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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版 106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特刊
上月21日，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上，邀請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
蒞校主講人工智慧的發展，以及由本校
工學院院長許輝煌介紹人工智慧入門與
因應對策，本報特於二、三版進行該會
議的精華摘要，以饗讀者。

風工程週 抗風盃挑戰賽

風工程研究中心於 15 至 17 日在新工館 3
樓舉辦「風工程週」。（攝影／黃耀德）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風工程研究中
心於15至17日在新工學大樓3樓舉辦「風工程
週」，今年主題為「懸吊的太陽」，主要介紹
配合政府推動綠能產業發展而增加的「太陽能
光電系統抗風研究」，風工程研究中心助理教
授羅元隆介紹該研究與工研院綠能所合作，研
發探討太陽能板的抗風設計與架設規範等，預
計將於明年11月在本校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各國
交流成果。
此外，風工程研究中心舉辦首屆「抗風盃」
競賽，測試參賽者所製作建築物的抗風能力即
流場與結構的相互影響程度，參賽者在限定材
質製作出模型建築，並置於中心的氣彈架構
上，以各種角度進行測試，平均位移最小的作
品獲得優勝。所有參賽作品經過測試後，獲得
第一名的是土木三李紹緯、吳佳欣、黃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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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馮子煊）

化學車新戲
誕城

非暴力溝通

鄺麗君談溝通4要素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由人資處規劃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場次的「行政人員職
能培訓計畫」，9日邀請非暴力溝通中心認證
培訓師鄺麗君，為二級主管及基層行政人員以
「『非暴力溝通』打造職場雙贏」為題，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開講，參與人數逾90人，現場與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鄺麗君講授如何運用非暴
力溝通觀察、感受、需要、請求4大要素，說
出愛的語言，建立自己與他人有品質的連結。
她分別剖析該4要素：觀察不等於評論，應
以客觀的描述實際發生的事；感受不等於想
法，感受是對刺激來源的一種生理或心理的反
應；需要不等於策略，雙方的需要不會相牴
觸，會發生衝突的原因是滿足需要的策略只能
滿足一方的需要，而忽略其他各方的需要；請
求不等於命令，提出請求時應針對我們真正想
要且是現在而具體的行動。最後鄺麗君邀請同
仁上臺分享表達感激的方式，文學院秘書江夙
冠表示，上完課之後有滿滿的感觸，愛和感激
應該勇敢說出口，還有「學會非暴力溝通的4
大要素，期望在工作上改善脾氣，以提升工作
效率，並感謝人資處安排每次的進修課程，對
於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

取材來自家庭生活用品，所有的實驗物質都
能隨手取得。活動計畫主持人、本校研發長
王伯昌教授表示，「麵麵相趣」這項實驗，
靈感來自於傳統童玩，取材自廚房常見的麵
粉，利用澱粉的特性，大幅縮短製備捏麵人
麵糰時間；而「幸福彩鹽」這看起來像是美
術課的作品，主要是希望告訴同學，其實在
生活中除了我們常使用的食鹽（氯化鈉，
NaCl）外，諸如藥物、洗劑、調味料都是可
以拿來製作幸福彩鹽的化學藥品，組成一瓶
美麗的藝術品，希望大家能願意主動找尋貼
近生活的材料做實驗。
12月3日在新北市政府前市民廣場舉辦的
「新北耶誕城」活動，將以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主辦的「新北市106年度科學教育嘉年華－
跟著科寶科妞耶誕同樂趣活動」揭開序幕。
王伯昌表示，「化學遊樂趣」團隊將把這些
生活中的實驗帶到現場，與大人小孩們一起
研究化學，以及將身邊隨手可得的物品拿來
做科學實驗，也歡迎本校師生前往同樂。

【記者陳偉傑、李羿懸淡水校園報導】由本
校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CSQ）、中華卓越
經營協會（CEMA），以及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THQA）共同舉辦的「第二屆全球華人品質
峰會」於16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次
以「以品質為中心的新中華文化」為主題交流
具有華人特色的品質管理體系與運作，學界與

業界實務人士共逾150人與會。
校長張家宜擔任開幕演講嘉賓致詞時表示，
本校自1992年開始以全面參與、領導承諾、事
實依據、持續創新的4項重點來推動全面品質
管理，對於這次本校能承辦並參與華人品質盛
會而感到榮幸，張校長指出，全球華人品質聯
盟是一優良平臺，能使連結兩岸、香港，以及

