
實品格教育。
  李偉文首先指出品格教育是人與人相處的基
礎，也是現今團隊合作社會中溝通的橋樑。接
著說明在現代社會衝擊下，家庭已無法完全承
擔品格教育的責任，因此教師教育系統便顯得

余伯泉 傳授速學三語拼音   

全國運管年會5日蘭陽登場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運輸管理學
系將於5、6日在蘭陽校園舉辦「中華民國運
輸學會102年年會暨學術論文研討會議程」，
交通部部長葉匡時、宜蘭縣縣長林聰賢、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理事長
張新立、陶治中皆會到場。運管系系主任陶
治中表示，運輸年會是全國交通界的重要大
事，參與者來自全國運管系師生及運輸界人
士，主題為「提升美好生活」，本屆選擇蘭
陽校區為舉辦地點；一方面是為了讓參與者
感受蘭陽優美的環境，一方面是為了推廣蘭
陽校園。
  首日活動將有2場專題演講，分別是臺灣大
學教授林火旺「品德與幸福人生」、國道高
速公路局局長曾大仁「我國高速公路ETC計
程收費政策」，下午場次則是交通部重大交
通政策未來研究課題專題探討及演講。次日
則有論文探討，內容包括交通工程、海運、
航空等會議。

資旺盃Andro id設計6日決賽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和友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舉辦的「2013第四屆資
旺盃Android程式設計競賽」將於6日（週五）
在工學大樓3樓中庭舉行決賽。今年度競賽分
為2組：「應用開發組」、「創意整合組」，
參賽隊伍共82隊，其中只有16隊進入決賽。歡

  【記者葉睿涵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於上月25至
29日舉辦機電週，主題為：「機起淡江，電定未
來」，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主持開幕，工學院院長
何啟東、研發長康尚文、機電系系友會會長賴正謨
等均蒞臨。活動在工學大樓3樓舉辦展覽，教學研究
成果，如：金探子、盲生用電腦、機器人等。賴正
謨表示，「以前都只會埋頭苦讀和做研究，可是現
在學弟妹卻會讀又會玩，不止學術研究成功，辦起
活動也很棒，這是很好的進步。」此外，他也表示
系友會將全力支持同學們的活動，期望學弟妹可以
在學術及活動有更多的突破。機電系更推出集點數
活動，集滿8點者就能參與摸彩。獎品有臺北澎湖來
回機票、電影票等。活動總召機電二廖翊亨表示：
「這是本系繼4年前舉辦第1屆後的第2屆機電週。希
望藉此讓同學們更了解機電系與機器方面的相關知
識。」
　機電系於上月30日舉辦2013國科會航太學門成果
發表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楊鏡
堂演講。下午則舉辦國科會航太學門專題研究計劃
發表會和探空火箭科技論壇，共有200位學者參與。

戰略所美洲所慶感恩節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為了促進學用
合一與職場無縫接軌，資訊管理學系於上月27
日舉辦企業實習媒合活動，邀請臺灣大哥大、
鼎新電腦、程曦資訊等12間廠商，與約220位
學生共同參與，廠商們上臺介紹自家企業，接
著學生分別向心儀廠商詢問相關事宜。這次參

與廠商由8家增加為12家，實習職缺由20名倍
增為40名，預計可促成25位同學到企業實習，
而明年1月底即能確定成功媒合人數。資管系
系主任鄭啟斌表示：「特別感謝本系張應華老
師與解燕豪老師辛苦籌辦，期望明年可再擴大
規模以提供同學更多的實習機會。」資管四李

  【記者謝孟席專訪】現任TVBS新聞部國際中心主任兼特
派員，大傳系校友林宏宜是一個有標準「新聞癮」的人，
「一遇到新聞事件就腎上腺素飆升！」他如此形容對工作
的狂熱，報導多次美國總統大選和08年冰島金融危機等重
要歷史事件。
   投入媒體工作18年後，這學期他返回母校擔任大傳系畢
業製作課程兼任講師，他覺得傳播教育必須世代相傳，希
望傳達業界最新資訊與外媒現況，讓學生開拓視野與國際
社會連結。大傳系主任紀慧君形容老同學時說道：「他總
是渴望新知、熱愛生命，除了專業能力，相信他更能影響
學生的做事態度，帶來不同的視野。」

