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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網路校園動態
   企管系助理教授高秀學日前帶
隊「Super 金厲害」參加經濟日
報主辦「2011第一屆全國大專財
富管理競賽」獲得優等。高秀學
表示，本次隊伍是由財金三李美
儀、吳念潔和白如菁3人組成，
比賽方式是以案例的方式，幫故
事主角進行財富規劃，並以簡報
和口試的方式評審。他很開心學
生可透過比賽，運用專長幫自己
及他人理財。（莊旻嬑）

　想利用網路平台讓你的教學更加
精彩豐富嗎？Moodle學習平台具
備課材上網、討論區、作業繳交、
線上測驗等強大教學功能。為使更
多教師體驗Moodle教學平台的強
大功能，遠距教學發展組特規劃小
班制的Moodle平台操作教學及串
流錄影教材軟體教學，只要老師或
助教5人一起報名，即可向遠距教
學發展組預約申請。報名請洽專線
(02)26215656，或洽遠距組王大成
校內分機2163。（文／遠距教學
發展組）

大 傳 四 劉

菁從馬來西亞韓江學院傳播系，

轉至本校大傳系一年多以來，先

後奪得校內兩項徵文比賽的第一

名，她謙虛地表示，這一切都只

是機緣巧合而已。回想當初選擇

申請淡江的原因，是相信本校能

夠提供一個更好的學習空間，讓

她能發揮所長。

   負笈他鄉求學最大的困難，就

是來台後面對「繁簡轉換」的問

題，「因為在馬來西亞比較常用

簡體字，很擔心自己跟不上學校

的進度。」所幸老師們對境外生

使用簡體字的表現寬容，再加上

同學的協助，讓她在台灣的學

習能夠順利。在台第一個作文冠

軍，是參加諮商輔導組所主辦的

「十年後的我─生涯gogogo」徵

文比賽，當時她看到宣傳單，回

企管金厲害 獲財管競賽優等徵文冠軍 劉 菁
境外生人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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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研究的靈感泉源  閱雜誌蒐羅各種新知

陳增源從風力獲專利  積極認真拓展研究觸角

淡江時報

   【記者林俞兒專訪】航太系教授陳增源於日前通過「應
用於電動代步車的風力發電模組」、「應用於汽車的風力
發電裝置」兩項新型專利。在他的21年研究生涯當中，陳
增源幾乎是夜不歸家，都是在研究室的沙發床中度過，連
隨手拿起的高爾夫球，都能津津樂道地解釋其構造原理，
從中可窺知他的研究狂熱。原以為他會是位嚴肅的教授，
但一走入他的研究室，滿牆各種廠牌型號的汽車及飛機彩
圖、天花板上吊著的骨董飛機、桌上的飛機小模型、以及
生日時女兒所送的粉紅小豬杯子，顯示出他的玩心。詢問
牆上的彩圖是因航太系教學需要而貼的嗎？他略帶靦腆地
說：「不是啦，因個人的喜好才貼！」
   談到陳增源研究及取得專利的過程，原本的專長是和博
士論文相關，是以聲波學和燃燒學為主要範圍，但因「老
的科學要有些不一樣的突破，真的很難。」再加上經費及
研究過程中遇到瓶頸，他開始想轉換跑道。正當陳增源為
研究方向搖擺不定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自己的好
友，也是航太系系友李佳原知道他擅長動力學這領域，於
是委託他協助搜集風力發電相關資料，越深入研究，更發
現綠色能源的重要性，「今年是我研究風力發電及氫能源
的第3年。」
   風力是現今再生能源的一種，而說到風力發電，一般人
的聯想是位在海邊，以大型的風葉輪，利用風來產生電
力。但是，陳增源發現，在都市中沒有風力發展的空間，
於是他拋開大型發電廠的刻板觀念，以生活角度為出發，
觀察生活中的能源使用，思考能否有低汙染又兼具發電
功能的裝置，來運用在生活中。他觀察到目前汽機車的主
要使用能源是石化燃料，所造成的污染也相當可觀，於是

