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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AI持續性電腦稽核實驗室揭牌典禮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傑克資訊公司
總經理黃秀鳳捐贈會計系價值超過3千萬元之
最新版「資料分析與電腦稽核軟體」200套，
安裝於商管B1012教室，11月12日在守謙國際
會議廳舉行「AI持續性稽核實驗室」揭牌典
禮，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與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
贈與黃秀鳳「功在學子」琉璃盃，感謝她造福

淡江學子。會計系主任孔繁華表示，會計專業
面臨數位轉型趨勢，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學習技
術廣泛應用於會計審計專業工作，該200套將
訓練同學使用於稽核查帳之用，副教授陳叡
智、張瑀珊及助理教授王炫斌已完成受訓並取
得電腦稽核軟體應用師證照及國際ERP電腦稽
核師，可輔導同學取得相關認證。

掃一下

膜淨新創事業金質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校友張旭
賢、陳柏瑜共同創辦的膜淨材料有限公司，獲
得經濟部主辦「第19屆新創事業獎」微型企業
組金質獎肯定，11月17日於臺大醫院國際會議
中心接受經濟部長王美花頒獎。
膜淨成立於2019年，專注於各式薄膜過濾材
料的研究開發，獨家製造具有不對稱孔隙結
構且可自我支撐的微過濾薄膜，可利用在除
菌、海水淡化、廢水回收等，公司成立一年多
來，已獲得包括教育部「U-start」創新創業計
畫108年績優團隊、2019臺北創新創業嘉年華
「明日科技組」第一名、科技部「FITI創新創
業激勵計畫」創業傑出獎等，成果豐碩。
對於獲獎，張旭賢首先感謝化材系教授鄭廖
平，「沒有他的指導、建議與鼓勵，就沒有這
次的創業。」其次則是共同打拼的伙伴一路相
挺，「當我最堅實的後盾，陪著我關關難過關
關過。」最後則是建邦創新育成中心，在行
銷與營運策略上的協助、輔導與支援，「讓
公司能夠突破層層的挑戰，嶄露頭角。」對
於未來的展望，張旭賢則直指濾水器的「Intel
Inside」，希望膜淨的過濾膜，也能在消費者
心目中建立優質印象。
對於想要創新創業的學弟妹，張旭賢認為，
淡江對於創新創業的奠基其實是足夠的，「學
弟妹可趁年輕時多嘗試，就算跌倒也沒關係，
尤其是大三、大四與研究生，這段時間算是創
新創業的學習好時機，近幾年我在新創圈就看
到很多這個年紀的創業家勇於發聲，所以，有
創新的想法大聲地喊出來吧，你將會發現，你
不是孤單的，不用害怕。」

黃山耘分享用以致學

教發中心邀請臺大外文系副教授黃山耘分享
課程設計經驗。（攝影／劉江）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
中心11月19日舉辦「創新教學課程設計系列研
習」，邀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黃山耘，以
「先有學還是先有用？探索『用以致學』的課
程設計」為題分享他在英文教學的經驗。
黃山耘依照學用關係、用以致學的理念、課
程設計要點、實際分享四個部分進行說明。他
先以「博士生賣雞排」的新聞啟發大家思考：
學和用之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他認為：「學
生學了之後並不一定無用或不會用，可能是學
的方式不夠好，沒有感受到學的用途。」
黃山耘強調「用以致學」並非是全面翻轉兩
者關係，而是設法將它們結合。以大一英文課
為例，他會先向學生說明教學理念、作業的意
義、學習的目標與方式，然後，學生瞭解課程
學習可以用在何處。同時，他也指出老師要重
視學生的output：「先讓學生說、寫，他們才
知道問題所在，就會去找需要改進的地方，也
就是input。」英文系講師林敘如老師表示：
「黃老師的分享很用心，啟發大家要先發現問
題再設計課程，與其事後向學生說明，不如事
先就做。這樣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員福會草嶺古道健行

