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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17(一)
19:10

榮譽學程
B712

競爭Lead教育中心執行長
李柏賢
創新團隊的創新經營心法

10/18(二)
12:10

外語學院
FL204

日文系副教授葉夌
俄文系副教授蘇淑燕
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分享會

10/18(二)
14:10

水環系
E829

台電環境保護處副處長吳政宏
電業在環保治理的技術發展

10/18(二)
14:10

財金系
B713

宏利投信副總經理游清翔
ESG實務應用與市場前瞻

10/18(二)
14:20

商管學院
B302B

立法委員鍾佳濱
特斯拉和星鏈，會是越南或台灣的
下一座護國神山？—從台灣經驗看
越南產業發展的未來

10/18(二)
15:10

統計系
B509

前行政院青輔會主委李永騰
創新創業必須知道的事：觀念對話
與操作實務

10/19(三)
15:10

土木系
E231

麗臺科技專案一部(AI相關軟體產
品)資深經理林威延
人工智慧發展趨勢與開發管理平台

10/19(三)
15:10

化材系
E787

先進製造品質計畫／恩智浦半導體
張博硯
About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0/21(五)
9:30

經濟系
B302A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
學系教授鍾建屏
科技應用講座：科技發展於創新金
融服務之應用

更多相關資訊，請逕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網址：https://enroll.tku.edu.tw/）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17(一)
13:10

中文系
L205

澄波藝術文化有限公司《集合！
RENDEZVOUS》編劇竹本貞子
中文系深耕文創講座「淡江中文引
領我成為職業動漫編劇的歷程」

10/18(二)
12:00

政經系
I501

臺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郭銘傑
111學年度國際事務學院「多元與創
新」教學研習活動-在教學現場進
行隨機實驗：以國際關係課堂為例

10/20(四)
10:00

德文系
L416

台達電子德國負責人鍾家隆
成功經驗分享

10/20(五)
12:00

教發中心
I501

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
通識浸在玩樂中

10/21(五)
10:00

資傳系
L522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管中祥
111學年度文學院 「多元與創新」
教學研習活動--我在「民雄學」
學民雄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翁俊杰談淡水在地飲食
　農情食課10月6日「北海岸飲食印象文化
系列活動」，邀請之間茶食器創辦人翁俊杰
分享淡水在地飲食文化。（文／鍾子靖）

圖書館邀您預測金典得主
　覺生紀念圖書館邀請教職員生共賞金典獎
入圍作品，並將貼紙貼在喜愛的書本下方投
票區，一同預測得主。（文／葉語禾）

林逸農教你使用雷射切割
　教科系助理教授林逸農將於10月17及24
日，下午4時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微學分
課程，教授雷射切割機。（文／吳映彤）

快來報名性別平等講座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將於10月25日，邀請
性平會專家委員黃文智，主講「校園性別平
等．三法」，剖析性平三法。（本報訊）

即日起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本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即
日起至10月31日中午12時止，填完還能參加
抽獎，歡迎踴躍上網填寫。（本報訊）

淡江推動TQM三十有成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中華民國品
質學會（Chinese Society for Quality, CSQ），
10月14日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合作
備忘錄簽約儀式，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
宜、3位副校長、一二級單位主管、中華民國
品質學會理事長盧瑞彥、秘書長陳介山、常務
監事劉黎宗等逾150人參與，由葛校長與盧理

事長代表雙方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致力提升
品質與人才培育。本次簽約儀式也是慶祝本校
推動TQM30週年系列活動的開始。
　葛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自1992年起，由張
建邦創辦人引進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自此便積極推動教學與
行政品質的提升，更於2009年獲得國家品質獎

的肯定；接著他說明
本校目前積極推動的
「AI+SDGs=∞」為
「全面品質管理的有
機化」，數位轉型和
淨零碳排更成為追求
品質的重要項目，且
列入國家品質獎的評
審標準。雙方日後將
就品質管理相關資訊
進行交流與推廣，同
時合作培育相關人才
以達雙贏，朝社會共

