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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葛煥昭校長9月30
日至10月2日，率領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
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及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包正
豪，赴韓國知名大學進行訪問，包括本校姊妹
校中央大學、梨花女子大學、慶熙大學、漢陽
大學，以及明知大學。此次活動目的在深化與
各校間的交流合作，同時當面邀請參加明年本
校70週年校慶，更與明知大學簽訂MOU，成
為本校第222所，韓國第10所姊妹校。
　五所學校在韓國均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私立
大學，也培育出許多知名人物，如梨花女子大
學校友韓國首位女總理韓明淑、慶熙大學校友
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以及漢陽大學校友現
代汽車集團董事長鄭夢九等人。本校與各校
間的交流不間斷，尤其是慶熙大學，自2016年
起，與本校及日本立命館大學合辦「三國移動
學習研討會」(The Asia Community Leadership 
Seminar)迄今，該活動於2017年經高等教育國
際合作基金會評選為「雙邊交流典範案例」。

葛校長訪韓 姊妹校GET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如何在教學場
域中進行研究？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組10月4
日中午在I501舉辦「107學年度教學研究計畫
執行成果座談」，邀請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
鴻、運管系副教授鍾智林、大傳系助理教授馬
雨沛、學動組講師陳文和進行分享。學術副校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10萬創業金又
來了！你有滿腹的創業點子，卻受限於經費問
題苦無實踐機會嗎？現在有個好機會，讓你體
會如何經營公司喲！研究發展處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甄選優質潛力創業團隊，參與由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年度大專校院創新創
業扎根計畫」，預計選出5組團隊，體驗實際
創業的經歷，一展創意與創業長才。
　該計畫提供青年創業實驗場域與資源，希望
透過創意啟迪及創業啟發之操作過程，鼓勵、
推動學生積極創意思考，掌握創業專業技能，
協助學生解答創業前的疑惑及創業中面臨之問
題，並以「模擬企業營運」方式引導學生「共
學」，運用新科技、工具進行創業體驗、實作
社群活動，激發學生創業動機，培養學生創業
精神，有興趣申請的團隊請於10月19日前完成
報名程序。詳細資訊請至育成中心粉絲團「淡
水青創基地-淡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系於
第三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再獲肯定，在21所
學校381件作品參賽中脫穎而出，「掰！我的
打卡人生」獲學生組影片類長片首獎，「記憶
滿了 Still Young」獲優等獎；實習媒體淡江電
視台「過度包裝－談過度包裝背後的危害」入
圍融媒體類作品，並獲得網路人氣票選第二名
的佳績。
　「掰！我的打卡人生」是大傳系第33屆畢製
專題組，由大傳系校友胡昀芸，唐宇芊，戴宇
敏，鍾靜妮，陳昕怡，趙世勳，詹雅婷製作，
影片中說明數位革命與千禧世代的結合，發展
嶄新的價值觀進而造就斜槓青年的崛起，片中
採訪3位具有明確自我主張的職涯發展的年輕
人，帶領觀眾反思工作對人生的定義與價值。
製作人胡昀芸認為，畢製應反應當代議題，因
此以時下年輕人的職場生涯作為討論重點，雖
然製作過程中遇到許多挑戰，但感謝在這路上

　【淡水校園鄭詠之記者報導】教務處教師教
學發展組3日下午於工學館舉辦「教學特優教
師觀課交流」，由106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建
築系助理教授游雅婷開放「建築設計（二）」
課程提供觀課，10位教師到場觀摩教學。
　游雅婷表示，「今天剛好是建築設計評圖
的日子，對學生而言是大日子，主要目的是
能讓不同組別的學生相互交流，也可以聽聽別
組指導老師的意見。」她說明，平時多透過引
導式的教學風格來訓練學生的設計轉化和邏輯
思考，也提到指導老師大多都是淡江建築系校
友，有強烈的「淡江魂」，對於作業的品質相
當要求。
　評圖現場氣氛嚴肅，每位學生有三分鐘時間
可以報告，他們得把握有限時間將內容完整報
告，游雅婷非常注重時間與進度的控管，時間
一到就得直接結束該報告換下一位，因此如何
掌握時間也就變成要學習的功課之一。學生報
告完成後，游雅婷與另二組指教導老師，建築
系講師吳宛珊、林嘉慧，會分別就報告內容及
作品提出問題，並在聽取學生回復後，給予適
當的建議。
　觀課教師教心所副教授兼教師發展組組長李
麗君分享，「建築系的課程非常有特色，重視
實作且訓練扎實，雖然評圖對學生有一定壓
力，但是透過這樣直接互動的上課方式，能確
實讓學生理解老師給予的建議，對他們而言是
相當有幫助的。」

