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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短波

　本校大眾傳播學系校友林其樂是台視頻

道輕喜劇《幸福不二家》編劇之一，此劇

於1月29日全臺首播。故事從一連串謊言開

始，4個人生失敗組在「松坂家」相遇，為

了賺錢，他們在眾人面前扮起幸福的一家人

並販售著「幸福」。事實上，彼此常為了生

活習慣不合而吵得不可開交；除此之外，他

們更是無時無刻地擔心，害怕幸福的謊言被

人拆穿。

　林其樂笑說：「大部分人認為謊言是不好

的，但謊言真的不好嗎？」她認為這是值得

大家來思考，並補充：「謊言的背後多半來

自他們心中對於幸福的渴望。」林其樂在劇

中多運用詼諧的手法來嘲諷謊言，盼大家在

劇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觀，「想像倘若現

實與自身利益互相衝突時，你又會怎麼做

呢？」（文／林妍君）

大傳校友林其樂編劇 台視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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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加油讚

　由商管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外語學院法國

語文學系於96學年度共同開設「法語企管學

分學程」，學生修習課程至少滿28學分可取

得學程資格證明，學程開設至今的跨院修習

人數達46人，累積有11名學生取得學程資格

證明（統計截至今年1月）。

　本學程業務由企管系、法文系共同辦理，

凡本校在學學生，已修畢法文系課程8學

分，或企管系企業概論、管理學6學分以

上、且成績及格者，加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總平均70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企管

系系主任楊立人說明，「學程因應全球化時

代國際企管人才的需求趨勢，提供有雙專長

課程訓練，讓同學學習法國文學與文化的同

時，還能瞭解企業經營與管理專業知能，為

學生扎下理論和實務基礎。」

　楊立人推薦，「目前世界雖是以英語作為

主流、共同語言，但透過學習第二外語法

文，相信可以讓學生的實力相對更具有獨特

性及競爭力。學程難得集結跨領域專業，同

時培養管理與語文雙專長，除了提供大家更

多樣性的能力訓練，更盼藉此增加學生未來

在職場的競爭力。」（文／陳照宇）

法語企管學分學程

　「教學上我注重研究方法的培養，希望藉
由好的基本功訓練，讓同學有更大的空間選
擇多樣化題目，寫出扎實的論文。」這是教
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楊瑩踏入杏壇至今
不變的堅持，這樣的教學理念也讓她獲得
102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獎的肯定。
　基礎知能養成之外，楊瑩在課堂上帶給同
學的，是不侷限學習方向的引導，因此學期
中很大一部份是由同學來發表學習成果，並
讓課堂中每個人參與提問。「藉由不同想法
的交互激盪，讓學生成為學習主體，這不僅
符合近來蔚為風潮的PBL（問題導向學習模
式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法概念，也
讓學習變的更有效率了。」
　主要教學對象為研究生、中小學教師在職
專班，視不同學習對象調整講授內容是楊瑩
教學上另一項特色。例如：談到教學評鑑
章節時，她在教政所著重的是高等教育評
鑑，在職專班則偏向中小學評鑑。重視學習
需求，楊瑩總是給予學生最適切的指引方
向，鼓勵同學多思考、自主學習。
　眼底滑過在淡江教育學院服務逾10年來的
點點滴滴，回想起付出的心血和熱情，楊瑩
堅信在教學上「不和自己妥協」是最好的選
擇。談起給同學們學習上的建議，楊瑩說：
「PBL教學法重視學生的事先預習、主動發
問，這也是我一直希望同學們能在學習上達
到的期望。另外，研究所多有參訪學校、企
業的安排，鼓勵同學多多參與，對未來必定
有相當助益。」（文／蔡晉宇）

　

教學優良教師
楊  瑩
PBL 教學 重視主動學習

楊瑩認為，在教學上「不和自己妥協」是最
好的選擇。（攝影／吳國禎）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會
於2日、3日晚間7時在商管大樓B119舉辦
「2016愛心義賣－義工說明會」，除了介紹
本次義賣活動外，亦將針對義工的權利與義
務進行說明。
　商管學會會長、國企四林欣瑋推薦，「義
賣不僅能幫助社會弱勢團體，過程中也能
體會到社福團體在募集善款的辛苦面，期待
更多同學加入義工的行列。另外服務滿10小
時，還可獲得中英對照感謝狀。」
　本校舉辦「2016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
心勸募義賣」活動將於21日中午，在海報街
盛大登場，預計販售食品、飲品、書籍、電
子產品等品項。此外，受贈單位之一的罕見
疾病基金會病友，亦將於活動當週來到現場
義賣。
　募集善款所得預計幫助罕見疾病基金會、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北台北家
扶中心、彰化家扶中心等單位。

