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 知 識 ， 循 序 漸
進 地 建 構 基 礎 知
識 ， 再 搭 配 課 程
體 驗 與 反 思 產 生
經 驗 ， 認 為 透 過
反 思 再 行 動 並 搭
配 現 存 理 論 是 一
種 良 性 循 環 ， 其
中又以「創造經驗」最為重要。
　張貴傑進一步說明，依照教學設計，首先進
行前測後讓學生自行分組，互評機制分為「組
內互評」其中需要反思及回饋，「跨組互評」
則是將全班給予的回饋進行消化與反思，強調
以質性評量為主。由於這門課不會有期中考，
因此以參訪淡水社區或醫療相關個案作為一次
組內互評，接著便是後測與寒假焦點訪談。張
貴傑認為教學應從教室走到社區、理論走向實
務，還須建立學習經驗並對所學加以反思。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教學
發展中心6月1日中午12時至14時在I501與MS 
Teams遠端同步，邀請109學年教學實踐研究績
優計畫主持人資工系系主任林其誼及教心所所
長張貴傑，以「發掘課室問題一：基礎知識差
距大」為題，分享在遭遇先備知識有落差的課
室問題時，各自採用什麼樣的對策以達到課程

預期的教學目標，
又以什麼樣的研究
問 題 撰 寫 計 畫 內
容。
　 林 其 誼 首 先 以
通識資訊教育學門
「iOS應用程式開
發」課程作為教學

實踐研究內容，提出這項計畫前，他發現這門
課的教學評鑑呈現落差，多數學生反應課程內
容太難，加上修課學生背景差異大，也沒有助
教協助，他認為資訊教育學門類都會面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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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6/6(一)
12:00

教發中心
I501

MS Teams

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
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分享-發掘
課室問題二：提升多元思維與洞察
能力

6/8(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

MS Teams

歷史系副教授李其霖
學以致用：如何指導學生完成畢業
作品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6/6(一)
13:10

化材系
MS Teams

化學系助理教授李泳霆
Ab-ini t io  molecular  dynamics 
study of molecular dissociative 
adsorpt ion on S i (001 )  sur face 
and corresponding vibrat ional 
spectrogram

6/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俊銘
Potent ial  and Opportunit ies of 
Neutron Technology at ANSTO

6/8(三)
10:10

管科系
B713

全家便利商店人資部部長宋啟辰
新科技應用下零售業的人才管理與
發展

6/9(四)
09:30

經濟系
B617

經濟系優秀畢業系友朱泓帆
職場競爭力講座：不可不知的面試
Top技巧x彩妝教學x真實職場面試
體驗

6/9(四)
13:00

機械系
MS Teams

麥新代科技課長黃群帆
從CNC到機器人，機床行業的工業
4.0之路

6/10(五)
10:10

資工系
MS Teams

錦華資訊科技總經理賴洪岳
洞燭AI應用趨勢，強化自我競爭力

如何機智學術投稿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美國新澤西
州立大學正式開啟雙邊語言教育合作與學術交
流！雙方透過現場及視訊，於6月2日凌晨4時
30分參加「臺灣優華語計畫聯合簽約典禮」，
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新澤西
州立大學校長Kathryn A. (Kate) Foster、副校長
Jeffrey M. Osborn出席線上儀式，國際長陳小

感念創辦人 齊心創未來

雀代表本校出席現場，由葛校長與Jeffrey M. 
Osborn代表雙方簽約。該簽約儀式由教育部舉
辦，安排臺灣9所大學與美國10所大學正式簽
署校對校備忘錄，並邀請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
務局副助卿 Camille P. Dawson等人與會見證。
　新澤西州立大學創立於西元1855年，學生人
數7,340人，2022年美國大學排名261。該校鼓

優華語＋姊妹校 本校與新澤西州立大學開啟語言教育合作學術交流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

