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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統一獎助學金 6 生獲獎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 4 月 17 日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洪統一先生獎助學
金」頒獎典禮，本次由大傳三楊淑雯、數學
一董俊毅等六位同學獲獎，由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楊淑娟、大傳系主任許傳
陽、國企系主任孫嘉祈等人頒獎並給予鼓
勵，共頒發 18 萬獎助學金。（文／戴瑜霈）

成果發表展特色 師生分享留人才

學系說明會 25日登場

英文能力測驗 20 日登場

108 學年度「英文能力測驗（一）」將於
4 月 20 至 25 日舉行考試，採全民英檢中級
初試題型，考題共分為聽力與閱讀二大部
分，本測驗採電腦閱卷，提醒同學務必攜帶
2B 鉛筆、橡皮擦及學生證準時應試，聽力
測驗開始後，遲到考生即不得入場，本次考
試詳情可至英文系網頁最新消息之通識外語
學門頁面查閱相關說明。（文／姜雅馨）

劉愛玲西語會話觀課交流

對於外語學系的老師來說，會話課的授課
方式通常是個大挑戰，如何在課程中讓學生
願意投入互動，同時把握機會勇於開口，都
是老師關心的問題，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組
4月15日舉辦觀課交流，邀請特優教師西語
系副教授劉愛玲開放「西班牙語會話一」課
程，共6名教師參與。（文／鍾子靖）

顧長欣傳授研究計畫撰寫技巧

教師在撰寫研究計畫時，避免違反學術倫
理及研究倫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教師教學
發展組 4 月 15 日邀請國家實驗研究院副研
究員顧長欣，以「撰寫研究計畫應留意的學
術倫理與研究倫理議題」為題，分享撰寫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時的相關事項。（文／柯家
媛）

顧大維分享鷹架理論

如何利用工具把有限的場域變成多元的教
學環境？教師教學發展組4月14日中午12時
在I601邀請教科系教授顧大維分享「鷹架理
論融入CLIL：小工具大用途」，分享他的
授課經驗。（文／柯家媛）

王存致談科技農業創新

「市售農產品，加入有機兩個字你就會全
然信任嗎？」資工系於 4 月 10 日「資訊科
技暨產業競爭力」課程邀請資訊工業策進會
主任王存致演講，以「科技人看農業世界」
為題，分享雲端管理農作物、掌握市場需求
的農業創新方法。（文／鍾明君）

投書讀賣新聞 山田感念口罩情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畢業於日本立命館
大學日本歷史學系的山田智理，日前至本校華
語中心學習中文，她4月9日投書日本「讀賣新
聞」，感謝上個月她在臺灣獲善心人士捐贈口
罩。
山田表示，她排了約1個半小時才得知沒帶
證件無法買到口罩，突然悲從中來哭了出來，
沒想到很多人紛紛把手中的口罩分給她，讓她
既驚訝又感謝，因為口罩在臺灣也是很難買到
的物品。
山田是透過日本臺灣教育中心介紹，於108
年12月到109年3月至華語中心學習約4個月中
文，「到淡江華語中心學中文之後，中文聽力
進步很多。」她5月後會在免稅店櫃臺工作，
在華語中心學到的中文對她很有幫助。她很推
薦外籍生來華語中心，不僅可以學中文，還可
以飽覽臺灣美麗的風景。

化材系
榮譽教授

化材系榮譽教授陳幹男致力鑽研綠色化
學，造福人群。（圖／陳幹男提供）
【記者林雨荷專訪】戴著一副知性的金框眼
鏡、臉上和煦的笑容有如慈父般，這是曾任本
校學術副校長、研發長、理學院長陳幹男給人
的第一印象，雖然已年近 70，但是創新能力
仍在人生高峰，致力於綠色化學領域。取得國
內、外發明專利超過 60 件，發表期刊論文上
百篇，擁有超過 40 年「環境友善高分子」經

