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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人物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生
會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
提供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
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猶記得六月十一日，由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
雲山前校長率領校友與退休職工一行四十餘人，前
往蘭陽校園進行參訪。此趟難得的一日遊，讓我們
對情感深繫的淡江，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無論是校友或已退休的職工人員，離開淡江多年
之後，時常懷念起學校的點點滴滴，對學校的諸多
發展，更是抱持著高度關注，自從拓建蘭陽校園之
後，總想前往參觀，所以在林理事長發起後，反應
熱烈，讓久違的思慕之心有了舒放與體驗的機會。
  蘭陽校園帶動宜蘭地區的繁榮進步，造福鄉里，美

侖美奐的校舍，有著觀光飯店級的優質配備。置身
此地，可近觀蘭陽平原的優雅恬淡、遠眺龜山島與
浩瀚太平洋的神秘之美，從日出到日落，這裡時時
刻刻映照著絕佳景致，充滿自然與人文風情，與以
「淡江夕照」聞名的淡水校區，各自散發不同的美
感，相互輝映。蘭陽校園目前已孕育出第一屆畢業
生，相信日後將源源不絕培養出更多菁英人才，讓
淡江的好評蜚聲國際。
  結束了一日的遊程，讓我們深深感悟：一日為淡江
人，終身以淡江為榮。

蘭陽校園一日遊有感 李琳

　本校通核中心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王秀杞
為國內知名雕塑家，日前受台北縣中和烘爐地
南山福德宮管委會之邀，鑄造具換銅板功能的
新土地公銅像、打造「時來運轉」銅鑄元寶，
並在景觀台設置「阿公講古」銅雕群象，吸引
許多民眾前往參觀。王秀杞表示，能有機會與
福德宮合作，塑造新土地公像感到非常榮幸，
雖對雕塑駕輕就熟，但須以電腦控制的方式，
讓香客從土地公手上的元寶投入「大錢」銅
板，再從袖口換出「小錢」當作錢母，這可是
一再試驗才成功的。（陳依萱）

陳思堯獲兩岸電視主持賽新人獎

王秀杞塑新土地公像 民眾搶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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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實驗勇者無懼 膽大心細接受挑戰  

研發新流感剋星 李世元貢獻所學救世
  【記者陳依萱專訪】爽朗的笑聲，是化學系教授
李世元給人的第一印象，走進他的辦公室，大大小
小的獎牌群聚在角落，才剛坐定，他隨即為我們斟
上熱茶，絲毫沒有教授的架子，說話時總是帶著強
而有力的手勢，講起研究眉飛色舞，似乎，命運
早就安排他再度批上戰袍，對抗人人聞之色變的
H1N1。
  興趣是醞釀成就的溫床，自小對生物深感興趣的
他，常自行研發製作蝴蝶標本的新方法，連高中也
參加生物社，為日後走上有機化學一途埋下發芽的
種子。「我只要對一樣東西感興趣，就會『蹦』地
一聲跳進去，東學一點西學一點，就像下圍棋一樣
逐漸向內收攏，終究會圍成自己的領土。」對他而
言，知識沒有界線，跨領域學習才能激盪出火花。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在國家有難時能貢獻所
學，是無上的光榮。」李世元曾於SARS期間，參
與大哥李世光領軍的台灣大學團隊，研究出可以
崩解SARS的「台大抗煞1號」，而今，H1N1驚擾
全球，他再度以由「台大抗煞1號」的概念延伸、
與台大研究團隊合作研發多年才成功找出的化合
物--號稱萬王之王的「台大病毒崩」（NTU-