展中心5月27日上午9時舉辦課程觀課交流，

邀請特優教師，體育事務處教授王元聖開放

「男女跆拳道」課程，因應學校遠距規範，

於MS Teams進行授課，王元聖在課程中透

過教學影片示範動作，結合截圖上之動線標

示，解構每個動作的訣竅和原理。

　為增加學生對動作的理解，王元聖在教授

新動作時，都會邀請一位學生打開鏡頭，依

照示範影片進行演練，接著以口述方式點出

動作的問題及如何修改，再請同學依照指示

重新演練，此外也會透過隨機點名方式請其

他學生對示範者的動作提出建議，讓示範及

觀看的同學都能更留心動作的細節。

　王元聖強調動作必須做得確實，且重視實

際應用，所以在講解動作時，會特地指出在

攻防時該如何應用，並提醒細節如何影響攻

防的發揮，如做出弓步時，下盤要有兩個腳

掌的距離，以避免被敵方輕易擾亂重心；為

讓學生避免運動傷害，王元聖也會盡量講解

每個動作的細節，避免姿態錯誤造成受傷。

第185次行政會議
校長宣布結盟遠傳

蘭陽副校長進行專題報告，說明蘭陽校園轉
型規劃。（攝影／鍾子靖）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85次行政會議5月
27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擴大舉行，
由校長葛煥昭主持，四位副校長、一級主管出
席，臺北及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葛校長首先宣
布兩項重大活動，其一是本校與遠傳電信將於
6月7日下午1時30分舉辦戰略聯盟簽約儀式，
正式啟動雙方產學合作；其次是6月11日將於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辦畢業典禮，開放學生
自由報名參加，現場將採取高規格防疫措施，
除進入會場前量測體溫及手部清消外，會場內
嚴禁飲食及喝水，參加人員除致詞者致詞期間
外，須全程佩戴口罩（含照相時）。
　專題報告由蘭陽副校長林志鴻以「站在B軌
上看更超越的蘭陽校園」為題，說明蘭陽校園
轉型規劃，除校園空間活化，並從目前社會逐
漸高齡化的方向切入、規劃成立「精準健康學
院」，初期設立高齡健康管理研究所及智慧照
護產學研究所，以宜蘭地區醫事健康工作者及
相關校院學生為招生對象，同時強化與醫院之
產學合作，共同提升地區醫療品質；未來更朝
五大精準思維「健康＋診＋治＋療＋長照」轉
型，朝健康永續經營方向邁進。
　會中通過「本校111學年度預算書」草案，
「淡江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淡江大學『淡江菁英』金鷹獎選拔辦法」第
五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永續發展與社會創
新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4項提案。

問題—學生多為入門、課程深淺拿捏不易。至
於該如何解決？林其誼調整課程難易度，搭配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實施「合作學習」，
讓有底子的學生可以幫助初學者。
　林其誼坦言當初自己並不懂教育，因此在進
行這項計畫前下了不少功夫，他以109學年度
的課程為例說明，先以前測、基礎課程與期中
筆試個別評估學生能力，接著替學生分配夥伴
後實施進階課程，再觀察期末合作學習成果。
林其誼建議在座教師，可使用iclass系統與學生
互動並掌握教學進度；同時針對分組學習成效
實施問卷調查，以收集學生意見回饋。
　張貴傑以教心所碩士班課程「變態心理學」
作為研究內容，主要原因在於他發現教學現場
中，學生入學前的教育背景與先備知識相差過
大，加上該門課程的專業基礎知識不容易理
解，因此他研擬「同儕互評」方式，除促進
合作學習外還能融入學習法，並藉由「反思
寫作」深化學習效果。他考量學生先備特質

李紹迪不藏私分享

如何解決學生基礎知識差距 林其誼 張貴傑對策分享

圖書館舉辦「給未來的你～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由（上排左起）張家宜董事長、前校
長林雲山、前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中排左起）董事戴萬欽、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教設系
教授陳國華（下排左）進行分享，董事會秘書黃文智（下排右）主持。（背景及創辦人照片／
圖書館校史組提供、攝影／李沛育）

「機智的投稿生活」課程，邀請飛資得資深講師
李紹迪（上左2）主講。（活動截圖／黃國暉）

教學特優教師觀課交流，體育處教授王元聖
線上教授跆拳道課程，透過截圖動線修正學
生動作。（活動截圖／鍾子靖）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張建邦創辦人
逝世已4週年，為感念他對本校的貢獻，覺生
紀念圖書館校史組5月24至26日中午12時，在
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舉辦「給未來的
你～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MS Teams同
步連線。座談會由董事會秘書黃文智主持，董
事長張家宜、前校長林雲山、董事會董事戴萬
欽、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教設系教授陳國華與
前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共同分享張創辦人的
故事與回憶，逾200位教職員生、校友及退休
同仁參與。
　第一場由林雲山與周新民，以「宇宙內事，
皆己分內事」為題分享張創辦人的人生與辦學
理念及寬大心胸。林雲山讚揚張創辦人待人親
切，寬厚慷慨地對待同仁，更以他在美國親身
經歷說明張創辦人的貼心與溫暖，讓他點滴心
頭；周新民表示「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是
張創辦人一生貫徹的理念，他對淡江人的照
顧，是不少淡江人的共同回憶。接著提到華隆
案對張創辦人傷害甚深，即使當時受到不少誤
解，張創辦人仍一力承擔所有指責，讓周新民
十分不捨，更特地公開當時對外發表的信件，
捍衛張創辦人的清白。蘭陽副校長林志鴻也於
交流中分享張創辦人對淡江人的關愛，以及持
續貫徹回饋家鄉宜蘭的理念，讓人十分感念。
　第二場由戴萬欽與宋雪芳，以「從知識到視
野」為題，分享從工作中所認識的張創辦人。
戴萬欽分享與張創辦人參訪各國，包含至捷克
參與「西元兩千年論壇」發表對世界願景的構
想、拜會印度政要，並於新德里舉辦「臺印合
作論壇」介紹臺灣的民主政治發展等經歷，這
些參訪除開闊了他的視野，後來更了解張創辦
人的洞察機先，將這些經驗用於強化淡江基
礎，讓淡江比肩國際；宋雪芳則以旁觀者的角
度分享她眼中的張創辦人，從耳聞張創辦人視
同仁如親卻不失禮，到接任圖書館館長時張創
辦人對她的提醒，讓她十分敬佩張創辦人的為
人及對資訊化的重視，更透過張創辦人當時在

