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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卡挺淡江人 感恩家族系列回饋
行車紀錄器、國際機票優惠多 產業結合創造三贏
本校與廣州大學共同合作「廣電創新實驗班」於
▼
日始業式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第二排左 ）
於化學館水年廳與交流生合影。（攝影／湯琮詰）
4

9校62位陸生 加入本校學習
與廣州大學首開廣電創新實驗班

【記者江啟義、陳昭岑、段采伶淡水校園報
導】62名來自大陸各地姊妹校的交換及交流學
生，已於本學期齊聚本校加入大學課程學習的
行列，這些學生分別於文、工、商、外語、國
際等學院就讀。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參加
「廣電創新實驗班」始業式時表示：「這次廣
電創新實驗專班是從未有過的合作，相信此次
課程會成功。」
相較於上學期5所大陸姊妹校來校交換學
習，本學期新增了南京大學、四川大學、西安
交通大學及廣州大學廣電創新實驗班等學校加
入交流生行列。以國企系為例，與廈門大學國
際貿易與經濟系已有6次交換學生的經驗。
本校與廣州大學於今年合作「廣電創新實驗
班」，來自廣州大學22位交換生於3日舉行始
業式。此次專班交流經驗為本校首例，課程規
劃兼具理論與實務並用，在四個月課程中，
除四門傳播課程外，另外安排與台灣媒體業
進行產學合作經驗，如TVBS、中央通訊社及
NOWnews等。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執行長趙雅
麗表示，希望透過本次交流經驗，讓師生之間
能夠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外，也希望擴大未來
產學合作空間，進一步奠定兩岸交流很好的基
礎。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劉玉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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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貴校所安排的課程兼具整體性和綜合
性，也感受到學風的自由和多元性，希望學生
能在這樣的環境學習更多東西。」
對所有剛到本校的大陸學生而言，首次面對
的不是課業的壓力，而是台灣濃厚的人情味。
廣州大學學生提到，有商家願意免費提供一學
期的吹風機。來自南京大學的資工一徐鋮表
示，剛開學的迎新活動，讓他們很快融入校園
生活，現在對校園環境已很熟悉。相較於南京
大學的學習情況，他表示，使用圖書館的同學
似乎不多，在南京大學進圖書館還要排隊呢！
就讀經濟一的廈大交換生紀尚伯表示，淡江
的課程有些以英語授課讓他不太習慣，不過
不只能精進專業知識，還可以順便提升英語能
力，感覺很新鮮！他笑道：「這邊的課程比較
自由，師生互動很自然，不是單方面只有教師
授課；另外，從圖書館及宮燈道還可以眺望淡
水河及八里美景，淡江真的是所資源及景色都
豐富的學校；期望能多向台灣的同學學習，多
了解台灣，體驗不同的文化，並到許多地方走
走。」。廈大交換生莊錦鵬表示，會在課餘時
間也會把握機會，自行查地圖與交通方式，到
台灣各處走走，不僅學習知識，也飽覽台灣風
土民情。

