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學教中心遠距組將於3月9日上午
9時至下午4時，在覺生綜合大樓
I501舉辦「遠距課程優質教材與認
證分享」研習會，邀請具豐富數位
學習經營與推廣經驗之專業師資，
講授「教材認證指標說明暨優良案
例」與「課程認證指標說明暨優良
案例」二大主題，歡迎校內外對數
位學習有興趣之教師、同仁與教學
助理踴躍報名。活動詳情請見遠
距教學發展組網站（http://deds.
learning.tku.edu.tw/）。（遠距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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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策略工作坊即起招生
【記者賴奕安、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策略工作坊針對不同的學習需求，開設了「外
語學習策略－聽與說學習技巧」、「記憶煉金
術」、「上台報告技巧」、「高分戰役－大腦
檢測與答題A+」、「Illustrator基礎入門」、
「我是報告王」、「外語學習策略－發音的學
習技巧」、「原文書輕鬆讀」、「輕鬆簡報快
譯通」。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組長
黃儒傑表示，今年課程除了以往的課程外，特
別邀請輔仁大學種子教師來校進行交流，於3
月13日中午12時20分開設「上台報告技巧」課
程，歡迎同學報名，詳情請至學習與教學中心
網站（http://163.13.43.79/news_view.aspx?msg_
id=733）查詢。

王嫡瑜 健走插花 動靜皆宜

每天清晨5
點，在天空未亮的操場上，淡江時
報委員會秘書王嫡瑜，正以慢跑2
千5百公尺來迎接新的一天。問她
為什麼可以早起，她笑著說，「只
要鬧鈴一響，就會起床。」
驚覺身體健康的重要，因此開始
早起健走的運動，持續6年下來，
王嫡瑜發覺，運動可以提升工作效
率，「每天運動確實能讓工作時精

SPSS課程熱烈報名額滿
【記者賴奕安、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與教學中心開設「SPSS基礎操作」課程（SPSS
為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的縮寫），
21日公告起，不到一周的時間已經報名額滿，
學生學習發展組組長黃儒傑表示，這次新開設
的SPSS基礎操作課程，報名相當踴躍，由於這
套課程須配合電腦教室使用，因此名額有限，
下學期會再努力爭取電腦教室，讓更多同學能
有機會學習。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為有志提高華
語教學能力的同學，本校成人教育部開設「華
語師資培訓進階班」，即日起開始報名。本次
課程以實務為導向，以討論、實作、操練、演
示等方式熟悉教學技巧，有「國內外華語文班
級經營與輔導實務」、「華語文教學法應用與
示例」等18個課程單元，共計108個小時。凡
有興趣的校內外學生，或具有本校或具有任一
學校之華語教學師資培訓初級班結業證書者，
皆可報名參加，名額有限，詳情請洽成教部網
站（http://www.dce.tku.edu.tw/），或電洽承
辦人梁涵詠，校內分機8303。

TA期初會議分享教學經驗
【本報訊】學教中心教發組將於3月6日至3
月8日中午1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0
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期初會議」，會中將
說明教學助理管考制度、獎勵優良教學助理，
也邀請獲獎教學助理分享教學經驗，歡迎本校
教學助理出席，請於3月4日午夜前完成報名，
活動詳情請洽教發組林姿均，校內分機2121。

保險系校友陳振誠任陣頭教練
保險系校友陳振誠現任為彰化縣
芙朝國小體育老師。為鼓勵學生學
習民俗藝術，在校內成立跳鼓陣，
並和多位老師編隊訓練，83年起獲
得獎項不勝枚舉，87年獲台灣省跳
鼓陣比賽第1名。陳振誠表示，20
年來編隊練習讓學生增進體能，也
在海內外表演中增廣見聞。陳振誠
說，「大家不要排斥任何事物，保
持冷靜才能在因緣際會下，把握任
何發光發熱的機會。」（本報訊）

