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文系於
1月12日在驚聲會議廳舉辦「2019年北區校際
大專院碩士班聯合發表大會」，共有來自臺灣
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七所大專校院師
生共襄盛舉，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文化部長松原
一樹、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到場參與，本次論
文內容多為文學、社會文化面向，共有21位碩
生發表其研究成果。
　日文系主任曾秋桂說明舉辦緣由，通常學術
研討會都是教師們在發表，希望能給予大專校
院的碩士班同學們一個管道，北區校際大專院
碩士班聯合發表大會自2009年開始舉辦，至今
已有11年歷史，但因少子化的影響，碩班人數
減少，協會另開設讓碩班同學發表管道等因
素，本會議於今年舉辦後將功成身退。
　吳萬寶致詞表示，碩士班不僅是大學教育的
延伸，更是邁向學術生涯的起點，對碩士生而
言最重要是獨立研究能力，今天的論文發表

會，正是展現獨立研
究成果的機會，更可
以藉此機會觀摩同儕
的表現，思索在未來
的學術生涯裡應如何
展現一己之長。
　下午則為「2019年
AI研究誓師大會」，
由本校日文系教授落
合 由 治 、 探 網 科 技
的大數據分析師姚泰
宏、本校資管系副教授魏世杰，分別以「現代
の生活に浸透するAI一進む高度知識社会化の
現実一」、「日語結合口碑行銷與大數據」、
「簡介AI文字處理技術與應用」為題進行演
講，進行「AI輔外語（日語）教育的可能性」
論壇，探討AI輔助日語教育，在場教師紛紛分
享自己的所學與經歷，氣氛熱烈。

題。」
　面對挑戰，就
會遇到困難，已
在預算組任職半
年 的 曾 淑 和 說
道，「希望各單
位經辦同仁能了
解學校及補助單
位的各項核銷規
定，以避免退件
的無效能作業。
此外，各單位在
使用預算及會計系統的回饋與意見，也都是我
們未來要再改進的地方。」
  在學校已邁入第五波發展之際，曾淑和期
望，「財務資訊的完整性與擷取準確度對於管
理者的領導決策尤為重要，在財務資訊系統與
校務資訊系統的建置能更緊密配合下，希望未
來各項財務資訊的提供能發揮更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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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姜雅馨臺北校園報導】電機系於1月
12日在臺北校區5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電子
電機系友論壇(TKUECE Forum)」，現場眾多
系友前來參與，系主任楊維斌、系友會會長黃
財旺也與會蒞臨，氣氛熱鬧歡騰。
　本次活動邀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教
授朱唯勤進行「我的『創新』醫療器材研發經
驗分享」，他專攻醫學影像定量與處理、計算
機斷層掃描、醫療器械開發及醫療保健中的醫
學信息學，最後由創新創意競賽及機器人創意
競賽得獎者分享得獎作品，分別為：電機系

統四朱鴻盛「基於RGB-D辨識之機械手臂的
字母物件吸取物件」、電機資訊四詹餘、許哲
瑋「手語學習系統」、電機通訊二許芝菡、李
佳錚、邵才獻「VR多功能觸覺手把」、電機
資訊四李岳霖、柯瀚「應用於中型足球機器人
之功高功率電力電率實作與制動器設計」、電
機系統四連廷睿、王奕鈜「FIRA人型機器人
射箭競賽比賽策略之設計」，藉由學生創新理
念，與系友、師長切磋交流，也讓此次論壇更
具意義。

　二度獲得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資圖系副教
授林雯瑤表示「看著學生的成長，就會覺得，
當老師是件很有價值的事。」林雯瑤接觸大一
與大四的學生，看著他們從大一青澀懵懂的樣
子，經歷大二專心系內課業，大三實習，到
大四成熟穩重有理想，學生求學過程中的逐漸
成長與改變，她都盡收眼底。談及對學生的教
育，她說「對大學生的教育，是一段陪伴的過
程」。大學，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時間，陪
伴學生走過這段歲月後，學生畢業後仍然主動
找老師，這種互動以及彼此間的信任，是教學
生涯中很寶貴的回饋。
　林雯瑤回憶曾發生了令她印象深刻的事。當
時有個學生，屬於比較散漫類型的學生，「但
是某天她開始認真上課，踴躍舉手發問，她說
是我的課讓她找到了人生的目標與方向。」林
雯瑤於是思考，「教書並不只是教書，而是
影響學生的生命。」在這以前，她本著教書就
是傳授知識的心，但在這之後，「教書並不只
是教書，而是對學生生命根本的影響」真的是
「傳道、授業、解惑」，所以自己要更警惕。
對學習比較不感興趣的學生，林雯瑤以多元模
式教學。例如在報告中結合時事，採用「case 
study」的方式，引導case的去思考討論。
　林雯瑤認為大學生想要充實自我，首先必須
要多多閱讀。「雖然很像是老生常談，不過倒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接
觸的人事物增加，如果沒有保持閱讀習慣，會
與外界找不到連結，沒有話題；其次是要培養
自身的多元觀點、邏輯觀點，看事情時能有批
判性的思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有媒體素
養，應該要懂得分辨是非曲直。她推薦給同學
們一本書-《問對問題，找答案》，希望同學
能在數位化時代中，從雜序無章的資料裡，找
出真正需要且對自己有用的訊息。
　最後勉勵同學們，沒有任何努力是白費的，
所有付出的都會有所收穫，在人生的路上，
「選你所愛，愛你所選。」 (文／陳偉傑）