王孝祖2學術論文躍登國際知名期刊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工學院團隊近期
再獲國內4專利，包括建築系副教授林珍瑩、電
機系教授劉寅春團隊的「互動式垂直綠模組」、
機械系教授林清彬團隊的「兼顧熱傳導與熱擴散
之車用LED燈散熱模組」及「車用LED燈複合材
質散熱模組」、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教授武
士戎、AI系教授游國忠團隊的「工作日誌登載系

如何順利通過國科會計畫 前輩重點提示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擁有多元豐
富的學術及文化資源，尤其是師生創作，更是
美好的紀錄與密切的連結，出版中心希望能夠
透過書本將其完整保存下來，除了讓更多人共
享，還能增進淡江人的凝聚力。」研發長薛宏
中談到這個願景。研究發展處出版中心10月11
至21日於覺生紀念圖書館二樓學研創享區舉辦
「學術與浪漫夜未眠：淡江大學出版中心新書
展」，展出2022年出版新書，歡迎到場參觀。
　本次展出主題為「花火詩集成神話，猶
有村上戰略與漢西」，分別為《廢墟與花
火》、《可見光：微光現代詩社十屆合集》、
《Mito-leyendas aborígenes de Australia 不可
思議的澳洲原住民神話傳說》、《村上春樹に
おける逸脫》、《後疫情時代印太戰略情勢下
的臺灣安全戰略選擇》、《漢西翻譯面面觀:
理論與實踐》，另展出五虎崗文學獎得獎作品
集、村上春樹研究及淡江戰略學派叢書。
　出版中心主任林雯瑤說明，本次展出的書，
包括五虎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學生社團作品
合集、學術研究論文集及教科書，其中《漢西
翻譯面面觀:理論與實踐》已發行三刷，目前
有不少教師採用，「期望大家在閱讀後可以獲
得正面能量，同時看見本校在學術出版上多元

經營的改變，亦藉由本展增加系列作品之能見
度，觸發更多的合作機會。」
　外交四楊孟璇對於戰略學派叢書十分感興
趣，因為與自己所關注的時事密切連結，她也
希望日後出版中心可以思考多出版相關類型的
書籍，增進師生們對於時事的掌握。

本校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簽訂合作備忘錄，由葛校長（上圖右）與盧瑞
彥理事長（上圖左）代表雙方簽署。（攝影／羅婉瑄）

工學院團隊獲四專利

好的目標前進。
　張董事長表示，本次簽約儀式，校內所有
一、二級主管及秘書皆出席參與，在於落實
TQM六大精神之「領導承諾」，希望大家之
後能夠確實推動「領導承諾」提升品質。接著
她提到，從本校參與國家品質獎的歷程中發
現一件重要的事情，即是「透過PDCA持續改
善」，這要感謝盧瑞彥在當時擔任審查委員時
的提醒，讓本校得以充分推動TQM並獲得國
家品質獎的肯定。最後張董事長也期許大家持
續落實TQM，讓淡江愈來愈好，朝下一個30
年邁進。
　盧瑞彥首先佩服張建邦創辦人的遠見，在
30年前即致力推動TQM，也稱許張董事長帶
領大家努力實踐，將淡江大學的品質向上提
升，更肯定本校在獲得國品獎之後仍持續落實
TQM，努力不懈提升品質；最後他分享最新
的品質定義，即「超越顧客期待，同時讓地球
永續」，並希望雙方在簽約後結合彼此資源，
為品質提升共同努力。