4月25至26日舉辦學系說明會，展現各
系特色。（圖／本報資料照片）
【記者姜雅馨、王怡雯、藍妮蒨、袁章軒、
歐陽子洵、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為讓來校參
與109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面試的同學，
提早認識淡江，本校將於4月25至26日，與蘭
陽校園同步舉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學系說明
會，為全臺各地學生及家長說明各學系特色、
課程規劃。
招生策略中心主任李美蘭表示，藉由考生及
家長參與活動、對談，讓學生願意選擇本校就
讀。因應疫情，學系說明會活動將依等候室大
小進行人員控管，考生可藉由提問或至各系官
網獲取更多學系資訊，而各院系師生除了帶來
學系介紹、發放DM、提供諮詢服務，並協助
指引家長、考生等參觀校園。
文學院方面，中文系除舉辦學生成果發表會

外，並展覽特色研究室、社團的出版品，如圖
像漫畫研究室、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等，同時
播放「愛上中文系」微電影。資傳系與大傳系
將於學系說明會時，以影片呈現過去系上的活
動紀錄，如實習媒體的成果發表與學習歷程、
系學會舉辦之聯歡活動、系上同學優秀作品、
畢業製作成果等，並搭配系上教師的講解，讓
與會學生及家長能更了解，系上提供的資源、
學習範疇。
理學院數學系將在現場張貼特色海報、提供
學系簡介文宣品，並安排系上教師說明學系課
程，及未來就業方向等諮詢服務；物理系因應
防疫期間，今年說明從簡，改由系上老師預錄
一段說明影片，講解物理系的學習與應用方
向，現場提供Q&A時間，進行問題交流。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由於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的影響，校友重要活動
如春之饗宴、雙年會接連取消，為此，世界校
友會總會長陳進財特地寫了一封致淡江大學全
世界校友的一封信，除了表達遺憾之意，亦期
許今年11月母校70週年校慶，全世界校友都能
回到母校，共同慶祝並見證淡江的努力。
陳進財在信中提及，感謝籌辦雙年會的北美
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馮啟豐、榮譽總會長段相
蜀等人，活動節目的設計、報名、接送機、住
宿等規劃，能夠全落實在報名資訊系統當中，
已突破歷屆規劃執行的限制，但為了校友的健

康與安全著想，2020世界校友會休士頓雙年會
不得不喊卡，「為的是可以換得我們長長久久
的相聚，換得我們的淡江永遠的昌盛發展，期
待2024再回休士頓。」
馮啟豐回應，雖然疫情造成生活上的巨大不
便，經濟財務更受到龐大損失，但健康勝於一
切，值此關鍵時刻，校友打氣加油，共同抵抗
疫情，以戰勝這場世紀性的大災難，雖然2020
年休士頓雙年會因疫情不得不取消，但「我們
只是暫時將這份淡江緣延後至2024年來實現，
到時我們不見不散！」

疫情衝擊校友活動 陳進財邀70週年校慶見

李鐘培分享工業4.0 USR蔡忠志談香草應用
【記者廖宜美、袁章軒、黃啟明淡水校園報
導】機械系與歷史系分別邀請第33屆金鷹獎得
主、台泥總經理李鐘培及衛福部國家中醫藥研
究所中醫藥典籍組助理研究員蔡忠志演講，教
授新知。
機械系16日邀請李鐘培，以「台泥循序經濟
與工業4.0」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由於疫情的
影響，演講採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李鐘培分
享傳統高汙染的製造業如何結合工業4.0智慧
製造的技術，發展成永續循環的綠能產業。
機械系教授楊龍杰表示，透過李鐘培的分
享，讓學生能對於自己的所學更加認識、學以
致用，機械四張貴雅認為這次直播演講很有專
業度，聽完演講後獲益良多，對於工業4.0有
更深層的認識，而演講以遠距教學的方式進

