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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是大學教育重要的一環
高等教育機構所要培育的不僅是學術卓越的人
才，更重要的是要在校園教育的環境下培養學生健
康的體魄，以應付進入職場後即將面臨的各項考
驗，這也正是本校實踐三環五育，培育卓越人才的
最高策略。檢視國內外知名企業主等成功人士，莫
不把運動與身體健康視為職能表現的重要條件，除
了在專業領域有出類拔萃的成就外，身體健康是持
續甚至永續傑出表現的重要關鍵，更是追求榮耀與
享受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而最簡易的方式即是透
過持續運動，並且從小開始，越早越好。
許多大學生作息不正常，導致缺課過多，除了影
響身體健康更降低學習成效，學生應儘早瞭解就業
市場環境，在大學求學時累積就業專業能力及健康
體適能，而體育課除了增進健康，還能訓練學生的
團隊合作精神與提高學生自我要求克服困難的能
力，符合就業市場之期待。
以本校體育課程而言，目前共有6大類64項的體
育課程供學生選擇，其中包含球類32項、體適能類
11項、休閒類7項、水域類5項、武術類5項及舞蹈

類3項，並在聘任專兼任師資時，考量新興課程需
求，期能為學生開設符合時代潮流又能兼具運動健
康的課程。本校98年度獲選為全國「推動學校體育
績優大學」的唯一首獎，且於本次私立學校「教育
部體育專案評鑑」列為第一等優秀學校，其中具體
績效之一，即為體育課程設計多元並列為三年必修
一年選修，本校於民國84年大學法頒布施行後即開
始推動延續至今，建立優良傳統。
將體育課程列為三年必修一年選修需克服許多困
難，因為體育往往成為經營困難的私立學校在經費
不足時第一個被犧牲的課程，本校雖無國立大學之
資源，卻十分重視體育，這應歸功於本校張創辦人
及歷任校長對於體育教育價值的遠見。除了令其他
學校師生羨慕不已的完善場館建設投資外，對體育
師資的充實更是支持，並以身作則帶頭運動，張
校長將95學年度訂為體育年指示體育室推動相關活
動，以一人一運動為口號，鼓勵教職員工參與運
動，於98學年度第1學期起開辦一級主管運動班，
成為全國大專校院學習的標竿，第2學期將針對教

外卡效應在淡江－
「科學家常被形容為站在巨人肩膀上研究最後一顆珍珠，在各
方面引發人類的好奇心，並且帶領人類了解宇宙的奧秘，我幸運
的站在這個位置上，我也樂意將來的科學家站上我的肩膀，向更
遠的境界探索，為全人類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本校物理系校
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吳茂昆如是說。
本校物理系成立於民國52年，61年設立碩士班，64年配合國家
經濟政策，分設為物理及應用物理組，同年及68年即獲教育部大
學理學院評鑑優等。民國80年成立博士班，90年因應產業趨勢，
物理組更名為光電物理組，物理系成為大學部至博士班完整的教
育體系，成就學生成為科學家的夢想，耕耘全世界的福祉。
物理系創系以實驗與理論並重為原則，並增購圖書、儀器，充
實設備及建立實驗研究室，並以培養具有理論基礎及應用技術之
科技人才為目標。該系目前擁有28位專任師資，其中具實驗專長
者共17名、理論專長者共11名，對於過渡金屬氧化物、強關聯電
子系統，以及相關萌發材料的研究成就卓越，在國內已建立優越
的口碑。物理系經47年的經營與發展，已培養具有物理深厚學識
及技術研發之人才，累積畢業校友逾3000人，在國內外學術研究
機構或工商教育界，皆具高度聲望。

