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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29(二)
12:00

教發中心
I501 

(CL423同步)

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王鴻祥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暨執行經驗
分享Ⅱ(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

9/30(三)
12:00

教發中心
I601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副教授陳維立
CLIL解救了我! 突破了一門超無聊的
課程緊箍

經濟系運動賽事分析師協會產學合作簽訂MOU

研發高峰會 鼓勵跨域研究培育人才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為獎勵教育
工作者長期對教育的奉獻，每年均會致贈獎勵
金予教學滿10年至40年之教師，並於教師節前
夕邀請服務年滿40年之教師參加「資深優良教
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
　今年本校資深優良教師共有65位，服務年滿
40年教師1位：統計系吳錦全；服務年滿30年
20位：歷史系劉增泉、物理系彭維鋒、土木系
林堉溢、機械系李經綸、化材系董崇民、電
機系李揚漢、丘建青、李維聰、資工系徐郁
輝、蔣璿東、航太系陳增源、經濟系陳炤良、

廖惠珠、企管系李月華、羅惠瓊、資管系廖
賀田、運管系羅孝賢、范俊海、戰略所施正
權、學動組洪建智；服務年滿20年有21位：
資圖系王美玉、資傳系施建州、盧憲孚、數
學系黃逸輝、物理系周子聰、化學系施增
廉、土木系洪勇善、資工系石貴平、國企系
蔡政言、財金系段昌文、產經系林俊宏、運
管系陶治中、陳菀蕙、英文系姚嘉苓、日文
系富田哲、闕百華、歐洲所卓忠宏、日本政
經所蔡錫勳、教科系張瓊穗、資創系林銀
河、學動組楊總成；服務年滿10年有23位：

中文系曾昱夫、侯如綺、資圖系林雯瑤、資
傳系陳意文、化學系潘伯申、謝仁傑、化材
系許世杰、電機系施鴻源、蔡奇謚、財金系
陳鴻崑、企管系陳基祥、會計系張瑀珊、韓
幸紋、方郁惠、資管系吳雅鈴、英文系羅艾
琳、鄧秋蓉、日文系王嘉臨、教心所邱惟
真、語言系謝顥音、施懿芹、學動組陳文
和、陳瑞辰。
　本報特別於三版規劃教師節特刊，專訪吳
錦全、洪建智、富田哲及陳意文4位老師，請
他們分享教學人生與心路歷程。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2017年
畢業校友孫銘宏任職於警察廣播電臺，他製作
的「礙運動」節目，訪問身障人士如何從事各
類運動，於9月19日榮獲第55屆廣播金鐘獎社
會關懷類主持人獎和節目獎兩項大獎。
　在金鐘獎頒獎典禮現場孫銘宏發表得獎感
言：「感謝警廣製作團隊，如果沒有受訪者精
彩的運動故事，我們也沒辦法讓觀眾感動，所
以也要把這個獎項獻給受訪者！」他也特別感
謝在校時於「淡江之聲廣播電臺」所受到的訓
練，感謝指導老師李蝶菲、唐大崙與馬雨沛三
位老師與技士何嘉敏的帶領與訓練。
　孫銘宏在製作「礙運動」節目時，談到運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2020淡江大
學研發高峰會」於9月22日中午12時10分在驚
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園視訊連
線，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主持致詞表示，本