從綠色能源為發想點，進而研發出「應用於電動代步車的
風力發電模組」、「應用於汽車的風力發電裝置」兩項新
型專利。而這兩項專利的特色在於，小巧的設計可安裝在
汽機車中的適當位置，除大幅提高電能輸出，其蓄電裝置
亦可應用於其他電器的充電功能。陳增源在研究過程中並
非一帆風順，因在風力研究的起步慢，要比別人更努力才
能迎頭趕上，他笑著說：「雖然辛苦，但是也是種研究樂
趣，如果不做研究的話，我反而會覺得無聊。」
   陳增源用自己的方式，不斷地在專業領域上深耕，讓自
己更有能力擴大研究範圍。翻開他所曾研讀的國內外的專
業資料中，黑白的中英文字，摻雜了許多密密麻麻的註
解，資料夾的另一頁則是條理分明、一目了然的手寫筆
記。他表示，他習慣會在閱讀後，另外再用紙筆重新書寫
自己的理解。「聽得到的，看得懂的，是無法辨別是不
是真懂，除非用自己的話重新詮釋後，才能算是真正理
解。」他也會和研究生一同切磋知識，他謙虛地表示，因
在這領域的研究時間不長，所以會用討論的方式，促進教
學相長，讓老師和學生都吸收到更多的東西。
   同時也是航太系學長的陳增源，問到現在學生和過去的
不同之處時，他說：「學習的基本態度就是不翹課，認真
的出席每一堂課。在我那個年代，被當或是退學是一種非
常不光榮的事情。但是，現在好像就不一樣了。」所以，
他提醒同學，「不翹課不缺課，並非只是為了點名而已，
在課堂上教學的每一位老師所傳授都是知識的精華，也是
最能打好基礎的觀念。我覺得，了解觀念比會解題技巧還
重要，當你徹底了解後，是會跟你一輩子的。」
   「知道新訊息，比專精更重要！」陳增源平常都是利

用雜誌來蒐羅各種新知，「其實吸收知
識不一定要侷限在書籍內，因為雜誌的內
容，都是當下最新的消息。」所以，他覺
得大學生應具備廣度的知識，重點在多不
在精，因為「每個人從課本上學習到的都
是基本理論，但理論不一定能運用在工作
上，如何將在學校所學習到的，經過系統
式整合，以運用在職場上，這才是學生們
未來應該多多注意的方向。」此外，他也
鼓勵學生要勇敢去申請專利，「專利並非
要做出實品才能申請，任何創新的想法都
可以。簡單來說，專利最主要的是能保固
自己不同於他人的創意構想。」
   在研究室的一角，發現有個突兀的運動器
材─呼拉圈，陳增源笑著說，因為自己已
不再年輕，偶爾就要起來運動一下。說到這
裡，他拿起呼拉圈現場搖了起來，並驕傲地
表示，「我幾乎不用動就能搖，呼拉圈也不
會掉呢！」沒想到在他嚴肅的研究背景下，
也有可愛的一面。
   上課時的他除了講授課程內容之外，也會
和同學們分享人生道理，就是這種不嚴肅、
親和力的上課態度，讓他獲得由畢業生所頒
贈的「平易近人獎」；他說，他的研究態度
就是「欲求枝葉茂盛，必先根深蒂固」，所以他不斷地充
實自己，拓展研究領域的觸角。他站在風力的起點，看見
研究的新價值，以自己的方式鑽研專業領域的閱讀力，利

用書寫強化理解力，陳增源主動積極的研究精神，讓人了
解到，榮獲專利並不是一項研究的結束，而是邁向更上一
層研究的開始。

到宿舍便疾筆寫作後投稿，而贏

得冠軍。由於第一次的信心，再

參加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的「我

的學習經驗分享」，也取得第一

名優勝。

   劉菁認為，最重要是要勇敢去

試，「只要敢試的話，至少還有

一半的機會；但不敢試的話，就

甚麼都沒有。」即使不知道未來

方向如何，從她踏出家鄉第一步

起，她已具備探索未來的勇氣。

（文／吳泳欣、攝影／鄭雅文）

數學系清寒獎學金受理申請
   【本報訊】數學系清寒獎助學金開始申請，
即日起至20日（週二）止，只要上學期學業成
績總平均65分、操行成績80分以上、並在本學
期未領校內獎學金，家境清寒者優先，歡迎
符合資格的同學提出申請。2、3、4年級每班
各提供2個名額，每名5千元，詳細的申請辦法
和申請表格，請至數學系網站（http://www.
math.tku.edu.tw/main.php）下載，或洽數學系
系辦，校內分機2501、2502。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
於10日晚間在教學大樓三樓平台舉辦「蘭
陽邀月-中秋師生聯誼」，至今已舉辦7
年，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中表示，希
望藉此活動迎接部分大四歸國學生，並拉
近新生與大家的距離，以增進師生情誼。
　活動一開始由熱舞社開場，以熱舞炒熱

