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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25(一)
10:00

教發中心
覺生國際廳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講座教授林煥祥
高雄醫藥大學客座特聘教授洪瑞兒
2022淡江大學教學實踐研習營-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論文發表關鍵要素

4/27(三)
15:00

觀光系
紹謨紀念活

動中心

觀光系副教授陳淑娟
111年度三全學院住宿書院活動－再
次「羽」你/妳共享運動樂

4/28(四)
12:00

教發中心
I601

輔仁大學統計資訊系主任盧宏益
數理統計創新教學:資訊科技融入
與數位學習網站實作之教學實踐歷
程分享

教學實踐研究論文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國內確診人數
暴增，校園內也無法倖免。本校持續強化防疫措
施，校首頁之「防疫及通報專區」滾動式公布最
新防疫規定，若遇確診案例，將於疫調後公告當
週有校內足跡之確診人數及其確診前4日足跡，並
同步公告於學校官方臉書粉絲專頁及IG帳號，請
教職員生多加利用，並確實做好個人防疫措施。

本校受評單位全數通過

　因應疫情，游泳及水域課程均調整至室外進
行，游泳池維持開放，使用者應落實實聯制、
量體溫及酒精消毒，游泳結束後應立即上岸，
佩戴口罩並儘速更衣離場；健身區使用前應先
出示疫苗第三劑接種證明。總務處除每天固定
消毒作業，獲報確診個案後，將立即依照疫調
提供之足跡場所進行全面消毒。

善用轉錄因子特性 蔡旻燁論文登上JACS

程，同時推動產學實習鏈結校友企業，以培育
具多元能力，畢業即就業之淡江特色人才。」
　首度接受外部評鑑的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
英語學士班，整體經營及發展狀況普獲評鑑委
員肯定，尤其在學生對學系的高度向心力部分
更是讚譽有加。系主任鄭欽模說明，該系在規
劃時即參考系所評鑑的架構，將其融入學系經
營，再加上全英語學習化環境、結合國際化與
跨文化等學系特色，因此在評鑑時只須將相關

本校持續強化防疫措施 提醒做好個人防疫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助理
教授蔡旻燁與美國萊斯大學化學系博士班研
究生Xun Chen及教授Peter G. Wolynes（另
擔任Bullard-Welch基金會教授、美國科學

走出課堂關懷在地 牛涵錚分享教學經驗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4
月19日邀請管科系教授牛涵錚以「生活x管理
xUSR」為題，分享自身教學經驗。
　牛涵錚首先說明自己因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課程走入社區，她細數與淡水在地小農洽談合
作，進而帶領學生參與其中的過程，雖然生活
變得更忙，卻獲得更多改變。「一開始的我對
農業一知半解，但參與活動感受小農熱情後，
讓我勇於踏上田地並帶著小孩共同體驗。」
　接著牛涵錚以《孫子兵法》「兵無常勢，水
無常形。避實擊虛，因敵制勝。」為引，說明
與小農合作不易，需要充分調整心態與方式；
她希望讓學生明白「生活中，管理無所不在」
的概念，所以不以理論方式教授，而是透過實
作要求學生從中學習，她以大一管理學課程