商管學會辦義工說明會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寫自己的青
春，做一個有故事的人！」暑期營隊輔導員徵
選開跑囉！成人教育部將於今年暑假舉辦海外
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臺灣觀摩團、暑期密集
華語班、夏山英語學校等營隊，邀請全國大專
院校、碩士生及應屆畢業生一同擔任輔導員，
歡迎共襄盛舉，一同帶領外籍生認識臺灣。
　華語中心專案助理李中明表示，「每年暑假
都有來自世界各地、逾400位的外籍學生來臺
學習華語，體驗臺灣風土民情，應徵輔導員不
需擔心沒有經驗而無法勝任，訓練團隊會提供
各項能力培訓，包含企劃書撰寫、景點導覽、
營隊管理、團康技巧及舞台魅力、危機處理緊
急救護等課程，訓練無須負擔額外費用。」
　報名自即日起至14日止，到網址（http://
goo.gl/FPbahc）填單報名。另外，2日、4日
及7日在淡水校園鍾靈中正堂（Q409室）舉辦
「輔導員徵選說明會」，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
名，或逕洽成教部網站（網址：http://www.
dce.tku.edu.tw/）查詢。

華語輔導員招募中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全校大三出國留學 開始申請
　105 學年度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留學計
畫開始申請囉！即日起開始至 25 日止。詳
見英文系網站（網址：http://www.tflx.tku.
edu.tw/main.php）（文／盧一彎）



新北市教育局局長
創客教室 找回關鍵競爭力

北市教育局一位科長看了履歷後問我，要不要
進來局裡工作？」從此，她踏上教育行政體系
的道路。繞了一圈，又回來小時候最想做的教
育領域，雖然不是第一線教師，卻也成為重要
教育政策的幕後推手。
　龔雅雯懇切地說，「真的不是考上公職，就
能當好公務人員。」自己是進入臺北市教育局
後，才真正學會寫出「人人看得懂的公文。」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認為公務人員是鐵飯碗，的
確有人進來後，想圖安逸，但她個性終究是熱
愛挑戰。
做中學  翻轉人才培育

　去年轉戰新北市教育局服務，旋即面對十二
年國教、少子化等政策與議題，龔雅雯分析，
「儘管地方政府事務比中央政府繁雜，同仁、
部屬流動性相對較高，但我想還是有可以努力
的空間。」即使新北教育面臨少子化衝擊，確
實讓新北市中小學已逐年減班，更連帶引發流
浪教師問題。她指出，計畫性減班後的空閒教
室，陸續改建為板橋、雙和等都會區域較缺乏
的公共托育中心，或改為英語情境教室、閱讀
空間等用途。
　因為龔雅雯認為，少子化既是危機、也是轉
機，她更盼人才培育模式從此改變。近兩年
來，新北市教育局致力於推動「創客（maker）
概念」，正是以實作、創意、整合、自學 4 大
理念，鼓勵學生培養多元能力。教育局更在部
份高中、高職建置「創客教室」，投資 3D 列
印、雷射切割機設備，龔雅雯說，「臺灣給孩
子太多紙筆測驗了，缺乏動手實作的課程教
育，更希望能藉此概念，一同找回影響孩子未
來競爭力的關鍵。」
協調人際  營造團隊合作默契

　龔雅雯給人個性爽朗、行事果決的印象，自

嘲夫婿常說她很有「領導統御的性格」，高中
當班長、大學當班代，更讓龔雅雯懂得「人和」
的重要，重視人際關係協調的她說：「做人比
做事難！如果人不和，不管再厲害、再多專業
都無法成事。」因此，龔雅雯偏好將工作團隊
營造出家的感覺，除了培養彼此合作默契，只
要是由她經手的計畫，從督導到承辦同仁全部
都喊得出名字。
　不過，她也自嘲 EQ 不好、性子急，對工作
更是高標準。從龔雅雯反求諸己可以看出，她
事必躬親，常是別人兩倍的工作量。對此，她
感謝一路上長官提攜，給予升遷機會及發揮空
間，但擔任主管後，也常只聽見外界好評，她
有感而發地說：「當坐到某個位置時，就越來
越少人跟妳說哪邊不好，更聽不到別人的諫言
了。」讓她始終保持審慎自省的態度。
體悟健康與家人是最重要的財富