研發處舉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攻略工作坊，邀
請教授群分享如何順利通過研究計畫申請。（攝影／鍾子靖）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尖端材料
科學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擔任共同作者
之學術論文「A single-atom library for guided 
monometall ic and concentration-complex 
multimetallic designs 單金屬與不同複合濃度
多金屬之單原子合成方法」，獲SCI國際知
名期刊《Nature Materials》刊登，影響因子
47.7。另一篇擔任共同第一作者之「Bandgap 
Shrinkage and Charge Transfer in 2D Layered 
SnS2 Doped with V for Photocatalytic Efficiency 
Improvement 釩參雜產生二維材料二硫化錫的
能隙收縮及電荷轉移來提升光催化效率」，於
去年年底刊登《Small》期刊，影響因子15.2。
　本校物理系學、碩士校友王孝祖，為國立清
華大學物理博士，師事物理系講座教授彭維鋒
及物理系校友、前東華大學校長，中研院院士
吳茂昆，與許多國際研究團隊合作。他表示，
《Nature Materials》該篇論文合作學者，包括
中國科學院學者、美國爾灣大學教授Huolin 
L. Xin，還有加拿大、美國、臺灣等學者，

《Small》該篇則與印度、南非學者合作。
　王孝祖說明，剛獲刊登的論文是研究有關單
原子的系統，該研究合成利用元素週期表中37
種元素，將其單獨合成單金屬單原子，可應
用在各種的催化反應，不過，相當不容易合
成。此外還進行一系列開拓性研究，由原本的
單金屬到成功合成出12種不同元素組成的多金
屬單原子材料。「這是一個很
大突破，因為我們利用同步輻
射技術分析這些單原子系統的
價數、鍵長、配位數、配位離
子等相關數據，這些數據以後
會像教科書一般讓大家據以參
考，對於日後研究有非常大的
幫助。」
　王孝祖指出，另外一篇論文
則是探討二維材料在催化上的
應 用 。 當 二 維 材 料 二 硫 化 錫
SnS2參雜過渡金屬釩到這個材
料裡面，在層與層之間會形成

獨特的四面體結構，影響其能隙與電荷轉移機
制來提升光催化的效率，並與研發長薛宏中的
合作，經過理論計算模擬，證實實驗上所觀察
到的結果與理論相符。他表示，這次研究對於
未來的綠色能源應用有非常大的突破，可藉此
來提升水分解的反應速率，產生大量的氫能源
加以利用。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本校研究能
量，協助教師申請研究計畫案，研發處10月6
日下午舉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攻略工作坊」，邀請校內現任及曾任學門
召集人、審查委員的教授群，分享計畫撰寫經
驗及審查重點，提供教師計畫寫作指引，促使

更多優秀的研究計畫順利產出並通過，學術副
校長許輝煌、各學院院長及教師近百人參加。
　許輝煌致詞時表示，國科會計畫的經費補助
對於研究十分重要，其中能否通過的關鍵之一
是如何撰寫計畫書，以他個人的經驗而言，首
要是不被挑毛病，其次要能呈現出特別之處；

研發長薛宏中接著透過
統計資訊，說明本校教
學計畫案的通過率其實
不算差，但還是有努力
的空間，希望能透過相
關工作坊的經驗分享，
協助有意願申請計畫案
的教師們，提升通過申
請的機會。
　工作坊邀請曾擔任學
門召集人的物理系講座

