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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走訪各院教師座談 激勵團隊熱情
聆聽與溝通 集思廣益共謀改進

【記者李亞庭、林妤蘋、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為與教師建
立面對面溝通機制，且能認識新進教師，進而提高師生滿意
度，因此自上月起，張校長率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至國際學院、外語學院、工學
院，以及理學院，舉行教師座談會與教師進行溝通；而本月將
持續至文學院、商管學院、教育學院和全創院進行意見交流。
上月20日自國際學院開跑，由戴萬欽主持說明該院近況和所
面臨到的優劣勢，張校長表示，應以「宏觀的願景和策略」、
「致勝的領導團隊」、「充足的資源和設備」、「明確的績

效指標」和「擁有優秀的老師和學生」5項指標來衡量大學經
營，學校會盡力提供最好的環境讓教師進行教學研究，亦期許
國際學院能在教學、研究、服務、輔導4項並重，讓所院教學
內容再向上提升，會將大家的建議研擬可行方案。
22日則在外語學院與近80名教師座談，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表示，老師們現場以教學的角度提問，希望學校能注重不同學
院的屬性，針對不同學院的特色來調整，許多老師亦覺得這樣
的座談能讓學校傾聽基層聲音，可以多舉辦讓教學更上層樓。
27日分別和工學院及理學院進行交流。上午，工學院70位教
師出席，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說
明運作經營以及未來發展後，接
著由工學院各系系主任介紹各系

楊龍杰指導機電生 無人飛機創意賽 飛 出佳績

隊的「水龍頭」則獲得初階電
動拍翅翼組佳作。
臺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
自2007年起由中華民國航空太
空學會及國科學主辦，被喻為
國內航太界的年度盛事，本次
比賽由機電系教授暨系主任楊
龍杰指導，楊龍杰表示，機電
系自2003年就以模仿自然界中
鳥類為基礎著手研製拍翼式飛
行器。他指出，過去多為大
三、大四生參賽，而這次參賽
隊伍是對製作飛機有濃厚興趣
且曾在校內參賽脫穎而出，楊
龍杰說，「這次比賽是學生的
機 電 一 何 姿 儀 （ 左 ） 、 劉 申 禾 （ 中 ） 及 林 政 遠 社團興趣和課業結合的良好示
（右）組隊的「杜芬舒斯博士的邪惡企業」，以作品 範，長遠來說是符合學校的教
「阿波羅終結者」，奪下初階電動拍翅翼組總成績亞 學理念，期望日後能繼續推動
軍。（圖／機電系提供）
這樣的學習模式。」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6名機電大
「杜芬舒斯博士的邪惡企業」以保麗龍
一生於上月16日參加「2013第六屆臺灣無
為材質，強調輕巧與實用性，玩家只需用
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獲得初階電動拍
數十秒組裝後便能飛行。隊長何姿儀表
翅翼組全國第二名和佳作：何姿儀、劉申
示，與其他組相比，阿波羅終結者並非使
禾及林政遠組隊的「杜芬舒斯博士的邪惡
用現有組件所組裝，是與隊員們花了2個
企業」，以作品「阿波羅終結者」的滯空
月時間手工製作的，因此製程相當辛苦，
時間2分零2秒，勇奪初階電動拍翅翼組總
「但我們看著作品成功試飛的時刻，是最
成績亞軍；而方奕仁、蔡昀佑和林佳蓉組
令人感動的。」

教學
卓越

特色並開放教師提問與發言，3位副校長針對問題逐一回應。
張校長肯定工學院的研究表現和實驗室空間美化，隨著招生人
數逐漸下降，應尋求更多管道拓展生源，並增聘教師讓工學院
素質再提升。
下午在理學院的茶會中，由理學院院長王伯昌率各系系主任
報告最新動態和成果，該院教師提出教學、課程設計、教師鐘
點等推廣建議。張校長表示肯定理學院長年來對於學術研究的
成績，並感謝與會同仁提出許多建議，能體會老師對於教學的
熱情和執著，「教學卓越計畫是包含諸多面向的政策，需要同
仁齊力推動和不斷的修正才能將其發揮到最大功效。」王伯昌
則表示，「很感謝校長和副校長願意親自前來聆聽我們的意見
與問題，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朝著更好的目標邁進。」

減授補助多管齊下 專業知能服務課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因應教學
卓越計畫，推動「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讓學生能應用課堂所學，以增進自我反思能
力，進而了解社會議題及培養公民能力，學術
副校長虞國興對此表示，透過教學卓越計畫，
得以培養學生的軟實力。同時，今年為鼓勵教
師踴躍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將給予優
渥的獎勵。「第一，教師可以申請減授鐘點，
以該課程授課鐘點數1倍計算；第二，每門課程
將搭配1名教學助理；第三，補助服務經費新台
幣1萬元，蘭陽校園則為2萬元。」凡申請的教
師每學年以1門課程為限，並於課程開設前1學
年3月1日前向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提出申
請。他亦指出，102學年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獎勵教師減授鐘點申請有10門課初審通過，課
程相關內容包含：社會行銷、社區營造、企業
管理等。「審查通
過後，需經過審議
小組、服務學習課
程指導委員會審核
後，並陳報校長始

