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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泳欣專訪】不少老人家或病人，得仰賴家人
或看護全天照顧，但現在拜科技所賜，可藉由「可攜式
生命保全救護系統」，隨時回報病人情況，減少遺憾發
生，更降低看護醫療成本。這個系統的發想人，不是醫
生、也不是工程師，是在淡江就讀17年、拿下3個碩士
學位的資工博六黃南競。去年憑著本系統，受到了國內
外的廠商、學術機構及媒體的關注，最近更打入「2013
微軟潛能創意盃」軟體設計組（World Citizenship）臺灣
區決賽前10名。作為系統的發想人，黃南競跨越學術領
域，整合知識結晶，實現理想中的設計。

　中文所碩士論文指導老師、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形容他
是「活潑、什麼都想學的好學生。」但黃南競求學路卻
十分曲折。單親家庭長大的他，相信唯有考上大學才能
照顧家中經濟。當年意外考進中山醫學院（即現今的中
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畢業後在高雄大同醫院上班一
年，他對當時的醫療體系感到失望，「因為在那個地方
對我們（醫護人員）沒有保障，再來，沒什麼升遷管
道。」這時剛好有朋友介紹他到淡江校園內的眼鏡行當
驗光師，萌生去意的他辭掉醫院的工作，來到了淡江。
　在教學氣息濃厚的氛圍下工作，加上1980年代的臺
灣，兩岸局勢不穩定，讓黃南競產生修讀兩岸關係議題
的念頭，深信「改變人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唸書」的他，
重返校園的第一步並不容易，第一次落榜後，憑著「我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精神，考了3次終於考上。在大陸
所的學習，給予他更宏觀開闊的眼光去看世界，也讓他

決定要繼續留在淡江學習，後來甚至還報考中文所繼續
求學。

　因緣際會下黃南競認識了當時的學務長葛煥昭，因教
授一句，「這樣唸下去也不是辦法，應該把過去所學的
東西做一個整合。」讓他在唸中文碩二時轉而報考資工
所。「對於非資工領域的人，要如何盡快進到專業，且
找到一個對我未來有幫忙的研究領域？於是我決定結合
醫學跟資訊。」黃南競認為目前教育對國內的生物醫療
科技這一領域並沒有做到真正的落實。擁有醫療知識的
他開始想，「我可以跟醫生溝通，假如我具有資工方面
的知識，要如何將這兩樣東西結合起來？」抱持這樣的
心態，黃南競進入了資工所，一切從零開始。在指導教
授葛煥昭的支持下，進了博士班更召集學弟妹，建立專
屬的資工研究團隊，逐步實現他的跨領域研究。

　由於醫事系的學歷，黃南競受邀至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擔任兼任講師，進一步受該校生理學老師周光儀邀請，
共同為臺北榮總心臟血管外科進行研究，與榮總保持合
作關係。為了研究時常出入醫院，在醫院看盡生老病死
的他，最難過的是看到那些沒有得到親人妥善關懷的老
人家。曾經看見有家屬不顧病人的意願，要求醫生放棄
治療，黃南競說：「這體驗讓我十分感慨，如果是我將
來老了要怎麼辦？而且我媽媽跟那些病人也是差不多的
年紀。」

　這樣的惻隱之心，讓黃南競開始觀察醫療產品的設
計，「但發現它們都沒辦法解決老人家在神志不清甚至
昏迷時無法求救的狀況。」直至他看到一則帶來衝擊性
的新聞：一個老人在外面突然昏倒，躺在馬路上卻沒有
路人願意伸出援手，最終不幸被車輾斃的慘案。因此下
定決心，拋開生產及經費有限的困難，決定研發集「救
護」、「定位」及「主動回報」3大功能於一體的救護產
品：利用儀器感測病患生理數據，在使用者生命跡象異
常時，主動通知醫院及緊急連絡人。
　為了設計這3大的功能，他和團隊成員要解決訊號干擾
及網絡傳輸的問題，更甚至進一步發想，使用貼身綁帶
的方式方便使用者。但過程中最困難的莫過於找到大小
合適的晶片。他感慨，為了一個1公分正方的晶片，向許
多晶片大廠尋求協助都失敗，「當時我們還試過寫信不
下10次給工研院，可惜對方都沒有回應。」然而黃南競
沒有放棄，他不惜自費把晶片拿到國外製造，花了一年
時間，「可攜式生命保全救護系統」才終於完成。