　談到家人間的相處，龔雅雯的眼神、語氣顯
現出感性的一面，「尤其自己身處教育領域，
卻無法時常陪伴目前就讀國中的孩子，讓我有
些心疼。」前年，龔雅雯在一場大病初癒後，
才開始明白該適時放緩工作腳步。「也是到了
這年紀才知道，健康與家人是最重要的財富，
而且縱使遇到挫折，也不能消極，得重新調整
步伐才行。」
　訪問接近尾聲，龔雅雯以自身經驗和觀察到
的年輕世代樣貌，建議大家應該回頭思考，
「自己有沒有甚麼想做的事，卻還沒去做？」
那就是大學階段最該完成的事情了！行動派的
龔雅雯，鼓勵年輕學子「勇敢去做夢、勇敢去
築夢！」正如同她推行的「創客教育」，盼帶
領Ｚ世代（1995 年後出生）養成學習動機，別
再裹足不前，跨出舒適圈，準備好成為臺灣的
主人。

　【記者卓琦專訪】本校教育資料科學學系、
教資所（現資圖系）校友龔雅雯，於去年 8 月
出任新北市教育局局長。逾 20 年的公務員生
涯，除了任職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負責
推動教改之外，也先後在教育部社教司、技職
司、高教司擔任科長、專門委員，累積豐富的
行政經歷，掌管全臺第一大教育局，外界總稱
她是新北市最年輕的主管，更是第一位女性教
育局長。
　一頭俐落短髮，帶有精明幹練形象的龔雅
雯，統籌主管新北市轄內 335 所各級學校，時
間對她來說，分秒必爭。就連採訪時，臨時有
國中校長前來商討計畫案，龔雅雯立即起身回
應，並審慎地尋找對策，可見其重視每一間學
校的教育資源。直到坐下來受訪，聊起一路在
公職體系闖蕩的歷程，她直說：「完全是一場
意外。」
磨練專長  累積學習當靠山

形中都受到大學時代影響。」當年資訊化發展
淡江首屈一指，設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電算
中心等軟硬體資源，「所幸當初沒有放棄修習
主科，」且資訊整合及獨立思考的訓練，更為
她的公職生涯扎下厚實的基礎。
　「大學畢業那年，公職早已是兵家必爭之
地。」龔雅雯抱持姑且一試的心態，沒想到高
考僅以 0.08 分之差落榜；她再接再厲，第二
年趁著就讀教資所碩一的時間充分準備，果然
中取。不過，為取得碩士學位，提出延遲報到，
她笑說，「這一延，讓熱門缺額都被佔光了，
最後就被分發到臺北市立圖書館下的林語堂紀
念館。」
壯志突圍  闖蕩公職有膽想

　回憶起在陽明山林語堂紀念館的那段日子，
正式館員除了主任，就只有她一人，為了不讓
自己閒著，她每天動腦策展、行銷館藏，盼增
加來客數，盡職的待了 4 個月後，「某天，臺

龔雅雯
　高中念嘉義女中的龔雅
雯，大學聯考第一志願其實
是美術系，夢想當個浪漫的
美術老師，卻誤打誤撞考進
教資系。至今讓她印象深刻
的是時任教資系系主任朱
則剛說：「很多人不清楚教
資系學什麼，但有時候大學
所學，也不見得與出社會後
的職業相關；但在這裡學會
了資料整理、邏輯歸納的能
力，無論未來從事哪種行
業，必能幫到你。」
　龔雅雯有感而發地說，
「確實，尤其在事情的脈絡
整理與政策計劃擬訂上，無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龔雅雯從教育部到新北市政府，接手第一
線教育工作，致力提升孩子學習競爭力。（攝影／林俊廷）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本
學期開設共同科目「全球財經講座」、「金融
市場趨勢講座」，課程邀請產官學界的財經專
家及創業家來校講述，學生選課踴躍，250個
名額均額滿。
　「全球財經講座」由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主
持，課程邀請到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林建甫、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等多位知名財經專
家，進行專題演講及實務經歷分享，期許結合
理論與實務、提升學生在職場的競爭力。此講
座課程為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之一，且有校友捐
款專門使用在商管學院此課程中。
　鄭東光說明，「課程依循金融面、產業面、