育成中心邀你體驗創業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推動國際
化，不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接觸世界，更迎來
多國多位外籍助教，來校進行語文教學實習；
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認為有外籍助教前來協同
教學，對全院有正面的影響。
　本學期已有法籍助教Georges POUN透過教
育部及法國在臺協會「臺法外語實習生交流計
畫」分發至法文系，還有德國姐妹校波昂大
學東方暨亞洲研究所研究生Eileen Brandenburg
至德文系支援大一、大二的德語語練實習及德
語戲劇課程。德文系助理教授鄭慧君表示：
「Eileen協助劇本修改，將80年前的劇本濃縮
並改以現代德文的方式表達，在同學練習台詞
時糾正發音、給予意見，加上她親切的個人特
質，德文系的同學非常樂意和她親近。」
　10月另有3位俄羅斯海參威遠東聯邦大學語
言系對外俄語教學組研究生Rybkina Daria、
Zabolotnaya Natalia 和Malina Svetlana前來本
校，支援俄文系一年級的俄語實習。俄文系助
理謝寧馨指出：「俄籍助教的教學比較活潑，
她們在網路上找材料、設計課程，以遊戲帶動
語法和單字學習。」
　今年3月已有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兩名研
究生荒井美帆、張雨潔，至日文系進行二週的
海外教育實習，以短期集中授課方式在本校日
籍老師菊島和紀指導下開設密集課程，進行日
語教學實習。日文系助教伍耿逸表示：「學生
都積極投入課程活動；而且在觀課時也學到日
本人教初階日文的技巧，師生都收穫豐富，所
以明年仍會接受該校的研究生到本系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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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7(一)
14:00

資傳系
Q306

精英公關集團總經理張志聖
創造共鳴，才有影響力—社群操作
實務分享

10/7(一)
18:30

資創系
蘭陽校園 

CL324

資創四學生鄒雅微
教師跨領域研究學社群「智慧觀光
服務跨領域研究社群」

10/8(二)
10:00

中文系
L308

爍SOUL café&bistro 專業侍酒師
邱爾立
台北巷弄裡發現文創——談餐酒館
的飲食文化

10/8(二)
12:00

教師教學
發展組

I501

前策略遠見研究中心主任宋玫玫
如何把教學創新帶進課堂？

10/8(二)
13:00

中文系
L215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
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創新國文教學、深耕文創基石 —兼
談國語文命題和考試的新方

10/9(三)
12:00

教師教學
發展組

I501(CL423
同步連線)

觀光系副教授陳維立／教科系副教
授王怡萱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7(一)
12:00

資圖系
L522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國際移動與跨文化講座：大馬華人文
化初探與數位人文應用之我行我思

10/7(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行政院科技會報區域創新生態辦公
室執行長戴元峰
臺灣全球的挑戰

10/8(二)
14:10

產經系
B507

台灣地理資訊中心董事長董建宏
台灣地理資訊大數據之應用

10/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研究
員關肇正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Quantum 
Resonances in Nanostructures

