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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教中心遠距組12日將辦理推廣磨課師

（MOOCs）課程教師增能研習，邀請臺大

MOOCs計畫楊韶維專案經理，講授「磨

出教師形象特色MOOCs製作課程經驗分

享」、清大黃能富教授「新一波教育改革

MOOCs翻轉教學新模式」，探討課程教學

模式與應用攻略分享，以及捷鎏科技林宗賢

執行長，提供教師體驗課程經營技巧及線上

教學。資訊請洽活動報名系統或承辦人葉愷

芸小姐，分機2158。（資料來源／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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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校實驗劇團多位畢業生一同創立的

「紅貳柒劇團」，於上月14日至16日在北市

迪化街的思劇場順利完成第四號舞台劇作品

《刺殺馬爾弗》演出，導演由法文系校友高

翊愷擔綱。該劇為英雄主義、偶像崇拜情節

提供反思，並利用舞台後方大面鏡牆，打破

劇場死角，多面呈現演員動作，觀眾反響熱

烈。紅貳柒劇團團長、亞洲所校友廖晨志

說，團名起源於學生時期搭乘的公車「紅

27」，他們盼用最熱愛的舞台劇，持續替社

會角落發聲。（文／卓琦）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這是一個展現
教學助理創意與用心的時刻！教師教學發展組
於上月 28 日舉辦「103 年度教學助理社群成果
暨經驗分享會」，6 個教學助理社群分別上臺
發表交流成果。
　現場票選出最佳教材發展社群、最佳問題解

決社群、最佳創意教學社群，分別由「介面與
微處理機實驗社群」、「精密固液分離社群」、
「動感小宇宙社群」獲得。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表示：「從各組的分
享中，我充分感受到教學助理們很有成為『人
師』的架勢，他們不只在課業上幫助學生，更

分享就是力量　    社群成果發表

公尺飛機 　進航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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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貳柒劇團舞台發光

　【記者吳國禎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於上月
28 日舉辦「Body Area Network 聯合專題討論
會」，邀請日本東北大學通信工程教授陳強以
及日本仙台高等專校電信電子工程教授袁巧微
來校分享，現場超過 50 位師生前來聆聽毫米
波與無線充電器的實際應用。
　促成本次演講的電機系教授李揚漢表示，日
本東北大學特色是以實務取向，因參訪結識兩
位專家，因此力邀來校分享電機應用，希望拓
展學生的國際視野，並了解海外學校特色。
　兩場講座除理論推導外，更以實驗說明應用

　日本航空與航太系 4 日舉行飛機
模型捐贈儀式，促成本次捐贈是航
太系校友、日本航空臺北營業處旅
客業務部經理王富民，他與日本航
空臺灣分公司總經理佐藤靖之來校
參與捐贈儀式。3 公尺的巨型飛機
模型吸引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航太
系師生駐足圍觀，驚呼連連。
　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感謝這次校
友對母校的回饋，希望能延續此傳
承精神，「相信此模型可協助教學
外，並幫助學生了解飛機實體構
造。」王富民表示：「此模型蘊含著本公司的
精神與回饋母校的感情，很高興能夠將此模型
致贈母校。」本活動負責人、航太系副教授陳

步偉說明，此飛機模型特色為透明機艙設計，
能看到飛機內裝，將規劃此飛機模型放置校內
公開處。（文／王心妤、攝影／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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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活中。陳強說明毫米波的成像及如何應用
於機場安檢和火場搜救，袁巧微則講解無線充
電的技術，並以四驅車實驗說明無線充電技術
可讓行進的車子持續獲得能量前進，改變未來
能源的使用方式。
　參與者之一的電機系教授李慶烈說：「藉由
他們理論的推導，以及應用於生活中的實務成
果，促進研究上實質的交流。」電通三李宗承
說：「這場演講受益良多，不但有實際上的幫
助外，還聽到教授們高潮迭起的精采討論，感
覺不虛此行。」

化學系數位實驗教學發表
　化學系 1 日在化館 2 樓舉辦「數位實驗教
學成果發表會」，發表數位實驗阿斯匹靈合
成、滴定反應與 UV 儀器光譜反應等實驗專
題教學，逾 70 位同學參與。（文／蔡晉宇）

女聯會邀林素芬演講食安
　女聯會 2 日邀請長期撰寫家事處理妙方，
素有「家事達人」稱號的日文系校友林素芬
蒞校，主講「健美食安全」。（文／蔡晉宇）

一級主管職能培訓課程開跑
　人力資源處於 5 日在 I301 舉辦「行政人
員職能培訓課程」，邀請臺北醫學大學董事
李祖德演講，校長張家宜帶領各單位一級主
管，共 20 餘人參與。（文／吳雪儀）

