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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0萬獎助教師 超支預算激勵研究
196教師 393篇通過審議 25位獲20萬元以上獎助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人事室公布98學年
專任教師研究獎助名單，以A&HCI、SSCI、SCI、
EI、TSSCI收錄之期刊論文提出申請者，共196位教
師，393篇通過審議，較去年增加24位、64篇，第
1、2、3類獎助總經費高達2170萬元，足足超出研

究獎助費預算170萬！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學校為推動學術風氣改
進研究獎助策略，第一篇8萬、第二篇4萬、其餘2
萬，希望使用人性化的資金補助，激勵教師多產。
他說：「得到第一、二類獎助的人數增加，分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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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學校研究學術人次增加、個人論文產量提高。學
術上有創新的突破，教學品質也會跟著進步，兩者
相輔相成，相互砥礪精進，無形中也會提高學校聲
望，我們將持續努力，不斷求進步。」
各院審議通過人數，以工學院76人居首，理學院
44人居次，管理學院40人第3。總獎助金額前3名分
別為：決策系教授廖述賢38萬元、化學系教授王三
郎32萬元、物理系教授張經霖及化材系教授黃國楨
各30萬元，王三郎開心地說：「國科會、系上研究
生及學校對我的研究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而學校
提供優渥的獎助金不但激勵了教師們的動力，也覺
得研究受到重視！」
此外，獲20萬元以上獎補助教師共計25位，較
去年增加11位！其中化材系及化學系各占5位，同

居第1；物理系4位，電機系及決策系各3位，資工
系、數學系各2位，建築系1位，化材系系主任余宣
賦表示，感謝系上教師對學術的努力與貢獻，系上
會儘可能給予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學校能補助貴
重儀器的維修經費，幫助教師進行更縝密的研究。
根據統計，393篇論文中，第一類獎助有196件，
屬A&HCI、SSCI、SCI三種國際索引收錄之學術性
期刊論文者，計157篇，每篇8萬元；屬EI者計25
件，每篇6萬元，屬TSSCI者14篇，每篇3萬元。第2
類共197件，屬A&HCI、SSCI、SCI者，計156件，
每篇4萬元，屬EI者計33件，每篇2萬元，屬TSSCI
者8篇，每篇1萬元。第3類計12篇，在SSCI、SCI排
名前百分之五者，每篇加發2萬元。

4276封預警函快熱送 家長即時通
學習
成績

卓

越

啊

琴說：「雖然收到預警有點緊張，但知道孩子的成
績心裡其實比較踏實，至少可及早督促孩子用功，
搶先在期末考前避免二一危機。」教務長葛煥昭表
示，他校通常只有期末二一預警，而本校期中預警
制度已成為一大特色，務必嚴格執行，他呼籲，無
論是教務處排考或繳交報告、自行考試、口試、上
機考試等，教師務必於考後兩週內上傳成績，以便
學生、家長查詢及寄發期中二一預警函，落實期中
成績預警輔導追蹤機制，減少學期成績二一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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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
中二一預警制度」，期中考成績不及格達總
學分二分之一者，已於日前寄函給家長，
總數為4276封，本學期預警函較上學期增加
427封，不少學生考完期中考知道成績之後，就挫
咧等！接獲預警函的水環三梅忠堯說：「雖然每年
都很怕預警函寄到家裏被父母收到，但和他們好好
討論後也會因為愧疚而反省自己的學習態度，著手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為鼓勵全校教職員工生，加強回收廢乾電池，自本月起至99年4月止，每
補救有二一危機的科目，訓練自己的自制力。」
月舉辦1次「廢乾電池換贈品」活動（不含鉛蓄電池），累積重量達一公斤者可兌換小禮品一份，救
各院發函總數以工學院居首，管理學院其次，
地球之外還能拿獎品！17日已舉辦第一次活動，反應熱烈，共回收廢乾電池12.2公斤，圖為人二組專
而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外語學院及管理學院
員黃麗徽（左）及水環系林同學（中）提供廢乾電池後，開心拿到獎品！（文、圖／林奕宏）
寄函份數皆較上學期增加。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
示，許多教師期中分數打得比較低，是希望激勵同學期末考更認真，通常期末
評分佔學期評分的比例也會較重，同學收到二一預警首要調整學習心態，但也
不要因為緊張而給自己過多壓力，期末努力最重要。
許多家長接獲信函後致電詢問輔導機制，並對預警制度表示贊同，家長林秀
●演講東方舞文化 認識女性文學之美