院院士），3人共同在美國化學學會出版的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JACS）期刊發表論文，以轉錄因子PU.1
（一種多功能蛋白質分子，例如骨髓細胞分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4月2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千里環島
緩步行」講座，邀請前財務長陳叡智，向40多
位女聯會會員分享退休後的環島旅行點滴。
　環島旅行盛行已久，你聽過單車環島或是摩
托車環島，可是你有想過「徒步」環島嗎？不
仰賴任何交通工具，用雙腳認識臺灣，是所有
環島旅行中最辛苦與最漫長的方式，是什麼讓
陳叡智選擇以這種方式環島？她透過一張張照
片向大家揭開答案。正因為徒步，她才有機會
在臺中大肚與潁川家陳氏後代暢談歷史古蹟的
困境，在彰化與擅長書法的打鐵舖老闆聊起創
業與交棒經驗等經歷，這些人情味與風景，正
是因為徒步旅行的「慢」，讓她可以好好感受
與珍惜這塊土地，也是徒步旅行魅力所在。
　陳叡智說明，徒步環島路線以兩路線為大
宗，一是沿著臺灣邊緣，以蘇澳、關渡、枋寮
與佳樂水四大極點為目的地；二是根據火車行
經路線，走西部的臺1線加東部的臺9線，也是
補給最方便的路線。此外，行囊也至關重要，
除常見的背包方式，以嬰兒車、輪椅等裝載必
需品的也不在少數，陳叡智特別提醒，行囊重
量最好不超過體重的十分之一，徒步者可依據
路線增減乾糧、水，也可單點住宿或將行囊置
於車站行李櫃等方式，讓徒步旅行更為輕盈。
最後她提醒大家，如果想規劃徒步旅行，現在
可以訓練自己每天走5至10公里，秋末到初春
的季節最適合徒步旅行，最重要的是保護好自
身安全，時刻注意自己的行經方向是否與車流
逆向、遇到怪人或惡狗須快速離開以保安全。
　人力資源處職能福利組莊雯麗分享：「曾經
很好奇陳前財務長退休後的生活，今天聽到她
徒步旅行的點滴回憶，深深吸引著我，讓我也
想開啟一段徒步旅行！」

文錙中心當代繪畫展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4月
15日舉辦教學研習，邀請國家實驗研究院副研
究員顧長欣主講「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應留
意的學術倫理與研究倫理議題」，分享學術倫
理與研究倫理之規定和實務操作。
　顧長欣首先說明教育部規定，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違反學術倫理樣態包含造假、變造、抄
襲、由他人代寫、重複發表、自我抄襲、以翻
譯代替論著、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與合著人證
明登載不實、送審本人或經由他人以違法或不
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等，研究行為需具有追求
科學的真誠、精準、效率、客觀之基本態度。
　其次她針對如何預防論文發表於掠奪性期
刊，點出應檢視網站名稱、頁面、聯絡方式、
收費、查詢編輯群、檢閱其過去出刊文章，同
時確認出版商是否為重要之期刊聯合組織會
員，還可透過網站「Think Check Submit」提
供之檢查表辨別期刊可靠性，避免學術研究成
果遭剽竊。
　顧長欣特別指出，若要執行以「人」為對
象之研究時，事先應告知並徵得學生同意，參
加研究與否均能修習該課程；研究設計以對學
生最少干預為原則，研究執行若屬人體研究如
生理、心理資訊需先送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審查；研究
成果發表方面，須注意不讓學生隱私資訊外洩
或遺失，研究特殊族群或議題，則須避免汙名
化現象造成誤解。
　最後，顧長欣提醒學術倫理不僅關乎剽竊、
抄襲、造假、停權等問題，個人學術研究影響
整個學術界甚鉅，大家都應確實認識、了解並
遵守相關法規，嚴謹以待，在保障學生權益前
提下，完成教學實踐研究。人力資源處組員蔡
金蓮表示，平時負責教師升等和研究申請等業
務，今日聆聽講者介紹學術倫理和研究倫理的
概念和規範，未來遇到教師研究計畫遭學術審
查委員提出異議時，將能提供更好的協助。

呈現25種生命經驗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學院、理學
院、外語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及教育學院所屬
20系所及1學位學程，參與110年度「系所委託
辦理品質保證認可」，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日前公告結果全數通過，各系所認可通過效
期為111至116年，學位學程則為111至113年。
　本校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進行第
三週期系所品質保證認可，除商管學院及工學
院另辦認證外，其餘系所自109年起啟動新一
輪評鑑作業，110年2至7月起辦理內部評鑑、
8月進行書面審查，並於12月7日至10日辦理
實地訪視。品質保證認可項目主要依據「落
實學習本位，型塑品保文化」之理念，參酌
國內外評鑑實務，結合品質保證循環圈之計
畫（Plan）、執行（Do）、檢核（Check）、
行動（Action）概念，協助系所檢視在系所發
展、經營及改善，教師與教學，以及學生與學
習三大面向之作法與成果。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感謝受評系所同仁們的辛
苦，此次能夠全數通過認定，代表本校對於教
學場域與學習成效的重視與持續精進的努力獲
得肯定，學校也將針對委員建議部分給予相關
的協助與改善。他表示淡江一向重視學生的學
習成效，符合社會及產業人才需求，因此各系
所在教學內容及技巧上都會採用滾動式修正，
以達學用合一的目標。「此外，學校也積極推
動跨領域多元學習，鼓勵各系所發展特色課