本校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中華卓越經營協會，以及臺灣醫療品質協會共同舉辦的「第二屆
全球華人品質峰會」於 16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次以「以品質為中心的新中華文化」
為題交流，學界與業界實務人士逾 150 人與會。（攝影／吳冠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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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生活處處都是創作的題材。
Just for fun！是我的座右銘！
即使很嚴肅的事，
也要以輕鬆的角度觀看它。
－歌手盧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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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21(二)
14:00

會計系
B302A

11/22(三)
9:00

電機系
E829

11/23(四)
14:00

大傳系
L307

11/24(五)
12:10

資工系
E787

演講人/講題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馬秀如
分享政治大學施行會計在通識之規
劃與執行經驗分享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教授李進福
Low-Energy Design Techniques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BIG BIG CHANNEL香港聯意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孟卓
新媒體到底在玩甚麼?
國立交通大學資工系特聘教授曾新穆
人工智慧與跨域合作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1(二)
產經系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歐興祥
13:10
B511
臺灣經濟展望
聖約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系主
11/23(四)
教心所
任李旻陽
13:00
ED101
年長者的照顧與服務
11/23(四) 未來學所 臺大醫院醫師陳耀昌
14:00
ED601 臺灣與世界的DNA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
11/23(四)
統計系
Mumbai, India Professor Ashish Das
14:10
B302A
E ( s 2) - a n d U E ( s 2) - O p t i m a l
Supersaturated Designs
中央警察大學學務長鑑識科學學系
11/23(四)
生輔組
教授王勝盟
14:10
I501
國內毒品濫用趨勢、認識與鑑定

本報新專欄

多益大勝利將上檔

第二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 倡新中華品質文化

教心所於 15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6
學年度大學學習課程教學講座」，希望幫助大
一導師協助學生自我學習。（攝影／吳冠樑）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心理與諮
商研究所於1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6
學年度大學學習課程教學講座」，由教心所所
長宋鴻燕主持，希望大學學習能協助課程順利
進行，讓學生回歸自我學習。本校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講師胡延薇、學發組組員劉欣怡與學
教中心辦事員王大成，向與會大一導師說明學
習策略線上課程的經驗談和相關教學。首先由
胡延薇說明線上課程的用意，例如大一新生所
面臨的問題或是對未來職涯的幫助等，接著分
享自身經驗談，如第一週建議現場教導學生操
作，介紹並引發動機，再來可運用同僚間的影
響力來提高完成率，藉由班代、分組或導師約
談來提醒，也可用公開小獎勵鼓勵學生完成，
或配合情境，以系上專業幫助未來與職涯接
軌，或安排學長姐的經驗談等等。
劉欣怡與王大成針對課堂實際演練做教學說
明，並藉由課堂實施五步驟「印、說、玩、
傳、查」帶學生玩課程；這樣的過程除了可提
升作答率，也能加強師生互動、帶動班上氣
氛，此外也可透過進度長條圖示查詢學生是否
完成課程。法文系教授徐琿輝說：「我覺得
胡老師很認真用心，簡報精美也把所有應注意
的都納入了，用小獎勵能鼓勵學生去做這個課
程，另外實際操作的流程也清楚明瞭。」

英文四洪立楷在IG擁有2.7萬人追蹤、以
Jerry之名廣為人知的街拍攝影師。他嘗試
拍攝不同作品，構圖從街景到人像，調色
從飽和到自然、彩色到黑白，也從數位轉
向底片，風格與題材不斷變化，IG像是他
對於攝影的審美變遷史。（文／劉必允）