研討會腦力激盪、演講分享經驗

●研討暨競賽 分享智慧運輸產業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運輸管理學系於今天（21日）上午8時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B302A及E680，舉辦「2009年大專院校交通工程與智
慧型運輸系統專題論文／創作成果競賽暨研討會」，除邀請交通部台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局長李泰明等人致詞外，也將進行專題演講、報告及論文
競賽，並選出論文優勝作品。
論文競賽分成「交通工程／智慧型運輸」及「資訊／通訊／車載資通訊
平台」兩組，共計25篇論文，特優可獲獎金1萬元。運管系系主任劉士仙
表示，此次邀請多位政府機構及產業界名人分享未來產業發展，讓同學了
解政府如何扶植產業，並探究就業市場走向，並讓同學觀摩彼此的論文作
品，藉此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並提升論文的寫作能力。

●教部次長與8校長研討高教 促邁向卓越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教政所於本月1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98年度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學術研討會」，以「大學品質與卓越教育」
為主題，邀請教育部次長林聰明，與8所國內私立大學校長一同探討大學
院校經營與管理的策略。校長張家宜在開幕致詞時表示，研討會透過經驗
分享與腦力激盪，必能促進各校邁向卓越教育。
在兩場專題論壇裡，中原大學校長程萬里和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分別擔
任引言人，說明大學教育的使命及目標、優質大學生應具備的能力特質，
並藉此交流校務發展。教政所碩二陳羿汎說：「彭校長在會中提到『差異
化』會變成再創藍海的新契機，讓我印象深刻；該校的『經典五十』，藉
由開立書單及經典專區，提升學生閱讀習慣，也值得我們學習。」

●3校合作 開華語文 觀光旅遊 動漫畫線上課

【記者施雅慧、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於1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與數位學習
跨校合作計畫（北區）」第一次跨校合作會議，會中由本校校長張家宜、
聖約翰科技大學校長陳金蓮，及真理大學校長吳銘達共同簽署數位學習跨
校學程合作同意書。張校長表示，淡水三校結合為數位教學的里程碑，將
來希冀北區其他各校加入，提供更大的資源效益。
學教中心主任徐新逸於會中分享本校數位教材與數位課程的發展經驗，
並確認各校資源的提供與分配，期能順利推廣數位學習。遠距組組長陳慶
帆表示，簽署數位學習跨校合作同意書後，三校將進行大專院校教師及
行政人員的數位教材培訓課程，並共同開發數位學習平台，本校計劃開
設「華語文數位學習學程」、真理大學開設「觀光旅遊服務數位學習學
程」、聖約翰科技大學開設「動漫畫創意數位學習學程」，讓3校學生可
透過平台，在家修習線上課程。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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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尚文LED研發再突破 又獲美專利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甫於
今年9月拿下美國發明專利的研發長
康尚文，日前又成功突破另一LED燈
具研發，以「以多層基板結構散熱之
LED燈具」再度通過美國專利。康尚
文的研究能量令人驚艷！本校目前共
有六項研發獲得美國專利，其中康尚
文便占了三項，另外還有數十項專利
正在台、日、美等國排隊申請中！
康尚文9月中旬的專利為「高功
率發光二極體照明燈具與其散熱模
組」，這次的設計則以多層基板來散
熱，增加散熱結構與空氣接觸之面
積，迅速排熱；並改變以往將LED建
置在同一塊基板上，造成熱源集中，
散熱不易的缺點；其次，多層設計可
有效利用空間，減少現有平面式的空
間浪費；第三，在散熱方式上，不須
另外裝置風扇或散熱模組，僅以夾層
設計散熱，降低成本；最重要的是，

論文獲獎

能有效排除LED模組的升溫，更能減
少電能浪費，延長使用壽命，達到環
保功能。
康尚文分析，本項設計概念來自
於電腦CPU多核心的設計，啟發他
以多層基板取代單一基板的散熱方
式。談起研究過程中，康尚文說：
「為增加實用性，向總務處申請一個
學校路燈，將燈泡內部既有的相關線
路拆除，換上本設計之燈具，實際應
用。」這個「獨特」的學校路燈，不
只幫助完成研究，更在97年的世貿發
明展上大放異彩。同為專利發明人的
機電系博士生簡坤誠補充，根據國科
會統計，這項發明在展上詢問度為第
二高，吸引眾多產學界的目光。康
尚文下一步希望將專利推廣至技術轉
移，經由產業造就更多就業，將發明
運用在科技增加市場經濟。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投稿的論文有70篇之多，「能否得獎已不
那麼重要，重點在於研究成果能否應用於
現實生活上，若能藉此達到產學合作的效
果，對社會也是一種貢獻。」