資料加以彙整呈現即可。他感謝歷任助理、
教師們的付出及學生的肯定，目前已積極進
行課程的檢討與創新之規劃，希望能夠提供
學生更符合現況的學習環境。關於委員提供
的待改善及建議事項，尤其是教師在全英語
授課負擔過重影響研究表現的部分，將在系
務會議中充分討論後提出相關改善或因應的
措施，「也希望學校能夠提供適度支援及獎
勵，協助系上能更穩健的發展與成長。」

文錙藝術中心「當代繪畫展-25種生命經
驗」開幕。（攝影／鍾子靖）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4月22日上午11時舉行「當代繪畫展-25種
生命經驗」開幕式，展出25位青壯輩藝術家從
各自的生活軌跡出發，結合自身生命經驗與土
地相連的歸屬感，創作出心靈深處最平淡卻重
要的日常。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本校駐
校藝術家沈禎和袁金塔、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
術研究所所長王為河、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教
授陶文岳等16位參展藝術家出席盛會。
　展覽由臺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王公澤，與本校通核中心副教授戴佳茹聯合策
劃，王公澤表示，本展覽集結了25位藝術家，
為參觀者提供25種生命視野，他們利用不同的
媒材及不同的藝術形式，表達出生命與環境之
間的關係；部分藝術家更提供完成性較高的創
作和未完成的素描作品，讓參觀者更進一步了
解他們創作理念及發想歷程。戴佳茹說明，淡
江大學沒有美術系，唯一的藝術空間就是文錙
藝術中心，自己在授課時常會帶學生到藝術中
心欣賞畫作，藉以讓學生沾染藝術氣息，也希
望這次的展覽能帶給學生更多體會。
　張炳煌認為，不同世代的藝術家相繼展出作
品，對藝文空間來說是最直接且強烈的碰撞，
25位藝術家有各自不同的歷練與創作經驗，參
觀者可以將他們的生命經歷一覽無遺，是很難
能可貴的事；參展藝術家陳崑鋒則提到自己展
出的作品全是以草稿、未完成的形式展出，概
念近似於建造房子的「工地」，一切彷彿仍在
進行中。他特別指出，一幅已完成的作品會褪
去許多繪製中不經意的靈感，最後去蕪存菁地
呈現在大眾面前，但唯有草稿才能看出藝術家
的創作過程，他希望參觀者在作品中可以意會
「做事不一定要有目的性、不一定要完美的設
定好目標」，事情有時候會展現出多個面向，
從不同角度看會發現不一樣的趣味。

域內被引最多的期刊，其影響因子為15.419
（2021-2022）。
　蔡旻燁指出，此篇論文使用本校最先進的電
腦模擬技術，研究細胞內生命運作的機制，也
就是轉錄因子（一種蛋白質分子）如何於茫茫
基因海中，尋找正確的基因序列，以調控基因
的表達。他說：「此項研究可以作為生物基礎
設計及其相關研究，甚至幫助了解免疫細胞分
化、發育的機理，未來可促進新型的抗癌藥物
設計策略，與引導新的實驗技術發展。」
　蔡旻燁更以「按摩」來比喻這次的研究中，
轉錄因子彷彿在DNA細胞上按摩一般，滑動
到其較軟的位置，便可以停下來工作，找尋正
確的基因序列。他也說明，此次與美國萊斯大
學的研究生及教授合作，是因為之前曾在該校
的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後研究，因此共同合作促
成了這次的研究成果。

