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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社團經驗讓我的組織力駕輕就熟，雖然

較晚進入社會，但學會當一個發起者，提

出規劃，並動員團隊完成額外的業務，從

無中生有，創造價值。所以人生不是比速

度，而是收穫與否。

－工研院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8(一)
10:00

教發組
CL426

語言系副教授謝顥音
觀課交流：英語授課課程觀課交流

10/9(二)
12:00

教發組
I501

CL423

大傳系教授王慰慈
「 P o p - U p 流 動 世 界 的 教 學 工 作
坊」－分組做得好，老師沒煩惱：
專案式課程經營

10/9(二)
14:00

物理系
S215

NASA Goddard Flight Center 戈達德
太空飛行中心助理研究科學家Lien, 
Amy Yarleen
107年度國外教授來訪學術演講TBA

10/12(五)
12:00

教發組
I501

CL423

歷史系副教授林嘉琪
教學技巧：CLIL研習對歷史教學的
反思與實踐

10/12(五)
13:00

教發組
S104

東吳大學理學院物理系教授陳秋民
理學院「參與及實踐」教學講座－生
活中的危機與物理－談物理演示教學

10/14(日)
9:00

華語中心
D001

華語中心教師袁寧均
淡江華語中心《時代華語》數位種
子教師培訓計畫之軟體能力運用在
華語教學

10/14(日)
13:00

華語中心
D001

君邑資訊有限公司專案經理李燕秋
淡江華語中心《時代華語》數位種子教
師培訓計畫之動畫融入華語教學課堂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8(一)
10:10

財金系
B704

資深分析師林成蔭
輕鬆解讀經濟指標，謀訂於後動

10/8(一)
13:10

化材系
E819

科盛科技公司產品處資深部門協理徐志忠
化工人的頂尖CAE模流分析技術，
從過去現在到未來

10/8(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原轉小教室召集人Mayaw Biho馬躍比吼
傳統領域的未來

10/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家衛生研究院陳仁焜
實驗動物與我的研究（Experimental 
Animals and My Research in NHRI）

10/9(二)
10:10

俄文系
B116

晟碩科技業務課經理潘芸亘
俄國與歐洲業務技巧與常識

10/9(二)
13:10

戰略所
O504

大愛電視新聞部記者許斐莉
台灣慈善軟實力－兼看對岸慈善今昔

10/11(四)
10:00

國企系
B712

板信商業銀行副總經理張忠吉
行動支付與金融科技FinTech之發展

10/11(四)
10:10

中文系
L528

淡江大學榮譽教授呂正惠
一帶一路的思想淵源

10/11(四)
18:10

資訊處
B217

教學支援組組長林東毅
淡江軟體雲應用與操作

10/12(五)
10:10

大傳系
O202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策略長兼新聞部
副內容長何振忠
媒體的新責任與新敍事

10/12(五)
10:10

資工系
D787

兆豐銀行專門委員兼資訊處副處長吳憲明
銀行資訊系統架構設計與策略

10/12(五)
14:10

經濟系
B506

Refine Fitness陳念煖
扛槓中年的斜槓人生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演講看板

3版 卓爾不群專訪

　【記者劉必允專訪】建築系校友鄭明輝以作品
「城市介面」榮獲2018德國紅點產品設計大獎，
2017、2018年囊括德國IF設計獎、2016至2018年
獲臺灣室內設計大獎，他也是擁有50萬粉絲的知
名插畫家，經營毛毛蟲文創，實踐斜槓人生。

鄭明輝實踐斜槓人生
4版 校園話題人物

　【記者王怡雯專訪】英文四潘界印日前榮獲第
30屆金韶獎獨唱組冠軍，目前和吉他社團員規劃
創立專屬YouTube頻道，將自創歌曲和音樂表演
收錄其中，以獨有的溫柔嗓音唱自己的歌，希望
唱出一片繽紛人生。（攝影／廖國融）

潘界印YouTube秀新作

　【本報訊】本校107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
研討會將於10月13日（週六）9時至16時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廳舉行，校長葛煥
昭、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各單
位主管、秘書及教師代表皆出席參加。
　今年以「淡江第五波－新時代下高等教育的
新挑戰」為主題，上午邀請逢甲大學校長李秉
乾主講「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學術副校長
何啟東專題報告「如何有效檢核本校八大素
養」、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主講「本校第五波的
發展重點、具體作法及挑戰」及國際事務副校
長王高成發表「國際交流合作與教育創新」。
下午進行分組討論報告，最終由葛校長主持綜
合座談，並與董事長張家宜進行閉幕致詞。