職員工擴大辦理，同時開設運動諮詢時間，提供師
生針對運動相關問題進行諮商，讓全校教職員工生
由上到下一起「必修」體育課，邁向健康樂活的淡
江校園。
相較於其他學校如慈濟大學（游泳50公尺）、元
智大學（游泳25公尺）、中原大學（體適能檢測門
檻）等，本校目前尚未設有畢業體育門檻，給予學
生的壓力不算大。而今年教育部提出擬將游泳列入
升學加分項目，因為「台灣四面環海，所以學生都
要會游泳。」，已設有游泳池的本校也希望能儘快
訂定自由式游泳25公尺的畢業門檻，讓本校體育教
育不但符合國家、教育部與學校政策，同時跟緊時
代的腳步。體育是教育的一環，讓學生在繁重的學
科課業壓力之餘，增加身體活動的機會，進而養成
終身運動的習慣，提高健康水準，並期能降低身體
罹患疾病的機會，減低國家醫療社會成本的支出，
為國家建設發展盡力，是高等教育學府應有的社會
責任。

研究生輔導專業加分

該系配合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設置夜間自習室，於每週二至
週五晚上開放專用教室提供學生自習，並安排研究生輔導該系所
有相關課程，以提升學生的課程專業度。此外，該系亦關注學
生的生活及生涯輔導相關規劃，力行教師須駐校每週32小時之規
定。另在導師安排方面，大一新生採雙導師制，其中1位導師會
隨該班至四年級畢業，並於導師定時與學生晤談時，填寫導師輔
導輔導紀錄表，鼓勵同學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或困難時請教專家
幫忙，以確實掌握各同學的生活及學習狀況。在課外學習活動之
安排，由任課老師自行規劃，以吻合同學之需求為前提，進行身
教寓樂之學習活動，此外，該系固定於每週二舉辦講座，邀請國
內學者蒞校演講，如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張嘉升及台大物理系助
理教授蔡政達等人，並利用教學卓越計畫，安排大一新生學習演
講及英文學習相關講座，以提升學生專業領域的能力培養。

不少人可能曾有過學數學的挫折經驗，於是從此得了「恐數
症」。然而數學不僅實用，它的學習過程還是訓練頭腦的最佳
方式，而且很多數學真的很有趣，《神奇數學117》這本書裡面
就充滿了有趣的例子，以下介紹其中兩個。
1089這個數看起來沒什麼特別，對嗎？等會你就不這樣想了。請任意選一個三位
數，百位數和個位數至少要相差2（書上只說二個數字要不同，須修正），然後請依
照下列步驟「玩」你選出的三位數，最後會像變魔術一樣，發生神奇的結果，我們
用351當例子來說明：
把數字的頭尾顛倒，351 → 153。
拿二個數當中較大的減去較小的，351-153 = 198。
把得到的差顛倒，198 → 891。
再把最後兩個數字相加，198 + 891 = 1089。
不管開始選的是什麼數，依照上述步驟最後都會得到1089，夠神奇吧？不妨挑戰
自己，想想為什麼會這樣。
假設你坐在暗室裏的一張桌子前，桌上有12個硬幣，已知其中5個正面朝上、7個
反面朝上。現在要求你在黑暗中把硬幣分成兩堆，可以把硬幣翻面，但是開燈之後
兩堆硬幣中正面朝上的數目必須相等。大家的第一反應應該是「怎麼可能！」，因
為根本看不到硬幣哪一面朝上，也無法用觸覺分辨，怎有辦法把兩堆的正面數弄成
一樣；然而它卻有非常簡單的解法，背後的道理也只是基本代數呢。引起你的好奇
心了嗎？趕快去找這本書來看吧。

物理 淬礪發光發電的科學家
文／江啟義、陳頤華、黃雅雯、王育瑄、柯俐如、張靜怡、施雅慧

系

分布計算（材料特性）、凝體、
高能、天文與統計（含生物軟凝
態）物理等方面，結合跨領域多
元理論，整合物理相關專業。該
系教師在學術界多有出色表現與
貢獻，如教授彭維鋒擔任國際著
名物理期刊Appl.Phys Cett.審稿委
員；教授張經霖擔任國科會自然
處物理學門審查委員；教授何俊
麟參與國科會台俄國合計劃等，
多位老師受邀國際、兩岸和國內
研討會擔任委員或主持人，展現
師資陣容實力堅強。在全校共同
科目上，該系依教師專業擔任通
識核心課程，教授「全球科技革
命」及「物理生活」等，落實培
育「心靈卓越人才」理念，提供
全校同學學習物理科學之專業。