教授彭維鋒、現任學門召集人的教科系特聘
教授徐新逸、曾擔任審查委員的大傳系教授紀
慧君、水環系教授張麗秋與統計系教授張春桃
進行經驗分享，提供不少申請的重點與建議，
包括「凸顯研究強項與亮點」、「跨領域產學
合作」、「呈現有利計畫審查之著作目錄」、
「透過合適的計畫書寫方式打動評審」等，鼓
勵教師們踴躍申請，尤其是新進教師，會有較
高的機會爭取到多年期計畫。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感謝教授
們的分享，協助他立定目標規劃國科會研究，
也能大致理解目前國科會研究案對於新進教師
的態度，更了解不少申請時的細節。西語系的
助理教授李文進則期許自己把握新進教師第一
次申請「隨送隨審」的機會，好好潤飾計劃書
後順利遞交，接著則是善用零星時間，多發表
學術期刊論文，累積個人的研究實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策略中心10月
12日上午10時，透過MS Teams舉辦111學年度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108課綱與招生專
業化說明會」，邀請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
總辦公室主持人，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副教授鄭雯分享108課綱與招生專業化之關
聯，協助學系端瞭解新課綱推動規劃與執行情
形，逾80位各學系推動種子成員參與。
　鄭雯首先說明，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06
年修正通過「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搭配108
學年度實施十二年國教高中課綱期程，於111
學年度大學招生時實施，以申請入學為主要管
道，並強化以多資料參採、重視學習歷程方式
選才，強調除統一入學考試成績外，學生在高
中之修課歷程及多元學習表現都將成為大學選
才重要參據；接著指出「大學招生專業化」的
目的，在於「透過大學與高中對話溝通，建全
符合學系選才理念之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書面審
查評量尺規及運用」，因此建全審查標準、流
程及人員進行專業培訓、搭建大學學習準備建
議方向與高中學習歷程輔導對話平台就相對重
要，也是持續努力的目標。
　鄭雯重申，實施108課綱，在於適性揚才、
建立高中學生終身學習的概念，培養其具備適
應現在、面對未來的核心素養，同時強化適性
與大學銜接，因此在課程架構及特色上進行變
革，因此大學端如何在審查中獲得學生更多元
的表現，以判斷是否就讀報考科系相形重要，
除透過與高中端的交流了解相關變革內容外，
更要對應其學習準備建議方向，同時優化申請
入學招生作業，調整審查評量尺規及配套措
施，達成雙贏。

招生專業化說明會
展望高中大學雙贏

蝶谷巴特木盒手作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與員工福利委員會於10月7日中午12時10分
在驚聲國際廳聯合舉辦「蝶谷巴特-森林系木
盒手作」活動，邀請妘羽手作坊負責人蕭妘羽
擔任講師，逾50教職員一同發揮創意，製作專
屬木盒。
　蝶谷巴特（Decoupage）源自於法文的動
詞，是一種運用剪紙拼貼裝飾技術装
飾、彩繪木盒，發揮個人巧思展現出創意設計
的裝飾藝術，需發揮創造力做剪紙拼貼，設
計屬於自己的木盒。講師說明首先要選擇個人
喜好的專用紙，之後將專用紙剪出想拼貼於木
盒的形狀，確定好拼貼的位置後，將專用膠第
一劑刷於木盒之黏貼處，把專用紙貼到木盒上
後，再刷一次專用膠第二劑即可完成美麗又獨
特的作品。開始作業時，在場的參與者各個都
挑選自己喜歡的花色，發揮點子拼貼自己的木
盒，講師也穿梭其間進行指導，最後大家都帶
著專屬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滿意而歸。

「蝶谷巴特-森林系木盒手作」活動，眾人
開心秀成品。（攝影／林芸丞）

文書處理教育訓練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各單位人員
公文寫作能力並配合政府政策推動ODF文書
格式，秘書處10月13日下午於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文書處理教育訓練，近百位職員參與。秘
書長劉艾華表示，公文的往來是每個人工作中
都會遇到的，文書處理更是全面品質管理的重
要項目之一，希望大家在課程中好好學習相關
格式與細節，並能適切運用，讓流程更順暢。
　資訊處專員張美雀首先說明，開放文件格式
（Open Document Format，簡稱ODF）係因
應文書處理文件、試算表、簡報和圖表等電子
文檔而設定，具有格式開放、跨平台、跨應用
程式的特性、可與國際間交換、適於長久保存
並可避免版本升級衝突等問題，目前已獲世界
許多國家，包括我國的響應與推動。本校目前
也規定電子公文附件（文件、表單）應採用
ODF格式，資訊系統及網站也全面支援，同
時學研計畫的相關文件範本也優先以該格式製
作，希望大家能夠多加利用。
　文書組組長王春貴則介紹公文、文書、文書
處理、公文製作，以及文書處理權責內容，
解說本校公文管理系統（OD系統）、公文處
理時限、簽核方式、公文的整體結構及製作要
領、發文作業等注意事項等內容，提醒公文製
作時應把握「簡、淺、明、確」和「加具標點
符號」的原則、作業應要求「正確、清晰、簡
明、迅速、整潔、一致、完整」、OD系統若
以帳密進行簽辦，完成後應儘速補齊數位簽
章，以利歸檔；她也提醒大家，秘書處已將常
用之函（稿）編製成公文定稿，同仁在製作公
文前可以參考參閱。