教學行政革新13日登場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音樂博覽
會來囉！由文錙藝術中心主辦系列音樂會，共
計4場；前兩場以「2018淡江爵士音樂節」為
題，10月16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率先登場的是
「歐亞樂即四重奏」跨國交流音樂會，10月17
日晚間則是「盧森堡Dock In Absolute」爵士三
重奏音樂會。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
「本次系列音樂會重金邀請國際樂團及實力堅
強的音樂家，預計帶來精采跨域的合作演出，
後兩場音樂會配合今年淡江68週年校慶，歡迎
各界共襄盛舉。」
　首場音樂會集結馬來西亞薩克斯風演奏家
楊延生、挪威低音提琴音樂家Christian Meaas 
Svendsen、打擊樂家Paal Nilssen-Love，以及臺
灣鋼琴家李世揚演奏。第二場盧森堡Dock In 
Absolute爵士三重奏音樂會將帶來爵士饗宴。
第三場邀請鋼琴家盧易之表演，第四場則是由
4人樂團「害喜喜」帶來令人驚喜的演唱會。
　前兩場索票於10月9日起開放，第三場自11
月20日起，第四場是12月12日起。除了週末及
國定假日休館，每日9時至16時50分開放，意
者親至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詢問。

淡江音樂博覽會
9日起開放索票

劉金源獲通識教育學會頒終身成就榮譽獎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講
座教授、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
源於10月3日獲得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頒發
「終身成就榮譽獎」，同為臺灣通識教育策略
聯盟暨品質策進會理事長的劉金源表示：「沒
有專業的通識是空洞的，沒有通識的專業是盲
目的。因此，通識教育是大學課程中不可缺少
的一環，大學生應先學習基礎與核心教育，培
養人文與科學素養，進而建構專長，成為一個
跨領域的人才。」
　教育部、科技部指導，大葉大學、政治大
學、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共同主辦的「2018
大學巨變中通識教育的危機與轉機：21世紀大

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十六
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3日在大葉大
學國際會議廳登場，來自美、日、愛爾蘭、大
陸、臺灣等地的通識教育學者齊聚一堂，交流
相關經驗。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長莊榮輝於會中
代表學會頒發2018年第1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
學會通識榮譽獎章。大葉、中原、逢甲三校榮
獲「典範通識學校獎」；本校電機系講座教授
劉金源、清華教授王俊秀、中原大學校長張光
正獲頒「終身成就榮譽獎」；中山大學特聘教
授洪瑞兒、虎尾科大教授沈翠蓮榮獲「典範通
識教師獎」。

▲電機系講座教授、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劉金源（左）於10月3日獲得中華民國通
識教育學會頒發「終身成就榮譽獎」。（圖／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提供）

2018台灣創新技術 陳志欣奪金牌 王三郎獲銅牌

▲今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中，化學系副
教授陳志欣（左）榮獲金牌獎、教授王三郎
（右）獲銅牌獎。（圖／研究發展處提供）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教授葉
炳宏、化學系教授王三郎及副教授陳志欣於9
月27日至29日，參加經濟部、教育部、科技部
主辦2018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原台北
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並以具專利之技術
發明作品參賽。經最終評選，陳志欣榮獲金牌
獎，王三郎贏得銅牌獎，葉炳宏亦獲邀在教育
部大學智財服務平臺展區展示研發技術。
　陳志欣發表「液晶組合物、應用此液晶組合
物的酸鹼值感測裝置」獲獎，此技術可即時
且連續監測流動系統pH值變化的液晶感測元
件，可應用在飲用水、水族箱、養殖漁業及河
川的水質監測。他表示：「淡江學生在研發創
新仍有很大的發揮空間，未來會運用在課堂

中，希望可以持續開發新技術。」
　王三郎發表「利用類芽孢桿菌生產α－葡萄
糖苷酶抑制劑的方法」，篩選自臺灣土壤的菌
株生產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αGI），αGI
搭配糖尿病藥物Acarbose後，具有持續降血糖
之效，王三郎表示：「這項技術在未來可運用
在糖尿病藥物，對糖尿病患者是一大福祉。」
　葉炳宏的「無機奈米纖維及其製法」是一種
新形態光觸媒奈米纖維，特點是吸收可見光及
紅外光產生光電流，以進行電化學反應的能
力，應用在口罩、敷材上，在室內光即可啟動
光觸媒。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為國內產學研創
新技術提供一個技轉媒合的平臺，促成發明技
術商品化，驅動產業升級轉型。

獲價創補助4900萬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水環系
教授高思懷日前以「垃圾焚化飛灰循環利用
生產廢水陶瓷濾膜之全回收清潔製程」計畫
獲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
計畫」補助1,400萬元。化材系教授吳容銘也
各以「價創計畫：廢氣電子產品之貴金屬永
續循環製程／設備整廠輸出」及「以旋濾技
術應用之旋風過濾機商品化與事業化開發計
畫」，獲得106年度「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
鏈結計畫」及106年度「經濟部產學研價值
創造計畫」各補助2,000萬和1,500萬元，總計
4,900萬元。
　研發處研發長王伯昌表示，「研發處於105
學年度開始進行『專利加值化輔導2.0』，積
極鼓勵並協助老師透過專利申請、技術技轉
及授權、參展及產學媒合，提升研究成果的
價值。高思懷及吳容銘兩位老師的成果，對