算通過。」
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表示，其開設的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特色是著重在在地關懷，因
此以拍攝紀錄片方式，表現出淡江地區的人文
和社會的議題，「校內課程都很適合開設服務
學習課程，透過實作課程的學生，可讓學生產
生別於一般課程的成就感。」
修習「說故事與腳本企劃」的資傳三張懿分
享道：「上學期以旁聽身份參與紀錄片的拍攝
及策展，整個過程收穫很多，觀眾給予團隊工
作者肯定，對我們來說是一大鼓勵，因此會讓
我繼續選修這門課。」企管一蕭佳瑤則對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課程了解不多，「建議可再將相
關訊息公布至各系所，或是寄至校務信箱，讓
資訊廣為人知。」

陳銘凱獲 專利 蔡奇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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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松濤女生宿舍；第二則是以大忠街校門
口公車候車區，經由商管大樓、福園、於
書卷廣場和驚聲路銜接，以形成淡水校園
主要幹道的安全系統。
在這些路線中，除加強照明設備外，設
有9座緊急求救裝置，該裝置中提供緊急求
救按鈕、廣角錄影機和擴音設備，並以與
校園勤務中心24小時連線；一但碰到危險
或迷路時，按下緊急求救按鈕後，將立即
連線校園勤務中心，隨即廣播嚇阻、出動
警衛人員等安全協助。
夜間安全回家路線
此外，在安全走廊外亦增設矮柱燈、步
校園緊急求救系統
道燈及庭園燈等照明設備，節能與空間組
淡水校園安全路線示意圖（圖／節能組提供）
組長姜宜山表示，校園內師生眾多，所以
安全問題更加需要注意，校園中有些地區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為更落實安全
淡江校園將
夜晚時較為陰暗，藉由安全走廊的規畫、照明
架設緊急求教 校園目標，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即將建置淡水
設備增加等，來降低校園陰暗死角的危險性，
裝置。（攝影 校園「安全走廊網路緊急求救系統」，規劃2條
給予全校師生們更優質安全的校園環境。
安全路線：先由克難坡為起點沿著驚聲路，通
／鄧翔）

傳美輝藝 文錙17藝術大家開展
員創作作品展」開幕式，展出17位歷任諮詢委員藝術
家作品，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主持，校長張家
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和多位藝術家到場參
與，其中藝術家王秀杞當場致贈「圓舞曲」
銅雕作品，表達感謝之意。
張校長致詞表示，很高興能聚集書法、繪
助收件至12日止。創育中心 畫等藝術家的作品以辦此次特展，雖受限場
於今日（8日）至11日止舉辦 地關係無法舉行大型展覽活動，但希望結合
媒合活動，協助有意願的教 更多的創新，未來能舉辦國際型展覽活動，
師，針對其研究領域專長協 進而推廣本校的藝術教育。張炳煌指出，藝
助聯繫合適的企業廠商，歡 術文化很需要創新，而且生活應與藝術結
迎全校教師參加。詳情請洽 合，以增加品味和趣味，因此在賞析作品時
創育中心秘書陳彥筑（分機 除了解藝術作品的技巧外，更應該了解其內
2307）。
在情感，希望大家多參與文錙藝術中心展覽
活動。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助理教授
陳銘凱以「蛋白質純化方法Method
for purifying protein」獲得美國專
利；電機系助理教授蔡奇謚、資工
系教授暨系主任許輝煌和外語學
院，與相關企業進行技術移轉。
陳銘凱的「蛋白質純化方法」主
要是使用離子交換層析法進行蛋白
質純化，改進現有之純化技術，不
僅流程簡化，且蛋白質純化效果更
好。陳銘凱說，「蛋白質類藥物將
越來越普及，此純化方法會受廣泛
應用，希望能將此方法，推廣到產
業上。」
蔡奇謚的「影像的動態範圍壓縮
方法與影像處理裝置」日前與華碩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並完成
簽約，預計將項技術應用在該公司
的產品中，蔡奇謚表示，這項技術
主要是以數學演算法方式，能即時
調整影像的解析度和亮度，可運用