　系統完成之後，團隊帶著作品參加經濟部搶鮮大賽。
黃南競直言：「當初參賽只是想提高知名度，但沒想到
反應會這麼大。」初次比賽就獲獎，讓系統被看見，現
時正與5家廠商洽談量產的事項、工研院和中科院更提供
經費，要求改造系統在健步器和救護車上；也有國外的
大學希望把系統移到當地量產。「最近還有廠商找我們
做LED燈，說是看了新聞以後才知道我們團隊。」短短2
個月期間獲得各界注目，都是他和團隊始料未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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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國際化的年代，想加強第二、第三
外語能力嗎？臺北校園提供有志研習
日文之青年與社會人士進修，開設第
57期日文課程，讓你學日語增加自我
競爭力。課程內容分三種班別，8週
日語檢定加強班，適合無法長期配合
者；16週進階課程，適合規劃長期學
習者；遠距班， 可透過網路上課，提
供無法至現場上課者選修。報名請上
網站（http://www2.tku.edu.tw/~fa/
online.htm）或電洽承辦人陳芷娟：
23216320轉32。（成教部）

淡江時報

　本校大傳系校友楊雅喆以小學生
在玩具店購買模型公仔的故事，
拍攝〈0223反核卡到天王篇〉短
片。他表示，該片欲指出核能電廠
的興建與否不只是民生問題，幕後
還存在一些「黑暗的交易」，政府
卻以不當的方式隱瞞事實，因此大
家應從根本去了解「核能發電」，
多關心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他透
露自己是受導演柯一正發起的「我
是人，我反核」號召，無償拍攝短
片，在Youtube上已突破15萬人次
的點閱率。（文／歐書函）

楊雅喆拍攝反核短片 15萬點閱率 

跨界研發救護系統 用心為患者把關健康

好學不阻礙求學路　企圖以學歷改變命運

教授一句話　扭轉人生跨界不設限

PEOPLE
卓爾不群
KU 可攜式生命保全救護系統 黃南競

因愛而生　用心體會病患需求

　研發成功獲得青睞，除了為學校及團隊爭口氣外，更給了很
多身體虛弱或行動不便的老人一個希望。媒體報導後，黃南競
收到許多老人家的回響，包括感謝信及查詢電話，「許多老人
家打電話問我，想知道系統哪裡有賣？」就連一開始反對他重
返校園的母親也受惠，他笑說，「系統量產之後我會做一個給
她，因為是我想出來的啊！」

　從不同的領域一路走來，無論是學習還是做研究，縱然早已
知道困難重重，黃南競還是渴望一試。「想做就去做，如果只
是想但不去做，你怎麼會知道結果？」他坦言曾想過要放棄，
但最後還是用理智堅持下去。「希望在面對社會的壓力下，能
學習成長，我的生活會過得好一點。」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
從學習到研究，他征服了一個個「困難」的山嶺，並開始新的
研究，「最近正在設計能放在心臟支架裡的感測晶片，防止血
管阻塞。」面對未來他依然孜孜不息繼續前進。

商管基礎科目個別輔導申請開跑

團隊讀書力量大 楊勝傑

初試啼聲　大獲業界青睞

碩士班產學合作講座夯  共同科目放寬選修
　【記者林妤蘋、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第二學期
剛開學，許多共同科目都相當吸睛，並導入產業專長為學生帶
來與市場接軌的業界第一手訊息。國際研究學院本學期開設4