65師春風化雨 教部獎勵

動賦予身障生力量，他們侃侃而談，全身散
發自信魅力。其實生命不受限，人人都可以
在運動流汗中享受樂趣。最印象
深刻的是身障生喜愛地板滾球運
動，有些中度和重度的身障者都
坐在輪椅上，會需要別人幫忙投
球，但有受訪者提及生活上有太
多地方覺得自己被約束，只有在
地板滾球這項運動中，才能感
受到自己是自由的。聽完這一席
話，孫銘宏也不禁開始反思：
「其實比起身障者，我們已經方
便許多，看到他們這麼努力的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由科技部主辦
的全國性2020未來科技獎，本校化學系教授陳
志欣與電機系教授李揚漢以「多功能液晶智慧
雲端感測器」獲選2020未來科技獎，已於9月
24至9月26日在台北世貿一館參與「 2020台灣
創新技術博覽會-未來科技館」展出，並於9
月26日接受頒獎。
　在科技部、中研院、教育部、衛福部等部會
號召下，今年吸引超過600組技術團隊角逐，
經過各領域專家層層審核、討論，並透過跨部
會共同審查下，最終共選出71組團隊獲獎，團
隊遍及全臺。除國立大學教師及中央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獲獎外，私立大學獲獎僅5件。
　今年得獎技術聚焦於精準健康34件、電子光
電12件、新穎材料15件、AI及AIoT應用10件
等關鍵趨勢領域，陳志欣表示，此技術結合
「有機發光二極體元件」、「液晶化學感測系
統」及「行動通訊紀錄系統」，在技術層面上
具領先地位。他也分享在未來科技的研究上，
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精力和財力，但相較之
下，「其實資源沒有很充足，很感謝具有學習
熱忱的化學系學生們的投入，能在600多組中
脫穎而出，受邀參加展覽，真的非常高興！」 USR暑期活動多多 參與同學收穫滿滿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
誼會9月24日中午舉辦「Dance for TKU，70校
慶舞不停」活動，由體育事務處助理教授趙
曉雯、吳詩薇及講師郭馥滋帶領近40名女教職
員，在體育館外廣場進行舞蹈快閃活動，場面
熱鬧，活力四射。
  快閃前，女教職員們先在體育館舞蹈教室集
合，由趙曉雯和郭馥滋教授舞蹈動作，過程十
分歡樂，且能感受到她們對學校滿滿的愛。準
備就緒後，開始進行快閃舞蹈表演，雖然天空
飄著小雨，仍澆不熄眾人的熱情，趙曉雯和郭
馥滋更是腳踩高跟鞋亮麗登場，帶領大家舞出
本校成立70年的歡喜心情。表演吸引不少師生
駐足觀看甚至錄影，最後在大家高喊「淡江
70，從心超越，我愛淡江，生日快樂！」後畫
上句點，獲得觀眾熱烈掌聲。
  教務處課務組組員陳虹竹分享：「當初只想
來跳舞，沒有想到還有趣味的快閃活動，今天
跳得很開心！」

迎接70週年校慶

　【記者林禹彣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9月22
日和中華民國運動賽事分析師協會簽訂產學合
作備忘錄，讓大數據結合經濟專業領域，使經
濟系課程更具特色，未來可以培養更多運動分
析、經濟產業方面的人才。
　經濟系主任林彥伶表示，經濟系原有大數據
與賽局理論相關課程，未來將透過安排演講、

培訓活動等系列課程，以及考取分析師證照
等，加強學生相關技能，讓同學增加未來就業
選擇。運動賽事分析師協會理事長張宏韶以職
棒選手彭政閔與羽球國手戴資穎為例，其實各
個優秀的運動選手在比賽前都有專業人士為他
們進行各項機率及數據分析，讓他們在比賽時
能夠知己知彼，做好萬全準備再上場迎戰。

經濟系主任林彥伶（右）與運動賽事分析師協
會理事長張宏韶簽訂MOU。（攝影／高振元）

校於109年「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核定結
果通過63件，邀請物理系特聘教授彭維鋒、
統計系教授兼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電機系
副教授兼電機系系主任楊維斌3位教授進行專

題報告，分享他
們的研究亮點、
運用資源將學術
成果推向國際舞
臺外，也藉由他
們帶領學生參與
「科技部大專生
研 究 計 畫 」 經
驗，鼓勵各系所
應儘早培育各領
域人才。共近130
位教師參加。
　首先，彭維鋒
以「能源／材料

獲2020科技未來獎

生活，我們大家有什麼藉口，不更努力的活
著？」

女聯會快閃起舞

　【本報訊】大傳系舉辦淡江70「淡江人‧淡
江事」微電影／創意影像競賽，首獎1名獎金2
萬元，歡迎全校有興趣同學報名參加，徵件至
109年9月30日（星期三）23:59前截止。

　【李宜庭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教師教學發
展中心於9月23日舉辦特優教師分享，邀請經
濟學系教授萬哲鈺以「Wireless Display教學展
示：ipad就是我的白板」為題擔任主講，分享
如何以無線投影的方式上課。
　萬哲鈺說明，早在疫情爆發前便有這份構
想，因應疫情使用MS Teams遠距教學，發現
搭配ppt授課時，遠端學習學生無法看見游標
和上課時寫在ppt上的字等問題，便開始著手
研究如何將ipad畫面連結到MS Teams上，過程
並非一帆風順，也遇到了ipad分享畫面後全黑
與畫面無法精準同步的難題，最後透過同網域
不同裝置以投影APP相互投影的方式，成功解
決問題；萬哲鈺現場也分享如何使用，希望能
夠協助老師們解決類似問題。

2020淡水福爾摩莎
國際詩歌節開幕

經濟系教授萬哲鈺分享使用ipad進行遠距教學
經驗。（攝影／高振元）

礙運動奪金鐘 孫銘宏感謝淡江之聲永遠的家 
2020淡江大學研發高峰會」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前坐者）及與會教師專注聆
聽物理系特聘教授彭維鋒分享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方向。（攝影／游晞彤）