創育中心鼓勵產學合作 SBIV補助

化學系2生獲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學系首次
受邀至香港中文大學參與「內地及臺灣學生暑期
研究體驗計畫」，將於6月24日至8月18日進行8週
的研究實習。
本校化學系與該校曾有學術交流，包括兩校學
生曾自費進行研究實習，以及去年化學系教授徐
秀福帶領學生至該校進行學術研究，並舉辦小型
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藉此交流活動，肯定本校
學生素質。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教授陳建成去年
10月至本校進行訪問交流後，選定化學四鄭琳蓉
及化學三莊彧年，共兩位學生以榮譽研究助理身
份前往該校實習，並提供實習津貼。
鄭琳蓉表示，本系實驗室常有學術交流的活
動，希望透過此次實習，精進自身的專業，並學
習該校研究領域。莊彧年也說到：「藉由兩校化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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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中大實習

上月23日，文錙音樂廳舉辦《發現
口琴頻道》演奏會，帶來熱情活力的
口琴表演藝術，將平凡普及的口琴樂
器運用精湛的演奏技巧，讓全場爆滿
的觀眾受到震撼。曾獲亞太國際口琴
大賽的茱蒂口琴5人樂團以〈Indiana
Jones Theme〉為開場，他們巧妙融

上月23日文錙藝術中心及員工福利委員
會共同主辦、海事博物館承辦的「水岸迎
春」半日遊聯誼活動，教職員工們熱情參
與。不同以往，本次聯誼活動的成員，多
以校內未婚教職員工為主，為營造浪漫氣
氛，主辦單位提供未婚女性教職員工每人

日期/時間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4/8(一)
8:10

中文系
L205

4/9(二)
12:00

學發組
I601

4/9(二)
14:10

學發組
I304

4/9(二)
15:10

資圖系
L306

4/10(三)
18:30

學發組
S106

4/11(四)
12:10

學發組
I304

4/11(四)
18:30

學發組
Ｓ106

4/12(五)
12:10

學發組
I304

4/12(五)
14:10

中文系
L401

演講人/講題

貓頭鷹出版社說故事志工老
師張雅惠
雙語人解讀英文的三大盲點
學教中心游執行長游家政
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頒獎暨
心得分享活動
西語四黃宣瑚
「世界很大，只要夠勇敢的
話」--西班牙交換學生經驗
分享，我在歐洲停看聽
創意連結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虹年
數位典藏創意加值的方法與應用
課程所碩二張夢萍
「統計軟體一把罩」--SPSS
基礎教學 （上機操作）
英文四李榮青
「閱讀英文不再怕」--英文
文章閱讀技巧
土木所碩二鄭環宇
「輕鬆簡報快‧易‧通II」
--PPT簡報實作技巧（上機操
作）
中文四高于婷
「筆記達人煉金術」--課堂
筆記摘要技巧
法藍瓷品牌公關經理吳依芃
以創意打造傳統文化的現代
魅力 - 法藍瓷的美學風格與
文創實踐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8(一) 女性研究室 文訊總編輯封德屏
10:00
L401
如何打開文學天窗
4/8(一)
10:00
4/8(一)
10:10
4/8(一)
14:00
4/8(一)
14:10
4/8(一)
16:10
4/8(一)
18:10
4/9(二)
14:10

4/9(二)
14:30
4/9(二)
15:10
4/10(三)
8:10
4/10(三)
9:10
4/10(三)
10:00
4/10(三)
10:15
4/10(三)
11:50
4/11(四)
10:10
4/11(四)
10:10
4/11(四)
10:10
4/11(四)
14:10
4/11(四)
14:10
4/11(四)
14:10
4/11(四)
16:10

4/11(四)
18:00

4/12(五)
14:10

一朵粉紅色玫瑰花，以促進交流。
在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和員福會活
動組組長江夙冠的帶領下，一行人參觀
大舟造船廠、藍天一號豪華客輪後，接
著搭渡輪到漁人碼頭沿岸遊覽淡水河，
大家拋開靦腆，彼此輕鬆談天說地，品保
處研究助理巫孟蓁說；「活動安排得很好
且物超所值，尤其對藍天一號印象深刻，
玩得很開心並還可認識新朋友。」（文／
林薏婷、攝影／鄧翔）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教學
卓越

4/11(四)
19:00

愛在淡水河

我與日明治大學諦122姊妹校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合多重曲風，將口琴演奏
帶來全新境界，尤其〈小
狗圓舞曲〉在1分鐘內演
奏完畢，獲得滿堂彩。
下 半 場 則 表 演
〈 情 熱 大 陸 〉 、
〈Harmonicadence〉三
部曲等，在曲終的〈月亮
代表我的心〉時觀眾一起
齊聲唱和，最後他們以
〈威廉泰爾序曲〉為安可
演奏，大家跟著節拍拍手
加入演奏，完全融入口琴
的音樂世界。
口琴社社長會計二林佳慧表示，
「演出非常精彩，這個樂團對我們來
說是如神般存在的樂團，因為機會很
難得，我們還邀請友社海洋大學的口
琴社來校一起欣賞，大家都很高興，
不虛此行。」（文、攝影／鄧翔）