  目前從事媒體工作的他其實人生轉了個彎才找到這樣的
志趣。他坦白地說「其實當初大學志願想上外文，卻進了
大傳。」即便如此，除了外文，林宏宜上了大學後進一步
拓展大傳系專業和興趣，不放過任何能豐富技能和拓展視
野的機會。 
  「我參加過太多活動了！」大學時他除了考進淡江電視
臺實習，也不斷參加校外活動，他隨口列舉一個前外交部
長錢復、臺中市長胡志強等無數政治外交人員在年輕時都
參加過的著名校際研習－「救國團國際事務研習營」。該
研習營除了嚴格的報名篩選，營隊中，每天早上學員們都
要緊張地等待被抽上臺，在眾多優異同輩面前以英文即席
應答國際現況提問，但在壓力之下他卻激勵自己要表現得
更好。往事歷歷在目，林宏宜興奮地敘述這段經驗。營隊
結束後，外文能力被肯定的他被選為12位代表之一，協助

學生實習充實自我能力

主動出擊 前進外派記者生涯 

   錄取華視新聞部專任採訪記者後，因為不甘報導內容受
限於國內消息，極力爭取擔任上海特派記者的機會，「當
時知道這個職缺後我真的很想要！」憑著實力和勇氣，
工作經驗僅有2年的菜鳥林宏宜「超越」眾多優異記者前
輩，爭取到難得的機會駐點3年。因為外派的經驗使他日
後成功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奠定林
宏宜日後解讀國際事務學理基礎。學成歸國進入TVBS迄
今13年，現在的他管理20位國際新聞記者精英團隊，並擔
任「十點不一樣」節目製作人，每天快速瀏覽國際訊息，
帶領記者群製作深入專題報導，將世界帶到觀眾面前。

新聞工作是一個不斷向他人生命學習的過程

自己學習的感動也帶給觀眾滿溢的視野與熱誠

   雖然花費數小時飛行近半個地球僅為了數分鐘的報導，
林宏宜一篇芬蘭教育的專題啟發了遠在臺灣許多關心教育
的觀眾。「謝謝你的用心。」觀眾在臉書上留言道，這則
Youtube上點閱率近7千人次的專題讓臺灣教育界人士發現
芬蘭獨特的教學方式，將國際視野的培養如何巧妙融合於
數學教育中。觀眾的多次諮詢下，林宏宜團隊更進一步免
費授與影片版權，讓這則新聞被使用在教師研習用PPT。
聽到鼓舞的話語，林宏宜理解新聞的正面影響力正悄悄地在此
時發酵中。 　TVBS新聞部國際中心主任林宏宜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談及國際記者的酸甜苦辣，以及回到母校大傳系對學弟妹的
期許。（攝影／鄧翔）   雖然面對各式新聞工作的負面經歷和種種挑戰，對於林

宏宜而言，新聞工作的正面意義大過於此，他眼神堅定反
問：「有什麼工作可以比記者更好？由別人付錢送你去世
界各地，而且是站在第一線去感受歷史！像是南韓史上第
一位女總統朴槿惠就任時，我就站在現場報導。」而觀眾
和受訪者的反應更讓他無不時刻學到積極的人生態度和看
見自己的使命。國際採訪的現場，更多不是光鮮亮眼的時

