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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榮譽學程目的老師序言

黃文智

  榮譽學程是近兩年學校推動的一項重要的教育設計，16 個學分中，

包括兩科各一個學分的課外活動講座課程，這部分柯學務長是召集人，我
目前受命開授，分別是開在上學期的「創意與溝通」，以及開在下學期的
「團隊領導與服務」。

   一如我經常在課堂中強調的，「創意」、「溝通」、「領導」、「服務」，
能夠融會入加值的進階專業和通識課程，將可為各位創造倍數的生涯實
力。

   我們的課只有一學分，一次上兩小時，一學期就只有八次課了，加以講
座課的型態，使得主持老師不容易有太多時間經營這個班，如果班級人數
較多就更難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團隊領導與服務」第一次開課，週四下午的這
一班，不到 30 位同學，讓我們彼此有多一些的機會相互認識、對談瞭解、
交換理念與想法，幾乎是全班全勤的小班制也落實了分組實做。

   我一直覺得榮譽學程同學經此短暫的合班後又院系分流，比較可惜的是
難以匯聚力量也不易傳承，某種型態的社團型式組織是解決之道。我在期
末報告中，拋出了這個議題，同學們多熱忱表達了企盼和願景，也點出了
許多現實面困難之處。

   和威、家惠等同學在這個班上，曾積極投入、相互激勵帶領，課程結束
後，一鼓作氣的成立 FB 社團以及此一類社團的組織，並貢獻出可供學弟
妹參考的各類資訊，我深深覺得你妳們大家，真的是為榮譽學程，立下了
典範，也為彼此，開啟了永續的大門。

   各位在榮譽學程中，接受了許多老師的教導，我很榮耀忝為其一。在學
校的政策指引，各單位的通力合作之下，各位參與同學藉此展現了初步的
耀眼成果，我們都願意繼續攜手努力，使眼前的初步成果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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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優秀學生修讀，並強化學生的升學、就業競

爭力，特開設多元且具挑戰性的三環「榮譽學程」(Honors 
Program)：分為「進階專業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及「課
外活動課程」，提供大學日間部各班學業成績前 10% 之學
生修習，並由各領域優秀教師授課，或邀請外界頂尖業師擔
任講師，使課程安排能達「學用合一」之教育目標，積極培
養具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才」、具全球視野
與瞭解在地文化的「知性人才」，及具創意思考與領導統御
能力的「領袖人才」。

【課程介紹】

進階專業課程：
為培養具專業創新與獨立
研究能力，依各學院專業
及特色所設計之研討式或
探究式的小班教學課程。
自大二起共須修習 4 科，
每學期至多修習 1 科。

通識教育課程：
為培養學生具全球視野、
反省現狀及關懷社會人群
能力所設計之課程。自大
一起共須修習 3 科，每
學期至多修習 1 科。

課外活動課程：
為培養具創意與溝通、領
導與服務能力所設計之講
座課程。自大一起共須修
習 2 科，每學期至多修
習 1 科。

【網站】http://honor.tku.edu.tw/index.aspx



淡江好康推薦：
貞珍早餐店對面的好聲音手機配件店——老闆親切價格便宜。
凌晨躺在操場草地上的椅子看星星——浪漫得無可救藥。
覺軒和宮燈教室的涼亭木桌——攝影徵件比賽的取景地，而
且美麗。覺生圖書館九樓自習座位旁的夕陽——來淡江天天
看夕陽。

課堂推薦：
經典文學的文化想像—閱讀生命的一堂課，林偉淑老師
老師人很好很溫柔，小組討論的機會非常多，從電影及文學
中學習。中國通史，高上雯老師是美麗的上雯姐姐，對學生
很好。
基礎書法，馬銘浩老師想寫任何字帖都可以，老師會教。上
課輕鬆而且講解很好。

其他推薦：
英專路裡面的滬尾豆花——每碗三十元，好吃而且湯很甜。
塑膠製的馬丁鞋——雖然重但是非常防水，綿綿冬雨必備。
覺生圖書館——冬暖夏涼位子舒服大廳氣派書很多有電影可
以看。

張
嘉
如

星座：雙魚座 系級：歷史二 血型：A 型 
生日日期：1995/2/26 出生地：台北市 
電子郵件：a226102001@gmail.com 興趣：村上春樹、禪繞、書法、手工藝

喜歡的東西不少，專長也許一
個都沒有（跟別人比較的話）。
認為重要的是完成當下想做的
事情，太具體的夢想或理想可
以說是沒有，至少把握時間是
一定要的噢 !