盲資中心 身心障礙座談校園安全
聲！」
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上學期會議中提出的
無障礙設施問題已經著手處理，如指南客運的候車平台已建置
完成，而郵局旁的殘障坡道，也終於許可通過，待施工時間公
佈。綜合座談中，公行二黃振洲提到驚聲路上是否能增加導引
措施，而且樹會擋到人行道，使通行不便；還有學生提到，
5、6點下課時人潮眾多，擺放在那邊的水泥花臺沒有防撞設
計，很容易受傷。葛煥昭表示，請盲資中心和總務處討論後盡
力改進。
有家長表示，希望大學學習的課程可以加入「認識身心障礙
學生」相關課程，甚至應該加入入班的宣導，葛煥昭回覆，大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舉辦全校身心障
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22日中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教務
長兼盲生資源中心主任葛煥昭主持，相關單位一、二級主管皆
出席，與學生、家長面對面。學務處課外組組特別提到今年27
名身心障礙生社團必修課程，課外組組長曲冠勇表示，「歡迎
同學到SG201，由社團TA專門服務，讓身心障礙的同學也能順
利修習完社團必修課程。」而綜合座談中，學生、家長提出對
於校園設施障礙、及格標準、選課等意見，葛煥昭表示會再研
議：「因為有些問題並不是那麼容易解決，但絕對會納入相關
會議討論。」會中還請到社團法人殘障聯盟的專員劉俊緯，宣
傳「權利營隊」課程，「希望能帶動學生自我增權，為自己發

中央研究院
院士麥朝成，
於18日在台北
校園談「歐債
危機與歐盟未
來」。（攝影
／蔡昀儒）

麥朝成解析歐債對台影響
【本報訊】18日上午中央研究院
院士麥朝成應國企系之邀在台北校
園D222，談「歐債危機與歐盟未
來」，會中解析歐盟成立始末、區
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歐債對台灣的
影響及台灣經濟政策的走向，現場
發問踴躍，會後仍圍繞麥朝成請教
問題。國企系系主任賈昭南表示，

演講引起廣泛的討論，儘管超過演
講時間，但同學都還能留在現場，
顯示這場演講對同學收獲良多。國
企碩專一胡榮宗表示，目前從事證
券業，透過這場演講的內容，除可
印證報導的正確性外，也比較能了
解歐債對台及對全世界的影響性。

【記者李鎮亞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本學期聘用
姊妹校維也納大學古植物學系榮譽教授David Kay
Ferguson（譯：費古生）為客座教授，目前開設「植
物的化學與形態溝通（Chemical and morphological
communication by plants）」及「化學英文」二門課
程，以英語講授。
費古生主修植物、化學、地質、動物及古生物化石
等研究，為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地質學士、英格蘭
利物浦大學碩士、U. of Utrecht博士，目前是維也納
大學古植物學系榮譽教授。2010年9月曾以「從植物
來看過去氣候的變化ー以木質、樹葉及花粉做為氣候
的代言者」為題蒞校演講，也促成至淡江任教機緣。

費古生上課的肢體語言豐富，且會以生活經驗和學
生分享，在「化學英文」的課堂中不用投影片，改以
板書的方式，有條理的指導學生聽說讀寫的英文能
力。他對淡水的第一印象是「很冷。」並認為淡江的
學生都太害羞，因此，費古生鼓勵學生，要勇敢開口
說英文，只要多練習就會有進步。
化學系教授吳嘉麗表示，透過費古生的教學，可提
升學生科學論文的英文寫作能力和在英文面試上有所
助益。化學碩一李俊暉說，覺得老師上課很有趣，板
書的方式可以提高專注力，雖然有些單字聽不懂，但
是老師都會換句話說，向我們說明課程內容，他覺得
學校要多開生活類的英文課程，可增加學以致用。