水環系觀摩員山子分洪工程
　水環系師生與系友會 3 日觀摩員山子分洪
工程設施，並赴淡水河防洪工程及水情中心
參觀，超過 200 人參與。（文／巫旻樺）

未來學專業實習 9 日黑天鵝發表
　未來學所將於 9 日（週二）為期 4 天舉辦
「跳躍形塑新未來」企業實習發表會，邀請
實習企業來校參與及意見回饋，並有至海外
參加未來學年會的成果等。（文／莊博鈞）

社團深耕 藝動人心系列活動
　美術社、實驗劇團主辦 103 年特色主題計
畫－社團增質－社團深耕，藝動人心系列活
動，分別於 13 及 18 日提供手工創意與即興
劇活動。（文／莊博鈞）

順利畢業 停看聽
輔系 雙主修 英檢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有輔系和雙主修
的同學照過來！已修畢主修系之應修科目與學
分，而未修畢輔系或加修系應修科目與學分
者，若欲放棄以取得主修系畢業資格者，第一
學期應於 1 月 31 日前，第二學期應於 9 月 30
日前提出申請。另外，凡日間學制學生通過
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者，第一學期應於 1 月
31 日前，第二學期應於 9 月 30 日前，經所屬
學系所完成通過認證，始得領取學位證書。相
關規定，可至註冊組網頁 > 法規章程，或洽
所屬系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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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清目標的計畫型人生
　【記者莊靜專訪】當許多人感嘆「人生不如
意事十常八九」、「計畫趕不上變化」時，他
像個認清、了解自己的船長，小心翼翼地操控
手中的船舵，每一次前進的目標、每一個轉彎
的方向都經過縝密思考後才執行，他笑稱這是
一場計畫型人生。
　身為國際半導體設備材料產業協會（semi）
臺灣暨東南亞總裁的曹世綸畢業於大傳系，自
大學時期開始，即逐步畫出自己的人生地圖。

全心投入行銷領域
　大學時期，曹世綸便很清楚自己對廣告行銷
的熱忱，除專心上課外，他也聆聽業界人士的
個案分享，甚至與三五好友組成討論會自我進
修，關注社會趨勢和產業發展潛能。
　提及大學階段，曹世綸特別感謝大傳系專任
教授趙雅麗，「老師對學習品質要求嚴格，教
我們負責的態度，也給我們很強的信心。」曹
世綸強調，「我對有興趣的東西，在態度上熱
情無畏、盡情投入，都與趙老師的教導有關。」
　對行銷投入的熱情，在曹世綸初入職場，至
奧美廣告公司面試時，獲得肯定：「還記得面
試時，主考官就覺得我好像已經在公司上班一
樣，因為我講的內容或術語，都非常專業。」
　在職涯路上，曹世綸也曾在遠傳、李奧貝

納、趨勢科技和 IDC 臺灣分公司等處任職，
從其職涯軌跡，可預見其後來發展的企圖。

看好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
　因為從事行銷領域，曹世綸與許多知名企業
客戶多有合作，其中不乏科技大廠，「這讓我
有機會思考為不同專業領域建立異業合作橋
梁。」因此他鋪建了 2 條事業道路，一是整合
性專業行銷，二是將行銷專業深耕於科技業。
　前者從早年的廣告公關活動，其間參與網路
行銷和市場調查，到目前他所任職的 semi 臺
灣分公司，作為微電子、平面顯示器及太陽能
光電等產業的整合平臺，協助會員快速取得資
訊、克服技術困難，有 60% 至 70% 的收入來
自半導體與平面顯示器的策展行銷。
　後者，經廣告公司客戶牽線，曹世綸接觸過
acer、BenQ 品牌，接著在網路公司操作軟硬
體行銷，目前所掌握的半導體及太陽能高科技
產業，成為他目前科技職涯鏈主攻的一塊。
　從事半導體產業行銷的曹世綸，對該產業有
其觀察與分析，「臺灣的半導體行業，在短期
之內當然有全球競爭力！譬如台積電開啟全球
首創的晶圓代工 business model，20 多年來，
不管在技術、資本支出或是市占率都是被肯定
的；而韓國三星也有晶圓代工，所以我們特別
關注台積電跟三星的競爭態勢。若台積電的技

術能力、價錢、交貨時間都比三星好，也許蘋
果電腦願意把大部分的生意交給台積電。」曹
世綸補充說，「蘋果電腦不會將訂單交給單一
廠商，是希望分散風險或培養所謂第二供應
商，不然，台積電獨佔該市場的機率超大的。」
他表示，非常慶幸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有台積電
作為龍頭。