暖耶誕

校，也是106年
度新北市境內國
中小學巡迴的最
末場。
這一年來，
「化學遊樂趣」
帶著近5000名中
小學生踏入化學
的世界，深受師
生喜愛及好評支
持，而深坑國中
是近年來化學車
持續造訪的學校
之一，每當化學
車到訪時，全校
本校行動化學車巡迴至深坑國中，化學系教授王伯昌（前排右二）帶 師生共同設計數
十個攤位，在各
領師生動手做實驗。（圖／科學教育中心提供）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科學 式各樣的實驗中，度過非常科學的一天。
行動化學車今年度所推出的實驗教案，設計
教育中心辦理的行動化學館（化學車）活動
「化學遊樂趣」， 2日在深坑國中舉行，是 理念極度貼近生活，此次在深坑國中推出的
行動化學車開辦以來，巡迴的第372場次學 「幸福彩鹽」及「麵麵相趣」兩項新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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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兩岸華人共同討論品質，本次峰會選用
新落成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充分體現了
本校「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
靈卓越的人才」使命的成果。
全球華人品質聯盟（WACQ）之理事長段
永剛的開幕致詞表示，中華文化歷經多次分裂
與外族入侵，每次雖有顛覆但仍在創新後重
新站穩腳步，他闡述華人文化在新時代的特點
和趨勢，並強調品質在新時代華人文化的重要
性，預祝峰會圓滿成功。
本次峰會使用的場地為本校新落成的守謙國
際中心，除了進行4場主題演講外，並有「華
人品質之道與全國性全面品質管理」、「工業
4.0與大數據」、「創新與改善」、「國際標
準檢驗證」、「醫療品質」等8場研討會及論
文發表，共同研討華人品質管理特色。
該峰會還邀請中華民國三三企業交流會理事
長江丙坤為峰會貴賓，他介紹新光三越的品質
管理成功案例，提出臺灣出口貿易應轉型為
「以質取勝」。
閉幕式時，邀請SQI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
系統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吳桐毅從變異的角度
和質量卓越的五部曲談改變，探索潛在性的管
理。他表示：「質量管理最重要的原則就是顧
客滿意，如果能以此為目標，優質的品質只是
時間的問題！」

【本報訊】本報「全民英檢秘笈」專欄，已
於 1047 期刊載完最後一期，功成身退。將於
1052 期起，刊載專欄「多益大勝利」，希望
能夠提供有意報考多益的全校教職員生準備方
向，並提升英文能力。
「全民英檢秘笈」專欄自淡江時報 617 期起
開始刊載，歷時 12 年。撰寫該專欄的英文系
退休副教授郭岱宗感謝能有這個機會，即使在
退休後仍能與淡江保持連結，希望能給年輕教
師更多的機會為同學提供相關的豐富資訊。即
將接手「多益大勝利」將由英文系助理教授張
淑芬及講師李金安共同撰寫，針對新型態的多
益提供相關的題型與說明。
中文二鄭雅心表示，自入學後持續閱讀該專
欄，雖然自身傾向報考多益，但「全民英檢秘
笈」能提升英文能力，期待「多益大勝利」的
刊載，幫助得到好成績。保險三李婕瑜則希望
「多益大勝利」能將目標設定在 600 分，對提
升本校學生的英文能力應該會更有幫助。
淡江時報社特將過去的專欄彙整為「全民英
檢秘笈」專區，讓你也可以在網上繼續學習，
快到淡江時報網站。

臺灣女畫家聯展百幅畫作

日研所研討全球政經新局 戰略所交流戰略創新
當選九十八屆首相下，將繼續推動「安
倍經濟學」，外交方面也將繼續強化日
美同盟關係，這些議題都將影響東亞的
情勢與臺日的關係，值得各界的關注與
探討。

張家宜校長 ( 右一 ) 參加「第八屆日本研究
年會暨全球政經新局勢下的日本研究」國際
研討會。（圖／日本政經所提供）
【記者吳婕淩臺北校園報導】本校日本政經
研究所於10、11日與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國立
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在
本校臺北校園合辦「第八屆日本研究年會暨全
球政經新局勢下的日本研究」國際研討會。
此會聚集國內各領域日本研究學者，透過討
論與腦力激盪共同建立新的研究取向與課題，
希望透過對話建立未來日本研究新典範。校長張
家宜致詞時表示，本校十分重視日本產官學研相
關人才培育，並設有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日本
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日本在安倍晉三再次

現場出席者有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海基
會董事長田弘茂、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會長林文程、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郭臨伍、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副代表西
海茂洋、日本法政學會會長代表白鳥
浩博士等，逾百人參與。
研討會邀請到日本東京大學本間正義教授進行
主題演講，並分5個組別進行研討，除了學術交
流外，更希望能讓學生有機會觸各國、各領域的
日本研究學者，強化對相關議題的研究能力。此
外也希望促進同研究途徑與視角觀察日本動態，
並建立亞太區域層次的跨國、跨領域的日本研究
社群。戴萬欽於閉幕時表示：「很榮幸藉由這次
的會議，與各位探討問題和分析，加深對日本的
了解，更謝謝遠從日本來的專家學者和承辦方的
努力。」
戰略所辦全球民主政治發展研討會 75人到場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