員工聯誼

學系不同的專攻領域，能有跨領域的學習，拓展
化學專業。此外，亦能觀察他校學生的研究方
法，進而了解、學習。」

【本報訊】本校與日本明治大學成為本校第122所
姊妹校，於上月18日以通信簽約方式完成簽訂姐妹
校交流協定書。該校曾在2012年帶領該校童軍團團
員至本校參訪、到沙崙海灘淨灘等交流活動。
明治大學目前設有法學院、商學院、政治經濟學
院等9個學院、法學研究科、商學研究科、政治經濟
學研究科等11個研究所研究科，以及法律研究所和3
個專業研究所研究科，此外，還設有附屬高中和國
中，共有超過3萬2千名的在校學生。

於低照度及影像偏光之強化，亦可
運用於錄製影像傳輸後之影像清析
度補償，「會繼續努力，在影像方
面深入研究。」
許輝煌將「以Kinect開發之智慧型
互動式會議空間」，先期技術移轉
予五百戶科技有限公司，許輝煌說
明，利用電腦及Kinect軟體，透過具
有藍牙裝置之智慧型手機，在會議
議場，將會議資料、檔案、影像、
影音，進行資料相互傳輸、溝通、
資料檔案交換，因具有互動性、指
向性及設定之功能，可滿足使用者
作業需求，「目前已經和該公司完
成簽約，希望能更進一步合作，讓
這項技術能產品化。」外語學院的
「義大利文與文化課程」已完成和
瑩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
是採預錄方式，藉由雲端數位整流
科技，以網路提供學員進行遠距離
語文課程學習。

茱蒂樂團5口琴 迷醉2OO人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於上月
25日舉辦「傳美輝藝─淡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
導】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中心為鼓勵本校教師與企業
產學合作效益，將協助教師
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
「102年度中小企業創新服務
憑證計畫（SBIV）」，凡申
請核定通過將可獲得政府定
額補助研發經費30萬元，協

技轉企業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聯合科技大學副教授李志誠
資訊科技的創新應用-淺談雲
端服務
清大計財系教授曾祺峰
財金系
Bankruptcy probabilities inferred
L206
from option prices
公行系 外交部退休大使張文雄
B509 國際禮儀
臺師大化學系副教授林文偉
Investig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化學系
Intramolecular Wittig Reactions
Q409
:Synthesis of Functional
Heteroarenes
生輔組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發處副教
學生活動 授級專家陳永隆
中心
預約幸福－正面思考的力量
生輔組 內政部消防署專門委員林金
學生活動 宏
中心
活著離開
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蕭
水環系
松山
E830
海岸環境營造概論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數學系 Jungli, Taiwan樊采虹
S433 Statistical Inference of a Series
System with Bivariate LogNormal Lifetime Distribution
保險系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戴英祥
B505 金融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和安保險代理人公司副理陳建發
保險系
臺灣汽車保險之輔助人定位與
B507
管理
中央大學企業資源規劃中心專
會計系 員龔靖嵐
鍾靈中正堂 〔黃金時刻〕把握你的就業
保證!!!
管科系
B512

外語學院 新蛋美國售服總監Sue Martin
B302A 臺灣電子商務發展及就業趨勢
國際學院
驚聲國際
會議廳
教發組
覺生國際
會議廳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
面對中國大陸:臺灣未來的挑戰
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從孝親與尊師談品德教育之
推展研習會
幻想曲動畫公司導演製片高
文創中心 嘉琪
L412
如何用動畫說故事 ─從創意
到動畫？從巿場到創意？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資工系
經理蘇守謙
E411
軟體專案管理經驗談
德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責
德文系
人管中琪
SG603
德文筆譯市場在臺灣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資工系 朱啟恆
E819
金融服務不打烊:雲端發展及
創新應用
德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負責
德文系
人管中琪
L407
中德中譯實務指導(三)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股份有限公
機電系 司資訊長兼平臺事業群營運長
E830
謝安
數位娛樂近況與發展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會計師
大陸所 史芳銘
T701
大陸對境外公司的反避稅與
案例解析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國際電
視網World Service TV口譯專員
英文系
魏慶瑜
T508
同步口譯-如何同步?進入電視
臺工作的利器!
樸毅青年團 快樂希望愛的分享家徐培剛
B712
人際溝通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陳
產經系 鎮洲
B511
Panel Data and Treatment
Effects: Some Applications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9(二)
19:00

公行系
D501

4/9(二)
19:20

財金系
D223

4/10(三)
19:20
4/12(五)
19:20

財金系
D223
國企系
D404

前中華郵政董事長游芳來
中華郵政新風貌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
兩岸貨幣清算後臺灣金融的機
會與挑戰
臺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
財金時事議題
掌生榖粒的創辦人程昀儀
從生活碗底、杯底、腳底出發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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