員福會「草嶺古道健行一日遊」活動，同仁
開心合照。（圖／員工福利委員會提供）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員工福利委員
會為鼓勵教職同仁走出戶外、享受大自然，11
月14日舉辦「草嶺古道健行一日遊」活動，教
職同仁、退休同仁及眷屬共73人參與。
同仁們上午7時30分自游泳館出發，9時30分
展開健行之旅，下午1時30分於烏石港「章魚
哥餐廳」享用美味佳餚；接著參觀以自然健康
態度為理念的「宜蘭龍潭湖畔悠活園區」及寺
廟林立、富含清澈水質的「龍潭湖風景區」，
療癒工作上的疲憊，同時放鬆身心。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師如何解決教學
上所遇到的問題，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重視的，教務處教師教學
發展中心11月16日舉辦「淡江大學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108年計畫成果發表與交流會」，學術
副校長何啟東、教務長林俊宏、資訊長郭經華
及教師近百位到場參與。
會中邀請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
共23位，分成「工程」、「商管／USR／
技術」、「通識（含體育）」、「人文／工

程」、「教育」、「民生／社會」六場次進行
計畫成果發表，還有「申請計畫的『眉角』」
座談，並展示成果海報供到場教師參考，會後
於11月17至22日在圖書館二樓繼續展出。
何啟東於座談會致詞表示，本校為重視研究
的教學型大學，在教師教學發展中心積極鼓勵
及協助，及許多教師努力下，109年通過36件
計畫，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期許所有老
師都能透過教學實踐研究精進教學方法，提升
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才是我們所樂見。今天
可以不用透過邀請他校的
老師分享，顯示淡江在教
學實踐研究上的推動已見
成效，希望大家持續這個
熱情，共同努力。」教務
長則表示會隨時提供必要
的協助與支援，歡迎多加
利用。資訊長郭經華也說
明積極強化iClass教學平臺
的功能，協助老師掌握學
生學習狀態及變化。
座談會首先由歷史系系
「淡江大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08年計畫成果發表與交流會」於覺 主任高上雯、資工系教授
生會議廳舉行（上圖），現場教師進行分組經驗分享與問答（右下 陳建彰、統計系助理教授
圖），另展示成果海報供教師參考（左下圖）。（攝影／潘劭愷） 謝璦如、日文系系主任曾

秋桂、教心所所長張貴傑及學動組組長黃谷臣
等分享申請教學實研究計畫的「眉角」，總共
提出「要有明確的目標問題，規劃如何解決並
印證」、「多參加工作坊，吸收經驗」、「不
要害怕失敗」，以及研究所課程可透過「教學
設計」及「研究設計」的搭配進行相關研究等
建議。教發中心主任李麗君歸納成「三點不
漏」的經驗：「盤點」自己課程優勢，並吸收
別人的經驗；了解教學現場的「痛點」，思考
如何解決；簡單明瞭呈現計畫的「亮點」，吸
引審查委員的注意。接著由六位分享者，以及
連續三年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電機系副教
授楊淳良和運管系副教授鍾智林與在場教師進
行分組經驗分享與問答，而兩位老師也在最後
分別建議「透過事先演練增進對教學實踐研究
了解」以及「善用教學平臺蒐集學生學習資
料」，對於通過計畫都有相當助益。
尚未申請過教學實踐研究的日本政經所助理
教授徐浤馨表示，自己對於教學實踐研究的接
觸不足，近兩年來積極參與相關研習與分享，
同時檢視教學上的問題，希望能予以改善，回
饋給學生。「最大收穫，除了對於計畫申請的
眉角理解更多，也感謝李麗君主任的『三點不
漏』及『簡單明瞭』的提示，讓我對申請教學
實踐研究多了些把握。」