研究新契機－同步輻射」，說明其研究成果和
未來研究方向；接著蔡宗儒以「科技部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商管學院之策略與因應」介紹舉
辦大專生研究計畫說明會、課堂宣傳等方式鼓
勵學生參與；楊維斌以「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經驗分享」，向學生解說申請該計畫的
優點及對未來的幫助，以鼓勵學生參與申請。
　何啟東感謝全校教師協助與努力配合本校政
策，也感念彭維鋒將研究成果與資源留在淡江
並積極培育後進，關於教師指導學生通過科技
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獎勵，強調雖預算不足難以
因應情況下，仍積極爭取經費維持教師指導的
獎勵。
　本次有3項提案討論，持續協助教師組跨領
域團隊申請相關研究案、鼓勵院所系教師挖掘
優秀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將整
合物理系、化學系、化材系、機械系、水環系
等研究團隊，進行同步輻射相關研究。

更正啟事
本報1109期「總務處產學簽約」新聞，前段
標題應為「淡江殷祐源銳」。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28(一)
15:00

土木系
E787

總盛建設總經理林光宗
都市更新與危險老舊建物作業實務

9/29(二)
10:10

俄文系
L406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副教授魏百谷
台俄經貿的回顧與展望

9/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政治大學應用物理所
助理教授許琇娟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d i s o r d e r  o n 
topological insulators (TIs)

9/29(二)
14:10

水環系
E805

環輿科技總經理管永愷
一、環境大數據暨環輿簡介
二、德翔台北輪海洋污染事件

9/30(三)
13:00

日本政經所
T503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台灣專案辦公
室主任高仁山
台美日共榮戰略 — 從CPTPP及台
美FTA談起

陳志欣李揚漢

淡江品質獎開跑

劉曉鵬談中援非歷程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9月21日下午2
時在ED501，未來學所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教授劉曉鵬來校講座，他以「中國
對非洲援助策略的變遷」為題，與在場10位碩
士班學生進行討論，互動過程熱烈，會後由未
來學所副教授紀舜傑頒感謝狀予劉曉鵬。
　劉曉鵬以3個部分說明中國對非洲援助的歷
程，首先以非洲角度探討歐洲殖民非洲的理
由、非洲反殖民的過程，接著說明中國援助非
洲的時間及原因，並討論其援助成效，最後講
述中國於現階段援助非洲的形象與影響。他分
享自身前往非洲實地考察的經驗，如中國在馬
拉威種植棉花獲得利益遠大於在新疆種植等，
藉由實際例子讓參與學生對現實中的非洲更貼
近一步。他向在場學生提出反思，參與學生一
致表示收穫很多。

退款直接匯學生帳戶

環安中心招募志工
淡江人淡江事徵片

淡水好生活Ｘ建築系構築課程暑期工作坊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看到學生們揮汗
工作時的專注與活力，讓我覺得帶著他們走出
課堂實作是值得的，除了可將課堂所學付諸實
現，更讓他們學習到如何在遇到問題時即時處
理的經驗。」首次參與USR的建築系助理教
授黃奕智，對於帶著學生參與淡水地區校園環
境的改善及公共場域的規劃再造，給予正面的
評價，有機會將持續規劃與執行。
　本校USR「淡水好生活：學習型城鄉建構
計畫」與建築系構築課程合作，在暑假期間規
劃協助進行兩個構築工作坊，「藝遊微境」讓
學生與淡水區興仁國小學生共同參與設計校園
空間裝置，將校園變成更利於學習與教學活動
的場域；「藝遊秘境」則是與看見齊柏林基金
會、香草街屋合作，在淡水得忌利士洋行後方

小公園進行空間及
環境改造，期望成
為更多元化的遊憩
空間。
　黃奕智指出，建
築就是需要面對大
眾，他希望學生能
夠透過工作坊體認
這個重點，而學生
們的表現也沒讓他
失望，不管是規劃

設計或實作，總是認真地與伙伴進行討論，
即使是初次見面的小學生、學生家長、社區
居民都是如此。「或許受到他們認真態度感
染，有些居民會主動參與提供意見與協助，
甚至自掏腰包送上冷飲解渴，讓我充分感受
淡水居民的純樸與溫暖。」他也曾在裝置完
成後定期確認穩定性及使用狀況，「發現使
用設施的人數變多了，設施也跟剛蓋好時沒
什麼變化，感覺滿棒的。黃瑞茂老師說得沒
錯，要發揮更好的影響力，就是直接透過專
業參與社區，讓社區變得更好。」

農情食課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發展空間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USR「農情食課-
無毒、有機印象淡水」計畫，3月28日在海洋
都心社區設置「微型市集市集學堂」以來，普
獲好評，暑假期間除增加營業時間為週六、日
外，更精心設計許多適合親子共學同樂的課
程，希望帶給淡水居民充實與增進親子關係的
暑假，更提供本校學生學習及分享專長機會。