《明日世界》雜誌中說明對未來的想像，對比
今日竟皆如出一轍，著實讓人欽服。國際事務
副校長王高成於交流時提及國際觀的養成，戴
萬欽回復閱讀十分重要，唯有知道天下事，才
能開拓視野，宏觀發展；國際長陳小雀分享她
與張創辦人的一次對談，深感其對國際化的重
視，希望持續發揮所長，跟上張創辦人的腳
步；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也與戴萬欽就張創辦人
的為人與對教育的重視進行交流。
　第三場由張董事長與陳國華，以「給未來的
你」為題，談論本校「未來化」，以及對所
有淡江人的期許。陳國華提及創辦人對「未
來」一詞帶著樂觀的想像，而非虛無飄渺，由
於張創辦人對知識的渴求，方能理解有了知識
才有創造萬物的可能，這也是「最好的未來

是創造出來的」的由來，張創辦人除了洞悉未
來，更對未來始終抱持期待，建立了本校的未
來化特色，影響深遠；張董事長首先總結各與
談人對張創辦人的緬懷心情，再以家人的角度
分享張創辦人的生活瑣事，在她眼中，張創辦
人是個永不停歇腳步，持續向前的開拓者，由
於張創辦人對未來的重視，大力推動本校在未
來學領域的研究，在國際間有不凡的表現。葛
煥昭校長在交流時指出，本校如今能有許多卓
越表現，與張創辦人對本校的「未來化」建構
不無關係，從不輸國立大學的硬體設備到學術
上的卓越表現，都是因為對未來的重視與規劃
而來。最後張董事長期許與會人士，尤其是學
生，應善用學校資源接收新知，並運用自己所
學，思考自己的道路並創造自己的未來。

創新創業競賽 入圍團隊秀創意拼服務
　 【 記 者 鄭 佩 維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研 發 處
「2022創新創業競賽暨頒獎典禮」5月26日
在守謙國際會中心H306舉行，MS Teams同
步連線，由通過初審創新組及創業組各13隊
進行角逐，經過激烈的競爭，最後創新組由

「TINDERBEE-數據科技APP打造安全歸家
路」奪冠，創業組由「基於人工智慧技術的
廣告商與Youtuber合作平台」掄元，各獲頒獎
金20,000元。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說明，本次競賽活動

在廣邀校友報名參與下，共62組創新創業團
隊，261位師生及校友參賽，相較去年約成長
20%，在2至4月參加研習營及經歷初審後，今
日入圍團隊各有10分鐘簡報及5分鐘答辯，將
創新產品或服務清楚演示與描述，爭取最佳成
績；而淡江大學EMBA聯合同學會蘇建任理事
長也特別捐款10,000元，將在創新組挑選1組
團隊頒發「特選佳作」獎；研發長楊立人鼓勵
參賽學生，若未來有創業的想法，應該在就學
時期多利用學校資源參與相關活動，不管成功
與否，都能成為日後創業養分；育成中心主任
潘伯申感謝每個參賽團隊的付出，也恭喜獲得
了更多經驗，比賽中他發現不少創意表現，期
望大家在創業路上能夠繼續保持熱忱；會後更
表示部分評審願意提供資源給某些未進入前三
名的團隊，協助他們能有更好的發揮。

勵學生參加每週一次的華語論壇，透過中華
活動文化，促進中華文化傳承，培養學生學
習華語的興趣；該校強烈鼓勵學生出國留學
以提升語言能力、文化知識，開闊國際視野
和生活經驗，鍛鍊獨立生活能力並深入當地
文化。兩校簽訂姊妹校後，將共同推動優華
語計劃，並進行學生交換及學術交流。

