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48次行
政會議於1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主持會議
時表示，這次會議中有一二級主管參加，再提
醒66週年校慶接近，請大家加快腳步規劃活動
進行；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施工進度持續中，希
望各系所能更積極募款。關於少子化的衝擊，
張校長鼓勵各所系應持續進行標竿學習，以了
解系所自己的定位和優勢；她分享日前參訪
日、澳的經驗，提出未來課程教學要兼顧理論
與實務之外，可採大班教學，將先從通核中心
部分課程做起。
　專題報告中，文學院院長林信成以「從『文

五合一』到『文五合e』」為題，說明文學
院、研發處和外語學院跨域結合，所推動的
「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以新北大淡水區為
核心概念，希望能達成數位人文五合e的創新
格局。張校長回應，希望各系所能以系所優
勢，向各界爭取相關計畫，以拓展本校學術上
的能見度，並培育學生的創意。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系主任黃雅倩報告「馬來
西亞招生經驗分享」，她分析馬來西亞教育市
場的潛力分析後，提出與校友會密切合作等招
生建議，並說明蘭陽校園於參訪後所作之精進
作為。本次行政會議通過「獎勵專任教師全英
語授課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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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赴馬國偏鄉招生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i生
活」APP新增「資概測驗」功能，即日起，學
生可以隨時在APP中練習資概題目。本功能是
由資工系教授張志勇所帶領研究團隊，由資工
博七陳正昌、碩二鄭揚翰、黃耀禾，以及碩一
陳楚揚共同研發。陳正昌說明，該功能前身為
「淡江資訊王APP」，因提供學生考試需求特
整併「淡江i生活」中，表示：「希望結合學
生使用手機習慣，隨時利用手機練習題目，
內含歷年來共1千多題資概測驗，將持續更新
題庫內容。未來，將再納入英文能力測驗等
更多領域的新功能。」目前資概測驗只能在
Android系統使用，iOS系統持續開發中。
　陳楚揚分享整合過程，「很開心能順利上
線且增進溝通能力。」；鄭揚翰認為，遇到
Android多種機型畫面尺寸整合的困難，「但
仍與團隊一起討論，試許多方法後完成整
合。」現在，他們持續著手進行淡江周邊美食
APP製作，請大家拭目以待。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組與國際
處於4日至11日，前往馬來西亞參加由馬來西
亞臺灣教育中心舉辦的「2016 Study in Taiwan
臺灣高等教育升學巡迴博覽會」，分別前往
雪蘭莪州沙登、森美蘭州瓜拉庇朥、馬六甲州
及柔佛州的昔加末和笨珍，與當地的偏遠地區
華裔學子介紹本校特色。招生組專員陸寶珠表
示：「本次特地準備馬來文文宣品，希望能與
當地學生拉近關係，在說明過程中，家長和學
生特別關注獎學金、住宿、大三出國方式等，
我們除介紹校友會資源外，也說明境輔組的輔
導協助，希望能讓他們能安心來校就讀，也有
即將成為本校生特來詢問，覺得溫馨。」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16日「第49屆
休士頓國際影展」頒獎，大傳系校友、導演李
明宗執導6部影片，勇奪2金3銀1銅佳績。
　休士頓國際影展為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獨立影
展，李明宗作品《探索ing－福壽螺退散》獲
「電視節目自然野生動物類金獎」、《自然不
自然－紫斑蝶的守護者》獲「電視節目兒童觀
眾節目金獎」、《探索ing－三月瘋媽祖》、
《自然不自然－和蚵一起長大的東石小孩》、
《自然不自然－美麗的高美溼地》皆獲「電視
節目兒童觀眾節目銀獎」、及《探索ing－花
東線鐵路自強隧道》獲「電視節目文化類銅
獎」。李明宗說，獲國際肯定固然開心，更期

望大家看見臺灣製作的優質電視節目。過往工
作經驗開闊了視野，也因此學會與觀眾對話，
李明宗補充：「投入一個領域，不管夢想多
大，努力實踐它吧！」
　此外，故宮博物院《藝域漫遊郎世寧新媒體
展》亦獲「最佳新媒體節目金像獎」和「新媒
體互動成人專業類白金獎」肯定。該展智慧導
覽APP結合創新科技和4G應用技術是由大傳
系校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創意產業中心
組長簡陳中帶領的團隊負責。簡陳中說，「參
與其中感到與有榮焉。在資通與傳播匯流時
代，鼓勵同學充實相關知識，努力將文創結合
科技，相信對發展觀光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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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5(一)
8:00

資傳系
黑天鵝展示廳

淡江資傳15th學習成果展-介子流

4/25(一)
20:00

大傳系
O202

造象館攝影團隊攝影師張朝順 
人像攝影

4/26(二)
10:00

未來學所
I501

安格麗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賴明正
企業導師請益-未來行業趨勢與職
涯發展

4/26(二)
10:00

電機系
E787

沛星科技產品協理杜冠穎
軟體專案管理應用

4/26(二)
10:00

大傳系
O306

壹電視新媒體視覺設計師康柏瑞
企業導師請益-從FB粉專經營看行
銷創意

4/26(二)
10:10

通識中心
B712

關渡自然公園環境部主任葉再富
提升團隊合作基本素養－生態宅急便

4/26(二)
13:00

文學院
L201

晟暉珠寶特助陳冠樺
珠寶與創意的碰撞

4/28(四)
12:00

教發組
I301

本校課程所助理教授張月霞
教學研究系列研Ⅱ:質性研究入門

4/28(四)
14:00

機電系
E510

立緻醫美集團執行長鄭湘怡
企業導師請益-醫療領域科技之應
用與經營

4/28(四)
15:00

會計系
B120

黑面蔡連鎖餐飲集團執行長林聖豪
企業導師請益-企業經營心法分
享-以黑面蔡連鎖餐飲集團為例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5(一)
10:00