行，覺得有趣、新穎。
另外，本校USR計畫「農情食課」演講，4
月14日在歷史系「中國通史」課中舉辦，邀請
蔡忠志，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從離騷談古人的香草文化」為題，講
解離騷古籍中的香草，在古代與現代的功能與
實用，並藉由新鮮的香草樣本、藥膏、沖泡香
草茶、薰香等方式讓學生更認識香草與生活的
緊密關係。
邀請者歷史系主任高上雯表示，藉由演講，
讓學生了解香草與生活息息相關，日後將帶領
有意願的學生去淡水區的國小講述香草相關故
事。歷史一陳伯諺表示，這次演講認識了很多
香草種類，並學得香草的實用方式，很有收
穫。

商管學院國企系加強宣傳學習資源，及分享
大三出國經驗；會計系準備人形娃娃供學生拍
照，以拉近學生之間的距離；管科系提供系所
簡報、相關文宣品，並由系上教師、系學會協
助介紹；企管系則以影片介紹及海報布置為
主，邀請系上老師介紹企管系及未來發展出
路，並請系友回校經驗分享。
工學院土木系、水環系等系提供學系海報、
招生影片與簡報，介紹學系特色，另外化材系
老師與系學會現場將提供座談會與生活諮詢服
務；資工系運用海報機輪播學生資訊週的作
品；電機系則以小型靜態博覽會形式展示學生
優秀作品。
外語學院方面，西語系使用易拉展介紹學系
課程特色與大三出國等規畫，現場備有西班牙
氣泡礦泉水為考生加油打氣；俄文系特地邀請
到兩位系友分享系所發展特色並說明異地實
習；法文系於兩日的活動中以「那一年，我不
在台灣」為題介紹大三出國的內容。
教育學院方面，教科系面試場地這次設於系
上的專用教室，讓師生面試結束後，就近參觀
系上虛擬影棚及特殊教室，如蘋果電腦教室、
體感互動教室。
蘭陽校園全球發展學院方面因受到疫情影
響，將取消原訂定於會議廳的說明會，但仍會
設置攤位，介紹學系特色及住宿書院、社團及
大三出國成果展等內容。

MS Teams來賓邀請方法 近日公布

【記者鍾明君淡水校園報導】經4月6日至11
日的全校課程模擬遠端學習後，資訊處不斷修
正MS Teams相關操作方式，讓師生使用上更
為順暢。
大傳系教授王慰慈表示，MS Teams中除擁有
者、成員外，原應有來賓功能，但目前尚未開
啟，導致部分老師因怕演講者到校程序麻煩
而取消邀請演講者，她建議，每個學院可以開
幾個專與演講者聯繫的帳號，使用完畢後就將
帳號歸還，就不會有全校流量過高的困擾。對
此，資訊處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表示，MS
Teams邀請來賓方法，近日會發布使用步驟周
知教師。
日文進學一郭昀潔使用MS Teams遠端學習
後，非常滿意學校未雨綢繆，但不是使用IOS
系統的她表示：「班上很多使用Andoid手機的
同學常常會跑不動、當機。」徐翔龍回應，目
前已請微軟修正，更新MS Teams APP再重新
登入，就可以正常操作。

屆學生們傳承研究和家人全心支持。」陳幹男
認為 NIPU 是綠色材料的新希望，但即便取代
傳統技術已趨於成熟，NIPU 新材料面臨各種
應用挑戰，需要更多的研究開發才能熟悉新材
料的應用性質，才能吸引更多材料生產商合作
應用。陳幹男曾任環保署顧問、審查委員、教
授、產業顧問，歷經 40 年產官學經驗，他認
為「綠色化學不能單打獨鬥，需要打團體戰。」
陳幹男回想他就讀本校化學系時，投入日以
繼夜的化學實驗，累積了未來研究的養分，雖
然過程艱辛，他卻很感激這樣的磨練，大學畢
業後，陳幹男飛往美國伊利諾大學繼續鑽研化
學領域。
赴美進修的這些日子對陳幹男來說，是相當
寶貴的經歷，在陌生的城市裡獨自面對各種挑
戰、培養勇氣與信心，更是學習溝通技巧及擴
大視野的大好時機。畢業後的陳幹男進入化工
業界服務，經過 7 年業界的專業洗禮後，受到
淡江化學系老師林雲山、魏和祥等人的鼓勵，
於 1980 年毅然回到母校服務，直到 2014 年教
職退休，成了扎扎實實的老淡江人。
教學須以學生能理解的立場來設想，於是陳
幹男用說故事的方式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與認同
感，「許多研究生們甚至以實驗室為家，並經
常跟我一同出國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他
們優異的表現是我的驕傲。」
「栽培年輕一輩的研究能力，盡一份對社會
的責任。」是他教書的堅持，看到子弟兵的成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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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優教師