接待外交部邀請來臺的外國訪賓。
   畢業後，林宏宜打敗眾多競爭者，成功擠進僅有1%超低
錄取率的華視，「當時有1000多位應考生，就這樣讓我考
上了。」即便大學時沒有「運氣」進入夢想志願，讀了大
傳系後，再加上繼續對外文能力的精進，林宏宜反而帶著
「兩把刷子」進入職場，將命運轉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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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而是他人生命故事衝撞自己對生命的體悟學習。
   他提到曾採訪過難忘的重大災難新聞事件，「日本311
大海嘯時，一對80歲的老夫婦縱使已失去一對兒女，仍
不斷在受訪過程向幫助自己存活的各方救難人員說著謝
謝。」老夫妻一番不尋常反應，讓經驗豐富的林宏宜當下
震懾到說不出話，「雖然失去了家園和至親，第一時間他
們知恩而非絕望、埋怨。」對他來說，新聞工作是個不斷
向他人生命學習的過程。

從新聞看世界 媒體展現社會影響力

   跑遍全世界，製作了18年的國際新聞，林宏宜認為自己
的工作是在為人們「開一扇窗」鼓勵人們要多看，讓自己
的眼睛去旅行。他解釋著：「國際事件影響投資，不可能
買了俄羅斯和中國股票卻不知道當地發生了什麼事。我們
也應該看見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和教育制度，用以借鏡，
讓國家更進步。」所以即便面對國際新聞的收視魔咒，他

說，「我們必須堅持做對的事。」林宏宜眼神堅定地描述著
媒體人必須堅守的社會影響力。對於他來說，媒體工作不僅僅
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使命感。反映在教學上，林宏宜融入國際現
況互動和介紹國際紀錄片等，希望學生早一步將人生規劃和國際接
軌。教書近一學期以來，他表示：「學生表現超越預期。希望他們
突破框架，發揮創意，盡最大努力完成最完美畢製作品！」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教發
組於上月27日舉辦「『英』該很有趣-英語授
課經驗分享」，由會計系副教授林谷峻擔任主
講人。已有8年英語授課經驗的林谷峻提到英
語授課除了能增加競爭優勢，也是未來在招收
外籍學生時所具備的能力。
　此外，他分享今年暑假前往澳洲新南威爾斯
大學研習時所得到的寶貴經驗，包含英語發音
正確性、重音擺放位置、語調和斷句也能夠顯
示事情的輕重緩急，也鼓勵尚未有英語授課經
驗的教師：「勇敢的跨出第一步！」國企系助
理教授孫嘉祈表示：「講師把當時獲得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讓我更加了解在英語授課中如何

李偉文講品格決勝負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面對即將畢
業的大四學生，要具備怎樣的態度才能快
速融入職場呢？觀光系職場品德教育感恩

節大會，於上月26日在禮膳院隆重登場，觀光
系系主任葉劍木及系上副教授阮聘茹、助理教
授王嘉淳、紀珊如、黃詠奎、董逸帆與大四
同學約40人參加，以「職場百態」進行分享討

論；會中，教授向同學分享觀光產業動態、業
界動態等資訊，讓同學們更清楚自己的目標與
適合的工作類型。觀光四林慈娟開心地說：
「在礁溪長榮鳳凰酒店實習的過程中，讓我學
到了很多與同事溝通相處的方式，也增加了與
客人應對進退的經驗，而這次分享會聽著師長
的分析，也讓我更確信以後的目標。」

（文接一版）【記者林佳彣、辜虹嘉淡水校園
報導】戰略所與美洲所於上月28日不約而同舉
行感恩節活動。戰略所由助理教授黃介正主
辦，副教授施正權、亞洲所副教授蔡錫勳及副
教授林若雩均到場與近30位戰略所學生同慶，
現場準備2隻火雞、學生手做的馬鈴薯鹹派、
草莓塔等豐盛餐點。開始前，由戰略博二外籍
生馬添為感恩節活動禱告。黃介正表示，每年
舉辦活動是為了讓外籍生能有家鄉的感覺。戰
略碩一陳柏宏分享道：「全所同學感情如此
好，不是沒有原因的。」
　美洲所的感恩節饗宴，則由所長陳小雀主
持，邀請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全所師生同
慶，戴萬欽打趣道：「今天是我們團結誓師大
會！」陳小雀表示：「感恩節為美洲國家的傳
統，美洲所延續歷年傳統，準備3隻火雞供大
家享用，希望凝聚我們的情感。」美洲博三陳
奕帆表示：「感謝美洲所舉辦這個活動，讓我
們學生們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

