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立產學聯盟 共營服務學習
　【本報訊】本校航太系教授陳增源以「應用
於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的氣泡觀測裝置及其氣泡
觀測方法」獲得中華民國專利；本校則獲2件
102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產學技術聯盟
合作計畫，分別為化材系教授黃國楨「先進過
濾技術產學聯盟推展計畫（3年期）」第一年
補助金額為189萬9千元、資工系教授郭經華之
「千人小學堂-大學4+X人才培育機制之建立
（2年期）」，第一年補助金額是110萬元，第
一年共補助289萬9千元。
　陳增源的「應用於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的氣泡

觀測裝置及其氣泡觀測方法」已研
究2年，且於上月21日獲得專利，是
種應用於直接甲醇燃料電池的氣泡

觀測裝置，可重現直接甲醇燃料電池陽極端之
氣泡阻塞現象，幫助改善直接甲醇燃料電池流
道板之設計，可應用氫燃料電池車的車用電瓶
製造中。陳增源說：「很高興能獲得肯定，甲
醇燃料電池是低汙染的發電燃料，藉由此觀測
方法，幫助改善甲醇燃料電池的運行效能。」
　黃國楨以「先進過濾技術產學聯盟推展計畫
（3年期）」獲得102年度國科會產學技術聯盟
合作計畫補助，黃國楨表示，有鑑於學術研究
和產業界之間的落差，因此推出此計畫平臺，
希望能讓研究過濾分離技術學者和製造業者互
相交流，以拉近產學的距離。黃國楨說：「目
前已有業者接洽，將會再向廢水、環保、濾材
等廠商推廣說明。」

世界閱讀日 主題書展添財力 女聯會響應

　本校校長張家宜（右）與
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張德聰
（左），於26日簽訂多元合
作方案備忘錄，此多元合作
之服務內容，包括「協助或
提供大專校院相關資源辦理
社團幹部訓練活動」、「提
供學校同仁教師多元休閒及
活動方案」、「協助大學校
院推動服務學習方案」等，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重視
三環五育和課外活動，因此
推動社團課程學分化，這次
的合作方案，將促進學生的
職能學習與培訓。（文轉四
版）（文／李亞庭、攝影／
謝佩穎）

　【本報訊】還在排隊等借書嗎？那你就落伍
了，現在趕快使用自動借書機，讓你借書、消
磁不用等。
　覺生紀念圖書館為鼓勵大家使用自動借書機
借書，自5月1日（週三）至5月31日止推出週
週抽獎、尋找蹤影等優惠活動。活動期間，使
用自助借書機者，就有機會抽中價值1百元的
7-11禮券等禮物，還能重複抽獎；且週三（1
日）至10日止，只要找到自助借書區拍照、打

卡上傳到圖書館粉絲團即可參加摸彩；而在11
日至20日，每日前10位使用自助借書機者，可
憑當日借書收據參加摸彩，還有許多獎項等你
來拿，活動詳情請上淡江大學圖書館Facebook
粉絲專頁查詢（https://www.facebook.com/
tkulib）。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於23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第一屆系所發展
獎勵」審查會議，8系發表，共10位評審由校
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教學單位
的土木系教授張德文、經濟系教授莊希豐、
行政單位為學務處秘書吳玉麗、人資處人管
組組組長朱家瑛和校服暨資發處秘書朱惠
卿，共同評選出今年度5個獲獎的系所。獲獎
系所將擇期公告表揚。
　張校長恭喜第一階段入選的8個系所，開幕
致詞表示，這次的審查會議是品質管理推動
上新的里程碑，同時也是持續改善的重要活
動，除獎勵特殊表現的系所外，藉由觀摩方
式帶給其他系所許多的鼓舞與激勵。
　本次採用簡報後評審方式進行，分為2場次
的簡報：第一場次由日文系、企管系、電機
系和財金系；第二場次為化學系、資管系、
戰略所和資工系，簡報內容均以呈現出「教
學」、「研究」、「募款績效」、「在校生
認同」和「招生績效」5項績效構面說明系所
發展。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指出該系的教育
目標和如何強化學生核心競爭能力；企管系