貳、學生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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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好康推薦：
推薦新社團「日本麻將研究社」、
「歌牌社」、「冒險社」！

課堂推薦：
資圖系的課都很實用，只要有空
堂，就來選吧！

周
孝
威

星座：天蠍座  系級：資圖三 B 血型：A 
生日日期：1993.11.20  出生地：新竹市 
電子郵件：hoshizora19931120@hotmail.com 興趣：日文、游泳、桌球

目前就讀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對文書及日文有興趣；運動喜歡游泳和桌球，歡迎找我一起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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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好康推薦：
校園周圍必吃的小吃
香豆富，60 塊除了可以吃到臭豆腐鴨血且可以加麵外，還可以外帶臭味
一整天。朋友屋，位在水源街巷子裡，店在二樓算是隱藏版美食，物美
價廉，俗又大碗。Roomy 洋食館，位在大學城豆花店對面，在地下室，
主要賣義大利麵，大推！高松日本料理，位在水源街，大推！

課堂推薦：
法文入門：

馬朱麗－來自法國里昂，認真盡責的年輕老師，大推會話與作文課。(她
講法文好好聽~)。孟尼亞－來自法國巴黎，活潑熱情，熱愛與學生互動，
大推會話。( 他講法文好好聽 ~)。陳麗娟－工作經驗豐富，常分享工作
經驗，如對外商公司的工作有興趣可以詢問老師。
以上師資，推薦外系同學接觸法語作為入門！
另外，其他選修老師：朱家瑞－ ( 高級 ) 文法，老師上課認真，內容豐
富有條理，且補充教材非常多。梁蓉－法文戲劇，相當具有藝術氣息的
老師，剛帶領法文系拿下全國法文戲劇比賽全國第一！鄭安群－法文文
學，長年研究文學，法文造詣高深，學識涵養豐富，是個很有內涵的

老師。吳錫德－法文筆譯，長年留學法國，加上工作經驗，使其成
為法文翻譯界巨擘，現為外語學院院長。苑倚曼－歐盟研究，同時
為國際事務研究學院歐盟研究所教授，歐盟研究專業學者。薩支
遠－外交法文，卸任的外交官，擁有豐富的駐外經歷，現專於傳授
外交專業法文與翻譯。詹文碩－法文口譯，台灣法文口譯界第一把
交椅，任何與法國文化協會合辦的活動都會看到他。

林
繼
祥

星座：魔羯 系級：法文二 A 血型：O 
生日日期：1994/12/24 出生地：台北 
電子郵件：as8675727.2@gmail.com 興趣：運動 音樂 電影

喜歡與人交流，認識更多朋友。笑點很低，

常常笑到不能自己。喜歡健身、拉丁音樂。

在求學生涯中不斷充實自己是我現在生活最

大的目標，我一直相信唯有增加自己的實

力，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 

楊
家
惠

星座：射手 系級：保險二 A 血型：O 
生日日期：1989/12/8 出生地：屏東 
電子郵件：jiafei1208@gmail.com 興趣：慢跑

   我
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女生，個性

也很雞婆，做事擁有自己的一套原

則。認真負責及追求效率是我的做事

態度，努力是成功的不二法門，善良

會帶來幸運。

淡江好康推薦：
校園周圍必吃的小吃領鮮日本料理，位在紅 27 搭車不遠
處，味美價廉，要等候許久。幸宗日本料理，位在大田寮，
味美價廉。韓定食，位在水源街附近淡大 101，大推！
JL 無國界義式料理，位在水源街，大推！

課堂推薦：
保險系名師：
廖述源－保險學，學習豐富扎實，是產險界名師。

高棟梁－保險專業證照輔導、大陸保險市場與制度，學得豐富扎實，
是產險界名師。

何佳玲－人壽保險，老師幽默有趣，上課活用於生活中，了解
壽險變得簡易。

吳月瓏－民法概要、商事法、保險法，法條整理簡略精要，老
師很用心準備簡報，學習效果佳。
以上師資，推薦外系同學接觸保險學作為入門！
另外，其他選修老師

陳蔓樺－統計學，老師人超好，可以是學生的朋友，上課
淺顯易懂，利於吸收！

沈景茂－管理學，老師上課認真，內容豐富有條理，學習
多元，可惜明年退休，把握今年！

呂家彥－投資學，一把大刀，不過老師上課異於其他老師
不同，偏向實務活用課本，學習效果特好且使人富有成就

感，老師有時會贈送商周或天下雜誌，補充同學課外新知。



習慣把任何事情都優先規劃好，對於

決定的事情便會努力達到。喜歡交朋

友、樂於助人、多愁善感。不運動就

會胖的體質，可能因為食量過大。淡

江競技啦啦隊的一員，參與過全國協

會盃和大專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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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推薦：
蔡志群 :微積分，此位教授全程以 PPT的方式來授課，
完全顛覆了大家上數學課的刻板印象，而他卻能把課
程教的非常的詳細，因為少了擦黑板的時間，課程內
容變得更豐富。除此之外，教授的個性可以說是我
到目前為止看過最和藹可親的一位師長，在課程中
又會以幽默的方式來講解，會讓人有想一聽再聽的
衝動。