海下中心續簽產學MOU 強化資源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今天我們簽訂
MOU，明天就要開始一起為共同的目標努
力，這才是產學合作的真正意義。」海洋及水
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一如既往的積極作
風，在簽約之後提醒合作伙伴。中心於11月17
日中午，與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及康爾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MOU，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研發長王伯昌、商管學院EMBA執
行長蔡政言、研產組組長楊立人、國立臺灣大
學海洋研究所教授黃千芬等到場見證；11月20
日則赴國際海洋有限公司簽訂MOU，持續強
化產學合作團隊資源。
何啟東致詞時表示淡江為綜合型大學，學術
領域廣泛，適合跨域合作，海下中心成員包括
電機、歷史、水環等領域，正是最好示範。他
肯定團隊近年來的表現，「也希望未來有更多
跨域產學合作，共同提升淡江的學術能量。」
劉金源則說明當初成立中心的宗旨，希望以專
案結合校內的學術資源，透過技術研發提升產

業，培育人才，讓學校人才能順利就業。「中
並提供維修保養。國際海洋有限公司提供整合
心目前已與8企業產學合作，更延攬校內其他
測量服務，為率先踏足臺灣離岸風電市場的本
領域的專業教授，帶領學生共同進行水下量
土廠商，提供海洋風力示範風場人員運輸服
測、水下文化資產、離岸風電、海洋深層水等
務，培養熟悉臺灣離岸風場水域的在地船員。
專案，同時與臺大海洋研究
所合作培育相關專業人才，
穩健踏實往目標邁進。」
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為
陸海空專業測量及地理資訊
（GIS）顧問公司，曾承辦
國內重大工程測量如高鐵、
蘇花改等，對於河海岸港口
水深地形測量及水下文資探
測有豐富經驗。康爾生技股
分有限公司提供包括海洋環
境、海事工程、潛水技術等
海 洋 技 術 開 發 、 支 援 與 訓 海洋與水下科技中心分別與詮華國土測繪（右上圖）及康爾生技
練，採購醫療用高壓氧艙提 （左上圖）簽訂產學合作MOU，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下圖右8）
供醫事治療及水下活動使用 與研發長王伯昌（下圖右9）到場見證。（攝影／潘劭愷）

通識核心教育新面向分享會 逾百教師交流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
時表示，本校自84學年度
張建邦創辦人引進8大核
心課程，正式啟動通識教
育，更於88年獲頒通識教
育優質學校。他提及目前
多數通識教育課程開設於
各學院，授課教師通常以
專業學術方式進行授課，
心態及教學技巧需要重新
通核中心「淡江大學通識教育開創新面向學術分享會」，與會教師 檢視並改善。「博雅教育
與講者進行交流。（攝影／潘劭愷）
是大學最重要的教育，也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程中
是優化人格，卓越心靈的基石，希望大家共同
心11月19日上午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
堅定地走出這一步，替國家培育未來人才。」
大學通識教育開創新面向學術分享會」，逾百
會中安排三場演講，首先由教務長林俊宏以
位教師參與。通核中心主任李珮瑜說明，本
「本校通識教育現況及展望」為題，說明本校
校通識教育已經發展二十幾年，至今共有17學
通識教育理念，目前通識課程的實施特色，以
門，希望藉由這次會議凝聚更多共識，同時探
及因應108課綱及SDGs的調整如SDGs微學程的
討如何因應108課綱實施及SDGs的趨勢。」
開設，調整微學分課程以核心素養為出發點；

其次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以「開創通識教育
發展的新途徑：建構有意義感學習的創智基
地」，說明通識教育的發展歷程，在大學教育
的角色扮演與實施的必要性，再以中山大學通
識教育課程規劃為例，提出通識教育改革與創
新的建議；高醫大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洪
瑞兒則以「分享設計創新通識課程，教學與
評量」為題，說明如何因應108課綱「素養導
向」目標設計相關課程。「高中教學已經進入
知識整合的『跨領域探索』，大學教育該如何
培養學生的『學科素養』及『跨領域核心素
養』，是當前需要思考的重點。」她也提供許
多相關教學方式如「合作學習教學法」、「翻
轉教室教學法」等，讓在場教師參考。
綜合座談由何啟東主持，三位講者與現場教
師進行交流，通核中心講師鄧玉英與洪瑞兒針
對合作學習教學進行相關運用的討論，教心所
教授柯志恩則與劉金源對學校如何實施通識課
程進行意見交換。