具前瞻性及市場性的專業課程

物理系課程內容架構有二個大方向，一是學生核心能力的培
養，二是滿足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應用物理組，著重於計算科
學與材料物理的基本物理知識和潛在應用介紹；光電物理組，則
是加強半導體光電特性的基礎理論，以及具有前瞻性及市場性的
光電元件相關介紹，故有實驗室實際操作、普通物理、力學、電
磁學等相關課程，教育學生具備審慎的工作態度與安全的操作意
識，提升學生對於物理領域核心的基本知識和將概念模型定量化
的數學能力，並將物理菁英人才之培育視為首要目標。另外，該
系對於學習動機與成就較低落的同學，不再過度強制規劃其學習
歷程，因此自96學年度起針對大學部入學新生，逐步開放選課政
策，以能符合其個別規劃或是保持其原先對科學的興趣為優先考
量，承認兩組選修科目互選學分，讓學生可依個人興趣、未來就
業或其他規劃之所需，選擇適合自己之課程。

導讀 鄭惟厚 數學系教授

實驗室教材

物理學門期刊論文排名私校第一

該系無論在研究計畫、期刊論文、專利申請及協助學生出國研
究，都有亮眼的成績。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針對期刊論文統計
報告，物理學門期刊論文統計，該系5年總篇數為263 篇，名列第
12 名，而總引用次數為618 次，名列第12 名，排名私校第一；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共59件通過申請，補助金額高達5千多萬，
成就非凡。其中教授林諭男以「奈米材料」及「鐵電陶瓷與薄
膜」等專業獲得10項中華民國專利，潛在商業應用價值無限。
配合學校「三化」中的國際化，該系博士生葉承霖獲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赴美國Brookhaven 國家實驗室，以及博士生
陳政龍赴美國勞倫斯國家實驗室等，該系獲得國科會千里馬計畫
肯定人數多達3位，在國立大學競爭激烈下，該系仍佔有一席之
地。其他亦有碩、博士生在系上協助及教授指導下，以優秀成績
前往美國加州ALS-Lawrence Berkeley 國家實驗室及日本國家同步
輻射研究中心（Spring-8）進行同步輻射相關實驗，增加學生學
術視野。

教師常擔任國際研討會主持人

逐年更新

物理系共有8間專業教學實驗
室、研究實驗室21間、多媒體教
室1間。每間專業實驗室設有專任
助教管理並協助教學，學生能將
理論與實際經驗結合，以培養具有理論基礎及應用技術的科技人
才；系上也逐年更新各實驗室的教材內容與部分儀器，例如：每
三年更新修習學生數目最多的普物實驗教材及部分儀器，希望帶
給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此外，圖書館也擁有50多種物理相關期
刊及定期訂購學科可用的數種資料庫，供學生參考與使用。

支持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及研究實驗室

該系任課教師適時安排學生至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天文館參
訪，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因此，物理系的學生都能在課業上有
優良的表現，例如：2005年我校曾在世界物理年辯論賽得到亞軍
的殊榮、95學年度系上推薦2名學生參加世界最傑出的實驗物理
學家吳健雄的科學營。為了訓練大學部獨立研究之能力，系上也
為大四生開設物理專題及專題研究，並安排大專生參與國科會專
題計畫案與教育部人才培育計畫。研究所方面，同樣鼓勵學生參
加物理年會、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用戶會議及其他會議，並發表論
文，更支持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申請國科會補助及系上募款
經費參與國際研討會，並至國外研究實驗室，進行實驗研究。