氣氛，接著由搖滾社帶來動感勁歌讓現場
HIGH翻天，參與的師生近三百人，將蘭
陽圖書館前的走廊擠得水洩不通。政經四
何欣儒表示，非常高興回到台灣之後可以
跟大家團聚一起，但看著青澀的大一和大
二學弟妹，想著自己即將畢業出社會，不
由得有點緊張。

秋節師生團圓夜 促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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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雅詩獎徵件冠軍獎3萬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古典詩
創作，由中文系、網路古典詩詞雅集和台北市
天籟吟社舉辦「網雅詩獎」，即日起至30日止
開始徵選詩作。本次徵詩主題為「網路」，體
裁以律詩及絕句為限，每人限投1件作品，最
高獎金3萬元。關於參賽方式及徵選辦法請至
中文系網站（http://www.tacx.tku.edu.tw/app/
news.php?Sn=492）或網路古典詩詞雅集網站
（http://www.poetrys.org）查詢。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於15
日，邀請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兼機械系教授顏
鴻森以「古中國掛鎖面面觀：人文社會、工藝
技術、創新研究」為題，進行演講，探討古鎖
的工藝原理及其文化背景，並分享講者蒐藏古
鎖的心路歷程。

顏鴻森的研究領域主要為機構概念設計及失
傳古機械復原研究，並於2011年6月獲得國際
性機構「機構與機器科學國際促進聯盟」頒發
最高榮譽的終身榮譽獎，是至今獲得此獎的首
位華人。顏鴻森在演講上回憶收藏古鎖的點
滴，從早期實物搜集，到後來透過詩經畫集尋
覓古鎖的蹤跡，將觀察的觸角延伸到精神與符
號層面，例如在傳統小說《西廂記》的插圖中
尋找古鎖的圖案，或是留意古代詩人李白、杜

甫的詩句中有關古鎖的

描述，甚至用創新的學術觀點進行另類的收
藏。

由於古鎖的文獻記載相當缺乏，當代對古鎖
的保存也不甚重視，因此在收藏及研究上有一
定難度。目前就其所知，全球只有20位古鎖珍
藏家。問起收藏古鎖的動機，他認為，這和做
研究的道理一樣，研究就是去嘗試沒人做過的
事，它的本質就是創新，往往在越少約束的條
件下，就會產生超乎意料的創意結果。希望透
過這次演講，能啟發學生將科學的研究精神，
與自我收藏嗜好能接軌並行。

機電碩一蔡承恩在聽過演講後表示，不管是
做專題還是寫論文，都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
題目或研究方法，這樣才會事半功倍，就如同
面對複雜的古鎖，只要找到對的鑰匙，就能開
啟。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愛好表
演的同學們注意了，即日起至22日（週四）下
午4時止，只要有樂器、跳舞及模仿等專長，
都有機會在「理學院音樂會─科技與音樂的對
話」發表你的表演秀。
   理學院活動承辦人江夙冠表示，本次活動主
要是提供理學院的同學（含研究生）表演舞
台，只要報名都有機會上台，同時也徵求音樂
會服務員，希望大家能踴躍參加。
   欲知活動詳情或有任何相關問題，敬請洽詢
理學院秘書江夙冠，校內分機2534。

教師成長社群 活化教學效能 提升學生學習力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教師教
學，建立同儕合作互助的夥伴關係，學習與教
學中心推動「教師精進教學專業成長社群」，
自98學年度至今已第三年。98學年度下學期共
有17組參與，至99學年度則增加14組。
   連續兩年帶領社群的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游家政表示，學教中心藉此方案是提供教師一
個溝通的平台，以團隊合作的模式，分享彼此
的教學方式和技巧、激盪出教學創新研究和教

材活化等經驗，進而達到強化教學品質，提升
學生學習的成效。他提到：「帶領社群時，老
師們一起討論如何讓學生強化原文書的閱讀，
提升自主性學習的態度，並提供自身研讀的文
獻，互相切磋交流求進步。因為大家的教學風
格不同，因此可以激發出新的思維。」
   游家政指出，重要的是分享的過程，用理論
結合實務，來培養實作經驗。他強調，教師教
學的養成需要時間與耐心慢慢調整，因此期許