VirusBom），低濃度便可使流感病毒快速崩解，目
前已技術轉移給生技業者製成噴劑，未來將推出相
關口罩及乾洗手產品。
  但成功不是一蹴可幾的，李世元曾面臨研究經費
斷源的情形，2003年當SARS疫情消散，旁人對抗
SARS一詞不再關注時，研究經費幾乎斷源，讓他
備感沮喪，「儘管病毒消除，但仍無法確保下次不
會出現，現在不做，等到下一波疫情蔓延時，不是
來不及了嗎？」背負著強烈的學術使命感，李世元
毅然自掏腰包持續研究，終於等到農委會與研究團
隊合作，順利研發出「台大病毒崩」。「對我而
言，人生就像圍棋布局，下子之前要審慎評估，一
旦決定好棋路就不輕言放棄！」
  「沒有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在近十萬種化學物
質中，如何篩選出正確的化合物？面對這段不知終
點為何的挑戰，他秉持著一步一腳印的研究態度，
膽大心細地面對每個挑戰，「Just do it！」成為鼓
勵實驗室成員的招牌口號。在長期的藥物合成及跨
領域應用檢驗工作中，李世元一面指導成員與具高
度傳染性的病毒搏鬥，一面嚴格遵從國際實驗標
準，問起李世元對這次研究成功有何感想，朗聲笑

答「天佑台灣！」
  李世元曾榮獲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研究
獎勵、甲種研究獎，自1996年起每年皆領取本校專
題研究成效卓著獎及研究獎勵。曾獲得本校教學特
優教師獎的他，自有一套獨特的「李氏風格」，他
帶領指導的博士生林志成，一起研發台大病毒崩，
林志成說：「李教授重視思考的啟發，時常激勵我
們說出自己的想法，所有實驗流程都是相互討論得
來的，他對實驗懷有勇者無懼的精神，這也是台大
病毒崩之所以研發成功的主因。」
  李世元從不規定學生來研究室的時數，在本校化
學系博士後研究的張瑀庭也說：「在李教授的觀念
裡，成就是要靠自己努力付出得來的，他希望我們
所有的研究時間都自行安排，養成自己負責的態
度。」私底下他與學生亦師亦友、感情甚篤。
  永遠向前看的李世元，並不將NTU-VirusBom視
為終點，反而昂首闊步持續鑽研「教授之所以被
稱為Professor，就是因為專業，我們不單要傳承知
識，更重要的是開創新局，『對我而言，有研究才
叫負責。』」

Part 1
    1、火上加油
         add 燃料 to the 火焰
    2、依年資而定
         depends on 年資
    3、你是什麼星座？
          What’s your 星座 ?
    4、承擔責任，規避責任
         承擔 responsibility; 規避 responsibility
    5、瀰漫著
         被瀰漫 with

解答
    1、fuel; flame
    2、seniority
    3、sign
    4、assume; shirk
    5、be permeated with

Part 2
   1、很有默契
         be in 同步
   2、財大氣粗 。
        He who 付錢給 the 吹笛人 calls the 曲調.
      （付錢的人來決定吹什麼調）
   3、(1)事實勝於雄辯。(2)言教不如身教。
        動作 說話較大聲 than 言語。
   4、莫逆之交
        就像 德門（人名） and 派西斯（人名）
      （註：Damon 和 Pythias 是英文故事中
        擁有深厚友誼的人物）
    5、劣根性
         墮落的 天性

解答
   1、sync
   2、pays; piper; tune
   3、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4、like Damon and Pythias
   5、degraded nature

Part3  活學活用
   1、她財大氣粗。
        She who         the         calls the        .
   2、我倆很有默契。
        We are                .
   3、我倆是莫逆之交。
        We are like         and        .
   4、我的退休金是依年資而定。
        My retirement pension                        .
   5、她剛才真是火上加油。
        She just added         to the        .
    6、你是什麼星座？
          What’s your        ?
     7、你不要逃避責任。
           Don’t         your        .
     8、這個花園瀰漫著一股花香。
          This garden is                 a fragrance 
          of flowers.
     9、事實勝於雄辯
                                  than        .
    10、這是許多人的劣根性！
           This is a                of many people.

解答
    1、pays; piper; tune
    2、in sync
    3、Damon; Pythias
    4、depends on seniority
    5、fuel; flame
    6、sign
    7、shirk; responsibility
    8、permeated with
    9、Actions speak louder; words
   10、degraded nature

　大傳四陳思堯暑假期間前往大陸參加「2009
海峽兩岸電視主持新人大賽」，榮獲主持新人
獎。她表示，決賽時正值台灣八八水災過後，
福建賽區的競爭對手，身穿印著「台灣加油」
的白色T恤，舉辦募款活動，在短短6分鐘中，
就募集到約8千元人民幣，讓她非常感動。這
次的比賽，除了讓她拓展國際視野外，最大的
收穫就是體認到兩岸的文化差異，並從中學習
彼此的優點。（王育瑄）