電機系友論壇 創新醫療器材研發經驗分享

中文系研討語文表達創新教學

日文系舉辦北區碩士班聯合發表論壇
愛你所選 選你所愛

（圖／林雯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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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處預算組組長曾淑和

圖書館參考服務組組長林秀惠

學歷：本校會計學系碩士
經歷：會計系助教、會計學系助理、財務處會
計二組組員、財務處審核組專員兼組長、財務
處預算組專員

學歷：本校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
經歷：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非書資料
組、本校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兼任講師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
中文系於1月11日上午9時至下
午5時舉辦「語文能力表達暨大
一國文」教學研討會，會中邀

請聖約翰科技大學、輔仁大學、臺灣警專、臺
灣師大等校內外師生發表共  計16篇論文，約
50人到場觀摩。
   開幕首先邀請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致詞，「語
表課是校訂共同必修課程之一，更是歷史、文
化脈絡等的投射反應，期待會中能激盪出更多
火花，預祝大會圓滿成功。」中文系系主任周
德良表示，「 本 次研討會的初衷是為了呼應教
育部的深耕教育計劃，落實語表課程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學品質，召集校內外師生與會，一同
研討出更具有效益的創新教學方法，以提升大

一學生閱讀跟寫作能力。」承辦人、中文系助
理教授普義南表示，感謝大家參與此會，每位
發表者的論文都非常精彩，相信今天會收穫良
多！中文三黃玟軒分享與會心得：「講者分享
自身的教學方式與經驗和所面臨的困境，這些
經驗對未來規劃教學策略非常有幫助，像是如
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等等，收穫非常多！」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安那堡校

區）造船暨輪機工程學系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海洋暨離岸工程學系碩士

臺灣大學造船工程學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系主任、專任教授、副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訪問學者

考試院典試委員、命題兼閱卷

委員

　【記者鄭少玲專訪】「滿滿的幸福感！」這
是甫接任工學院院長，機械系教授李宗翰，面
對的回答。他表示，工學院經過歷屆院長的勵
精圖治、系主任們全力配合推動政策、資深教
授群在教學與研究的分享、新進教授群的積極
努力，以及學生在各方面的突出表現，讓此時
接下重任的他，能夠以放心、信任的態度，與
大家一起努力付出，持續讓工學院變得更好。
　提及上任後的工作，李宗翰說明除持續推行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及「優秀外國青年來
臺蹲點計畫」外，將更積極與校外廠商洽談合
作計畫，強化產學合作，藉此提升院內教授群
的研究動機，展現他們的研發能量，「透過產
學合作，讓院內教授的專業與產業緊密結合，
讓他們發表的論文除了學術價值之外，更能兼
具實用效益，以達學用合一的目的。」
　除了校內部份已有洽談大型合作案的教授
外，李宗翰希望還能媒合有合作案的教授與產
業的合作機會，落實全面推動產學合作，讓各
個老師的研究發展都能有目共睹；學生也能將
其於課程所學的理論知識運用於實作技能，累
積實務與產業經驗，奠定未來職場的競爭力；

對學校來說也可避免增加校內資源支出，共創
老師、學生、廠商、學校四贏的局面。倘若實
施成效良好，未來將規劃擴大產學合作規模，
視產業需求結合多方專業，將其延伸至各院、
所、系乃至全校，成立跨系院的合作團隊，提
升更全面的合作成效。工學院願搭建起溝通橋
梁，扮演好輔助角色，竭盡所能提供相關資源
並予以協助。
　對於個人的時間安排，李宗翰表示既擔任院
長一職，自當全力以赴，與同仁共同努力，將
優先落實院務推動，讓工學院運作更為完善；
樂於與學生互動，對教學仍懷有極高熱忱的
他，也將持續教學工作。李宗翰特別讚許工學
院的學生，儘管資質不是最優秀的，但團隊合
作的協調能力與使命必達的態度讓他們獲得好
口碑，在產業界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我希望
能透過預研生、實務碩士班等方式，將這些優
秀學生留下來繼續培育，讓他們擁有更強大的
競爭力。」最後，他誠摯許下對於新職務的願
景，期望工學院能有更活潑、更美好的發展，
他將帶著感恩的心，將幸福傳播至工學院的每
一處角落。