管科系教授牛涵錚分享如何透過課程參與在
地深耕經驗。（攝影／楊孟璇）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這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除了定期閱讀
您還可以更實質的支持

國家實驗研究院副研究員顧長欣，說明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撰寫之倫理規範。（攝影／鄧晴）

環島了解各地風情

青銀共榮系列演講

110年度系所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舉例，共分成三大塊：「管理功能」結合實境
AR校園花草走讀引領學生認識植物；「企業
功能」邀請業師授課或分享管理方針同時進行
手作課程，如萬壽芳香菊奶茶、茶樹純露蒸餾
等；「創新與創業」則導入業師經營內容並設
計創業商品達到整合思考，與以往不同的是過
去皆讓學生自己找主題，現在則將固有主題予
以延伸。
　最後牛涵錚以USR計畫「『農』情『食課』
無毒、有機印象淡水」，說明如何將在地關懷
導入課程，她認為除了教學樂趣及學習動機，
還要讓學生有所成長，也希望透過有趣的實作
提升學生學習意願，迄今為止已帶領學生參與
不少活動，未來會持續深耕大淡水，努力推動
地方創生。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4月
20日中午12時至13時邀請中文系助理教授謝旻
琪以「繪本敘事與跨域議題設計」分享自身跨
域合作經驗與心得，現場近35位教師參與。
　謝旻琪既是中文系兒童文學研究室主持人，
同時創辦點點文創工作室出版學生作品，擁有
許多跨域合作經驗，其中「水下文化資產繪
本」為宣導水下文化資產重要性與推廣相關知
識，去年四月時研究室著手開始構想，講述
綠島海域沉船及鱗魨魚「姆姆」遇上天災的故
事，此繪本設計搭配AR擴增實境，卻因為沒
有得標最終未完成；「水保好好玩」繪本比賽
係與水環系助理教授王聖瑋主領的「永續水環
境萌芽行動社群」進行跨域合作，藉著「搬家
的白魚一家」繪本獲得全國冠軍，內容講述在
臺中食水嵙溪棲息的白魚，因河川整治與掠食
者之間的衝突，使得生存面臨困境，探討河川
整治工程與生態環境的平衡；「經濟議題工作
坊」則與經濟系系主任林彥伶帶領的「經探
號」團隊合辦，共同構思議題進行繪本創作，
共發表「船上的馬鈴薯」、「小貝的新衣」、

「列車壞掉了」及「珊珊的新房客」等繪本。
謝旻琪說明繪本敘事的特點，應要「以輕鬆方
式陳述」、「圖文搭配包容度高」，若圖像感
染力夠強就能推廣至更多年齡層。對於「議
題」設計，謝旻琪強調不應「灌輸價值觀在故
事上」，而是要「引導故事與客觀描述」，也
可將影響（或災害）作為敘事主軸，適度加上
科普頁，也可補充知識和作者觀點。她坦言，
跨域合作除了時間及高壓狀態，更因為彼此領
域不同，學生們需要一些時間進行溝通與理
解，以免造成雞同鴨講的窘境，同時能夠感受
與激發想像。

蘇慶峰創意插畫課
活用觀察與想像力
　【本報訊】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於4月14、
21日在H103舉辦微學分「通識工作坊之生活
美學系列」，本次邀請知名插畫藝術家蘇慶峰
到校進行「創意插畫」教學，兩堂課逾20位學
生參加。蘇慶峰擅長將生活常見的物體結合獨
特的畫作風格，繪製各種類型的插畫作品，目
前經營「MrSu-慶峰-插畫藝術」粉絲專頁。
　課堂中，蘇慶峰介紹自身的畫作並說明如何
運用自己的視角觀察世界，並將想像力融入於
畫作中；他以變色龍和建築物件現場示範如何
發揮想像力，將兩者相互結合，並運用水彩、
色鉛筆、代針筆等繪畫媒材，來繪製展現自我
的創意插畫。蘇慶峰詳細說明如何構圖、色鉛
筆如何上色等繪畫技巧，讓在場學生發揮想像
和創意，具體呈現在畫作中。課堂助教資管碩
一羅章丞分享，蘇老師為人親切教學細膩，他
的畫作很有趣精彩，讓參與的學生收穫很多。