10/9(三)
14:10

資圖系
L526

聖傑國際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瞬傑
VR與AR的應用

大傳系畢業作品獲全球華文永續報導首獎

化材校友企業獲U-start

外籍助教來校活化教學

國際文化萬花筒開鑼 分享各國文化與體驗 

　葛校長一行人除參觀各校
園與教學設施以了解教學環
境外，更與各校針對學術交
流及合作事宜如交換生、雙
學位合作、教師交流、院系
合作等進行討論，達成持續
深化交流的共識。其中與明
知大學簽署兩校學術交流合
作 協 議 書 ， 締 結 成 為 姊 妹
校，並於109學年度起互派交
換學生，為此行最大收穫。
　葛校長表示，此行充分感
受到各學校對本校的重視，
從流程與接待人員的安排、經驗的分享以及
實質關係的深化，「在在感受這些學校滿滿
的誠意」；其次則是透過實際的訪問行程，
除了能維持並深化兩校的關係、達成預定的
目標外，還可能在交流間成就更多意料之外
的合作。最後他提及，「目前世界各大學都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糸糸友張旭賢
帶領畢業研究生組成 「膜淨材料有限公司」
並進駐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在化材系
主任賴偉淇教授的輔導下入選教育部 108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社會企業組第一階
段獲補助團隊。該公司於9月6日與化材糸簽訂
合作意向書（MOU） , 針對「新結構設計之
濾芯開發」進行可行性評估計畫，委託化材糸
進行先期研究，為日後產學合作奠基。
　該團隊憑藉在校內學習與研發的微過濾膜技
術（MF），以膜淨材料mbranfiltra所研發生產
聚醚颯（PES）中空纖維薄膜，台灣微創公司
陳皇綺博士表示，此為首款台灣技術製造0.2 
微米孔徑中空纖維膜；產品可解決細菌、微生
物與塑膠微粒的過濾及淨化問題，透過該過濾
技術即可獲得乾淨的飲用水。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第56屆金馬獎入
圍名單揭曉，大傳系校友陳寶旭監製的《下
半場》入圍「最佳男配角」、「最佳新演
員」、「最佳攝影」、「最佳視覺效果」、
「最佳動作設計」、「最佳音效」6項大獎；
俄文系校友温貞菱入圍「最佳女配角」；交
管系（現運管系）校友林生祥、大傳系校友
雷光夏則同時入圍「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下半場》是臺灣首部以HBL（高中籃球
聯賽）為背景的電影，帶領觀眾重回高中觀
看籃球的情境，重新體會熱血澎湃的心情。
温貞菱以電視劇《一把青》受到各界肯定，
之後曾參與多部影視作品，包括大傳系友楊
雅喆執導的電影《血觀音》，此次則以《陽
光普照》入圍最佳女配角；林生祥是知名音
樂人，2017年和中文系校友王昭華合作，以
《有無》（大佛普拉斯）拿下第54屆金馬獎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本屆為《陽光普照》
作曲的「遠行」再度入圍；雷光夏2018年以
《深無情》（范保德）入圍第55屆金馬獎最
佳原創電影歌曲，本屆為《返校》創作的
「光明之日」再度入圍。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人相揪
搭公車，節能減碳抽iphone喲！第4屆「淡大
公車讚」以「2019、作夥來揪」為主題，凡
持本校教職員工國際教師證或學生證悠遊卡
者皆可報名，於累積搭乘期間（108年10月1
日至11月23日）搭乘紅27、紅28、756、308
等路線公車，搭乘次數最多前100名即可參加
抽獎。更歡迎5人(含)以上組團報名，全部團
員皆落入前100名者，每人抽獎機會將直接
X2喲！本次最大獎為iPhone 11 Pro手機（1
名），另有多項大獎，詳情請至「活動報名
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grx20190001）。

化材系友成立之新創公司「膜淨材料」，參
加「台灣國際水週」，系主任賴偉淇（右
二）前往鼓勵。（圖／化材系提供）。

第4屆「淡大公車讚」開跑，總務處邀大家相
揪抽iphone11。（攝影／廖英圻）

一年一度的「Chat Corner」又來了！國際暨兩
岸交流處歡迎對語言交流有興趣的師生，週一
至週四12時至下午4時（期中考週及前一週暫
停），前往驚聲大樓10樓交誼廳現場報名，練
練你的外語能力喲。（圖、文／　廖國融）

CHAT CORNER歡迎來聊天

　李揚漢研究團隊參與中央研究院「智
慧 科 技 於 蛋 雞 飼 養 與 產 蛋 之 應 用 計
畫」，研發AI裝置，將人工智慧帶進養
雞場，期望未來將技術普及至全臺灣的
農舍。（文／劉江）

積極進行國際交流，對淡江而言競爭壓力愈來
愈大，我們能做的就是更積極主動，持續拓展
國際學術交流、強化與姊妹校的關係、持續參
與國際間的教育活動如教育年會與教育展，增
加本校在國際的能見度，進而吸引更多境外生
就讀，這些都需要全體師生共同努力。」

葛煥昭校長（左）與韓國明知大學簽定締結姊妹校MOU，成為
本校第222所境外姊妹校（圖／國際事務暨兩岸交流處提供）

　【記者黃于真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
10月2日晚間6時，在驚聲紀念大樓10樓交誼廳
舉辦「國際文化萬花筒」分享會，法文四卿嘉
怡、林凌、國貿三孟艾瑞及教科三丁陽進行分
享，逾30位觀眾參與。
　卿嘉怡和林凌分享暑假前往巴黎度假村打工

教學重點研究計畫四師發表 實踐經驗交流
長何啟東鼓勵各位教師多利用教發組的資源、
吸取各位教師經驗，在「教學實踐研究」這場
戰役上獲得勝利。在教發組李麗君組長邀請
下，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張雅芳教授，對四位老
師的教學研究成果進行審查，一一提供具體建
議，使參與者受益良多。