跨領域學習　習慣做好準備
　「跨領域的挑戰當然有超多的困難。」曾經
連伺服器是什麼都不知道的行銷業務人曹世綸
說，他剛到趨勢科技任職時，曾赴美國與 IT
產業主管進行焦點團體的座談會，「這些主管
用英文專業術語講著他們在 IT 上遇到的問題，
那對我來說根本就是天大的折磨，而且會後還
要馬上寫報告。」他戰戰兢兢地克服挫折，「壓
力有時候是提升績效的好方法！」
　深刻了解學習的重要性，曹世綸不僅在工作
之餘研讀科技相關書籍，也曾修習臺灣大學資
訊管理學分班、清華大學半導體原理的製作課
程。除了專業知識的修習，也與工程師和技術
人員溝通與合作。
　相較與工程師專業溝通，曹世綸不諱言，在
semi 與各大公司高階主管溝通，希冀對方願
意花心思在協會平臺，以促進交流，更令他費
心。然而曹世綸很清楚，「任何一個溝通，最

重要的是要『穿別人
的鞋子』」，他強調
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
理解需求，才能喚起
對方的執行動機。
　曹世綸分析，「大
部分從事科技的專業
人員，幾乎沒有行銷
概念，而單純從事行
銷者，就像早年的我，
聽到科技就腿軟。」
他謙虛地表示，「我
只是努力扮演好的溝
通橋梁。」

重視組織策略與方向的共識
　曹世綸坦言公司經營是複雜且變化萬千的，
對業務出身的他來說，過去習慣以顧客為重，
而現在因參與董監事會議，意識到無論向上溝
通與向下管理，都是挑戰。
　作為高階經理人多年，曹世綸認為組織的策
略方向很重要，並且要讓所有同仁達到共識，
以進行系統性的管理，確保大家朝向相同的方
向邁進。因此溝通成為十分重要的中介，「這
個溝通是雙向的，要了解員工，以他們可以體
會的語言或方法，讓員工有參與感。」
　曹世綸不自大與浮誇，並接受挫折和變化，
滿眼真誠地說，「我不覺得自己有多成功，我
只是像學生知道老師怎麼考試一樣，小心謹慎
地規劃，然後按表操課罷了。」
　對於選擇職場，他認為國際知名品牌的工作
環境，因制度與資源完整，所以有一定的可靠
性。曹世綸叮嚀學弟妹們：「懵懂沒關係，但
要保持開放的態度和不斷學習的心，種因得
果，好事終會發生。」

曹世綸
semi 臺灣暨東南亞總裁

計畫型人生　鏈結科技行銷

　從財經期刊到時尚雜誌，都可見 semi 臺灣暨
東南亞總裁曹世綸的身影，他笑說自己個性謹
慎，包括穿著都不喜誇張。（攝影／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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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常 見 的 朱 槿 有 兩
種，一是別名「大花扶桑」
的朱槿，就是夏威夷女郎別
在耳上的美豔大花；另一是
別名「燈籠扶桑」或「懸鈴
花」的南美朱槿，因為向
下懸垂的鮮紅花瓣不展開，又名
「捲瓣朱槿」。兩種都是整年開
花，均耐旱、樹性旺壯。摘取花
心吸吮花蜜，更是許多人的甜蜜記憶。
陽光印象　「朱槿」是典型熱帶花卉，目前
公認全球最早記錄的文獻是西晉時稽含所撰
《南方草木狀》：莖葉皆如桑樹，其花深
紅色，花瓣五枚，模樣如蜀葵。一條長花
蕊，長度如花葉，蕊上綴著金屑般花粉。陽
光照耀，似火焰燃起。因「日開數百朵，朝
開暮落，插枝即活」，又名「日及」。

原產於中國的朱槿，千年前華南已普遍栽
植，由於花色多紅色，嶺南一帶俗稱「大
紅花」。為常綠灌木或小喬木，高2-3公
尺。是夏威夷州花，也是馬來西亞國花。
不開花的朱槿　「南美朱槿」雖與朱槿同是
錦葵科，但其5片向左螺旋捲的紅花瓣，只
有雄蕊和雌蕊伸出花瓣外。事實上，只要其
花蕊伸出花冠外，一直到花蕊凋萎前都算是
「開花」中。因為原產於墨西哥、秘魯、巴
西，所以名
之南美朱槿
。高約1-2 
公尺，為常
綠灌木。葉
子互生，葉
緣鋸齒緣。
（資料來源
／總務處、
文／淡江時
報社整理、
攝影／吳國
禎）

　鳳凰噴水池旁往瀛苑方向右方，一
整排都是南美朱槿！

　往操場方向入口右方，還有覺生綜
合大樓對面，往牧羊草坪階梯右方都
是朱槿！

擴及生活上的關照，希望他們藉由交流提升自
我、精進教學，很感謝他們的辛苦付出。」
　會中教發組組長李麗君用互動小遊戲，帶領
教學助理們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並鼓勵他
們發揮創意，應用在教學上，以期能夠激盪更