大陸所副教授陳建甫

翻轉教室 創意教學

大陸所副教授陳建甫以創新的教學方法，激
發學生潛能。（攝影／鍾明君）
身邊總是圍繞許多學生的大陸所副教授陳
建甫，對於榮獲107學年度特優教師，他感
謝學校對他23年教學經驗的肯定，「教學不
僅是傳授課本上的教材，而是要讓學生活用
於日常、未來。」
陳建甫的專業範疇為一帶一路與新南
向、中國社會問題、區域經濟整合與組織
等，他擅於將生硬的課程生活化解說，輔以
「翻轉教室」分組討論的方式，探究各項主
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團隊合作的能力。
「教學要留空白」，陳建甫強調學生應相
互交流、學習，不要害怕衝突與挑戰，他以
創新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潛能，進而培育具
有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之學生。在「環境未
來」的課程，他將StoryTelling結合環境污染
議題，讓學生在作業中，透過說故事、繪圖
的方式講解環境污染。
陳建甫曾教授未來學門、全球視野學門等
通識教育課程，他認為在不同學院任教能夠
獲得不同的啟發與教學技術。「創新、行動
力」是陳建甫的教學理念，在「全球氣候變
遷」全英文課程中，他帶領外籍生仿效「週
五為氣候罷課」，帶著同學在課程中行經校
門、翰林橋、蛋捲廣場等地進行遊行，舉牌
呼應全校師生重視環境污染、氣候變遷議
題。
多年來，陳建甫寫了20餘本專書、數十篇
期刊論文，並參與多項產學合作計畫，不斷
地鞭策自己往前躍進，為的就是讓學生獲得
更新的資訊、技術，他認為「教學必須與時
俱進」，才能吸引學生將專注力集中在課堂
上。
「教師須具備關懷社會的責任」，所以未
來除了繼續傳道授業解惑、發掘更多學生天
賦外，他希冀能培養學生主動關心時事、社
會底層的觀念，以善盡社會責任。（文／鍾
明君）

學程加油讚

葡萄王生技就業學分學程
學生藉由USR農情食課演講，認識香草的應
用。（攝影／廖英圻）

專利達人陳幹男 致力綠色化學
驗的陳幹男，更在 2019 年榮獲「環保署第一
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在個人生涯寫下
嶄新一頁。
「響應環保、愛護地球，這是一條永無止境
的道路，尤其化學、化工、材料等專業綠色材
料人員更是責無旁貸。」有鑑於紡織業為僅次
於石化工業的第二大污染源，用於紡織業處理
後端的清洗溶劑，平均 1 公斤的布料會產生的
汙水相當於 100 瓶沙士汽水，若長期吸入溶劑
揮發的氣體，將導致肝、腎、肺、膀胱等器官
衰竭，甚至引發白血病、癌症等疾病，陳幹男
積極開發無溶劑汙染的綠色材料如水溶性樹
脂（PU、環保樹脂、壓克力樹脂）、紫光硬
化樹脂，透過自身發明為產業及環境盡一份心
力。
多年來，他持續投入綠色化學領域研究，並
在 2016 年發表「功能性水性樹脂」的加工應
用，成功製作出安全無毒的「非異氰酸酯聚胺
脂（NIPU）」，取代具有環保爭議性的「傳
統 PU 樹脂」，該應用最大的關鍵是「微波照
射技術」不但縮短製程更大幅減少耗能，對於
紡織、塗料等民生用途是一線生機，更是綠色
材料的新希望，這項具有發展潛力技術讓他榮
獲「環保署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以及中華
民國發明、美國專利。
「綠色環保的理想是一條孤寂漫長的研發
歷程，40 年的默默耕耘，幸有國科會（科技
部）、工業局等單位給以經費和補助，以及歷

