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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組社群 精進教學專業成長
研究潛力硬是要得

同儕合作創新研究 分享經驗彼此觀摩

林俊辰獲公費補助3月赴美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博士生林俊辰結合跨領域研究，日前以國內唯
一涵蓋數學技術與晶片設計相關的研究─「改善疊接三角積分調變電路非理想現象之
數位解決方案」，獲98年度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新台幣35萬元，將於3月赴
美國普渡大學進修7個月。
獲該項專案補助的博士生以國立大學居多，今年通過186位中，私校生只有11位，
林俊辰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研究結合數學理論及晶片設計，研發出新型的數位電路設
計方法，可補償類比晶片在實現時所產生的製造誤差，以提高晶片效能。林俊辰自碩
士班起即投入這項研究，在數學推導上花了六、七年時間，直到博二才有機會和系上
積體電路組進行實體驗證，一花又是兩年。他表示，數學加上實體晶片設計是項跨組
的大工程，「在雙方認知及專業領域的堅持上，需要不斷磨合，才有今天的成果。」
他感謝指導教授電機系副教授周永山及電機系教授江正雄、助理教授陳信良，提供許
多實體研究的經驗與理論。
林俊辰研究經驗豐富，博二曾帶隊參與TIC100創新事業競賽，以RFID技術，開發
出「導盲守護神」、「無線運輸安全網」系統，獲「最佳創新策略合作獎」等；博三
後，擔任電機系進學班講師，研究經驗及理論上都有雄厚基礎。他建議有興趣申請國
科會計畫的學弟妹，要建立更多元的能力，不斷透過比賽、發表論文來充實自己。他
表示，國外的研究速度、角度及高度，都是值得效法的對象，「在普渡大學的指導教
授所從事的研究與我相類似，但角度不同，希望
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尋找出兩者的關聯性，讓我
的研究有更大的突破。」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習與教
學中心配合教育部獎勵大學卓越計畫，將於98
學年度第2學期舉辦「淡江大學教師精進教學
專業成長社群」，以強化協助教師教學，報名
至15日截止，希望踴躍參加。
學教中心主任徐新逸表示，希望藉由教師之間組成的
社群，以同儕合作學習的方式，彼此觀摩、相互分享教
學技巧、教學創新研究及教材活化等經驗，以強化教學
品質。「非常鼓勵教師們跨領域的合作，共同創造學習
性組織的淡江文化。」目前預計補助10組社群，每組補
助講座鐘點費、印刷費等經費上限至1萬5千元。
專業成長社群自2月15日起實施至6月15日止，每組社
群須由3至10位同領域或跨領域之教師組成，並推舉1位
專任教師擔任主持教師，期間內每組社群至少需辦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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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含）以上之活動，每次活動不得少於1小時；每次
活動出席教師皆須簽到，會後亦須填寫活動紀錄表（含
活動照片）；活動執行期程結束一週內，須繳交成果報
告、相關成果和活動整體滿意度調查。
對此，資管系副教授蕭瑞祥表示，「這是個很有意義
的活動，讓教師彼此之間可以相互觀摩學習，相信可以
藉此獲得成長，唯一擔心的是，此專業社群可能會造成
教師教學的額外負擔。」對此，徐新逸表示：「舉辦專
業社群的目的，是希望鼓勵教師組成社群，解決教學上
的問題，或活絡原本的教師社群，如讀書會等，加上有
經費補助，所以應該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亞洲所所
長胡慶山表示，「藉此活動不僅提供教師教學的交流平
台，也可提升教師教學水準，將考慮與所內同事組隊參
加。」

設AACSB辦公室 拚商管國際認證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本月1日起，成
立商管聯合AACSB辦公室（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國際高等商管學院聯
盟），並著手申請AACSB商管學校認證。由會計系副
教授林谷峻擔任執行長，希冀經由認證，讓本校商管學
生所修習的學分能被國際接受，並吸引國外學生就讀，
增進國際化。
AACSB是全球最負盛名的評鑑大學商管學院組織及
國際學術聯盟機構，提供多項服務，包括針對教學方式
的研究內容，或是針對企管與會計方面之相關研究報
告，讓世界各地的會員能在第一時間內掌握最新的學術