   愛問「為什麼 」激發思考 嚴師煉鐵成鋼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經理 黃勝邦
我認為，淡江物理系的學生，或許不比其他國立大學的學生頂
著學歷上的先天優勢，但在後天的學習環境中，反而讓我們更努
力地用「腳踏實地」的工作態度彌補不足，因此，本校學生仍然
在業界中獲得許多好評。
對系上記憶最深刻的，是已經逝世的石育民老師，當年他教的
課程大多是主科，像是近代物理、力學與電磁學等。老師在課堂
中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曾經有一學期他當掉全班的同學，所
有人須再次接受補考，雖然要花很多時間重讀，「但也讓我徹底
弄懂課本中的概念，為我現在的成就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當我在淡江物理系擔任劉海北老師的助教時，發現他常常在課
堂上問台下的學生「為什麼？」，目的就是要大家清楚所有的觀
念，深深觸動了我，也讓我明白在物理的研究中，「追根究柢的
求真精神」才是最重要的，也成為日後我錄用員工的選擇依據。
進入業界工作，開始帶團隊研究，發覺自己以前在學校閉門造
車的讀書方式是不夠的，和同學間相互討論才能使觀念越來越清
晰。因此，勸勉學弟妹，千萬不能死讀書，而是應該多培養自己
思考、分析、歸納，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周雄
物理系的教授都相當用心，其中一門系上必修課讓我印象很
深，當時修這門課的學生總共有46位，結果只有6位同學順利及
格，老師相當地生氣，那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深深影響著我，現
在回想起來，很感謝這位老師，我才能順利考上碩士班。當時的
自己對什麼都很好奇，一有什麼研究的idea就會與指導老師陳偉
正討論，他總是會直接指出我的盲點，經過激辯之後，我仔細地
思考，才覺得老師說的話真的很有道理！這樣的思想交流在未來
我做研究的時候有很深的影響，思考一個問題也變得更清晰全
面。
淡江的學術風氣開放、視野也比其他學校更前衛！記得當時學
校已經全面擁有先進的電腦設備，圖書館也領先其他學校採開
架式的借書方式給同學閱覽書籍了，也就是我們不用透過圖書
館員，就能親手觸摸這些書籍，在當時曾有人擔心，如果讓學生
隨手都可取得書籍，是否會造成書籍的流失，我尤其記得當時的
校長張建邦義不容辭地說：「書掉幾本，我們就補幾本。」這句
話，我想也許就是因為這樣作育英才不落人後的精神，才能造就
現在的淡江吧！

學 物 理 「 幫 很 大 」 跨領域也要講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杜昭宏
回憶過去在淡江攻讀物理系時，讓我最難忘的是錢凡之教授的
課，他是一位給予學生百分百自由發揮的老師。依稀記得那時候
都要與班上同學進行實驗，過程中，老師只會給我們大方向，不
會干涉發想的過程，讓我們自由地進行的空間。實驗課後，我們
會與老師一同討論過程中須改進的利與弊，以及其他新發現，在
這個過程中，得到的新知往往與課本上的理論相結合，甚至更
多。班上的讀書風氣也頗興盛，不只上課率高，師生互動也熱絡
不已。每每到了下課時間或是期中、末考前，班上的同學都會各
自相約至圖書館挑燈夜戰，藉由彼此討論的過程，讓我的基礎更
加深厚。我想就是這樣的態度，讓我在物理這片領域能盡情徜
徉，希望各位學弟妹能以此為標的，不管在物理抑或其他領域都
能發光發熱。
電通國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登榜
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認為就讀甲組的男生就是要念理工科，
未來才有好出路，加上電子業的開始興起，於是我進入了淡江物
理系。物理對我來說，它的確是一門很艱澀難讀的學科，像是當
年顏家合老師教授的核質物理，就是一個理論性的科目，必須花
非常多的時間理解。因此我從不翹課，回家後必定溫習老師在課
堂講授的部分。雖然畢業後，我所從事的廣告業看起來似乎與物
理無關，但我始終認為「廣告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廣告中所