　因應暑期營業時間增加，計畫公開徵求實習
店長，希望能透過相關實務運作增進自我實
力，獲選的運管系校友余崑廷和西語四陳芃君
都不具經營市集的相關專長，但因為喜歡與人
接觸，同時希望能帶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暑
假，因此報名參加店長甄選。陳芃君分享「剛
開始參與市集實習時，只覺得一切都滿新奇
有趣，等到自己開始著手經營，就發現有許

多細節需要注意，例如商品的擺設、帳目的計
算等，由於這些都不是自己科系所會學到的東
西，讓我覺得自己多了許多軟實力。」余崑廷
也分享因為參與市集營運，讓他們培養了許多
「熟客」，「有些社區住戶從原本不熟，慢慢
變成每次一開店就會上門選購，我們也在多次
的互動中愈來愈熟稔，就像老朋友一樣，這個
體驗讓我覺得滿有成就感。」他們鼓勵學弟妹
有機會多多參與，「只要你有一顆熱忱的心，
樂意與人接觸，相信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擁有珠算一級證書的資傳二曾勁湧，在暑期
課程中擔任「幼兒珠心算」課程的教授任務，
「課程內容很簡單，都是一些基礎技巧，希望
來上課的小朋友從中開始產生數字的概念，不
過由於父母親陪同，反而比較像是親子一起快
樂的玩珠算，我滿喜歡這種感覺，之後有機會
也希望再參與。」
　農情食課將於9月30日舉辦「蔬菜花束動手
做」課程，有興趣的師生可於9月28日前至活
動報名系統報名。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9月25日上午舉辦109 學年度「第十三屆淡
江品質獎」說明會。秘書長劉艾華以第十屆獲
獎者的經驗提出「言之有物」的重要性，鼓勵
所有單位踴躍參與。
　稽核長張德文則介紹淡江品質獎的評審標
準、審核流程及報告撰寫說明，並說明設立目
的在提升教育服務品質、獎勵校內貢獻單位、
樹立標竿和建立良好組織形象，期望各單位共
襄盛舉。第十二屆淡品獎卓越獎得主商管學院
院長蔡宗儒獲邀進行經驗分享，提及「好的
提案和設計固然重要，主管階級時刻保持熱
忱，和同仁協力同作、大膽前行，方能超越自
我。」第十三屆淡江品質獎即日起至10月5日
受理報名，申請報告書繳交至11月30日止，相
關資訊可於淡江品質保證稽核處網站查詢。
（網址：https://t.co/nV1vNcfhVt ）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109學年度
起，本校學費退費及各項獎助學金及各項補
助不再退發現金，全面匯款至「學生本人帳
戶」，尚未登錄金融帳戶者，請儘速至出納付
款查詢平台（https://finfo.ais.tku.edu.tw/pmt/ 
）登錄，列印匯款同意書連同存摺封面影本送
出納組（商管大樓B304）審核，以利匯款。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環安中心招募
具相關專長教職員生擔任志工製備次氯酸水，
供學校於每日課後消毒教室及周遭環境，以維
全校師生健康，凡具備實驗室化學藥品操作經
驗者將優先錄用，有意擔任志工者，請逕洽業
務承辦人邱俊豪，分機2005。

萬哲鈺分享ipad教學

女聯會舉辦校慶舞蹈快閃活動，結束後於小木
屋前開心合影。（攝影／黃可荔）

資圖系校友孫銘宏（左一）以「礙運動」榮獲第55屆廣播金
鐘社會關懷類主持人獎和節目獎。（圖／孫銘宏提供）

建築系「藝遊秘境」團隊進行空間改造。
（圖／黃奕智提供）

建築系「藝遊微境」團
隊帶領興仁國小同學共
同製作空間裝置。（圖
／黃奕智提供）

市集學堂暑期開設幼兒珠心算課程，親子共
同學習。（圖／農情食課計畫提供）

農情食課微型市集實習店長余崑廷（左一）及
陳芃君（右一）認真地向顧客介紹商品。（圖
／農情食課計畫提供）

　「2020淡水福爾摩莎國際詩歌節」於9月25
日下午2時在本校文錙音樂廳開幕，同時慶賀
本校70週年及杜聰明博士紀念音樂會開幕，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海外詩人改線
上參與，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外語學院院
長吳萬寶、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許慧明、杜
聰明獎學基金會董事長杜武青、淡水區區長
巫宗仁、世界詩人運動組織副會長李魁賢等
近50人到場。活動播放義大利詩人歌手Angelo 
Torchia之「臺灣‧臺灣」歌曲影片、詩人洪
澤南詠唱杜聰明「詠淡水詩五首」詩作、杜聰
明博士紀念音樂會中，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
團特別演奏本校校歌以慶祝創校70週年。（文
／林薏婷、攝影／高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