資訊。截至2009年9月，全球超過一千個會員中，已有
570個學術機構通過認證，如美國哈佛，耶魯等名校。
台灣目前僅交大，中山，輔大與政大等4校獲認證。
林谷峻表示，若能通過AACSB認證，表示本校的學
術品質被國際肯定，所以上任的首要任務就是整合商管
各系資源，取得AACSB認證資格，未來將遵循相關申
請程序，蒐集資料並參考已獲認證學校之經驗，虛心向
國、內外專家學者請教，以使本校能在最短時間內通過
認證。「商管學院近來經歷各種評鑑及審查，經驗豐
富、基礎紮實，因此，對於未來申請AACSB認證，信
心十足。」

唱歌跳舞抽大獎

EMBA師生歲末聚

跨校研討歐盟柔性權力

回顧歐盟發展 向政府獻策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受外交部委託，歐研所於上月29日在B302A
舉行「2009年金融海嘯下歐洲聯盟的發展與回顧」論壇，45位校內外學者、
師生與會，共同探討歐盟今年的制度變革、金融海嘯與歐盟的因應對策等。
歐研所副教授陳麗娟認為，里斯本條約制定後台灣應成立歐洲智庫，分別
以法、德、英文三大重要文獻資料分析歐盟現狀與未來發展。歐研所助理教
授張福昌強調，世界各國對這次金融危機的資金挹注遠超過亞洲金融風暴，
但歐盟所實施的策略究竟能帶來如何的轉機，仍待觀察。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鄭得興分析捷克，並建議2010年捷克應先以治理內政為首要目標。
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這樣的論壇可從歐盟各方面作2009年總回顧，
進而給政府一些學術界在制定對歐洲政策時的專業意見。歐研所碩一蒙沛遙
說：「印象最深的是苑倚曼老師發表的內容，她說明了歐洲對中國從以前到
現在的政策，給了我論文很好的方向。」

助拍宣導片 為視障生就學盡心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盲生資源中心日前受邀協助教育部拍攝
宣導短片，推廣各大專院校開放視障生名額。公視亦拍攝校友尤榮坤，身患
多重障礙卻勇於面對挑戰與磨難的奮鬥故事，並於日前播出。
本校擁有全國最早的盲生資源中心，對於盲生的輔導及輔具設備完善，教
育部選拍本校內容包括視障生的日常生活、授課情形及輔具使用等。目前短
片已後製完成，未來將製成DVD發放各大專院校。日文系副教授蕭碧盞也在
影片中現身說法，她表示，視障生跟一般學生並無太大區別，所以應有平等
的受教權。參與協助拍攝的盲生資源中心輔導員于美芳表示，目前各大專院
校開放視障生名額仍十分有限，透過影片希望有更多學校、系所開放名額。
日文一蘇雅文說：「希望能藉此幫助視障生擁有更多求學機會。」
尤榮坤為本校歷史系72年畢業系友，罹患小兒痲痹、雙眼全盲、右手肢
殘，家境清寒，但積極追尋理想，自學音樂成立「正本文化音樂工作室」，
努力保存台灣傳統歌謠原味，並曾出版多本散文集，現為街頭藝人。尤榮坤
現仍居住於淡水校園附近，大學歲月是他珍貴的記憶，曾多次撰文描寫，這
次拍攝內容亦包括其在校生活及足跡。尤榮坤分享他的座右銘「人沒有哭的
時候，也沒有笑的時候，只有去理解的時候。」勉勵學弟妹珍惜生命，遇到
問題時勇敢面對，找出問題癥結並肯定自我價值。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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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中劃下圓滿句點。
晚會首先由永和市民權社區發展協會舞蹈
班帶來精采的排舞及佛朗明哥舞，之後在校
生、校友紛紛上台演唱拿手歌曲，校長張
家宜也難得地上台高歌，當她一唱完〈月
亮代表我的心〉，台下安可聲不斷，於
是又追加〈秋蟬〉，現場掌聲熱烈。另
外，會中還進行「尋找同號伙伴」小遊
戲，眾人玩得不亦樂乎。而
緊張、刺激的抽獎，獎品高
達百餘份，最大獎由晚會
籌辦人華商碩專一黃詩樺
抽中張校長所提供
的5000元紅包。
張校長表示，
在商管兩院9系10
班的整合與EMBA聯合
同學會通過內政部人團法成
立後，希望各位同學也能繼
續秉持淡江全品管精神，在
學業或工作上持續努力。
EMBA執行長林江峰也表
示，透過這樣的活動，希望
能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凝
聚彼此向心力，協助本校發
展。