財金系證券模考系統 助學生得證照
【本報訊】財金系為輔導學生考取金融證照，在
B1012設有「證券模擬交易實驗室」，於98年11月起
陸續購置「網路證照模考系統平台」的考照題庫，目
前已經累積11套題庫，並從99學年度起，透過《證券
投資實務》、《投資學》及《理財規劃證照輔導》、
《固定收益證券》等課程中，教師輔導學生模擬測
驗；除在課堂外，財金系系上學生亦可在家透過網
路，帳號登入使用。根據統計，迄今100學年度財金
系約1千2百名學生中，約有6百位同學使用，累積人
次達千次。
財金系系主任邱建良表示，現在金融環境競爭激
烈，希望學生能在畢業前考取金融證照來累積就業

盧憲孚奇木拱門 獲最佳創意獎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資傳系專任講師盧憲
孚於1月，以裝置藝術「奇木
拱門」獲得「北京798藝術節
最佳創意獎」，並在中央美術
院與北京798藝術特區展覽。
盧憲孚表示，此區是北京觀光
的熱門觀光景點，也是目前大
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個指
標，「參賽主要是希望能讓更
多人看到我的作品，很高興能
夠獲獎。」
此次「奇木拱門」的創作主
題，是延續在視盟藝術家博覽
會所展覽的危美奇木作品色彩
概念，將鐵椅色彩以中華色，
紅、黃、橙為主，椅子堅持不
焊接，順著椅子天性，以維持

學學習課程是由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負責，將知會該所；而
入班宣導的部份則請盲資中心協助。而另位家長則反應，「孩
子一路跌跌撞撞，終於到了大四，真的非常謝謝學校和盲資中
心的協助！」也詢問道，可否讓身心障礙同學的及格標準下降
為50分，讓學習上的壓力減小，但葛煥昭表示，已有二一不退
學之特權，若要改50分的話，影響很大，但會在教務會議上提
出，研擬是否可行。
另外，有家長也反映更名的問題。因盲資中心服務的對象不
再只是「盲生」，希望能順應潮流，改成身心障礙生資源中
心、或是特殊教育中心。葛煥昭表達贊同，並表示希望盲資中
心能夠考慮。

維也納費古生 來校任客座教授

參與演講的聽眾，針對中央研究院院
士麥朝成的精闢入理的歐盟成立及歐債
問題，均凝神傾聽且勤記筆記。（攝影
／蔡昀儒）

蘭陽

華語師資開班增進教學技巧

事物能讓自己心情愉快、
性情溫和，才能照顧好身
心。
「動靜皆宜，早睡早
起」是她保持身心健康的
秘訣，她常常告訴自己的
孩子要多運動，也建議同
學，用電腦時應不超過2
小時，養成固定的運動習
慣，身體應該趁年輕時就
好好保養。（文／謝佩
穎、攝影／林俊耀）

神更充沛，不僅能讓身體健康，也
能夠使心靈成長。」
她也藉由運動和街坊鄰居聯繫情
感，平時也喜愛健走登山以親近大
自然，陽明山、奇岩山等地都留下
她的蹤跡，也經常參與校內女聯會
活動。對插花情有獨鍾的她，擔任
插花社的校內指導老師，在每周四
晚上協助指導插花社的同學。
她認為，在工作之餘，欣賞美的

機器人假日班開課快體驗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成人教育
部機器人營隊系列課程假日班開課囉！師資陣
容由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任翁慶昌指導
之專業師資團隊親教，且課程中全部採用由丹
麥樂高原廠所製之教具。淡水、台北校園皆有
開設基礎班、進階班及應用班，透過循序漸進
的課程，讓從未接觸過樂高的學員，以最輕鬆
的方式學習，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原理，及
機器人各種感測器原理，無缺席之學員還可獲
得「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證明書」。每班人數上
限20名，即日開始報名！詳情請至成教部網站
（http://www.dce.tku.edu.tw/）。