系主任吳坤山說明班導師晤談、生涯輔導等
學生課業生活輔導，來加強在校生認同；電
機系系主任李維聰介紹現況，以提升教師教
學品質和評量、獎勵學生參加競賽等方式，
說明教學績效；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則用舉
辦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設立各學制獎助學
金、校友返校等活動提升募款績效。
　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用鍾靈化學競賽、行
動化學館活動，說明推廣中小學化學教育，
增加校系能見度促進招生績效；資管系教授
徐煥智說明系上教師的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和研討會論文發表數量，以彰顯研究成效；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則以「樹立國內領先‧打
造國際知名度」為題介紹戰略所的教學、研
究和服務的成果；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以拓
展學生視野、強化內部溝通在教學和研究上
發揮整體戰力等，說明該系的未來發展。
　簡報後張校長總結：「透過入選系所的精
采簡報，相信從中獲得許多值得學習的地
方。這5項績效指標是環環相扣且良性循環，
只要其中的環節做得好，其他面向也能互相
提升，藉此鼓勵其他系所再接再厲，相信大
家明年都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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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30(二)
19:00

公行系
D501

交通部長葉匡時
海空港體制改革推動成效

5/1(三)
19:20

財金系
D223

台新投顧董事長吳火生
傑出校友財金論壇

5/2(四)
14:00

產經系
D221

主持人：產經系系主任林俊宏
淡江產業論壇-兩岸金融三會後對我
國金融產業之影響

5/4(六)
9:10

保險系
D403

美商達信保險經紀人公司臺灣分公
司資深副總經理李威亮
企業危險管理與保險個案

5/4(六)
10:00

管科系
D503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Services DeGroote School of Business 
McMaster Universi ty ,  Hamil ton, 
Ontario, CANADA Hao, Horng-Tzu
Value investing, the use of accounting 
fundamentals for valuation

5/4(六)
13:00

管科系
D402

股權投資協會副秘書長郭少龍
從IPO股價表現，看臺灣資本市場競
爭優勢與商機

淡江時報 徵選活動開始

徵選辦法，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

品德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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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品德不足時，則無法用智慧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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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源 獲專利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9(一)
10:10

保險系
Q408

巨石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陳鴻隆
壽險業風險管理之資產面簡介-保
險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的操作

4/29(一)
13:10

化材系
E830

中央大學生醫所助理教授黃俊仁
F u n c t i o n a l  A n t i - f o u l i n g 
Biointerfaces

4/29(一)
16:10

生輔組
學生活動中心

國企系副教授賈昭南
三十歲前的生涯規劃：一些建議

4/29(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山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林柏樵
Traceless Labeling of Glycoprotein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Study of 
Glyco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s

4/29(一)
15:10

保險系
B302e

偉信保險經紀人公司總經理郭廷
章
國際再保險市場分析

4/30(二)
14:10

水環系
E830

水環系系友會理事長倪世標
環境工程概況

4/3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山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陳宗緯 
Spin-Hall effect in Spintronics

4/30(二)
14:30

數學系
S433

Depar tment  o f  Mathemat ics , 
University Miami教授陳文憲
Optimal Stopping for Shepp’s Urn 
Scheme with Risk Aversion

4/30(二)
16:10

法文系
C012

臺灣法國文化協會法文老師M. 
Philippe Durand
如何準備法語檢定考試B1（口試
與筆試）？

4/30(二)
16:30

數學系
S433

成 功 大 學 數 學 系 教 授 舒 宇 宸
Some Applications of Applied 
Mathematics

5/1(三)
10:10

德文系
FL411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楊承淑
口譯的技能訓練

5/1(三)
10:10

教育學院
文錙音樂廳

國策顧問暨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榮育講座教授李家同
從28篇經典演說學思考

5/1(三)
10:10

管科系
B706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高
正忠
我們共同的過去與未來

5/1(三)
12:30

生輔組
E514

新北市政府消保官許宏仁
消費者權益及案例宣導

5/1(三)
19:00

女性文學研
究室
L528

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周裕鍇
從工藝的文章到自然的文章

5/1(三)
19:00

學務處
L307

雲門舞集肢體默劇表演者姚尚德
默劇出走˙中國與臺灣小角落

5/2(四)
10:00

師培中心
ED305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國民小學老師
廖瑞珍
現代夫子教與學

5/2(四)
10:10

文創中心
L412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營運推廣組
組長游貞華
小型博物館的創意行銷

5/2(四)
14:10

機電系
E830

福斯國際電視網財務長顧慧貞
企業投資與財務管理

5/2(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雷欽隆
Security Challenges in Big Data 
Processing