苦心驅狗有成效 同學：流浪狗變少了！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於
上學年與關懷動物社協商，訂定淡水校園
流浪狗處置原則，將全校各教學、行政、
宿舍、美食區列為「優先無狗區」，因此
總務處在這些區域積極進行驅狗，經過近
一年的努力頗獲成效，目前已將校園流浪
狗數量控制在5到6隻以內。大傳三石馨文
表示：「以前常看到流浪狗成群結隊，甚
至跑進教室而感到很害怕，現在真的較少
看到流浪狗在校園閒晃！」
總務處驅狗職責分為「流狗」與「遛
狗」，「流狗」由事務組負責，事務組
專員賴文經指出，近期流浪狗在沒人餵
食的情況下，數量已經明顯減少，對於
「優先無狗區」，各樓館工友若看到流浪
狗逗留，會立即驅趕或通報。若有同學申
訴，事務組也會將狀況記錄下來，立即請

關懷動物社或獸醫等前往處理。「遛狗」
方面，除了禁止遛狗也禁止攜狗進校園，
由交安組負責，每天派人排班巡邏，碰到
攜帶家犬的學生或民眾，立即溫和勸離校
園。交安組組長曾瑞光表示，除了苦口婆
心勸導，也會陪著攜狗的民眾走出校門。
雖然校園內狗的數量減少，但事務組
提醒，夜晚在蛋捲廣場附近會有較多流浪
狗逗留，夜歸的同學可帶著空寶特瓶內放
彈珠，彈珠與寶特瓶撞擊發出的聲音，會
讓流浪狗不喜歡靠近，減輕被流浪狗攻擊
的機率。曾瑞光也呼籲，別將家犬帶進校
園，一方面可避免家犬隨地大小便，或遺
棄寵物在校園的顧慮，另方面防止流浪狗
攻擊家犬的危險，還給師生一個安全、乾
淨的校園。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12/21(一)
10:00

保險系
B302E

川誠精算顧問公司精算師蔡惠玲
健康保險之數理

12/21(一)
13:10

化材系
E830

12/2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2/21(一)
16:10

公行系
B912

12/21(一)
19:00

就輔組
T301

12/22(二)
14:10

資傳系
SG314

12/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2/22(二)
14:30

數學系
S433

12/22(二)
15:40

數學系
S433

12/23(三)
10:10

國貿系
Q306

核能研究所物理組副工程師李灝銘
Synthesis of methanol and dimethyl ether
by using plasma-pretreated catalyst
Chiba University Prof. Keiki. Kishikawa
Self-organization of liquid crystalline
molecules by introduction of intermolecular
perfluoroarene-arene interactions
美國哈佛大學Kenndy School of
Government professor Steve Kelman
政府績效衡量
長天傳播製作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丁雯靜
說出你的「心」事 — 文字、聲音、影
像的表達藝術
麥第奇學苑藝術總監黃河
藝術產業未來的12大人才需求
中研院天文所助研究員蔣龍毅
Cosmic Anomalies in the 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 (WMAP) data
京都大學工學研究所教授Takayuki Kitamura
Multi-physics property of nano-components
京都大學情報學研究所教授Yuusuke Iso
Finite Difference Approach For the
kowalevskian
中國生產力中心徐榛璘
系友就業與求學經驗分享

12/23(三)
12:10

理學院
S433

12/23(三)
14:10

決策系
B712

化學系教授王文竹
教書很難-又要做戲又要做人
安睿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劉凱平
認證理財規劃顧問及其意義

12/23(三)
16:10

就輔組
C013

屏東生物科技園區主任陳建斌
綠色生技，商機無限

12/23(三)
19:00

投資理財社
E302

永豐金證券業務經理黃建凱
期貨技術指標

12/24(四)
14:10

企管系
B616

SAMSUNG行銷處長李元榮
SAMAUNG成功的秘密

12/24(四)
15:00

保險系
L406

明台產物保險風控部經理傅九如
火災保險實務

12/24(四)
16:00

大陸所
T404

昌碩科技上海園區總經理丁越南
淺談PC製造業在大陸的發展

12/24(四)
18:10

會計系
B604

12/25(五)
10:00

大傳系
O202

12/25(五)
10:20

保險系
B302A

群誠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謝坤龍
無形資產會計處理對財報表達之影響以個案”開喜”品牌為例
曾任-SKII/Max Factor大中華區公共事
務協理吳世家
品牌管理
國貿系助理教授劉一成
金融海嘯後國際存保制度改革對台灣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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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
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經營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據資訊中心統計，
越來越多同學個別至電腦實習室列印上課相關資
料，造成密閉實習室產生大量碳粉粉末，傷害健康
之外，亦不符成本效益。教務處印務組組長蕭仁傑
提醒：「本組提供專業設備，成本低廉，請教師將
符合著作權法規定之大量資料或講義，統一至印務
組印製。」
教學支援平台自93學年度起上線，教師可將授課
資料置放於平台，供同學參閱，部分教師則不再提
供書面講義，因此同學會至電腦實習室列印資料。
依資訊中心統計，教學支援平台專任教師使用班級
數與年俱增，電腦實習室碳粉、紙張用量也同樣
節節上升，97學年度碳粉用量為1840支、紙張用量
為5,111,500張，分別比96學年度增加14%及23%。
資訊中心教學支援組組長張慧君表示，電腦實習室
的電腦及印表機，本是供同學學習用，被大量移
作列印講義，不但嚴重影響同學學習效能，亦不符
ISO14001政策，建議教師統一至印務組印製講義。