3

物品本性而變化，去開發椅
子的無限可能。而央美展覽
結束後，盧憲孚把全部鐵摺
椅贈與設計學院，將具有美
感經驗的鐵摺椅回歸到樸實
的生活中，推廣永續利用藝
術的概念。
盧憲孚期望未來能夠在德
國的科隆教堂，展出他的
「哥德教堂」鐵椅作品，因
為椅子「chair」和柯隆教堂
「Kathedral」，在希臘字源
中同義為「坐」，「如果有
幸，能在那展覽將使『哥德
教堂』作品更具意義。」

競爭力，因此添置金融模考照平台和與時俱進的題
庫，並藉由課堂上教師輔導的方式，學生能理論與實
務兼具；此外，系辦也提供金融考照教科書的借閱，
讓學生可以隨時練習，以增加考取證照之機率。邱建
良歡迎商管學院有考金融證照意願的同學，都可至財
金系使用這套系統，詳情請洽財金系系辦，校內分機
2591。財金碩二曾玉翔表示，目前已考取7張金融證
照，未來也想從事金融業，對於系辦的考照教科書的
借閱感到很方便，並希望這套平台能夠繼續讓同學使
用，「也希望能定期更新題庫，讓考照的同學能夠保
持最佳戰力。」

失物跳蚤拍賣 現場搶購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
導】男女宿舍自治會舉辦的
「跳樓清倉大拍賣」，於22
日中午在強邦教學大樓三樓
走廊開賣！這次拍賣的物品
在蘭陽校園中歷年來所拾獲
且公告超過半年以上無人認
領的物品，如USB隨身碟、
書本、電子辭典、手錶、手
機等多種品項。最低標價10
元起，因此吸引很多同學前
往，不到15分鐘，幾乎搶購
一空！
指導教官黃銘川表示，本次
活動所拍賣款項，會依去年
開會之決議，將全數用於宿
舍活動，未拍賣出的物品將

盧憲孚裝置藝術「奇木拱門」獲得「北
京798藝術節最佳創意獎」（圖片／盧憲
孚提供）

繼續公告，預計下個年度繼
續進行。
文苑女生宿舍自治聯誼會
執行長觀光二徐顥耘表示，
這次失物約有70件，多半是
3C產品。經大家開會討論，
提供適當標價以方便學生購
買，「活動進行得很順利，
也很意外受到搶購，希望未
來能夠繼續再承辦這個活
動。」
工作人員之一北京陸生資創
一康程程表示，是第一次看
到遺失物拍賣活動，感覺很
新鮮有趣。資通四林易鋒笑
著說，「可以便宜買到隨身
碟，真的很棒。」

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 往高處行

翰林驚聲 陳定川勉以崇高經營理念 謙虛品格 挑戰高科技
講題：挑戰高科技之路
演講人：陳定川(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
時間：2012年2月15日下午7時20分
地點：台北校園
•
•

•

永光化學成立於1972年，資本額從400萬元，到1988年股
票上市時已增資5億元，2010年達42億元，員工有400人。
經營方面，1976年建置一廠、1987年建二廠，1992年建三
廠，後來醫藥事業前攻大陸平地市場，1989到土耳其發展
紡織業，1991在美國、香港、荷蘭、上海、廣州、青島、
宏都拉斯和廈門等地發展，目前全球據點有15個營運據
點、5個生產基地。
並獲多項國家級大獎包括：2004年經濟部「卓越企業公
民貢獻獎」、第2屆化學科技產業菁英獎－卓越研究獎、
2008獲得台灣化學科技產業菁英獎、2009年更榮獲經濟部
工業局頒發安衛楷模獎等。

【記者謝佩穎整理】我在1963年進入淡江國貿系，因中間有
1年到馬來西亞工作，所以在1976年畢業。永光自創立以來，
從國內染料市場、跨足到特用化學品、電子化學品等高科技產
業，還朝向醫藥原料藥、藥妝保養品發展，永光化學歷經20年
時間，努力從傳統產業轉型高科技。這些經歷與過程，我想就
是生產事業要掌握關鍵技術，才能領先市場。
首先挑戰的，就是特用化學品-紫外光吸收劑的研發。當