社會企業責任及公司治理4大主軸選用師資，
並透過校友引薦人選。加上課程深入淺出，除
了商管學院學生修習外，各學院學生皆有人選
修，如同學生畢業後，走向金融業並非僅止於
商管學生，金融界對人才需求更是不設限。」
　「金融市場趨勢講座」授課教授為財金系副
教授顧廣平。課程是由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
會整合了金融服務業的銀行、信託等8大公會
專業人力資源，邀請到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李述德、華南永昌證券董事長劉茂賢等財金專
家及創業家。另結合證交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臺灣期貨交易所及集中保管結算所，與大
專院校合作辦理金融實務課程，本次修讀學生

有約四分之一為非商管學院學生。
　針對非商管學院學生是否存有學習的進入障
礙，顧廣平說明，「此課程最初的開課目的是
使學生對金融市場有所了解，講座內容基礎、
入門，自102學年度參與合作，今年已邁入第
三年，相信不管任何領域的人才都需要財金知
識，尤其近年因數位金融發展，對工學院學生
更是有人才上的需求。」

吉林師範訪蘭陽 讚譽全英語學習環境
對方逐一感受本校辦學用心
及了解英語授課、住宿學院等
特色，盼藉此加強兩校學術交流的合作機會。
　活動首先由林志鴻在強邦國際會議廳進行校
園簡報，雙方針對全英語教學的環境、大三學
生出國學習、教師授課經驗，以及校外實習等
議題進行意見交流，隨後分3組參觀校園。
　其中，2組觀摩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
授朱留、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柯建恩的
全英語授課，獲得吉林師範教師們稱讚。另一
組則是吉林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徐興祥等人走
訪圖書館、藝術家工作室，期間一行人另轉往
宿舍大樓平台欣賞蘭陽平原美景。最後，則是
前往紹謨紀念活動中心體驗學生課外活動設
施。（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本報訊】上月18日，吉林師範大學教師發
展中心主任劉純龍一行18人來蘭陽校園進行參
觀訪問，本校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

學院院長劉艾華及4學系系主任帶領觀摩蘭陽
校園全英語教學成效。
　林志鴻表示，經由校園導覽和觀摩上課，讓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自即日起辦理本學期「大學部1-3人課業輔
導」，以協助大學部（含境外生）學生解決課
業上的問題，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及自信心。目
前輔導科目及時間分為固定排課和個別申請，
其中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微積分4課程
提供固定排課時間；若學生時間無法配合或需
要其他科目輔導，亦可透過個別申請。
　103學年度申請課輔人數有141位、104學年
度上學期已有125位學生，顯見受惠學生人數
上升。學發組組員李健蘭表示，「輔導課開辦
至今，為許多學生解決課業的煩惱，若同學在
學習上遇到瓶頸或困難，我們也提供有多種管
道協助，歡迎大家多加利用。」報名可到活動
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預約課輔助學開跑

▼
　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於上月19日
舉辦「淡水一日遊」活動，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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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60位華語生參訪淡水校園，共分成4隊參觀
宮燈教室、蛋捲廣場及圖書館等校內獨具特色
的景點及建築。會中，邀請國際長李佩華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介紹本校辦學理念與各院系所特
色。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希望藉由此
次活動，使華語生進一步認識淡江大學，也能
了解臺灣文化，體驗淡水風景及古蹟之美。」
　活動現場邀請了日本籍日文二根田文平、印

尼籍國企二宋志雄、越南籍中文三範氏恆3位
外籍生代表，分享學習經歷，同時解答學生問
題。會後，大家同遊淡水紅毛城、小白宮、老
街等淡水著名景點。來自美國的Steven Hansen
正在華語中心學習中文，他表示：「雖然自己
的中文還不是很流暢，但是很開心和大家一起
參加這個活動。」來自越南的製氏映表示，
「雖然因為暈車有些不舒服，但是淡水很好
玩，能有此機會來到淡水校園覺得很開心。」
（文／陳羿郿、陸瑩；圖／華語中心提供）

商管講座 邀財經專家授課

　【本報訊】學術專長服務社會！近日行政院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簡稱公審會）開會審議
全國性「保護家庭公投」案，本校國際研究學
院院長王高成以公審會主委身份主持。王高成
與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於104年7月受總統府任
命為公審會委員，王高成更經由委員們互選、
當選為主委，任期3年，無給職。
　曾任國民大會代表、熟悉憲法與民主政治等
學術專長的王高成，運用專長及對社會脈動的
掌握服務社會，他表示：「希望藉過往經歷能
有助於此職務執行，將持續秉持合乎公投法精
神及相關規範審查公投案。」

王高成任公審會主委圖為去年10月「寰宇財經講座」課程，邀請到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來校講述「臺灣
競爭力與資本市場」。（本報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