文錙系列音樂會 宋允鵬大鍵琴演奏會 開放索票
列入「牛津世界音樂家名人錄」殊榮。曾任東吳
大學音樂系主任、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理事等
音樂相關職務。
屆時宋允鵬安排莫札特及巴哈的大鍵琴經典曲
目，並與通核中心副教授謝朝鐘所指揮的「淡水
青少年管弦樂團」合作，希望呈現大鍵琴不同的
聽覺感受。此次音樂會是難得可近距離欣賞大師
精彩演奏機會，千萬別錯過哦！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首場文錙
系列音樂會將於本週五（11日）下午7時30分由
「宋允鵬大鍵琴協奏曲演奏會」揭開序幕，即日
起歡迎至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I805取票入場，每
人限取2張。
宋允鵬為國內鋼琴教育奉獻多年，亦是德國
「來比錫國際大鍵琴大賽」巴哈大獎、比利時
「布魯格國際大鍵琴比賽」優秀獎得主，並榮獲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之「淡江感恩家族系列活
動」第3彈來了！校服暨資發處主任彭春陽
表示：「希望能透過這個家族凝聚學校、
校友、教職員工的向心力。」目前感恩家
族回饋校友，已推出第1、2彈包括行車紀
錄器及國泰港龍航空網上購票的優惠，未
來規劃第3彈「校友卡」，讓校友們能透過
校服暨資發處獲得職場或生活上的協助。
彭春陽表示，行車紀錄器在1月歲末聯
歡會破70台後，陸續有人增訂；而國泰港
龍航空網上購票，因不限開票時間，在截
止日前訂票就可享有優惠。這兩彈因校友
反應熱烈，「效果不錯，未來將繼續推
動。」並說明，目前規劃發放對象為教職
員、應屆畢業生、校友，皆可擁有一張校
友卡。
「校友卡」的功能擴及日常生活，希望
在食衣住行上能讓校友受益，規劃尋找各
產業經營事業的校友合作，如：餐飲業、
民宿等，讓校友在消費時可享有特殊優
惠，也可推廣校友所經營的事業，製造
「雙贏」的局面，結合出最適合的優惠方
案。另外，將會發送小冊子，內容包括各
個地區校友會的連絡方式，讓校友們在需
要幫助時可即時查詢。
彭春陽也指出，希望透過校友卡，讓學
長姐進一步認識學弟妹，讓淡江人團結起
來。他說：「如果在店家外面看到淡江的
標誌，感覺是不是很溫馨呢？」談到未來

音；同時並增加外罩設計，整體改善並提升扇
葉片的震動效率，比未加外罩裝置產生的動力
多了2到3倍；且利用多葉片及葉片的翼型剖面
設計，以及擴散外罩設計，風速可達到自體的
3次方倍。除了大幅提高電能輸出外，小巧的
設計可安裝在汽機車中的適當位置，如機車車
頭燈上方或汽車引擎室內的前方等地方，未來
希望能應用此裝置設計，讓風力逐漸成為石化
燃料的替代能源。
目前此裝置已有直徑30公分的實體模型，陳
增源說：「專利代表的是創新，除繼續致力於
研究中，希望能應用學界研發成果，以達到產
學合作目標。航太學門是高科技系統整合的科
學領域，希望能將所學研究運用到綠色能源發
展及生活當中。」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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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春之饗宴
賞花賽球快報名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舉辦
將於19日在學生活動中心所舉辦的「春之
饗宴」，邀請校友返校賞花、同樂！活動
內容包含球類競賽及滬尾櫻花大道賞花活
動，讓校友及眷屬可以球會友或一同去滬
尾櫻花大道賞花，讓今年校友回娘家也可
舒展筋骨！
校服暨資發處表示，校友反應參加「春
之饗宴」上午活動後仍意猶未盡，下午仍
希望與回校校友同樂，因此開辦球類競賽
及賞花。球類競賽將於19日當天下午2時至
6時，在淡水校園體育館開賽，期待校友們
熱情參與。
各項活動名額有限，欲參加桌、羽球競
賽、滬尾櫻花大道賞花者請於今日(7日)前
回覆報名表，欲報名手足球比賽者請於15
日前逕向資管系系友會黃柏誠校友報名。
其他問題請洽業務承辦人羅少鈞，校內分
機8125。

▲「春之饗宴-日文系系友回娘家」活動中，返校校友齊聚一堂，校友歡聚叙舊互動
熱絡。（本報資料照片、攝影／林奕宏）

國際化學年 行動化學館巡迴出發

【本報訊】由本校化學系及中國化學會
主辦的國際化學年系列活動，於10日（週
四）下午2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與海報街
舉行「行動化學館啟用典禮」，預計將有
官、學界多位貴賓到場共襄盛舉。
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會（IUPAC）與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布，2011
年為「國際化學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chemistry, IYC），以慶祝IUPAC創立的100
週年及紀念居禮夫人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00
年，並共同策劃整年度的全球活動，主題
為「化學－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未來」，
而由本校化學系完成全年度的系列慶祝活
動。而2011化學年活動內容分為4個部份