我們來說是一大鼓勵。未來希望在學校的幫
忙下能夠創造廠商、老師與學校三贏的局面，
我們也會評估現今產業競爭力並更積極媒合廠
商，盡全力發掘具有研究潛力的老師加入輔
導。產學合作是未來的趨勢，期待更多老師的
投入。」
　高思懷教授的研究專長為固體廢棄物處理、
資源回收利用、永續發展及廢水處理，對於此
次計畫獲得補助，他欣慰地表示，「從10幾年
前就注意到環保議題的重要性，一直在等待機
會、鍥而不捨，近3年開始致力於研究廢水陶
瓷濾膜，至今到了熟成階段，感謝研發處給予
鼓勵與推薦，讓此項研究得以創造價值。」
　關於實施規劃，高思懷說明，「前2年將著
重在模型廠的產品製作，第3年進行市場推
廣，如果能夠回饋學校、社會，改善環境，過
去的努力就值得了。」

▲水環系教授高思懷日前以「垃圾焚化飛灰
循環利用生產廢水陶瓷濾膜之全回收清潔製
程」計畫，榮獲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
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補助1,400萬元。（攝影
／潘劭愷）

化材系吳容銘
水環系高思懷

▲大傳系校友蘇弘恩執導的短篇劇情片《土
地》榮獲2018義大利鄉村電影節首獎、2018北
京國際短片聯展華語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
以及西班牙的FicBueu影展的最佳攝影跟最佳
成音。（圖／蘇弘恩提供）

蘇弘恩獲國際3影展獎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校友蘇
弘恩執導的短篇劇情片《土地》，近期在國際
3影展接連獲獎，包括2018義大利鄉村電影節
（Rural Film Festival ）首獎、2018北京國際短
片聯展華語競賽單元評審團特別獎，以及西班
牙的FicBueu影展的最佳攝影跟最佳成音，表
現十分傑出。
　《土地》的劇情主要探討原住民在傳統文化
生活與現代商業利益之間的擺盪與糾葛。蘇弘
恩分享：「能獲得這些獎項，主要是一路上受
到很多人的協助。首先要感謝工作人員，很多
人在初期是義務幫忙，直到後期申請到經費
才拿到薪水。其次要感謝的是演員， 這部片
中，大部分的演員是我的家人，他們花了很多
的時間配合我做演員訓練，也協助我找道具跟
場地，若沒有他們的支援，這部片沒有辦法這
麼順利進行。一部作品的誕生，大家通常會先
注意導演與製片的名字，其實需要許多人付出
心血才能夠達成，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到幕後工
作人員對影片的重要性。」
　《土地》在國內也獲得2017高雄電影節優
選、第四十屆金穗獎優等獎的肯定。蘇弘恩第
一部執導，同樣以原住民為主題的紀錄片《靈
山》則獲得2016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華人紀錄
片評審團特別獎、南方影展首獎等獎項。

張家宜博士接任本校董事長
　【本報訊】本校董事會於第12屆第9次全體
董事會議選舉第13屆董事，張家宜、戴萬欽為
新任董事，現任董事張室宜、林嘉政、洪宏
翔、李承泰、李坤炎、李述德、簡宜彬續任，
已報奉教育部核定。第13屆第1次全體董事會
議於9月20日召開，張家宜受推舉當選第13屆
董事長，經教育部10月3日核定生效後上任。
　新任董事長張家宜曾任本校校長，研究專長
為全面品質管理在高等教育之應用、教育領導
與行政，現為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榮譽教
授、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榮譽會長。對於貫徹落
實本校辦學理念，深耕教育、促進校友向心力
不遺餘力。
　新任董事戴萬欽曾任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美國研究所所長，現為國
際事務學院外交系專任教授。擔任副校長期
間，致力推動國際事務發展，促進國際化成為
本校特色及辦學亮點。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於10月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度
第一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
由校長葛煥昭主持，盲資中心執行秘書洪錫
銘、總務長羅孝賢等單位主管、教師與近百位
學生、家長出席參會。葛校長致詞表示，「本
校對於身心障礙同學的照顧與輔導盡心盡力，
校內無障礙設施、動線規劃也相當完善，同學
們在生活和課業方面的各項問題，各單位更是
全力協助。藉由本次面對面的座談會，希望學
生和家長能提出更多改善空間，讓身心障礙同
學們能得到更好的照顧與校園環境。」
　本學年度身心障生現有人數達223位，以視
障生為最多、其次是自閉生；為此會中邀請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北投工坊社工曾
淑君，以「讓遙遠不再遙遠與泛自閉症的孩子
對話」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曾淑君說明自閉症
患者有兩大障礙，分別是人際溝通與反覆固定
的行為，與患者溝通需注意語氣用辭，發揮耐
心、給予協助，更期盼各單位加強宣導，落實
友善的校園環境。
　各處室亦在會中報告身心障礙生之各項權
益。在綜合座談中，學生與家長提出校內設備
老舊、宿舍空間規劃不足及游泳館防滑設施等
詢問，各單位立即給予回覆及改善方向，並鼓
勵學生未來仍可透過各項管道獲得適當資源。