講求的策略就是在講「理」，從蒐集與分析資料中找出策略，再
以藝術的方式呈現，這些都證明了物理的應用範圍是很廣泛的。
因此，學弟妹們，試著從系上開設的課程中找出喜歡的科目，並
把基礎學好，這不僅是對未來想從事學術研究的你們有幫助，更
是絕對在各領域中有所用處的！
逢甲大學自動控制工程學系教授 張興政
就學期間，許多年輕有為的老師都是碩士學位畢業的，在當時
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他們亦師亦友，帶給學生很多的指導方針
及建議。我尤其感謝導師周東川，當班代的期間，我時常找他討
論班上的事務，他的個性溫和友善，師生感情很好，老師不僅會
參加我們舉辦的舞會，還曾邀請全班同學到他家一起包水餃呢！
建議學弟妹們，物理的應用層面其實很廣，只要好好打下基礎，
未來轉換機器、光電、資訊等領域都會較為容易，未來在職場上
更具競爭力喔！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研究員 黃清鄉
當時在高中念理組的時候就對物理這塊領域情有獨鍾，也因此
考上淡江物理系，很喜歡以前上過的「普通物理」、「理論力
學」或是「電磁學」等課程，內容都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尤其
是電磁學，現在接觸到的同步輻射加速器所運用的原理也都跟電
磁學息息相關，在我所從事的領域上「幫了很大的忙！」。

Ms.Q 之21 圖書館支援活動
的品質管理
圖書館每學期都會用心規劃一系列的講習活
動，給同學們一個自我充實的好機會，不說你
不知道，這可是圖書館「支援活動」TQM流
程的一個環節喔！一起來跟Q小姐看下去吧！
問：親愛的Q小姐，到底什麼是圖書館的
「支援活動」呢？除了舉辦講習之外，還有負
責哪些活動呢？
Ms. Q答：這位同學問的很好喔！所謂「支
援活動」是指以行政的力量輔助學校課程教
學、研究創新及輔導服務等領域，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而圖書館
負責的支援活動內容有些什麼，就讓我為大家詳細解說吧：
P（Plan）--針對充實館藏、資源整理、提供服務訂定明確的計
畫；D（Do）--訂購書籍，或與國內外的各個學校交換圖書，讓大
家能更輕易接觸到某些不易在市面上閱覽到的資訊，並進行圖書分
類與編目、提供同學參考諮詢及講習課程服務，例如本學期圖書館
規劃一系列「圖書館與網路資源利用」的講習課程，可幫助大家在
各種領域的資料蒐集上能更有效率；C（Check）--以統計數據、
報表或問卷調查檢核成效；A（Action）--透過期末工作績效評
估、讀者建議與圖書館自行研發的問題追蹤管理系統來重新檢討作
業流程與服務內容。
若是大家有任何疑問、不滿或讚美的話，只要透過圖書館網站適
度地表達，一定能迅速得到圖書館友善的回覆喔！（王育瑄整理）

校園視窗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大陸５校交換學生甄選今起報名
想體驗不同的文化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將於今天（8
日）起至17日止，舉辦「大陸復旦、吉林、廈門、山東及南
開大學交換學生甄選」，有興趣的同學千萬別錯過了！大學
部二年級或研究所一年級在學學生，操性成績達80分，學業
成績達大學部75分、研究所達80分以上，皆可報名。詳情請
至國交處（FL501）或打校內分機2325，洽承辦人徐宏忠。上
學期赴廈門大學修習的交換生保險碩二郭翊槿表示，陸生的
學習態度很積極，對於學業很有企圖心，甚至晚上還會集體
至教室和圖書館晚自習。赴吉林大學的統計三車育蕙則說：
「大陸的考試都考一整本書，感覺壓力很大。」（江啟義）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院長有約談全球創業發展學院藍圖
1、2日連著兩晚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創發院及全發院
「院長有約」大會，由院長劉艾華主持。學生對於下學年度
兩個學院即將合併的消息及學院未來方向十分關心。劉艾華
表示，兩院整併為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後，將去蕪存菁，並
增開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以及全球化概論等兩門院特色課
程。（蘭陽校園）