通核中心創意插畫課程，插畫藝術家蘇慶峰
示範如何繪製創意插畫。（攝影／林薏婷）

110 年度「系所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結果一覽
學院 學系／所／學位學程 通過效期 學院 學系／所／學位學程 通過效期

文學院

中文系 6年

外語學院

英文系 6年

歷史系 6年 西語系 6年

資圖系 6年 法文系 6年

大傳系 6年 德文系 6年

資傳系 6年 日文系 6年

理學院

數學系 6年 俄文系 6年

物理系 6年

國際事務
學院

戰略所 6年

化學系 6年 外交系 6年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 3年 觀光系 6年

教育學院
教科系 6年 政經系 6年

教心所 6年

本校110年度系所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20系所及1學位學程全數通過。（資料來源／品質
保證稽核處、製表／潘劭愷）

蔡旻燁跨國學術研究論文，以轉錄因子PU.1成功
在基因中尋找出正確序列。（圖／蔡旻燁提供）

化、免疫細胞發育等），成功在基因
中尋找出正確序列。
　該論文於今年2月發表，名稱為：
「The Role of Charge Density Coupled 
DNA Bending in Transcription Factor 
Sequence Binding Specificity: A Generic 
Mechanism for Indirect Readout」
（DNA彎曲對其轉錄因子序列結合特
異性之作用： 一種經由電荷密度耦
合而能「間接」讀取序列資訊的通用
機制）。該期刊為化學領域中的頂尖
期刊，涉及化學領域的所有內容。根
據ISI的統計數據，JACS也是化學領

顧長欣談倫理規範

謝旻琪透過繪本引導學生跨域學習

陳叡智慢步識臺灣

中文系助理教授謝旻琪，分享跨域合作經驗
與心得。（攝影／鄧晴）

女聯會講座，邀請前財務長陳叡智分享步行
環島點滴。（攝影／黃偉）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青銀共榮系列演
講又來囉！繼前次主題「正向心理學與道家養
生」後，本次特別安排「人際關係與情緒管
理」以及「活化大腦的音樂體操」兩場演講，
策劃人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徐佐銘希望
在注重身體健康的同時，也能兼顧心理健康
與藝術涵養，朝更美好的生活邁進。5月10日
中午12時將於B115教室，由通核中心講師胡
延薇以「人際關係與情緒管理」為題，5月12
日中午12時將於B115教室，由通核中心教授
干詠穎以「活化大腦的音樂體操」進行分享，
歡迎有興趣的教職員生踴躍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
　「人為什麼會感到快樂、緊張、焦慮？這些
情緒是怎麼發生的？」胡延薇從大腦對於情緒
認知的判斷與評價出發，進一步談到如何促進
人際溝通。許多都有對長輩們的想法或回應感
到無奈或生氣，不知道該如何跟他們溝通的經
驗，「或許應該先冷靜下來好好的想想，是不
是情緒在作祟？」演講中也將會對這些常見的
問題提出討論與解決方法，讓大家跟長輩的溝
通能更有效率及效果。
　「聽音樂可以活化大腦，因為我們可以在聆
賞不同類型音樂時，透過左腦進行分析，右腦
進行感受，同時訓練專注力，對於任何人都是
非常很好的體驗，尤其對於大腦功能退化或受
損，也有不錯的輔助治療效果。」干詠穎則提
到欣賞音樂的種種好處，也預告將分享如何透
過手機App進行數位音樂創作，讓學生與長者
可以創作自己喜歡的音樂，同時也了解不同世
代的音樂喜好，增進彼此認識。

邀您邁向美好生活

總務處針對校園內確診者足跡場所進行全面消
毒。（圖／總務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