  【記者柯家媛蘭陽校園報導】未來學所於1月
4、5日在蘭陽校園CL426舉辦為期兩天的「未
來學種子教師工作坊」，由所長紀舜傑擔任培
訓課程教師，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資工系系
主任陳建彰、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蘭陽校園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施依萱、體育教學
與活動組組長黃谷臣參與。
　紀舜傑說明，未來學所持續致力於培育未來
學種子教師，同時也希望藉此促進師生培養思

考未來化及未來學等相關議題。希望教師們能
透過工作坊了解未來化在淡江的發展歷程外，
同時能將未來學中的「前瞻思考」融入課程。
　活動過程除了介紹未來學的概念，以及相關
應用原則外，還讓參與教授依各自學術領域設
計出一套融入前瞻思考的教學課程，並運用
「未來三角」、「未來輪」等方法分析，達到
未來前瞻之應用。黃谷臣表示，參加本次的工
作坊收穫很多，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對於未來的
「四大情節（成長、如常、崩壞、轉型）」及
「三大動力（拉力、推力、阻力）」，同時透
過研習，讓他對於未來面對少子化的衝擊，在
體育課程的組織、教學實施方向及教師角色扮
演的因應，有了更進一步的思考與規劃。

化學遊樂趣 8年走透22縣市
　【本報訊】由科技部、教育部、化學學會及
化學產業界所共同支持，淡江大學科學教育
中心辦理的「科普活動─化學遊樂趣」，以2
輛改裝自3噸級貨卡的「化學行動車隊」，巡
迴全國校園進行化學教育推廣活動，108年1月
24日抵達位在西岸山上的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
學，1月25日再造訪東岸山上的基隆市立中山
高級中學國中部大德分校，帶領基隆地區學子
體驗動手做化學實驗的樂趣。
　「化學遊樂趣」自2011年起配合聯合國國際

　【記者楊喻閔專訪】參考服務組的主要業務
為期刊及電子資源的購置、資源推廣及支援教
學研究。新任組長林秀惠說：「本組負責全校
期刊訂購，如何將有限的經費及近年來電子資
源訂購費用高漲下，取得平衡，幫助全校師生
購置最需要的圖書資源是組上的主要工作。」
　林秀惠在參考服務組擔任組長一職前，已在
圖書館打滾多年，而經單位縮編，「雖然執掌
與所要做的業務變得不同了，但依然是要讓師
生能更有效運用圖書館資源，」從購置電子資
源與期刊，到了解使用者需求才去訂購，深知
學校每年花很多經費在購買圖書資源，林秀惠
說道，「在這過程中，了解到我們覺得需要
的，或許老師和同學並不一定真的需要。」
   也因如此，除了參考諮詢服務之外，參考服

務組還會舉辦各
種「圖書館及網
路資源利用」講
習課程，依照師
生需求，進行班
級、小組或研究
團隊之學科專業
資源利用指導，
同時，進行資源
推廣與師生需求
調查，也提供教
師教學的客製化服務。
　「在宋館長與組員們的努力下，圖書館的軟
硬體的基礎建構扎實，近年也逐步進行翻修
與更新，希望讓師生能方便地運用圖書館資
源。」林秀慧希望，「讓圖書館的電子與期刊
資源能成為師生在學習的最佳夥伴。」

　【記者楊喻閔專訪】預算組的主要業務為彙
整各單位提出的預算計畫、追蹤後續計畫是否
依規定執行，以及對教育部補助之校務發展補
助經費進行統計彙整和提報各項執行成效，協
助學校能爭取更高補助經費。
   新任組長曾淑和表示，「對於本校預算編製
及執行是我還有待繼續精進的重點，身為會計
人，對於財務知識及法令的時常革新，應有不
怕學新知與接受挑戰的精神。」
　從會計系到預算組擔任組長一職，曾淑和在
淡江已有十分深厚的會計經歷，從稅務審核到
研究案經費處理，她提到，「財務處不同組別
的承辦工作內涵差距相當大，但一致的要求就
是要具備細心與耐心去面對大量的傳票處理量
以及耐心協助各單位經辦人或老師的核銷問