　鍾智林以「大學生學習表
現 對 英 語 授 課 課 程 選 課 偏
好之縱貫性影響分析」研究
影響學生選擇英語授課的因
素，資料顯示近1/3學生未曾
修過任何EMI課程，除考量
英語程度外，自信心也是重
要因素，如授課教師及班導
師適時提供鼓勵，搭配學校
英語資源，或讓學生勇敢踏
出第一步。
　鍾志鴻以「3D遊戲化PBL
教學實踐探討」為題分享，
如何利用討論、案例分析、

遊戲進行人力資源發展課程。過程中遇到遊戲
式學習最困難點—「遊戲」與「學習」無法平
衡。因此鍾志鴻利用前後測、發展問卷、探討
因素等研究流程修正課程。
　如何將課程結合專業知能與服務學習以增進
學習成效？馬雨沛以「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
為例分享，為了解課程及教學成效，她於課程
前後使用測驗及訪談、學習歷程檔案、學生服
務日誌、反思記錄、行銷企劃案公開比稿、相
互觀摩、外部評審評核等方式，探討課程前後
學生在社會行銷專業知能之變化，並分析學生
回饋提供教學及課程設計之參考。 
　陳文和分享將翻轉教室原理導入水域活動教
學，並以風浪板運動為例。他發現學生在戶外
課程中因不熟悉風浪板，所以操作時挫折感較
重。因此陳文和利用多元智慧的學習與評量，
以 iclass 作為與學生間的互動平台，依據課程
進行搭配相關影片及課後作業加強學生學習。
幫助學生在戶外課程前熟悉風浪板構造及操
作，更有效提升學習效率。

給予褒與貶的所有人，因為表示這樣的議題會
受到關注，也希望年輕族群的工作新意識能夠
被更多人看見。
　大傳系校友陳盈蓁，楊凱程，蘇筱晴，吳郁
堂，莊惠萱，林紫雯，曾于芮所致製作的「記
憶滿了 Still Young」是藉由受訪者的經歷說明
年輕型失智症對家庭的影響，該片受到知名藝
人謝祖武主動支持，無償為該片擔任代言人，
希望讓更多人關心這次議題，並思考患者的真
正需要。
　第33屆畢製專題組指導老師、大傳系系友、
TVBS國際中心主任林宏宜表示，「新聞專題
的製作，最大的困難是在於如何找到好的受訪
者說出好故事，「掰！我的打卡人生」和「記
憶滿了 Still Young」很成功地藉由受訪者的親
身經歷和對話，傳達出製作者想要探討的議
題；校內外展演時，「記」片感動許多人、
「掰」片曾引起激辯，「我們淡江的學生，觀

察社會的角度能夠跟世界接軌，令人欣喜。」
　淡江電視台指導老師、大傳系副教授紀慧君
說明，隨著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如何透過不同
媒介形式去呈現富有意義的專題內容，是本臺
協助同學的重要工作，透過參賽讓同學從做中
學，幫助他們與時俱進。

淡大公車讚歡迎揪團

　中法戰爭，又稱清法戰爭，本校歷史
系溯古話今發展淡水學，與新北市立淡
水古蹟博物館合作，參與歷史場景再造
計畫，同學參與其中，實踐本校在地的
文化深耕。（文／李羿璇、歐陽子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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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雅婷評圖重互動交流

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於「107學年度教學研究計畫執行成果座
談」中進行分享。（攝影／羅偉齊）

大傳系畢業作品「掰！我的打卡人生」獲得
第三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學生組長片首
獎。（圖／TVBS提供）。

換宿的過程及心得，親嘉怡表示在餐廳工作非
常忙碌，但也能體驗不同地區的生活習慣與當
地特色。兩人還分享到當地嘗試特色美食與
遊歷名勝地區的經驗，也推薦大家嘗試打工
換宿。來自多明尼加的艾瑞克分享自己國家
的社會風俗與文化，也介紹特色美食，他表

示來台灣三年，深刻感受到台
灣對於不同文化的包容，認為
台灣人友善及耐心的態度令他
極為感動。來自喀什米爾的丁
陽則介紹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領
土問題，並說明因家鄉受其影
響，讓他對該議題的具體源流
與內容較為關注。他同時嘗試
讓在場人士以當地人的角度來
思考，希望藉以讓大家了解並
更關注該議題。
　管科二李佳穎表示，「透過
這個活動可以了解不同事件背
景，用不同角度了解當地生活
情況，更能學習到許多實用的

出國技巧，感覺很受用。」該活動將於每週三
晚間舉辦至12月18日止，對於國際文化及事務
有興趣的師生，可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法文四卿嘉怡、林凌於首場「國際文化萬花筒」分享會中，分
享赴巴黎打工換宿經驗與心得。（攝影／廖國融）

（攝影／劉芷君） （圖／淡水古蹟博物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