　讀書靠拚勁更要靠毅力，中文三楊勝傑花
一年時間從夜間部轉學考上日間部，更保持
班上佳績。看似安靜念書的他，其實還是
「教育史懷哲專案」的一員，到三芝國中進
行教育服務。更在去年擔任活動的組別總導
師，安排課程與規劃活動，讓學習也能無限
擴大。
　因指考成績不如預期而進到夜間部，當時
白天沒有工作的他，認為要把時間多加利
用，因而積極準備轉學考；每天早上9點到圖
書館看書，直到晚上6點再去上課；經過一年

的努力，順利考上日間
部。因為通勤，空堂時
間無法回宿舍休息，所
以他決定把課堂排滿，
在大二時就已將系上學
分完成9成。更因修習
教育學程，每學期都
修滿31學分。楊勝傑表示，學分太滿變得沒有充
分的時間念書，「因此除了上課專心做筆記外，
我還想到可以和同學組團隊一起念書的方法。」
於是楊勝傑每科都找到3至5位同伴，彼此分工合
作，在考前2週進行複習做最後的衝刺；他也會
和同學分工，將上課內容錄音並打成逐字稿來
讀，精準地抓住上課內容，假日也跟「學習團
隊」討論上課內容，確實將所學吸收內化。
　受到家人影響，選擇教程，還利用暑假參與史
懷哲等教育服務活動回饋社會，楊勝傑笑說，

「可能因為沒有參與社團活動
吧！我把重心放在如何將所
學實踐到教學上。」認為心
無旁騖才能夠維持專注，把
時間用在認為正確的事物
上、將剩餘的時間拿來休
息，讓作息保持正常，他

說，「不影響到上課狀況才是學習最佳良藥。」
　從夜間部轉學，到後來修教程、在國中實習當
代課老師，成績維持在前段的楊勝傑說，當知道
自己要什麼後，「就不會浪費時間，每一刻都要
善加利用。」幾乎都在讀書的楊勝傑開玩笑說：
「討論報告就是我的休閒活動！」但也像楊勝傑
的史懷哲活動夥伴所說：「他總有讓人意想不到
的創意。」選擇用團體方式讀書，將能力發揮到
極致，善用時間，成功讓他成為高分一族。（文
／沈彥伶、攝影／蔡昀儒）

　 上月26日物理系力邀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特聘研
究員兼所長賀曾樸，以Precision Astrophysics（精密天體物理）為
題全英語的演說，向在場的教授介紹目前國內外天文物理的研究
動態，以及臺灣各地的研究器材。物理系助理教授秦一男分析，
演講中提及天文學的三大領域包含系外行星、黑洞、宇宙學等天
文研究結果，皆需要經過精密的計算和測量，才能有正確的數據
能繼續研究。應物四黃振維對全英語演講表示，「這樣頗具深度
的全英文演講令我有點吃不消，但未來我想要更增進自己的英文
能力和英文專有名詞的認識，來了解更多天文研究。」（文／呂
柏賢、攝影／賴意婕）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倡全英語授課，學教
中心教發組特舉辦「英語授課教學設計分享」，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在致詞時表示，「全英語授課最重要的是大家的
堅持！學校將會盡全力提供最完善的資源。」並邀請中文
系副教授陳大道和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專任副教授阮聘茹和
大家分享其授課經驗。
　陳大道表示在開課初期也曾面臨學生招收不足的困難，
因此請求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派幾位外籍生來修課，才勉
強達到最低門檻。但透過教學的小撇步，現今他完全不用
擔心選課人數不足的問題。他分享，由於課堂大部分都是
本地生，為了考量每個人吸收程度的快慢不同，可以重複
敘述一些簡單的字詞和句子，讓學生更易了解。另外，利
用網路資源也相當方便，除了使用線上字典查詢，在課堂
上配合學習到的單字，播放相關影片和歌曲等，都能加強
學生的印象。陳大道也提到，當老師本身遇到問題時，可
以和英文系的同仁們交流，互相精進，而「保持愉快的心
情及堅定的意志！」更是他認為學習英文最重要的不二法
門。
　阮聘茹則依據4年的英語教學經驗發現，教科書上的單
字較容易閱讀，特別是針對大一新生，因此她授課的方
式便是直接選用合適教科書，讓同學更快吸收，進而取得
該科目的專業證照，運用在未來的職場上。並安排課堂上
的作業，讓大家用英文練習口說，她指出，學生學習成效
不錯，曾經有同學使用全英文的方式，合力拍出一支短片
完成作業。阮聘茹說，平時也會請每個小組用英文一同討
論，激發更多想法，也要求大家做心得回饋。
　最後有同仁提出如何在本地生與外籍生取得平衡，陳大
道建議可以請本地生在課堂上多念課文，增加練習英文的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於上月2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畢業生滿意度
調查結果簡報及經驗分享座談會」，並在蘭陽校園及
臺北校園同步，共吸引89位教職員參與，其中有25位
系所主管，共同了解畢業生回饋學校的調查結果。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致詞，「近三年來的回
填率逐步提高，感謝各位同仁的配合，而針對滿意度
調查的部份，也提供給系所作為改善課程的依據。」
與會者則提出，希望能依各系所填答比例的高低，給
予額外的獎勵，彭春陽允諾將會替大家極力爭取。
　經驗分享中由各個學院填答率最高的系所助理提供
方法供大家參考，分別是資工系、產經系、日文系、
教科系、電機系。最普遍的辦法是建立樹狀圖的聯繫
架構，由和學生接觸較多的助教或老師幫忙催收，並