5/2(四)
16:10

大陸所
驚聲國際會

議廳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萬長
博鰲亞洲論壇與兩岸經貿關係

5/2(四)
18:00

英文系
T508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國際電視網
World Service TV口譯專員魏慶瑜
逐步口譯-重要的筆記要領

5/3(五)
13:30

資工系
覺生國際會

議廳

香港浸會大學講座教授、國際電機
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Prof.Jiming Liu
B i g  D a t a ,  E m e r g e n t  W e b 
Intelligence, and Self-Organized 
Computing

5/3(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研究員兼執行長于若蓉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Experience of Marriage in Taiwan

5/3(五)
14:10

機電系
E680

金門酒廠總經理吳秋穆
金門酒廠的經營理念與管理

5/3(五)
15:30

生輔組
L307

新北市政府消保官李大鵬
消費者權益及案例宣導

5/3(五)
18:00

大傳系
O502

演藝人員譚艾珍
愛護動物生命教育課程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9(一)
12:10

文創中心
L412

文創中心執行長劉慧娟
全球文創平臺開發與實習說明會

4/29(一)
15:10

學發組
I304

英文博三葉書吟
「用英文簡報，你也可以！」--
英文口頭簡報技巧

4/30(二)
11:00

大傳系
O202

導演陳慧翎
談編劇技巧：說什麼樣的故事與
人物的塑造

4/30(二)
13:00

職輔組
B428

臺銀人壽管理部研究員賴素真
健康保險理賠實務

4/30(二)
13:10

諮輔組
SG321

大愛電視臺編劇潘宏德
Your Career We Care「我的人生，
精彩無限」生涯系列專題講座：
執行力~放大優點，活出自我

4/30(二)
14:00

資圖系
B428

秀威資訊科技總經理宋政坤
數位出版的EP策略：從紙本隨需
列印到電子書的出版

4/30(二)
15:00

資圖系
L306

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副總
編湯名暉
雲端典藏的創新與發展

5/2(四)
10:00

諮輔組
N203

中國文化大學職涯發展與校友服
務組諮商心理師彭信揚
Your Career We Care「我的人生，
精彩無限」生涯系列專題講座：
打造我的生涯軟實力

5/2(四)
10:00

職輔組
I501

安格麗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賴明正
未來行業發展趨勢與職涯發展

5/2(四)
10:00

職輔組
O101

著名電視節目製作人方光申
電視節目企劃技巧-綜藝節目

5/2(四)
12:10

學發組
I304

英文四李榮青
「閱讀英文不再怕」-英文文章閱
讀技巧

5/2(四)
14:00

職輔組
E830

福斯國際電視網財務部財務長顧
慧貞
企業投資與財務管理

5/2(四)
14:00

職輔組
E819

寶石星球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張
昀煒
手機遊戲之開發與創意思維

5/2(四)
18:00

保險系
B516

保險系助理教授何佳玲
人身保險業務員考試證照輔導
（一）

5/2(四)
18:30

學發組
S106

土木碩二鄭環宇
「輕鬆簡報快‧易‧通II」-PPT簡
報實作技巧（上機操作）

5/3(五)
10:10

學發組
I304

中文四高于婷
「筆記達人煉金術」-課堂筆記摘
要技巧

5/3(五)
13:00

職輔組
E414

104人力銀行教育網部專案經理李
銘濬
職場趨勢與態度建立

5/3(五)
14:10

學發組
I304

德文四施佩儀
「德國一點通」-德國交換學生經
驗分享

教學
卓 越

林信成以Wiki典藏棒球資產

3版

系所發展

員福會30日理財開講

性平會教師性別社群歡迎報名

快使用自動借書機 搶優惠

　日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派員稽查，取締校園
違規抽菸事件，稽查過程中並無發現違法事
件。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表示，為維護大
家健康及拒抽二手菸權益，會與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加強合作，呼籲同學不要違規抽菸。
（文、攝影／夏天然）

　【本報訊】為落實本校的性別平等教學與推
廣，本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向學教
中心教發組申請成立教師性別社群，定期交流
性別研究議題並應用於教學上，藉此讓本校教
師在其專精的學術領域外，還能推廣校園內師
生的性別平等教育理念，以提升性別平等生活
實踐。
　因此5月20日中午12時10分在I301，將由化