科技與傳統結合 數位e筆應用和發展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推廣數位
科技與傳統文化的結合與傳承，以及介紹與推
廣e筆的性能和應用途徑，資訊處於13日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7，舉辦「淡江數位e筆
的應用和發展」教學講座，邀請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張炳煌主講。
資訊長郭經華致詞表示，希望透過這次講
座，讓在場來賓認識e筆目前的發展，也期許
與校內文創相關系所合作，以達到「立足淡
江，放眼世界」目標。張炳煌提起華語文掀起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的風潮，全球現有約4千萬人正在學習華文，
華語文最重要的瑰寶便是書法。
郭經華領軍團隊和張炳煌的互相合作下，歷
經3年多，成功研發出結合現代觸控技術與傳
統書法書寫的e筆書寫系統。透過記錄系統儲
存與重播，能用於展示與教學。除用以書法之
外，e筆還能模擬原子筆、畫筆以進行繪畫的
功能。張炳煌表示，只要手握e筆與觸控板，
就能進行書法、繪畫、簽名、寫字等多項活
動。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略研究所與臺灣戰略研究學會於11日在臺北校
園舉辦「全球民主政治發展與政治戰略之轉變
創新」研討會，約75人到場聆聽。主持人戰略
所教授翁明賢致詞表示：「我們應關心民主在
兩岸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財團法人臺灣民
主基金會執行長徐斯儉也強調民主的重要性，
藉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觀察，如公
眾對民主制度的懷疑、民粹領袖的出現與非民
主國家的擴張提出看法。
本次研討會分三大主題進行，首先由民主理
論發展與全球民主運動現況為開端，帶出臺灣
民主政治與兩岸關係互動影響、民主因素對外
交政策影響之理論與實際等；再來則是對於當
前全球民主政治的分析，如全球政治思潮與世
界觀的轉變和民主退潮；最後則以民主政治之
未來發展前景為主題，引出臺灣與中國大陸的
政治發展和演變。戰略所碩一邱亭華說：「聽
完後我覺得或許我們應該重新以非西方的角度
去定義民主，並非只用習慣的角度看事情，畢
竟有很多面向需要考量。」

揮毫落紙樂韻揚開放索票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將於28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三場的系列音樂
會，將進行「揮毫落紙樂韻揚」演出。
這次的音樂表演相較於其他的音樂表演有很
大的不同，邀請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國
立臺灣戲曲學院講師王學彥一起詮釋傳統國樂
與古典書法交融之美。這是以書法家現場揮毫
融合數位e筆科技的呈現，而作曲家依據書寫
詩句之詞情結合音樂，讓揮毫落紙在樂韻聲揚
中展現書法與音樂的對話，並於今年6月已在
國家演奏廳中演出，千萬不要錯過這場難得的
表演。
本次音樂會將於21日在文錙中心開放索票，
一人限取兩張，先搶先贏。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3 日，「美的交融 - 臺灣女畫家聯展」開
幕式中，20 位臺灣當代具代表性的女畫家與
校長張家宜合影（左五）。（攝影／吳冠樑）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
67週年校慶，「美的交融-臺灣女畫家聯展」
於13日舉辦開幕式，由策展人兼本校駐校藝術
家顧重光主持開幕茶會，特別邀請20位臺灣當
代具代表性的女畫家參展，梁秀中、李重重
等共15人皆親臨現場。顧重光於致詞時表示，
「非常高興能夠看到15位畫家不辭路遠蒞臨現
場，實在倍感榮幸，讓我們不只看到畫，還
看到了畫家的廬山真面目，讓67週年校慶更添
光彩。」校長張家宜隨後也到場與各位師生參
觀，在各畫家的導覽下，欣賞並了解逾百幅作
品，作品多樣的展現，讓大家欣賞寫實、抽
象、傳統、現代、東方、西方風格之創作，該
展期至12月14日止，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

網路看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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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書資料室翻新多元化使用
覺 生 圖 書 館 5 樓 非 書 資 料 室 大 翻 修，
15 日舉辦啟用盛宴，在空間規劃上，增加
T-Reserves、3C 島等專區。（文／張展輝）

女聯會 10 日淡水古蹟巡禮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 10 日舉辦「淡水古蹟
巡禮」活動，邀請到本校歷史系榮譽教授
周宗賢帶領。（文／吳婕淩）
更正：本報 1050 期「專案教學人員聘任
案修正通過」一文中，自 107 學年度起新聘
專任助理教授及專任「教」師均以專案教學
人員約聘方式聘任，應為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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