在即將畢業前夕，請同學更新手機和信箱，確保正確
性，畢業後再利用這兩個管道，定期的發送通知。資
工系設置一套獎勵機制，電機系則配合學生在不同的
時段打電話，都有助提高填答率。
　校服暨資發處也希望實施多年的「列車長計畫」能
將通訊資料備齊，針對資料庫建置，以及校友通訊系
統的資料更新等，將和資訊處討論改善方式，方便畢
業後聯繫校友。
　另外，校友通訊系統目前開始執行直接線上發信，
由於聯絡資料庫牽涉到個資法，校服暨資發處已製作
個資法同意書，學生在登入該系統時會先跳出同意書
畫面，請學生勾選是否同意，可避免往後的爭議。

畢業生滿意度座談 系所聚焦校友連結度

金城學院大學 用日本眼遊臺灣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日本名古屋的金城學
院大學與旅行社共同合作，推出由該校學生所設計
的臺灣旅遊套裝行程，由小室達章和中村岳穗兩位
老師帶領13位學生來臺7天，與本校日文系助理教
授李文茹開設的「日語觀光導覽」課程互動，同學
也透過Facebook與該校學生聯繫，提供臺灣詳細的
路線與觀光資訊，並在上月26日下午2時於外語大
樓舉辦討論會，與本校同學進行分組討論交流。
　兩位帶隊教授對臺灣的人文風情頗有認識，並指
出，金城學院大學規定學生必須出國考察，因此主
動請學生企劃行程，並來臺遊覽。小室達章認為，
這次的計畫很成功，學生學習到如何設計一個吸引
人的商品，思考怎麼創新。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
表示，此次活動除了增進系上同學日語會話能力之
外，也讓同學們學習到「如何以不同的眼光來看臺
灣」，希望以後可以促進更多日本年輕學子喜歡上
臺灣。日進一陳怡雯表示，和日本學生一起去逛師
大夜市、西門町等臺灣知名景點，是很難得的交流
經驗。

　　金城學院大學學生高舉設計臺灣觀光計畫，用日本
人角度遊臺灣。（圖／李文茹提供）

賀曾樸一窺天文奧妙

機會。而有同仁建議學校能夠與姊妹校有更多的交流，以利英語的學
習，除此之外在全英語授課中，難免會失去一些本國的文化，因為有
部分的臺灣文化很難用完全的英語呈現，值得大家深思。