學習新視界

長，他有說不出來的滿足感，這也是為何他願
意在教學領域及化學研究這條孤獨的道路如此
堅持的原因。
人生有幾個 30 年？陳幹男將 34 年的光陰奉
獻給淡江，秉持著「做什麼像什麼的信念」，
一路從化學系主任、理學院長、研發長，做到
學術副校長。在校外兼任環保署、能源局、國
科會技術顧問；經濟部工業局計畫、台灣化學
產業協進會召集人；產業紡織品協會、台灣化
學產業協會理監事等職位，讓他成為學術與業
界的橋樑，促進產學合作研究的機會，提供產
業諮詢和學生就業機會。
「活到老，學到老！」歲月的洪流無法淹沒
陳幹男對於研發的熱愛，在他身上，可以看
見他對萬事萬物依舊充滿好奇，「大腦就如
一座複雜的化學工廠，越加使用越能激發化學
反應」，目前陳幹男除在化材系擔任榮譽教授
外，亦持續鑽研綠色化學、閱讀最新專業文
獻、參加專業學術研討會、擔任專業評審，退
休對陳幹男來說，只是「重新啟動」，相同的
跨界應用概念，就是解方。串連各界力量，利
用現有技術的創新應用整合，節省開發成本，
加大應用彈性。
陳幹男勉勵學弟妹們「青春時期是人生學習
的黃金階段，就如海綿吸水般，專業領域的養
成將成為未來無形的財富」，無論大環境如何
改變，須時時精進自己、隨時接受挑戰，不要
安於現狀，把握當下每一刻。

為了幫助同學更好地學習國際行銷思維，
同時增加在行銷公司的實務經驗，本校國企
系攜手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推出「葡
萄王生技就業學分學程」。本學程面向國
企系碩士班，招募2名在學學生進入公司實
習，學以致用並適應職場生活。
凡對本學程感興趣之同學，個性外向、認真
負責、正直，且善於人際溝通，皆可向國企
系提出申請。企業書面徵選結束後，將擇優
進行面試。申請者需要繳交葡萄王行銷企
劃1份、歷年成績單（需自行至行政大樓申
請）、個人自傳（500字左右）、企業實習
申請表以及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後兩
者可至國企系網站下載）。行銷企劃之主題
由葡萄王生技公司指定，申請者需根據要
求完成不少於3頁的企劃書寫。如有未盡事
宜，請參閱「淡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
點」。（文／劉江）

人物短波

陳小雀撰自由評論網專欄
本校國際長陳小雀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
文哲學院拉丁美洲研究博士，專研拉美文學
與文化，自2015年起，為自由時報的自由評
論網撰寫「魔幻拉美」專欄，介紹印加帝
國、厄瓜多安地斯山騎士、墨西哥邊境危機
等特殊的拉美文化，主題涵蓋生活、人文、
政經、時事各個層面。陳小雀希望藉由專欄
的呈現，能讓讀者更了解拉丁美洲，獲取新
知，而忠實粉絲的回饋，也是她持續寫作的
動力。（文／陳律萍）

更正啟事

本報於1102期刊登「一會一磚13相挺」新
聞中，徐航健應為管科所校友；「石貴平」
卓爾不群專訪中，誤植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及
研產組經理方惠如姓名。
編輯／陳子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