▲校長葛煥昭（左）主持本學期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暨家長座談會。（攝影／蔡依絨）

打造無礙學習路
身心障生座談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通識與核
心課程中心的一門通識核心課程「戰爭與人
性」，於4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廳
舉辦「疾風魅影－黑貓中隊」紀錄片講座，邀
請到紀錄片導演楊佈新分享紀錄片的拍攝緣
由、歷程及心得收穫。 前任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也到場支持，現場湧進近350人聆聽，
場面相當盛大。
　楊佈新一開始為大家解惑，紀錄片名稱中的
「黑貓中隊」是指中華民國空軍秘密偵察部
隊—前空軍35中隊的別稱，而其使用的黑貓造
型隊徽是象徵當時該部隊駕駛的U-2偵察機，
因經常於夜間執行任務，其外型與機身下腹裝
備有直徑90公釐的攝影鏡頭，如同黑貓在夜裡
銳利的目光般，故得其名。
　講座中，楊佈新透過解說拍攝過程中的見
聞，配合播放紀錄片精彩花絮，讓大家了解到
臺灣過去有28位英勇的飛行員，在冷戰時期用
他們的青春與性命，寫下對這片土地的守護與
貢獻。

　「他們對於夢想終其一生的實踐，不計代價
的用愛來保衛我們的家園，所以即使拍攝過程
很長久、又艱辛，我仍想用這部紀錄片，感謝
那個年代的他們。」講座的最後播放了主題曲
「飛將在」，歌詞道出黑貓中隊隊員們的飛官
人生與心聲，楊佈新也不禁熱淚盈眶，他期盼
能夠讓更多人了解，並用正面的態度去正視這
些戰事歷史，也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在未來都能
共同為臺灣更盡一份心力。
　授課教師、通核中心講師黃文智表示，「黑
貓中隊的飛官當時出任務的年紀與臺下的同學
們年紀相仿，希望透過這場講座能夠讓同學們
理解『戰爭與人性』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存在的
意義，鼓勵同學突破年齡與能力的限制，別害
怕困難，勇敢追夢。」
  大傳四陳書涵說：「我曾拍攝過新住民紀錄
片，可以感同身受導演無形中將一部分的自己
也投入這部片中，他對於夢想堅持的信念令人
相當感動，之後紀錄片上映我一定會到電影院
支持正片。」

▲10月4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疾風魅影－黑貓中隊」
紀錄片講座，湧進近350人聆聽，場面相當盛大。（攝影／劉芷君）

350師生感動盛讚
楊佈新黑貓中隊紀錄片   

▲紀錄片導演楊佈新。
（攝影／麥麗雯）

2分鐘重點新聞回顧

本校加入GOLF學用接軌聯盟
　【本報訊】9月26日，本校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出席GOLF學用接軌聯盟成果發表會。此聯
盟自2017年成立，由緯創資通、友達光電及仁
寶電腦發起，協助在校生透過線上專業培訓，
並結合實習提前與產業接軌，以資源共享落實
學以致用。本校於今年2月與聯盟洽談合作，
王伯昌說：「學習、實習、就業一條龍，對學
生謀職是好事，未來平臺有更多企業加入，鼓
勵學生開立學習帳號，爭取實作的機會。」

（圖／研究發展處提供）

蕭淑芬獲體育活動貢獻獎

　【本報訊】本校體育處體育教學與活動組
教授蕭淑芬，獲得107年度教育部體育署獎勵
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之活動貢獻獎，於9
月27日在臺北市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頒獎典
禮，教育部次長林騰蛟蒞臨現場頒獎，蕭淑芬
從體育署副署長王水文手中接受這份殊榮。
　蕭淑芬表示；「很榮幸獲獎，感謝學校對體
育活動支持，也感謝同仁和專任教師協助與信
任，獲獎不僅是對個人肯定，更是肯定本校持
續推展體育的用心。

（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新任董事長張家宜曾任本校校長。（圖／
本報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