日學者來校講學電機應用

愛滋防治有一套
　1 日是世界愛滋日，隨著社會愈益重視性別
平等及情感關係，愛滋病防治議題常被討論，
蘭陽校園主任室諮商輔導業務與淡蘭彩虹船社
團，於本月每週辦理愛滋病防治系列活動。
2 日晚間邀請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講師
陳惜惜（左三）蒞校演講，陳惜惜以其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的故事來做宣導解說，希望同學能
對愛滋病有基本了解，認識病友染病過程中所
遭遇的壓力，進而給予尊重包容與關懷，「愛
滋病的可怕不是愛滋病本身，而是大家都不敢
說、不了解。」彩虹船社社長、語言二李芳儒
表示，「愛滋病潛伏期長達 5 至 10 年，病毒
症狀像感冒，因此更需普及這方面知識。」（文
／馬雪芬、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4 日，文錙藝
術中心在文錙音樂廳舉辦音樂講座，邀請馬拉
音樂藝術總監、創作歌手王俊傑主講「我的心
靈風景：土地、母語、生活與創作」，現場吸
引逾 70 人參加。
　患有先天性視神經萎縮症的王俊傑透過鋼琴
彈奏〈重慶北路的少年家〉及演唱多首母語歌
曲，來傳達對音樂的熱愛與生活點滴，並分享：
「雖然我看不見，但我用另一種方式認識這世
界。」他嘗試將生活的聲音融入創作中，並提
到「從小在農村長大，大自然的聲音豐富了我
的音樂世界，而母語創作最能將我的情緒和故
事傳達給聽眾。」王俊傑勉勵同學，「學習音
樂與人生一樣，會面臨許多的難關與不快，但
有了堅持與熱情，困難會迎刃而解。」中文二
張蕙安表示，音樂傳達出故事，「對自己的興
趣堅持，是我在這場講座中最大的收穫。」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上週
末有回家投票嗎？」這是太陽花學運
領袖、公民團體島國前進發起人陳為
廷，於2日在L416問淡江學生的第一
個問題。他以「從校園民主看公民參
與」為題進行演講，讓70人教室湧入
逾150人，許多學生席地而坐聽講。

陳為廷用學生角度投入公民運動的
經驗，分享對九合一選舉結果、香港
佔中運動等新聞事件的見解。更呼
籲人民應取回受憲法保障的直接民
權，「對不符國際趨勢的現行公投
法，希望同學們能加入連署補正的行列。」席
間幽默詼諧的談吐，不時逗得全場大笑，氣氛
熱絡。

陳 為 廷 侃 侃 回 應 同 學 們 五 花 八 門 的 提
問，「若要提升對任何議題的掌握度，沒有
捷徑與竅門，大量瀏覽與資料整理就是不二
法門。」他以中韓FTA議題為例說明，會閱讀
報紙、上網搜尋關鍵字並逐一閱讀和重點摘
錄，目前已整理約9萬字摘要簡報，之後再濃
縮成一萬字，目前仍是碩士生的陳為廷笑說：
「這還可以當成我畢業論文的proposal。」
他認為，大學生聚在一起討論時事、親身參
與，都能形成不容小覷的公民力量。

中文四謝宛婷表示：「陳為廷的演講全無冷
場，行動力值得學習，姑且不論衝議會、佔領
法院的對錯，光是站出來去訴說去表達，以實
際行動支持理念這點就讓我超佩服！」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
導 】 國 際 研 究 學 院 於 4

日 邀 請 前 行 政 院 院 長
郝柏村蒞校，在驚聲

國 際 會 議 廳 暢 談
「八年抗戰與兩岸

關係」，現場逾 60
人參與。郝柏村認為八
年抗戰是對近代中國

影響最深遠的歷史事件，並提點淞滬會戰粉碎
了日本三月亡華的野心，激勵全國人民士氣，

音樂動人心

在八年抗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同時強
調：「兩岸改變了，但歷史不容抹滅，應當還
原歷史真相。」會中也贈送與會的境外生一人
一套《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土木
四高至良說：「郝前院長曾親身經歷抗日時期，
聽他將八年抗戰過程娓娓道來，讓以前歷史課
塵封的記憶又清晰了起來，非常引人入勝。」

陳為廷分享公民參與

視障歌手
王 俊 傑 

郝柏村解讀八年抗戰

　陳為廷（前排左）展現超高人氣，聽講人塞爆 L416，
現場氣氛熱絡。（攝影／盧逸峰）

TA
多火花，現場充滿笑聲，十分熱絡。
　動感小宇宙社群成員、機電碩一林韋宏感性
地說：「教學助理社群提供了一個分享教學心
得的平臺，除了凝聚我們的力量外，更讓我們
發揮所長。」　

　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暢
談「八年抗戰與兩岸關
係」。（攝影／姜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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