統」，研發處經理王寒柏除致上敬賀之意，也
提醒研發處可協助處理專利申請、企業媒合及
技術移轉等相關推廣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林珍瑩說明，綠環境對於人體有正面助益，
可減少壓力、緩解壓力相關疾病及提高自我意
識滿意度等。該專利透過互動式驅動機構與模
組的結合，可進行一個或多個進行往復運動，
有利於互動與維護，更可與音樂搭配，提供更
多元的療癒組合，有助於使用者的身心健康。

　張志勇說明，該工作日誌登載系統專為線上
開會，尤其是專案工作群組設計，包含「專案
資料庫」、「會議記錄分析模組」、「專案分
類模組」及「工作日誌模組」，可使用AI自
然語言處理的技術，依據討論內容中的關鍵
字，對成員的出席專案、時間及討論內容進行
分類，並將其自動登錄至專案成員的工作日誌
中，管理者也可依此檢驗員工工作績效及專案
進度，同時推估相關成本。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兩篇學術論文刊
登國際知名期刊。（攝影／蕭至芃）

秘書處舉辦文書處理教育訓練，介紹ODF及
文書處理基本概念。（攝影／楊晴宇）

秘書處從基礎扎根

眾人揮灑創意拼貼

黃儀婷用整合式創新教學翻轉學習
碩博士班甄試起跑
　【本報訊】本校112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簡
章，已於10月11日公告，將有48個碩士班及
13個博士班進行招生，本次招生網路登錄報
名表時間自11月1日上午10時至11月14日中午
12時止，11月14日下午2時前完成繳費，12月
4日考試、12月15日放榜；招生策略中心還特
別提供貼心服務，只要在網頁點選「報名通
知我」，輸入E-mail並送出後，報名時間一
到便會傳送電子郵件通知喲！歡迎有興趣者
踴躍報名。（網址：https://adms.tku.edu.tw/
Admissions/List.aspx?Sn=22 ）
　本次參與招生碩博士班中，商管學院財
務金融學系全英語碩士班與精準健康學院高
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為新招生碩士班，前者
因應全球金融市場快速變動，培養新一代全
球財務管理專業人才；後者則因應高齡化趨
勢，培養高齡健康、高齡福祉科技、高齡福
祉產業等高階管理人才。

出版中心2022新書展 呈現多元風貌

　 【 記 者 黃 庭 瑀 淡 水
校園報導】教發中心10
月7日中午12時舉辦創
新教學分享，邀請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
學系副教授黃儀婷，以
「我們的同學也是彼此
的教練–啟發創意思辨與提案能力的課程設
計」為題進行分享，逾30位教師一同參與。
　黃儀婷表示，其教育理念在秉持「將設計融
入人文關懷」，跳脫這世代僅止於作出具美
感且會得獎的設計作品，讓學生在課程中具備
「定義問題」與「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她
在課程目標上透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法、問
題導向學習、跨領域設計思考的訓練、分組同

儕互助互評成績等方式，藉以加強學生在「以
人為本」的使用者共感力、「設計團隊合作」
的互助與協調，以及「學用合一」的行銷管理
整合力，協助學生更游刃有餘地學習。
 　「整合式創新教學為翻轉學習的關鍵，活
動的挑戰性與回饋將使師生關係更加緊密」，
黃儀婷強調，創造群體互助的學習環境，「跨
領域專業體驗式學習」從提案主題邀請業界進
行介紹，將抽象概念透過實際體驗增加學習效
益；「Design thinking」由啟發、發想、執行
至溝通，階段性訓練學生問題發想與解決方案
思辯之技能；「PBL」從消費者與創投公司兩
者角色間，進行跨組換位思考提問誘發學習動
機，進而幫助學生在UCAN行銷管理中，實務
性跨領域整合企劃案與提案表達能力。

（攝影／羅婉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