航太工程學系陳增源教授 榮獲2項專利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航空太空學系
教授陳增源通過「應用於電動代步車的風力發
電模組」、「應用於汽車的風力發電裝置」兩
項新型專利。陳增源勉勵學生：「書本所教授
的是基礎，希望同學能在基礎知識奠定之餘，
可以跨領域多方涉略，別被所學侷限了想像，
生活中可處處發現創作來源。」
陳增源表示，本次風力發電裝置的設計是來
自綠色能源的發想；煤炭及石化燃料是目前汽
機車的主要使用能源，所造成的污染也相當可
觀，因此製成低污染又兼具發電功能的裝置是
此次的目標。在這兩項專利中，主要是將原先
的風力發電裝置，運用空氣動力學及流動力學
的概念，以自然進氣的方式，帶動發電機發
電，不僅阻力、耗油量減少，更可以降低噪

的效益，「校友卡提供校友優惠服務，而
校友感受到學校的用心，將更熱衷於回饋
學校；進而使學校能更穩定的發展，並得
以繼續回饋校友，以達到三贏的局面，同
時讓這感恩家族的情感，永久細水長流的
交流。」

「應用於電動代步車、汽車的風
力發電裝置」發明專利簡介
本創作的目的係提供一種風力發電模組，
利用多葉片及葉片之翼型剖面設計，以及擴散
外罩設計，可大幅提高電能之輸出，進而增加
發電機的發電量，可作電動代步車機車之輔助
充電裝置。於汽機車使用時，係利用該汽機車
行進時，外部空氣以自然進氣方式，導入汽機
車的風力發電模組中，以致帶動葉片轉動，作
為風力發電的風力源。其中外罩設計係具有開
口，且該開口係用於容納該些扇葉片，且為該
氣流的入風及出口處。(資料參考／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公報37卷29期、37卷34期)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有：「親眼fun化學」海報展、「親耳fun
化學」系列演講、「親手fun化學」動手體
驗、「親水fun化學」全球水化學實驗等，
並打造一部貨車為「行動化學館」，裝載
活動所需之軟、硬體，巡迴全國各地大
學、社區大學、國、高中以及社區。
「國際化學年」在台灣的的慶祝活動，
由本校主辦，為一個具有重要意義與使命
的國際盛事，已由1月18日「年輕女化學家
的全球早餐連線」揭開序幕，而10日「行
動化學館啟用典禮」中有樂團表演、木更
創意工作室的化學魔術秀、啟用典禮剪
綵，另外，可參觀約20個位於海報街的化
學週攤位，所展的內容，將讓您對食衣住
行上與化學的製程，有更深入的了解，歡
迎大家踴躍前往。

女教職員聯誼會8日改選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
聯誼會將於8日12點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辦第8屆第2次全體會員大會，會中將改選
第9屆理監事。
當日大會由理事長黃鴻珠擔任主席並致
詞，且監事長謝宜樺也將於會中報告，另
外還有規劃全體會員座談時間及賓果遊
戲。黃鴻珠表示，選在三八婦女節當日舉
辦會員大會，不僅是例年的傳統，也可以
讓全校女教職員工一同慶祝。
為了增添會員大會的趣味性，今年募集
百份以上禮物，提供賓果遊戲活動，會議
最後將舉行第9屆理監事改選開票，現場並
提供精美紀念品，歡迎會員共襄盛舉。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淡水

e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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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由蔡素華所繪，以簡
潔的筆法來勾勒樹桿及山
景，非常輕鬆的將前後景色
表現出來，這在 筆
e 的應用
上，只要能有好的構圖，非
常簡單可以做好。而令人欣
賞的是花卉的表現，每一朵
花都清楚顯露生氣，充分感
受春天萬象更新的氣氛，整
體的色彩應用相當高明。
（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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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3/7(一)
10:10