研發長康尚文（左）和機電系博士生簡坤誠，研
發「以多層基板結構散熱之LED燈具」獲美專利，
並實際應用於學校的路燈。（攝影／陳怡菁）

葉和明獲獎的論文為「應用內回流於
交流式平板型模組中的萃餘相以提高薄膜
萃取之效率」，探討如何利用內回流效應
達到提升萃取效能。他表示，近五年來所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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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服務 大量講義統一印

葉和明 黃國楨 化工研究受肯定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
講座教授葉和明、教授黃國楨，獲台灣化
學工程學會頒發「石延平教授論文獎」及
「傑出論文獎」，於上月27、28日在中興
大學舉辦的「2009台灣化學工程學會56週
年年會」中授獎，各獲獎金5萬元及獎狀
乙紙。
該學會為獎勵化工研究方面之傑出論
文，每年均自ELSEVIER出版社出版的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期刊中，挑選出優秀論文給予
獎勵。該期刊每年出版六期，收錄國內外
學者投稿之論文，為化工類國際期刊之
一，在學術界上具有相當的公信度。黃國
楨與化材系碩士班校友詹智勝、陳豐富合
作，以論文「減輕沉浸式薄膜過濾中粒子
結垢之流體力學方法的比較」受到肯定。
他解釋，此篇論文以研究分離技術為主，
探討過濾壓差、通氣強度、逆洗時間等條
件對過濾阻力與通量的影響。「好比日常
生活中使用的過濾器，經常因水中雜質顆
粒造成堵塞，如何解決堵塞現象就是我們
所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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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女性文學研究室於15日邀請法文系系友、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博士蔡適任，在L401針對
「西方觀點與東方女性身體展現--埃及東方舞的一個後殖民詮釋」進行演
講，並現場表演擊鼓及舞蹈，令現場師生驚豔。
蔡適任以女性及民族角度切入，帶領學生一窺東方女性與西方國家的關
係，她闡述肚皮舞應正名為東方舞，因為肚皮舞是西方男士對東方女性歧
視的稱呼，應尊重民族對自身藝術文化的命名。資管一吳堃毅表示，透過
講解後了解，原來許多習以為常的觀念，對女性卻是種傷害。
該研究室於民國88年成立，由中文系教師李元貞、何金蘭及范銘如擔任
主持人，目前由該系助理教授黃麗卿主持，她指出，女性文學研究室對於
促進性別關係與社會和諧，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目前該研究室的絕版書庫
已開放全校師生借閱，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femtku）也將重新整
合，希冀能藉由不同的演講及活動，讓全校師生接觸女性文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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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簽策略聯盟
強化專案管理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與台灣專
案管理學會（TPMA）於16日，在E680舉行簽訂
「策略聯盟合約書」儀式。由工學院院長虞國興及
TPMA理事長李仟萬代表簽約。對此合作大力支持
的虞國興表示，希望可藉此讓學生了解未來趨勢，
並開拓未來視野。
台灣專案管理學會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
（IPMA）唯一在台的合法授權組織，推廣IPMA專
案管理證照及培訓、考證與發證等業務。為此契約
牽線的土木系助理教授范素玲表示：「為使本校學
生更具競爭力及優勢，因應時代需求與改變，唯有
強化管理相關能力始能將學生推向更高層次，簽訂
此契約便提供了學生提升能力的機會。」TPMA理
事長李仟萬說：「希望在這套系統導入貴校後，修
課學生及院內組織能更有效率的完成各項專案。」

RefWorks延伸校友服務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自即日起，
開放RefWorks網路版書目管理軟體，延伸校友終
身免費使用服務，讓你撰寫論文時，管理書目好方
便！
RefWorks為個人化參考文獻資料庫管理工具，可
在系統中匯入純文字檔或電子資料庫之書目，方便
在個人書目資料庫中瀏覽與查詢。另外，可透過匯
出功能分享書目文獻，也可支援匯入其他書目管理
工具的資料，如：EndNote、ProCite等等。如果校
級電子信箱仍然有效，可馬上至http://info.lib.tku.
edu.tw/apply/申請；或連線至校友處網頁申請校級
E-Mail後，便可申請該項服務。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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