人事室人二組組長 　彭梓玲
學歷： 
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畢業
經歷： 
英國語文學系專任助教
輪機工程學系助理
土木工程學系助理
研究發展處組員、專員、編纂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編纂
俄羅斯研究所助理

教務處印務組組長 　蕭仁傑
學歷： 
淡江大學物理系
經歷： 
教務處印務組組長
總務處交通及安全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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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學年度二級單位新任主管專訪

  規劃將系所師資充分運用在推廣進修教育，加強系所開設
學士學分班、碩士學分班及非學分班，由成人回流教育中
驗證本校教學品質及成效，並持續辦理「機器人訓練班課
程」、「職訓局補助學士學分班」、「教育部軍訓教官教育
暨輔導知能學分班」等課程，結合本校老師豐沛的專業知識
及資源，合作爭取政府與事業單位之人才培育委辦案，共同
培訓所需人才，以期達成「產學合作」之目標。

  透過本校姐妹校為橋樑，加強華語中心的海外招生，並配合教育部
推行友善接待家庭計畫，讓外籍生學習華語、了解台灣風俗，並受
到完善的照顧。教學方面，開辦華語師資數位教學技能訓練，藉由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網路教學，讓教學型式多元化，促進高品質學
習並協助教師精進教學。（謝如婷整理）

  上任的新規劃，首先是全力推動教職員工「退休福利儲金制度」，
將校長的美意普及全校同仁。其次是檢討現行法規，如：教職員工在
職進修辦法、職工考核辦法等，並依公平、公正原則進行修訂，為全
校教職員工的權益把關。此外，也希望營造大家對辦公室生硬的印
象，將辦公環境變得更快樂、更有朝氣，並以親切的服務及熱忱的心
為教職員服務，朝著「以服務代替管理，以溝通代替分歧」的目標前
進。（徐旻君整理）

  事務組的工作包括校園環境美化、清潔與維護；各類集
會典禮、上課場所之支援、布置、安排、管理等，是學
校推動教學與行政校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未來將持
續秉持品質管理的精神，遵循PDCA檢討改進，並配合
學校相關措施，儘量做到快速、正確、美善等，協助學

校順利推行各項行政事務，並給全校師生一個美
好、舒適的教學與學習環境。

  本學期交安組的重點，包括商管大樓旁停車場將落實「人車分
道」，避免校園內人車搶道的情形發生。其次是解決同學們的機車
停車問題，交安組已與學校及相關代表召開兩次協調會，協議將大
忠街的機車停車場改為斜線式停車格，以增加停車數量，滿足學生
們的停車需求。另將加強校園安全的維護，除了增加警衛巡邏次數
外，也將加入自願同學參與夜間巡邏，讓全校師生快快樂樂到學校
來，平平安安回家。（戴瑞瑤整理）

  由於四年前曾是印務組成員，對此處工作流程駕輕就熟，希望我的經
驗可讓作業流程與印刷品質盡善盡美。目前我們計劃利用淡江資訊化
優勢，推廣E-mail申請印刷講義機制，提升印務組工作效率，也希望
老師們配合課程時間及早送件。其次，擬更新影印機機種，並請廠商
即時保固，其快速的工作效率對於因應即時文件有莫大助益，也能為
學生帶來更好的印刷質感。我們將配合老師們的需求，全力協助提升
本校教學品質。（陳依萱整理）

總務處交安組組長 　曾瑞光
學歷：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系助教
淡江大學總務處出納組組員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業務組組長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進修教育中心主任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 　梁光華
學歷：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畢業
經歷： 
學生事務處秘書
總務處交通及安全組組長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
教務處印務組組長

成教部進修教育中心主任 　邱竹林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學生事務碩士專班進修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人事室第二組組長          
淡江大學學務處秘書、僑生輔導組組長
淡江大學淡江時報總編輯、副總編輯、採訪
組組長  
銘傳大學大士林區報導指導老師 

成教部華語中心主任 　周湘華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所博士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碩士
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未來所兼任助理教授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淡江大學組員、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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