3/7(一)
13:10

3/7(一)
14:10
3/8(二)
14:10
3/8(二)
14:10
3/8(二)
15:10
3/8(二)
15:30
3/8(二)
16:30
3/8(二)
19:10
3/9(三)
14:10
3/9(三)
14:10
3/9(三)
15:10
3/9(三)
19: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財聖保險經紀人公司副總經
保險系 理徐煥昌
B712
Change！你也可以有不一樣
的未來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胡龍豪
Carbon
化材系 Functionalized
for Hydrogen
E830 Nanostructures
catalysis & Poterntial
applications of PDC for H2 and
Li
化學系 工研院研究員謝心心
Q409 太陽能技術：市場概況與技
術分析
保險系 龍柏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景
B505 熙焱
法律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鄭紹良
物理系 Interfacial Reactions of Metal
S215
Nanocontacts on SiliconBased Substrates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商務專員
西語系 黃任佑
T310
從學習西班牙語文到駐外經
貿工作
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陳宜良
數學系 Exploring Ground States and
S433 Excited States of Spin-1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HMC Architects合夥人Raymond
Pan
建築系 Architecture of Submergence：
Q409 Merging human experience
with design
創業研習 才庫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總經
社
理張寶釵
L417
老闆憑什麼要你
國企系 國票證券董事長丁予嘉
SG319 從全球經濟局勢看貨幣戰爭
商學院 萬寶投顧副總經理賴建承
I501
樂在投資暨全球經濟發展
世新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簡
經濟系 文政
Effects of Equities on Team
B302D The
Performance for Winners and
Losers in Nippon Professional
投資理財社 AJP國際投資管理公司獨立理
E304 財顧問林廷岳
外匯投資

3/10(四)
10:00

保險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3/10(四)
14:00

保險系
B302B

3/10(四)
14:00

機電所
E830

3/10(四)
16:00

大陸所
T505

3/11(五)
10:00

保險系
B302A

3/11(五)
14:10

國企系
L204

3/11(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美國華盛頓大學財金不動產
系系主任賴志仁
Risk Management and
Stakeholders of Globe
美國華盛頓大學財金不動產
系系主任賴志仁
How to Find Reserch Topics：
My Humble Experience
啄木鳥樂團首席小提琴手陳
敦邦
如果黑暗無盡頭 何不用音樂
燃亮生命
美國宏橋資訊企業總裁盧鐵
吾
大陸投資經驗與挑戰及後
ECFA時代的新思維
美國華盛頓大學財金不動產
系系主任賴志仁
Reserve Management
and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Evidence from
U.S. Property 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ies
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國際貿
易系系主任洪正興
統計方法在行銷策略之應用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劉錦添
Mother’s and Father’ s
Presence Do Matter：Evidence
from Taiwan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3/7(一)
19: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全創院
強邦國際 企管系副教授潘志偉
會議廳 人來人往談關係

加裝自動感應燈
照亮廁所及體育館走道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增進校園
內的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總務處營繕組在寒
假期間將淡水校園男女廁所及體育館走道，全
面加裝「微波自動感應器」，以自動調節控制
燈光的點滅，讓使用者能夠更加安心。
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表示，使用自動感應器來
控制廁所燈的開關，讓使用者不需再觸碰開
關，以減少接觸病菌傳染的危機；同時也改善
因人為疏失忘了切換開關所帶來的不便，進而
達到省電的成效。經測試後，將熄滅的時間
調為15分鐘，讓師生們不會因燈的熄滅而受到
驚嚇，只要廁所內持續有人進出，燈就不會熄
滅。另外，自動感應器還有光控的設定，配合
自然光照度來控制燈光開關，當廁所內有充足
的光線時，燈具會自動關閉，進而達到節能的
作用。未來自動感應器將會應用到各大樓的公
共區域走道，希冀以舒適且輕鬆的達到節能減
碳的成效。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2011/3/4 下午 08: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