學系榮譽教授吳嘉麗主講「納入性別思維的科
技研究案例」，並在會中進行討論，讓社群成
員可接觸多面向的性別議題，歡迎全校教師一
起參與，活動詳情請洽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蔡
孟倫，校內分機3056。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
導】2013年金融情勢多變，員
福會為加強教職員生的理財觀
念，將於30日（週二）中午12
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理財講座，邀請復華投信執行
副總經理宋炎本為大家講解
「一生的投資理財架構與現階
段投資建議」，且與臺北校區
和蘭陽校區同步視訊，和全校
教職員分享自己對現今社會的
退休理財規劃和投資的建議。

　員福會活動組組長江夙冠表
示，感於現在社會經濟不景
氣，許多人越來越關注理財與
投資；在這高度的趨勢下，有
些教職員有意提早規劃退休投
資，因此特別舉辦這場講座，
讓專業人士到現場分享與指
導，幫助教職員妥善理財。
　有關此講座的活動詳情，可
洽員福會活動組組長江夙冠，
校內分機2219。

　【本報訊】23日的世界閱讀日，覺生紀念圖
書館推出「閱讀添財」主題書展，儘管適逢
期中考週，在考試之餘學生仍在2樓閱讀區瀏
覽，以增進自己的理財功力。

　女聯會響應世界閱讀日，於24日在Q306舉
辦「閱讀介紹及賞析」活動，邀請女聯會會員
採編組編審吳理莉、編纂郭萱之和非書組編審
黃秀錦分享，共50餘位參與，由女聯會理事圖
書館館長宋雪芳主持，致詞表示，藉由3個老
中青代表帶大家進入理性與感性的閱讀世界。
　吳理莉帶來《您撥的電話未開機》，導讀時
分為「轉接到語音信箱」、「請稍後再撥」、
「目前收不到訊號」和「電信系統忙碌中」章
節分享書中的內容。她提到，每天安排一段自
由自在、沒有目的性的閱讀時光就是幸福人
生，「當我們從書本或網路看到某段文字，引
起內心的悸動與共鳴，我們與作者情感的聯
繫，這因緣或許比手足還深。」因此要找出人
生真正的快樂，如與家人相處的氣氛、有群相
知相惜的好朋友、健康的身體等，因為太過功
利的生活態度，只會帶來枯燥乏味的人生。

　而郭萱之則以幽默的口吻詮釋這《交辦的技
術》，開場白以「家中拿菜鏟的人，講話才大
聲」為例，說明「交辦」不限於工作，也能運
用在家庭生活中。她分享書中的「把工作硬塞
給部屬」、「慎選交辦的工作」、「確實傳達
交辦工作的訊息」、「讓部屬的工作能力發揮
到極致」、「絕不隨便出手干預」、「定期與
部屬溝通工作現況」和「建立制度，提供支
援」7大技巧，鼓勵員工透過接辦工作以自我
成長，建議長官可以交辦工作來培養人才。
　而黃秀錦提供《被遺忘的時光》影片簡介，
讓大家體驗愛與親情，許多人都感動落淚。看
完影片後，她說道：「我們會忘了很多事情，
但是不會忘記愛。」因此她希望藉此讓大家重
視失智症，也提到失智老人的照護問題，還鼓
勵大家從現在起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專發組專員丁春芳表示，這場活動讓人有幸
福的感覺，感謝同仁的心情、人生議題和生活
點滴的分享，並且還介紹使用館藏檢索的技

巧，「這場賞析活動是讓人受益
良多的閱聽心得。」

　【本報訊】應屆畢業生注意囉，將開放索取
畢業學士服：碩士服自2日（週四）至6日止、
學士服則於8日至10日止，領取時請班級負責
人攜帶繳費證明單，於上班日的每日下午2時
至4時，在覺生紀念圖書館正門入口前左側處
領取學位服，因數量有限，請遵守時間前往領
取，相關訊息可洽事務組組員黃錦桐，校內分
機2232。

學士服2日開放領取

本校與救國團簽訂多元合作方案備忘錄

衛生局取締抽菸無違規

書中真有黃金屋。
（設計旁白）

　23日的世界閱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推出
「閱讀添財」主題書展。（攝影／謝佩穎）

　使用自動借書機，讓你借書不用排隊。5
月起凡使用自動借書機，就有機會獲大獎，
趕快到圖書館使用吧！（攝影／謝佩穎）

   23日第一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中，入選的8系所均使
出渾身解數展現系上特色，並由校長張家宜（左三）率評
審團聽取簡報。（攝影／蔡昀儒）

8系所渾身解數 展5績效指標

補助黃國楨郭經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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