各位老師能共同努力，創造出更專業的教學品
質。
　上學期帶領「新綠向陽研讀會」的日文系教
授曾秋桂表示，加入社群後增進了同僚間的感
情，工作之餘與志同道合的老師們相互砥礪、
學習，能有這種機會是很珍貴的，「成員都
很盡心參與，所以討論時很投入，我給這個
活動打200分，但如果能有充足的經費就更好
了。」

　100學年度將預計成立13組社群，每組由5
至8位同領域或跨領域之教師組成，以首次申
請者就其計畫適切性、社群屬性類別為優先
考量。社群運作時間為10月1日至101年5月31
日，須辦理4次以上，及繳交活動紀錄表、成
果報告和滿意度調查等文件。
   報名時間至20日（週二）止，詳細報名方法
請至請至教師教學發展組網頁下載相關表格
（http://tpd.tku.edu.tw）。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陸所於
15日邀請麗嬰房董事長林泰生，以「兩岸嬰幼
兒服裝市場分析」為主題，在T505進行演講。
現場座無虛席，親和力十足的林泰生，和同學
分享企業經營理念及大陸設廠投資經驗。
　演講的一開始，林泰生先和同學們分享他的
職場經驗及創業歷程，說明從心理系畢業，並
非科班出身的他，如何學習，進而創立麗嬰
房。他說：「我雖然沒有走大多心理系畢業生
會走的路，但是我仍然將我所學的知識，運用
在商場上。我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讓自己的
路越走越寬，而非侷限在特定領域中。」在公
司的經營方面，他有獨特的自創理念心法，如

H-MBA（Health-Mind-Body-Attitude）、板
凳理念、橄欖球精神等理念來經營公司。他解
釋，做生意就是一種信仰，要不斷的學習、正
面思考，和最重要的團隊精神，才會成功。
　此外，談到大陸的設廠投資生意時，林泰
生提出4項主張，有「服務三態」、「浮油理
論」、「板凳哲學」、及「海浪理論」。其中
服務三態是指，要使服務如同空氣般隨側在消
費者左右，讓服務隨時到位；而海浪理論，是
指以漸進的方式，前進並深耕大陸市場。
　大陸所碩一陳艾妮表示，從董事長的經驗
中，得知公司的核心精神是最重要的企業文
化，要有成功精神，才能成就具規模的公司。

董座林泰山 正面思考創立麗嬰房

  熱舞社精彩的表演，結合現代舞的技
巧和Live演唱的方式，帶動了活動的現
場氣氛，加上學長姊與學弟妹們的聯
合表演，更拉近觀眾和舞台表演的距
離。（圖／蘭陽校園提供）理學院音樂會徵選表演者

成大副校長顏鴻森 分享古鎖工藝

學習策略工作坊 9班開課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舉辦的「學習策略工作坊」開課囉！針對不
同的學習需求，本學期開辦「原文輕鬆讀」、
「記憶煉金術」、「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
「Photoimpact基礎入門」、「Let’s Talk 
English Together」、「英語發音班」、「輕鬆
簡報快譯通」、「Illustrator基礎入門」、「我
是報告王」共9門課程，每班僅14個名額。有
意報名的同學可洽業務聯絡人學生學習發展
組吳美華，校內分機2160、3531，或上網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由國際標準舞社帶來的演出，雙人默
契十足，豐富的肢體語言，隨著節奏
起舞旋轉，漂亮俐落的舞姿，讓人感
受到輕快流暢的舞蹈美感。 （圖／蘭
陽校園提供）

蘭陽校園排球盃報名中
  【本報訊】蘭陽校園為提倡排球運動休閒風
氣，及增進各院系師生情感，於26日至29日，
晚間7時在蘭陽校園排球場舉辦「師生盃排球
錦標賽」。比賽採男女混合賽制，教職員皆
可自由組隊報名參加，全創院學生以班為單
位，每班可報名2隊，不可重覆報名。報名自
即日起至20日（週二）中午12時止，逾期恕
不受理，關於競賽規程及報名表請洽CL517、
男女宿舍服務台，或至蘭陽校園網站（http://
lanyang.tku.edu.tw）下載。活動詳情請洽潘定
均老師，校內分機7057。

蘭
陽

活化教學效能

  成大副校長
顏 鴻 森 （ 上
圖）在演講上
分享收藏古鎖
的點滴，吸引
學 生 目 光 。
（圖／機電系
提供）

 學習力

董座林泰生

832-3-02.indd   1 2011/9/16   下午 08:3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