板中校長賴春錦 談108課綱高中課程實施現況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策略中心11月
16日邀請108課綱前導學校，板橋高中校長賴
春錦，分享該校課程與學習歷程檔案的推動經
驗，各系主任、教師及助理近80名參與。
賴春錦指出，108課綱中普通型高中課程，
以「適應未來生活情境為目標」進行規劃，包
括部定必選修及多元選修課程、校訂特色課
程，以及團體活動及彈性學習，而這些學習經
歷，經學校認證後提交至教育部建置的「學習
歷程中央資料庫」，報考學測時可由學生自行
於資料庫中勾選「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
現」，上傳至甄選會或聯合會招生平臺，再轉
至大專校院科系，「可讓大學端了解學生真實
的學習紀錄，同時讓學生透過自行整理與回顧
理解自己的興趣，報考適合自己的科系。」
「現在的高中生上課情況是否還是我們所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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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賴春錦以板橋高中校訂課程「議題
程」及「課程成果的歷程」。她也在會後座談
探討」為例，學校針對課程設定九大議題，每
中與在場教師針對多元學習課程交換意見，希
個議題安排兩位教師共同授課，學生可依自己
望能促成更多合作，也建議本校尋求更多，尤
的興趣選修，然後針對每個議題完成一個主題
其是生源最多的學校的交流，達到「高中育
報告，並進行成果展。「儘管議題不同，但架
才、大學選才」的雙贏。
構卻是一致，教師群得透過共備課程
來達到這個目標。」而一般課程也由
「記憶式的教學」轉換成「討論角色
的扮演」，教師得設計不同的討論內
容引導學生互助學習，自行蒐集資料
在課堂上分享，「還得協助並教導學
生如何完成課程成果並記錄歷程，這
些正是提供大學課程學習的養分。」
最後賴春錦希望大學端能夠制訂能
力取向的評量尺規，重視學習歷程而 板橋高中校長賴春錦分享高中課程實施經驗，並和現
非只看成果，如「是否修習過相關課 場教師交流。（攝影／潘劭愷）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更多
校園新聞
都在這裡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右二）、商管學院院長蔡
宗儒（右一）會計系主任孔繁華（左一）感謝
捷克資訊黃秀鳳捐贈軟體。（攝影／游晞彤）

教學實踐研究成果 豐碩分享
化材系校友企業膜淨材料獲經濟部新創事業金
質獎，執行長張旭賢（右）接受經濟部長王美
花頒獎。（圖／膜淨材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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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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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一)
11:10

電機系
E830

資策會產品分析經理朱師右
金融科技介紹

11/23(一)
12:10

電機系
E787

資策會產品分析經理朱師右
AI在金融科技的應用

11/23(一)
12:10

西語系助理教授張芸綺
外語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109學年度「多元與創
FL106
新」教師研習活動-文字與數字相
遇的藝術：譯者風格探析

11/23(一)
14:00

體育事務處講師郭馥滋
教發中心 教學創新成果獲獎教師「運動休閒
SG246 與競技實務－美體塑身運動」課程
觀課交流

11/24(二)
10:00

跨域長笛演奏家蔡佳芬
通核中心
通識藝文講座：談2020後藝文活動
V101
的重啟與革新

11/24(二)
13:00

日文系
E415

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三須祐介
中文翻譯日文：從胡淑雯、徐嘉澤
日文小說翻譯談起

11/25(三)
13:00

政經系
CL328

政經系助理教授周應龍
109年度蘭陽校園全發院住宿書院活
動－走出舒適圈的跨域學習

11/25(三)
13:10

中文系
L303

天行者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文澤
文創演講-內容為王？影音江湖新
時代-新媒體的核心競爭力