歲末聯歡晚會，結合社區舞蹈
EMBA
班表演佛朗明哥，舞熱全場。︵攝影
／吳佳玲︶

【記者陳書澔台
北校園報導】2009淡
江EMBA歲末聯歡晚
會--「星光祭」，
於上月26日晚間在台
北市耕莘文教基金會
電機系博士生林俊辰努力研究有成，獲國科會補助將赴美進修。（攝影／林奕宏）
大禮堂熱鬧展開，近
二百位EMBA師生、校
友齊聚一堂，除了歌唱、舞蹈表演外，還
有眾所期待的摸彩，整個活動在歡樂的氛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洲聯盟研究中心、歐洲研究所與文藻
外語學院歐盟園區將於本週五（8日）上午8時30分，在文藻外語學院歐盟園
區求真樓B1-Q002共同舉行歐洲聯盟的「柔性權力」運用研討會。
與會學者包括文藻外語學院外語教學系助理教授陳佳吟、本校歐研所副教
授卓忠宏、亞洲所副教授蔡錫勳等。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柔性權力」
指一國經濟、文化及價值觀的表現，此次論壇將就非硬性權力部分交流，台
灣對歐洲的了解有限，由於現在交通便利，未來將積極與其他歐洲學術研究
機構合作舉行論壇，相信可使歐洲相關研究更加多元。下載議程請上網http://
www2.tku.edu.tw/~tiexm/，報名自即日起至6日止，詳情請洽歐研所T806。

好樂

EMBA師生、校友在歲末聯歡中，開
心表演火鳥舞。（攝影／吳佳玲）

外籍生再渡重洋 體驗留學中的留學
【記者張莘慈、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首度有外籍生將至姐妹校當交換生！
國貿系英語專班二柯瑞安、李知愛、法文
二鄭心怡將分別前往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
院、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及法國里昂第三
大學，展開另一次的異國留學之旅。
來自薩爾瓦多的柯瑞安表示，選擇法語
系國家--比利時當交換生是因為，他曾學
過2年法語，到比利時留學可幫助他繼續
學習、增進法語能力，學習不同的文化。
韓籍生李知愛表示，到美國留學是想體驗
歐美文化，並吸取不同的國貿商業技能。
她對本校的交換生機制感到滿意，因為可
省下不少金錢，減少負擔，她興奮地說：
「會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學習各國文化，
拓展國際觀。」
鄭心怡來自馬來西亞，她說：「大一進
入淡江就有申請交換生的念頭，學校提供
大三交換生計畫，也是當初選擇就讀的原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因。」她認為學外文最好的方法，就是直
接到當地學習，因此為了把握申請交換
生的機會，「對課業平時就很努力了！」
國交處主任李佩華開心地說：「這代表
我們是一所國際化的學校。」她認為，申
請到交換生的機會很不容易，平時就須保
持一定的成績，所以對此結果表示「樂見
其成」。她建議，想申請交換生的同學及
早準備，「尤其通過語言檢定考試很重
要！」

中西一對一 聊天學語言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
卓 導】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國際

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上月28日
晚上在活動中心舉辦「國際學
伴交流晚會」，吸引近百位本國與外
國留學生參加，氣氛溫馨而歡樂。
國交處主任李佩華表示，藉由對

越

話、交流，希望幫助更多外國留學生
了解台灣環境，融入校園生活。這也
是國交處成立國際志工團以來，首次
舉辦大型活動。在主持人「中西合
璧」雙語主持下，首先讓本國與外國
留學生對談，每3分鐘互換學伴。來自
法國的中文系交換生蘇凱鑫與經濟四
張雅華分享社團生活，他說，來到淡
江印象最深刻的非體育課莫屬，尤其
是氣功及跆拳道，讓他大開眼界。
隨後，以中文生日快樂歌為外國留
學生12月壽星慶生，來自印尼的中文
系交換生李愛華表演古箏，令參加同
學印象深刻，紛紛隨著音樂起舞。
來自聖多美的財金四左琳達說，在
活動上遇到很多好朋友，也交換了
E-mail，「以後遇到困難，找他們準
沒錯！」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開講文創 音樂主題先登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與台北文創育成聯盟等，合辦文化創
意產業系列課程「你的文創─來自『過去』的『未
來』」。首次將由音樂性文創主題開場，分別於
5、12兩日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在本校創育中心
R121會議室，舉辦「文創產業的今昔與未來」及
「文創產業的發展及趨勢」講座。創育中心主任蕭
瑞祥表示，除了輔導及提升文創產業有興趣之創作
者對文化創意概念的知能，也提供創育中心廠商及
學員互相交流的機會。
此次講座邀請本土音樂創作者陳永鑫分享經驗，
他曾出版本土音樂相關書籍，並為許多裝置藝術創
作專屬主題音樂，在文化創意裡加入鄉土音樂的元
素，呈現多元文化及藝術融合的新式產業。蕭瑞祥
表示，未來該系列課程將結合更多領域，如：數位
文創、綠色能源等，持續聘請專家學者開課分享，
增強校內文創資訊的擴展及應用能力。