未來展望

目前該系專任師資中，實驗專長者共17名，研究領域重在材
料與光電（含同步輻射）領域；理論專長者共11名，研究領域

書名：神奇數學117
作者：波沙曼蒂爾
譯者：葉偉文
出版社：天下遠見
索書號：310 /8658

蘭陽重新規劃吸菸區
蘭陽校園重新規劃吸菸區，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在主要通
道旁的吸菸區必須外移，圖書館門前平台的吸菸區向側邊遷
移，取消電腦教室前吸菸區。師生使用圖書館與電腦教室不
再被迫吸二手菸，大多數同學均表贊同。吸菸同學對於移動
吸菸區造成的不便稍有微詞，不吸菸的同學則表示，尊重不
吸菸的人有拒抽二手菸的權利。（蘭陽校園）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招募候鳥計畫輔導員說明會9日舉行
物理系優秀校友
姓名
葉陶然
吳茂昆
洪傳獻
楊漢祥
蘇文俊
吳鐸峰
陳登榜
高景海
柏吉安
鄭木海
陳諄二
盧天鴻
楊台發
余合興
何北衡
蕭秀美
王啟林
廖時三
張興政
郭萬銓
劉立基
周 雄
蔣幼齡
黃建榮
陳俊男
杜昭宏
李明憲
劉祥麟
鄒忠毅
馬遠榮
林志明
薛宏中
江正忠
黃清鄉
黃勝邦

職務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所長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營運長
泰豐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彰化縣大村國中校長
弘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電通國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精剛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思科系統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中國區總經理
中山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教授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中山大學機電系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副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物理系教授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逢甲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副教授
逢甲大學通訊工程學系教授
逢甲大學自動控制工程學系教授
中山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文化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高雄大學理學院院長
淡江大學物理系教授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
文化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東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應用科學系副教授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明新科技大學光電系統工程系系主任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經理

（物理系優秀校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物理系提供

成人教育部爭取國科會候鳥計畫歷經2年，今年終於獲得青
睞評選為承辦學校，成教部也將招募輔導員參與照顧候鳥學
員團體活動訓練，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說明會
將於9日（週二）晚間7時在鍾靈中正堂舉行。候鳥計畫係招
募海外華裔青年返國參與各學術與研究單位實習，希望他們
能藉由實習的過程了解台灣，進而日後返國服務。今年預計
約有260名候鳥學員返國實習。（推廣教育中心）

成教部辦環保署訓練班學費有補助唷！
成人教育部承辦環保署「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訓練班」及
「甲級廢棄物處理專責人員訓練班」，3月份均獲得職訓局
80%學費補助，補助在職勞工每人3年5萬元在職進修機會，
凡具有勞保資格符合受訓資格者均可獲得補助，名額有限，
歡迎有勞保資格之親朋好友踴躍報名，意者請電23216320轉
24，洽承辦人周玟妦。（專業證照訓練中心）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Moodle教學平台即起申請
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即日起開放Moodle教學
平台開課申請，將不定期舉辦平台初階及進階操作工作坊，
以協助教師與助教開課。平台功能便利，提供學生在平台觀
看課程教材、上傳作業及線上討論議題，並提供教師線上批
改、線上計分、線上測驗及線上統計學習時數等功能。有興
趣之教師請參閱平台首頁http://moodle.learning.tku.edu.tw/，
詳情請打校內分機2158，洽承辦人王大成。（遠距組）

數位學習導入工作坊拉近師生距離
面對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的學生，你知道該如何
擬定創新的教學策略出奇制勝嗎？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教育
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北
區）」，於10至12日（週三至週五）舉辦第一梯次「數位學
習導入工作坊─實務篇」研習活動，邀請多位具豐富數位學
習經營之專業師資講座，從實務觀點切入，協助教師們提升
科技運用能力，運用網路科技進行教學，創造更具趣味的教
學環境，拉近師生的距離，詳情請上北區數位學習跨校合作
計畫網站http://nco.learning.tku.edu.tw。（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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