其他推薦：
男宿附近吃到飽火鍋店
北海一番 : 我和家人聚餐時最常光顧的一家店，每個人
300 左右便能享有豐富多樣又美味的食材，除了有一整個
火鍋料冷凍櫃，它還擁有沙拉、刨冰、烤麵包、巧克力池、
炸物、甜點、小菜、冰淇淋，以及檯面上的滷肉 {含有滷
蛋 }、藥燉排骨、滷豬腳，重點是它的肉是以現點現切的
方式，非常新鮮好吃，湯頭的選擇也很多樣，是值得一去
的一家店。

林
冠
宇

星座：魔羯 系級：土木一 A 血型：O 
生日日期：1994/12/26 出生地：臺北 
電子郵件：jimmy29384570@yahoo.com.tw 興趣：運動健身、唱歌、聽音樂

淡江好康推薦：
校園周圍必吃的小吃
羊肉羹麵 / 飯：水源街巷子裡，冬天適合來一

碗暖暖身子。
吉野烤肉飯：肚子極餓時大推，不過吃久
會很膩就是了！

鮮富洋食館：喜歡吃義大利麵的朋友可以考
慮一下，還不錯。

課堂推薦：
劉愛玲－雖然學長姐都說他是大刀，不過文法和會話總是能
一語道破迷點，(大推 !!!!)。

林盛彬－溫文的系主任，對美學或文化方面有興趣可多接觸
他開的課程。以上師資，推薦外系同學接觸西語作為入門！
另外，其他選修老師，

吳明勇－如有要修歷史學門的可選擇他，很好笑又很有料的
老師。

小澤自然－雖然全英文授課但十分有收穫，大家可以挑戰看
看。

王靈康－哲學課方面的老師，很好笑也很有料，上課也是腦
力激盪討論型的。

其他推薦：
中山站－螺絲瑪莉：義大利麵大推，須提前訂位，否則現場
候位要很久。
中山站－ R9 咖啡：推蜜糖吐司。

陳
宜
裙

星座：魔羯 系級：西語二 A 血型：B 
生日日期：1992/01/09 出生地：台北 
電子郵件：boeyyoyo@gmail.com 興趣：音樂、電影、課外讀物

淡江好康推薦：
校園周圍必吃的小吃
三家能讓你無限加飯，又兼顧菜色美味的店家
1. 位於大學城的 翊芳小館 :菜單豐富有特色
2. 位於大學城的 喳喳小吃 :主菜豐富美味
3. 位於水源街的 財哥燒臘 :主菜量大，加飯時不但會幫你淋
上特製滷汁，還會加上一大陀鮮   甜的高麗菜 [無論加幾次
都有 ] { 個人最多加過三次飯 }  超級推 ~~~

我的個性很熱情，喜歡交朋友也
喜歡幫助人，對於認真投入的事
會盡力去把它做好，如果在西文
或是其他地方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可以找我呦！還有我是個轉學
生，以前修的科系是餐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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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好康推薦：
     附近餐店：大忠街：住學園的同學，去學校的路上會經過一間早
餐店叫做：吉利堡，價格便宜，老闆人也很好，總是會再多招待學生餐
點。大學城：九嬸婆豆花，想吃豆花可以來這間吃；大吉祥香豆腐，味
道算重，偶爾可以吃一下，很好吃。
大學城 &水源街都有：夜巴黎 /巴黎香咖啡，不錯喝。
大田寮：呷子園，菜單豐富，而且可以自己一直加飯，只要你吃得完。

附近商圈：淡江大學周圍有各種商店，除了吃的，文具、３Ｃ產品、衣褲、
等等都有賣，而且離淡水老街和捷運站也不遠，生活機能很不錯。

附近住宿：
淡江除了學校宿舍，周圍也有非常多的出租住宅，每個地方都有優缺點，
若是沒有住學校宿舍，建議大家可以詳細詢問並親自看過以後，決定該
住哪邊。若是嫌太貴的話，不妨找些親朋好友一起合租、當室友，不只
能分擔錢，更能增進彼此的感情，不錯吧～

課堂推薦：蔡志群：微積分授課老師，以 PowerPoint 授課。老師

人超好，絕不會虧待學生，講課非常用心，而且能夠提醒學生重點和
分析重點中的重點，非常可靠的教授，只要肯用心，這堂課一定讀

得起來！陳文和、鄭國輝：體育老師，體育教得不錯，
人也很好！蕭怡靖：通識課程老師，授課內容不錯，

也會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重要時事議題，值得
去聽。劉宥蘭：英文老師，教學很好，而且時