葛煥昭校長（左3）、國際副校長王高成（左
2）於簽約後合影。（攝影／潘劭愷）

創新創業競賽暨頒獎典禮，學術副校長何啟東頒發兩組第一名獎金及獎狀。（攝影／連慧榕）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參考組5月26日，透過MS Teams舉辦精進研
究力課程第四場「機智的投稿生活」，邀請飛
資得企業集團知識資源中心資深講師李紹迪，
分享「機智投稿」的訣竅，近50人參與。
　如何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快速地傳播，李紹迪
建議「最好選擇國際期刊發表」，尤其是撰寫
論文要符合期刊的發稿範疇。在選擇適合的投
稿期刊部分，具有投稿經驗的老師或學生，可
以選「曾經成功投稿過的期刊」或「最常閱讀
期刊」來熟悉編輯的風格；沒有投稿經驗者可
以從「參考文獻中常發現的期刊」、「聲譽良
好的出版社」、「編輯群成員在該領域的專業
度」及「期刊的國際化與數位化程度」來進行
期刊投稿的準備跟挑選。
　在避免掠奪性期刊部分，李紹迪特別提到
可從內容、收費和出版商三個方面來判斷是
否為掠奪性期刊，並提供「期刊165反詐騙心
法」，即「1」定要查證、「6」個期刊查詢
工具（Cabells、Master Journal List、DOAJ、
ISSN、ROAD與JISC Sherpa Romeo）與「5」
個參考依據：「期刊歷史悠久」、「專業學協
會出版」、「大學出版社出版」、「專業資料
庫中有收錄」、「學校圖書館有收錄」。
　至於撰寫論文的技巧，李紹迪分享撰寫順
序、文獻引用、學術倫理等相關須知，在投稿
準備事項方面，她強調須注意「標題摘要關鍵
詞要引人注意且簡要明瞭」、「文章內容要有
充足資訊」等項目。在論文出版方面則建議尋
求專業英語編輯協助，從論文潤飾、發表、投
稿、專業文章評估等服務，幫助提升論文投稿
國際期刊的機率，並助於傳播研究成果。

特優教師觀課交流
王元聖線上教跆拳

暑修將採遠距教學
　【本報訊】110學年度暑修課程將於6月13日
上午10時至6月22日下午4時開放網路報名，課
務組提醒欲報名的同學記得依前述時間至「暑
修課程查詢暨網路報名系統」完成選課登錄，
再於6月23下午1時至6月27日晚間12時，自系
統列印繳費單並以ATM轉帳方式完成繳費。
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及繳費，逾期不
再受理。（網址: http://www.acad.tku.edu.tw/
CS/main.php 業務連結/暑修課程查詢暨網路
報名系統）。
　暑修上期上課時間自7月1日至8月2日止，下
期上課時間自8月3日至9月2日止，上課方式均
採遠距教學，請依排課時間上課。因疫情管制
不克返臺之本校學生，依本校安心就學措施辦
理。相關暑修作業日程表及網路報名注意事
項，請參閱教務處課務組網頁「最新訊息」。

（攝影／方亭筑）

（攝影／方亭筑）

粽飄香境外生暖心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6月1日中午12時在驚聲大樓10樓舉辦
「境外生節慶文化活動-慶端午-外帶美味粽
子」活動，準備了熱騰騰的粽子提供境外生
們回家大塊朵頤，同時歡慶端午佳節，共送
出270顆粽子。
　本次活動受疫情影響僅發送粽子，國際事
務副校長王高成和赴美洽公的國際長陳小雀
特別錄影祝福境外生們佳節愉快，除了介紹
端午節的由來，也對許久沒有回到僑居地的
華人學生暖心安慰，表示淡江大學是同學們
在臺灣的家，希望粽子可以讓大家在端午節
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活動一開始現場飄著滿滿粽香，不少學生
滿懷期待前來領取，看完祝福影片後，帶著
愉快心情及粽子回家，也有人幫同學代領減
少感染風險。企管三鄭潤醛與國企碩一張開
聞同樣因疫情無法回家，能在這裡過節並收
到粽子，讓他們覺得感動與開心。

女聯會歡慶端午節 立蛋競賽各顯神通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6月2日中午12時，在覺軒花園教室舉辦「端
午立蛋：粽味飄香」活動，現場除了準備了粽
子給會員攜回享用外，還舉行了傳統的立蛋活
動競賽，活動由教發中心主任李麗君主持，總
計逾50人參與一同歡慶。
　立蛋競賽首先由各桌驗立蛋活動，再由每一

桌第一位成功立蛋的會員參加比賽，三分鐘內
成功立起最多蛋的人獲勝，過程中每位參賽者
都認真地使用各種方法立蛋，緊張之餘也充滿
歡樂氣氛，最後由境外生輔導組王友嫈、事務
整備葉芷娟及財務處黃涵郁獲得前三名並接受
李麗君頒獎。招生策略中心專員陸寶珠感謝女
聯會舉辦本次活動，體驗傳統也增進交流。

女聯會端午活動立蛋競賽，大家聚精會神將
雞蛋立在桌上。（攝影／黃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