時，為了開創永光化學的新格局，趁著到美國參加國際基甸會
年會之時，拜訪陳武彥博士並採納他的建議，發展紫外光吸收
劑，這種化學品可以吸收太陽光且能轉換紫外線，讓布料或物
體不被破壞。但這項研發技術層次高，又不易突破關鍵技術，
還受到汽巴嘉基公司的打壓，儘管幾乎無利潤，但我仍堅持下
去，順利研發出非溶劑型塗料的紫外線吸收劑，有效降低紫外
線對人體的影響。
而在進入醫藥化學領域時，我以前列腺素來做產品研發，因
為前列腺素的合成很長，技術非常困難，經由生技中心企劃處
經理陳中成介紹，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學生與我合作，同時
為了通過eGMP的制度，特別聘請三個顧問，最後終於通過台
灣和美國eGMP的規格。在進到電子化學品領域時，永光化學
獲得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優等獎，並蒙總統召見，同要求舉辦
發表會及參觀工廠，與同業分享經過，當時工研院特將光阻劑
技術移轉給永光化學承接。
1997年永光化學購併全通科技，正式進駐新竹科學園區設立
生產據點，這象徵永光已經進入了新的里程碑，這當中所受到
的挑戰，是如何塑造企業文化？如何吸納更多人才？因為，企
業文化及崇高的經營理念，才能吸納人才，也才能讓員工貢獻
專業及才智。
90年代中，電子業的興起讓台灣各行業搶人才，但永光所
招聘的專業人才上，有化工背景超過500人，博、碩士生10個
人，主要就是要達到培養人才的目的，同時也組成專業團隊。
為了要拓展全球市場，在申請專利上花了相當多的心血及時
間，不停的在各專利書中找問題，同時提出解決方案，讓產品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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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美。另外，在國際合作能力上，在與國際大廠的經
驗上，他們找的合作對象除了公司的專業能力外，也依誠
信度、解決能力等來作為評估指標，因永光的「誠信」經
營理念和專業能力，已和享譽全球10家國際大廠合作。
和大家分享永光創立過程的同時，我認為，經營者必須
要有崇高的經營理念、創新能力、強而有力的經營理念、
不怕吃苦及企圖心，才能在全球競爭的市場中生存，同
時，企業經營並非為了個人，要以造福人群、愛惜員工、激
勵員工和應變能力，這樣才能和大家一起努力，克服困難。
因此，我認為挑戰高科技必備的條件之ㄧ，就是要有成熟
的品格。因為在面對極多的挑戰和壓力，必須付出極大的努
力才能去完成任務時，而耐心和容忍能使內心的和諧愉快，
即使無法達成時，也能很快的恢復平靜的心境才不致於影響
身心健康，平時就要培養這種能力，來鍛鍊自我心智。
同時也要有敏銳的自省能力，在忙碌的工業社會，每天忙
著處理複雜又繁重的工作，需要安排固定的時間盡心檢討自
己所扮演的角色，敏銳地發現缺失所在，勇於改進。由其當
面臨外在經營環境的改變和內在經營規模擴大的衝擊時，必
須敏銳的感受及認真研究探討，確實改進經營管理的模式，
以因應備急。
維持謙虛的美德在經營管理中是很重要的，每階段的衝擊
都會有階段性的成功，要學習在階段性的成功後不驕傲，這
是非常重要的功課，因為驕傲會破壞良好的人際關係，也會造    陳定川認為挑戰高科技必備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
成與共同奮鬥的夥伴師去向心力。團隊合作更為重要的，只要 成熟的品格，因為耐心和容忍能使內心的和諧愉快，
也才能面對高壓的挑戰。（攝影／羅廣群）
耐心傾聽就能整合大家的意見，朝向共同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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