不時會舉行特別活動，很不錯！

林
楷
晟

星座：魔羯 / 水瓶  系級：土木工設二 A 血型： O 
生日日期：1995/1/20 出生地： 臺中縣 
電子郵件： AThappy@hotmail.com.tw 興趣：聽音樂、運動、玩遊戲

雖然有時候會搞砸，不過我每

次處理事情，盡量做到很好。

很喜歡交朋友、多多幫忙朋友、

和好朋友出去玩。

胡
佳
盈

姓名胡佳盈 /Sophia Oh 星座：魔羯 系級：大傳二  血型：B   
生日日期：1991/01/03   出生地：柔佛 , 馬來西亞 
電子郵件：jiaying0103@gmail.com 興趣：繪圖、攝影、電影、閱讀、旅遊

我來自馬來西亞的轉學生 , 來

台灣以前曾在馬來西亞修讀與媒體相關的大

學學院，畢業後投入中文報業實習，亦曾

在新加坡機械公司工作約一年。在馬來西亞

求學期間，曾以辯論員身份活動了很長一

段時間，參加許多比賽，亦學習了很

多課外知識，是一段非常

受用且有趣的經歷。

淡江好康推薦：
校園周圍必吃的小吃
嘉義雞滷飯：位於大學城巷子，是當初來到台灣後，尋覓台灣特產—
滷肉飯，意外發現的，非常好吃 !
碳烤王：位於水源街，選擇眾多，是宵夜美食的首選 !
小李川菜館：位於水源街，頗有名氣的合菜餐廳，選擇眾多，價格
合理，適合和一群朋友聚會吃晚餐。

課堂推薦：
許傳陽（傳播理論、社會學概論）- 教師對傳播政策與制度有多年
的研究和獨樹一格的見解，適合作為接觸傳播理論的入門課。

歐陽瑜 ( 溝通與傳播初探 )- 課程主要以英語授課為主，適合英語能
力佳或欲訓練英語能力的同學選修。

陳玉鈴（多媒體傳播、視覺藝術）- 適合喜好設計的同學選修，
其中“多媒體傳播”這門課還可學習如何操作Adobe設計軟件，
例：Photoshop、Indesign、Illustrator 等。
以上師資，推薦外系同學接觸大傳為入門！
另外，其他選修老師

蘇淑燕（俄羅斯概論）- 教師為人親切，教學認真，同時亦對
俄羅斯許多課題擁有深入的了解，建議缺乏系外選修課的同

學選修。

其他推薦：
淡江大學有非常多的活動和展覽，包括學校辦的和社團辦的，尤
其以社團活動最多！因為社團學分的關係，人人都一定要參加至
少一個自己有興趣的社團，但是不一定只能參加自己社團內的活
動，有很多活動是開放給全校師生參與的！記得要時時關心有什
麼活動，若是有興趣，找些親朋好友一起去參加吧，相信會令大
家難忘的！



参、會議記錄 肆、學校地圖

日期：06/12/2014 週四   地點：商管學院 B602
時間：1600-1800
會議主持：何和威、楊家惠
會議記錄：蘇妤潔、陳宜裙
出席者：潘思妮、林繼祥、陳　葭、顏軒均、高妤綺、李　婕、楊昀
嫻、李鎮宇、陳婉茹、王淑蓉、吳芳瑩、林亞薇、郭映均、邱瀛慶、

林冠宇、許陞瑋、林楷晟、蔡雨璇、陳劭仁、陳榮秋、林瑜禛。

◇是否以聯誼性社團為主要性質？
◇方向：
   1. 單純聯誼認識朋友。
   2. 在認識朋友之餘也可學習到新事物。
◇共同目標：
  1. 以榮譽學程為主的人辦個讀書會一起學習，以輕鬆的方 
     式互相幫忙。
  2. 透過學校在寒暑假辦個大活動或課程一起合作，學習包 
     容每個人的意見，一起努力。
  3. 每個人利用自己的專長組成一個幹部團，作一本小刊物 
     記載各系知識或資訊，互相分享自己有興趣的內容。
   4. 若主要為聯誼性質，取代性很高。
   5. 可透過刊物進行不同科系間的交流，及定期舉辦專題分 
     享或演講活動。
◇聯絡管道的歸納和方案。
◇大家偏向個人行動。
◇創一個榮譽學會進行統整。
◇社團名稱：淡江大學榮譽學程
◇主要負責人：何和威；副手：楊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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