11/25(三)
17:30

國際暨兩岸
交流組
驚聲大樓
10樓大廳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語專家
太原ゆか
異文化系列講座一：日中異文化介
紹

11/25(三)
18:00
11/25(三)
18:00

11/26(四)
14:00

11/27(五)
10:00

國立中正紀念堂水墨人物班及走獸
通核中心
人物班導師黃中泰
H103
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系列（三）
中文系
B425

無論如河書店負責人梁秀眉
中文系榮譽學程演講-書店即家：
作為一個姐姐的實踐之路

插畫藝術家蘇慶峰
通核中心 創意插畫-物體結合-鯨魚身體與小
H103
太空人的結合並在小太空人身上做
創意元素
外交系
T310

Asia Political Risk Analyst
Ross Feingold (方恩格)
國外教授來訪學術演講「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aiwan」

11/27(五)
12:00

教科系副教授王怡萱
教發中心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應用與經驗分
I501
享

11/28(六)
14:00

文錙藝術 中文系講師絲凱郁
中心
「傳統文化與科技的結合—數位e
D305
筆之應用」講座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11/23(一)
10:10

演講人 / 講題

公共行政學系學生歐陽妤婷
諮輔中心 學習策略工作坊「如何在履歷中脫
I304
穎而出？」-履歷準備及面試技巧
分享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資深工程師
吳佳銘
1.機場規劃設計概論 2.桃園國際機
場未來發展及營運課題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兼科技
參考服務組 暨智慧財產權法研究中心主任
11/23(一)
圖書館三樓 章信忠
14:00
學習共享區 【學術力 X 學術倫理】系列講座：
學術倫理與智慧財產權
11/23(一)
13:10

土木系
E787

11/24(二)
14:00

物理系
S215

物理系研究助理龍友翰
Electrochemical reduction of
suspended graphemes oxide flakes

11/24(二)
14:00

水環系
E805

政大傳播學院新聞系教授江靜之
人工智慧為何現在不及你聰明？從
全球暖化新聞論述談起

資圖系副教授林雯瑤
參考服務組
11/25(三)
【學術力 X 學術倫理】系列講座：
圖書館三樓
12:00
OA期刊解密：安全的選擇與投稿
學習共享區
行為
11/25(三)
14:00

龍華科技大學遊戲系講師廖宇潔
諮輔中心 學習策略工作坊「社群行銷經營技
I304
巧分享」-FB粉絲專頁與社團創立
入門

11/25(三)
18:00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經理/CFA美國特
諮輔中心 許財務分析師邱顯偉
B302A 關鍵職涯in實力系列-小資理財投
資實務工作坊

11/26(四)
10:1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技士
諮輔中心 郭威廷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恩典筆記」-回
顧你的學習歷程

11/26(四)
13:10
11/26(四)
15:10

機械系
E787

新日興集團執行副總院朝宗
踏出人生的下一步

簡報一沙鷗創辦人林泰君
諮輔中心
學習策略工作坊「投影片精進之
L102
道」-投影片視覺設計技巧

網路看更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賴逸帆分享手機如何拍美照
女聯會11月19日舉辦「以手機照相抓住美
好的瞬間」演講，邀請旅遊攝影師張逸帆，
以自己多年攝影經驗，由淺入深分享手機也
能拍出好照片的方法（文／戴瑜霈）

異文化講座歡迎體驗偽出國
國際處11月25日起將舉辦一系列的「異文
化講座」，讓同學即使不能出國，也能有出
國的感受，歡迎參加。（文／李佩芸）

財務處提醒快完成補退費
財務處提醒，本學期加退選後之學雜費
補繳時間為11月23日至11月30日，請至中國
信託網站（https://school.ctbcbank.com ）繳
款。退費將匯至學生個人帳戶（文／陳昀）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