提升服務 補繳費函知家長

【記者陳書澔、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
生於統一加退選後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預選下
學期課程及註冊事宜，可畢業者亦不得領取畢業證
書；為減少同學無法預選及註冊之困擾，提升對同
學的服務，會計室自本學期起比照二一預警函，寄
發補繳費通知單給家長。本學期需補繳費者共3609
人，截至上月22日止仍有1311 人未完成繳費，通知
信函已於上月25日寄出。承辦人會計室專員劉玉霞
呼籲，尚未繳費的同學請儘速完成補繳。
此外，98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繳費單已於上月
30日由各系、所轉發，延修復學生及出國生將直
接寄送，請於2月8日前以ATM、信用卡或至中信
銀、郵局繳費，2月15日可上網或以電話查詢是否
註冊成功。未於期限內繳費者，仍請利用上述除信
用卡以外之方式繳費，並於2月19日攜帶學生註冊
聯或轉帳收據到校辦理現場註冊。教務處提醒，98
學年度第2學期起，現場註冊之「註冊程序單」，
須自行上網列印，網址為http://www.ais.tku.edu.
tw/stureg/，開放列印時間為2月15日上午10時起。

書法賽 大專菁英較高下
【記者施雅慧台北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書法
研究室與中華民國書學會日前共同舉辦2009年大專
院校學生書法比賽，上月12日在台北校園舉行決賽
及頒獎典禮。全台共有40所大專院校125名學生參
賽，最後遴選出60名學生參加決賽，本校學生中文
系碩一絲凱郁等7位同學進入決賽。
絲凱郁表示，決賽作品雖未獲評審肯定，但是
能在台北校園與全國菁英一較高下，是一種很好的
學習經驗，而且能夠入圍就是一種肯定，往後也會
更加努力勤練書法，在下次比賽中雪恥。此外，這
次
比賽也結合本校研發的e筆書畫系
統，現場報名進行e筆書法比
賽，同學參加踴躍。經評審後選
出10件優秀作品，每位贈與一個
手寫板 以茲鼓勵。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
表示，本次書法比賽高手雲集，參賽水準之高
超越歷屆，可見這個比賽已經辦出口碑，才能吸引
這麼多優秀的人才參賽！

K書何處去？B120考前溫書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將於11至17
日舉行，要K書又擔心圖書館一位難求嗎？即日起
至10日開放B120供同學溫書，讓大家放心讀書，為
考試衝刺。
開放時間，4至8日為下午6時10分至晚上10時，9
至10日為早上8時10分至下午5時。另外，教務處提
醒，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應
考，遺失學生證者，須於考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2
張，至註冊組辦理補發；未帶證件者，也須提前申
請臨時學生證。

█淡水

演講看板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4(一)
15:10

決策系
L204

1/5(二)
10:10

經濟系
B309

1/5(二)
14:10

教科系
SG321

1/5(二)
15:30
1/5(二)
19:00

數學系
S433
大傳系
O202

1/7(四)
15:10

決策系
B119

1/7(四)
16:10

大陸所
T404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明新科技大學講師王智弘
AMOS軟體操作與應用
財金系助理教授劉威漢
An l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R and
Its Packages
Cyberlink訊連科技公司專案經理人林家正
人力資源與績效管理—數位化的工具
與案例
愛荷華州立大學數學系博士候選人鄭伊琳
Hopf Algebra of 4p Dimension
尖端出版社色彩管理顧問王振昇
數位暗房-色彩管理實務
安睿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劉凱平
理財規劃實務
良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廣博
大陸投資經驗漫談

台北校園
1/9(六)
14:00

保險系
D328

長榮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邱展發
國際商學碩士在職專班「國際風險管
理與保險課程」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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