探索之域˙臺北校園動態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臺灣是羅馬
拼音文盲之島！」通用拼音發明人余伯泉擔
憂地說著，接任外語榮譽學程的法文系助理
教授曾明，於上月28日邀請余伯泉替「語言與
社會」課程進行演講，以「60分鐘快速學會華
語、臺語、客語拼音」為題開講，演講結束後
贈與書籍輔助拼音學習。

林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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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系於上月27日舉行企業媒合，共有12家企業
到場說明，現場學生參與踴躍。（攝影／鄧翔）

珮君說，一開始就被廣告業「時間軸」公司所
放的影片吸引，希望未來畢業後能在那樣的環
境下工作。資管四王仲堃表示：「企業媒合是
一個很棒的活動，可幫助增加實習機會，累積
就業經驗。」

職場品德教育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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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副主委孫立群以實際案例說明反托拉
斯規範與企業遵法計畫。（圖／國企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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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授課 林谷峻分享新思維   

企業實習媒合               共襄盛舉

輕或免除罰金」為誘因，促使違法者能主動配
合調查，這樣一來不僅可節省調查成本、及時
發現違法行為，並防止危害繼續擴大，對於意
圖從事聯合行為的事業，也有防範與嚇阻的效
果。
   另外他也分享了近年來幾件重大國際案例，
包括光碟機大廠對HP& DELL圍標事件；而國
內案例則提到九大民營電廠對台電聯合定價等
實際例子。國企系教授林宜男則表示，「希望
同學聽完後能有一定的了解，在離開學校就業
之後，除了自保外也避免觸法。」

格外重要。知識與能力的傳遞固然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教師給予學子心靈上的沃土，任
學生在上面栽培品格使其成長茁壯，可由教
師事先設計適當的情境，再引導學子自由探
索發展。另外教師應鼓勵閱讀，閱讀是超越
環境限制力量的最佳品格教育。李偉文說：
「品格教育是道德、公民及人格教育；目的
是在人生中找到值得珍惜的價值與意義。」
另外，他也提及品格教育真正的學習不是被
教導，而是自身的體悟，品格是藉由社會的
參與及實踐中養成。化學碩二蕭凱倫表示：
「現代不同於過往，老師給予的不只是知識
及能力，帶給學生的品格影響也非常重要，
這次的講座中，講者的分享讓我有滿滿的收
穫！」

    演講一開始以華語的重要性為主要論述，
余伯泉表示，小學生花了6年學習臺語，卻連
臺語音標也看不懂，以及現今龐雜的拼音體系
等3大議題與同學進行一問一答的想法交流，
接著進入60分鐘快速教學拼音。臺語部分，余
伯泉說明臺語為通用拼音的基礎，只要學會主
軸，其他2種語言便可精通。步驟是先傳授最
顯淺易懂的聲母概念，例如f就是注音的ㄈ、
Zi為注音的ㄐ。再來是由a、e、i、o、u排列組
合成的韻母教學，緊接著是5大聲調的發音及
拼音方式，指導時更以「滷蛋有夠鹹」等有趣
口訣強化記憶，最後補充客語及華語的拼音，
在58分鐘即完成教學，英文二吳瑞芳分享：
「拼音除了讓我快速學會語言，更兼顧了良好
的發音，實在很受用！」

機電週瘋玩金探子
航太學門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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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開場、互動、結尾，並於事前的準備中
應把質與量鎖定好。」

臺哥大
鼎新電腦

迎有興趣的同學，於決賽當日前往觀賽，
了解決賽隊伍的創意。資工系助理教授潘
孟鉉說：「當天將請外界跟APP有關的5位
評審進行決選。」歡迎大家前往觀賞。獲
勝隊伍將於20日在資工系兩岸研討會進行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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