化學年（IYC 2011）慶祝活動起跑至今，邁入
第八年，今年預計突破第500場次，以位處偏
遠地區及鄰近工業區學校為目標。
   本次的基隆一行，完成最後一塊拼圖，將全
國22縣市全部巡迴完畢。執行長高獻章表示，
「化學行動車隊」透過造訪這些學校，將大學
端教育能量所研發設計的教案，帶到中小型學
校，配合國中生操作的化學實驗，提供參與活
動的學生，強化與課本上知識的連結，並在活
動的過程中提高對科學學習的興趣與成就感。

（圖／曾淑和提供）

楊雅喆新戲      天橋上的魔術師
　本校大傳系校友楊雅喆將導演新戲，吳明益
以「天橋上的魔術師」是全新打造的魔幻劇
集，由吳明益與楊雅喆導演合作，故事背景以
已被拆除的台北中華商場為題材，這曾是台北
最熱鬧的商店街，以及連結街道的天橋，人潮
聚集，有著許多歷史記憶在人們心中，目前演
員徵選全面開跑，在尋找曾經在中華商場的居
民、商家，生活、工作或停駐之男孩、女孩。
吳明益著作曾獲海外多項文學獎肯定，這次與
楊雅喆導演攜手合作，讓我們一起期待這場魔
幻劇集的演出。（文／本報訊）

法政大學來訪本校工學院

帶領工學院在幸福中持續前進

（圖／林秀惠提供）

　日本法政大學情報科學研究科教授，綜合理
工研究學位學程（IIST，Institute of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任八名和夫（Kazuo 
Yana，圖左五）一行4人，於1月22日拜訪本校
工學院，工學院院長李宗翰（圖左六）率各系
主任及教授接待，並針對未來學術合作方向進
行討論，會後由電機系主任楊維斌帶領參訪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IIST為英語授
課的跨領域碩、博士學位學程，八名和夫希望
本校能推薦學生前往修讀，以強化雙方學術交
流。（文／本報訊、工學院提供）

工學院院長
李宗翰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戰略所師生參訪調查局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1月15日至調查
局參訪。所長李大中表示，為提供學生對
相關就業管道的了解，此次參訪調查局讓
學生們一探究竟。（文／柯家媛）

歐俄冬令營深入文化 
   歐洲研究所於1月14、15日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舉辦「歐俄冬令營-語言、文化與國
際關係的對談」，藉由語言、文化與國際
關係的連結，提供學生與大眾了解歐洲與
俄羅斯研究領域。（文／柯家媛）

校友代表籲系所友會
加入聯合會

　本校募款委員會第30次會議於1月9日在
淡水國際會議廳舉行，現場校長葛煥昭頒
發106學年度勸募感謝獎，校友代表們鼓勵
各系所加入系所友會聯合會，目前僅半數
的系所友會加入。（本報訊）

大傳系校友曹世綸任
SEMI全球行銷長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學會於1月7日任命
本校大傳系校友、SEMI台灣區總裁曹世綸
為新任全球行銷長，而這也是SEMI自1970
年成立近50年來，第一位亞裔行銷長。
（文／林雨荷）

　日文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北區校際大專院校碩士班聯合發表大會」。（攝影＼羅偉齊）

（攝影／潘劭愷）

外語學院舉辦德俄文化營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與俄文系
於1月29日聯合舉辦「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2019寒假德俄文化營」，吸引全國18所學校40
位高中生參加。德文系主任兼外語學院院長吳
萬寶開幕致詞時歡迎學員們的參與，提到面臨
全球化時代，多學習幾種語言強化溝通是必要
的，儘管AI的出現讓一切似乎變得簡單，但透
過語言的連結，可以認識並理解不同的文化，
也能用不一樣的角度來面對世界。俄文系主任
劉皇杏則以俄文向學員們說早安，同時預告相
關課程，希望大家能盡情學習，滿載歡樂。
　之後由吳萬寶帶領學員們於淡江校園內進行
環境簡介，接著由德文系助教賈翌筠進行基礎
德語教學與歌曲教唱，搭配賓果遊戲及看圖說
話等方式引領學員進入德語的世界；助理教授
鄭慧君則介紹德國節慶文化與飲食，包括家人
團聚的耶誕節、及深具地方特色的「科隆嘉年
華」，以及普遍又美味的家常菜「奶油馬鈴薯
燉肉」、「酸味燉牛肉」。下午由俄文系助教
梁家菱進行基礎俄文教學，以影音方式教導簡
單的俄文問候用語及對話，另安排桌遊活動，
讓學員們在遊戲中複習學過的字句，學員們玩
得興高采烈，場面熱鬧滾滾。最後在兩系主任
頒發證書及大團拍下結束此次的活動。

歌唱桌遊  多元學習

未來學種子教師工作坊

工作坊互動良多。（圖／未來所提供）

工學院教授與來訪。（圖／工學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