英文授課免驚 善用資源助教學

春之饗宴 趣味競賽報名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將於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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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包含校友聯誼餐敘、頒獎等，也有系所自行安排聯誼活動。而今
年校服暨資發處還特別規劃出與以往大不相同的「趣味競賽」，如高
爾夫球推桿、籃球定點投籃、趣味競走，更有擲筊大賽，比賽項目包
羅萬象，等你來挑戰。
　校服暨資發處組員謝雅陵表示，希望透過春之饗宴促進校友情誼，
帶動關心校務之風氣，系、所友會也希望能夠在這樣的校友返校活動
之下，讓系友會更具架構性。報名日期至6日（週三）止，詳情請電
洽分機8125。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因應商管學院大學部
基礎「經濟學」、「會計學」及「統計學」差異化問題，特別舉辦個
別輔導，期望提升同學的學習成效及自信心。
　此次以目前修習基礎「經濟學」、「會計學」及「統計學」的商管
學生為輔導對象，而輔導時間從今日（4日）至6月14日止，採一對一
或一對三的方式教學。欲申請課輔者，請上學習與教學中心下載申請
單，填妥並寄到aisx@www2.tku.edu.tw，並須檢附輔導申請表。詳情
請洽學生學習發展組李健蘭，分機3531。

門共同科目，全校碩博生都可修習，其中一門由亞洲所客
座教授石田光義所開的「國際產學合作」，致力於產學合
作。課堂前4週分別邀請不同的日籍公司前來演講，並介
紹其內部的運作，接著以分組的形態，並透過實地公司訪
察，為這些公司進行SWOT分析，且在最後一堂課時發表
學期成果，屆時日籍公司也會在台下仔細聆聽，顯現日籍
公司相當看重同學做出來的成果。曾修過本課的亞洲所
碩一陳韻如說：「因為還是學生，我缺乏很多實務的經
驗，能經由這門課而訪察許多大公司，實在是很難得的機

會。」
　而理學院則由化學系王文竹教授與物理系教授杜昭宏，
力邀傑出校友返校演講開設「科技產業」講座課程，本學
期首度開放大三、四同學修習。杜昭宏表示，科技產業的
課程所請來的講師都是本校校友，同時也是現在業界各領
域的佼佼者，他們將多年的職場經驗傳承給在學的學弟妹
們，「希望能讓同學提早了解臺灣目前科技產業的現況與
發展，讓大三、四的同學們能為未來就業提早作準備。」
這些寶貴的經驗都是課本無法供應的知識，將所學的原理

運用在實務上才能真正發揮功效，一方面也提供同學多元
的就業機會。另外杜昭宏也表示歡迎非本科系的學生們可
以一起旁聽修習，增加自己對產業界的暸解。但他也特別
提醒同學，邀請業師是難得的機會，絕不要抱著拿營養學
分的心態來上課，「也謝謝諸位畢業校友如此熱情的提供
資源。」化學三材料組陳葦倫表示，第一次聽到有這門課
感覺挺有趣，以前就有聽過這類的深度講座，覺得對未來
很有幫助。她也認為業師的演講可以讓學生提早了解產業
動向，「如果下學期還有開課會去修修看！」

　 高達25位系所主管出席「畢業生滿意度調查結果簡報及經驗分
享座談會」，探討畢業生對校方的意見及回饋。圖為西語系系主
任林盛彬於會中提問。（攝影／劉代揚）

堅持到最後　征服困境走出自我的路

　埋首研發的黃南競，企
圖以更好的救護系統，為
老人及病人帶來更安全的
生活。（攝影／蔡昀儒）

團結力量大！

動手做巧克力
Height 5邀你

表達心意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巧克力不只買得到，你也可以親手創造！大傳
系第27屆畢業製作Height 5小組與知名巧克力蛋糕品牌Black As Chocolate合作，
邀請其設計總監彤彤（余婕彤），於13日下午2時在美食廣場烹飪社社辦，舉
辦「白色浪漫‧巧遇創意」巧克力DIY講座，Height 5組長大傳四吳珮嘉表示，
外面一堂手工巧克力課程都要千元以上，「雖然可以買現成的巧克力，如果
能動手做，添加的心意是不同的。」詳細報名辦法可至「Height 5 X Black As 
Chocolate」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eight5XB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