外語學院
驚聲國際廳

卡地亞新加坡暨馬來西亞店業務經
理葉裕煒
外語與精品：光鮮亮麗背後的故事

4/25(一)
14:10

產經系
B511

上海金融大樓總經理游祈盛
大膽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4/26(二)
10:00

國企系
B312

金融研訓院海外業務發展中心所長
林仲威
大陸金融業業務現況與發展趨勢

4/26(二)
10:10

公行系
B614

精緯智庫首席顧問陳亞男
職場生存術大解密

4/26(二)
12:40

歐盟中心
E302

資深人力資源管理師與商務禮儀顧
問蕭月華
莫內計畫-2016歐盟經驗分享工作
坊「歐外商實務與商務禮儀」

4/26(二)
13:00

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

H113

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秘書
長馬燕萍
原來這麼美－用太魯閣族雙手擁抱
原住民文創的夢想

4/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唐述中
C r e a t e ,  c h a r a c t e r i z i n g  a n d  
exploring 2D novel materials

4/26(二)
14:10

水環系
E415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
系特聘教授張斐章
人工智慧應用於水資源管理與環境
永續

4/26(二)
14:10

經濟系
B713

群光電子集團資訊長張玉雲
電子業與工業4.0

4/26(二)
15:10

產經系
B427

F r e e l a n c e  E n g l i s h  L a n g u a g e 
Teacher 蕭琇琪
What Is Your Story?

4/27(三)
10:10

財金系
B712

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沙克興 
產險業概論

4/27(三)
13:10

航太系
E787

華航航務處手冊組組長張立
民用航空器性能介紹

4/28(四)
12:00

未來學所
ED501

國際社會學會研究副主席
Markus Schulz
我如何進行未來研究？

4/28(四)
12:10

英文系
圖書館二樓

閱活區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吳怡芬等6人
莎士比亞在淡水專題演講

4/28(四)
14:00

未來學所
I201

國際社會學會研究副主席 
Markus Schulz
Foresight Lecture Series

4/28(四)
16:10

大陸所
T710

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總經理連監棠
認識「駭客」

4/29(五)
13:00

未來學所
I20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
研究所助理教授賴嘉玲
複雜流動時代下的文化與創意未
來：從文化政策，鉅型事件到另類
生活美學的創生

4/29(五)
14:10

產經系
L204

國立海洋大學應用經濟所副教授兼
所長詹滿色
聯合分析法在市場行銷之應用

時報育人才
本報發行63以來，以招考校內各院系學生
成為本報實習記者，涵蘊各界優秀人才，
特製作「1000期特刊」。

二、三版

告白時報最愛
四版

榮譽學程生 黑暗中心體驗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31日榮譽學程之「團隊領導與
服務」課程中，由授課教師黃文智規劃，視障資源中心輔導老師林明
慧、蘇慧敏，以及梁敏琪的協助下，安排130位榮譽學程學生進行視障
生活體驗。黃文智感謝視障資源中心的協助，期許榮譽學程學生除了在
課業上維持優秀的成績外，希望能發揮感同身受的影響力，喚起他們對
社會關懷有更多的關注。
　蘇慧敏說明，該活動分為「黑暗中的體驗」、「輪椅體驗」，以及
「達文西密碼之點字體驗」；黑暗中的體驗是戴上眼罩，同學們互相手
搭著肩與導盲犬配合在校園內行走；輪椅體驗則在商管大樓一樓以輪椅
行走；達文西密碼之點字體驗是在B709認識點字版，同學們皆體會到
身心障礙生的辛苦和生活上的不便，應主動給予關懷協助與尊重。

　沒有人天生就喜歡工作或是讀書，

但能發自內心約束自己，讓努力形成

一種紀律，這便是開發潛力的體現。

也正因抱持樂在工作的態度與努力，

才能讓你長遠地、不倦怠地走下去。

　　　－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 王興

148次行政會議 鼓勵系所標竿學習

　【記者朱世凱淡水校園報導】課程與教育研
究所、新北市教育局與基隆市教育處合作於20
日在淡水區忠山國小與本校臺北校園舉辦接連
3場的「2016台灣學習共同體課例研究」學術
研討會，逾460人次共襄盛舉。
　分別由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蔣偉民、教育研
究發展科科長劉金山分別為第二、三場研討會
進行開幕致詞。
　3場研討會安排跨校共學觀課、跨校共學專

家議課、跨校共學記事、3場課例研究。會
中，邀請學習共同體專家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
研究所教授秋田喜代美專題演講，並針對「課
例研究與教師教學」進行綜合座談。
　課程所所長陳麗華表示，「新北市政府給予
我們難得的機會與學習共同體專家秋田喜代美
教授再度合作，除了讓偏鄉國小教師相互交
流，亦讓外界看見本校在教育領域的專業，進
而與我們合作。」

學習共同體跨校跨國課例研討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姊妹校韓
國誠信女子大學日前訪臺，特於20日來校，由
校長沈和珍率領該校副校長、教務處長共5位
師長來校參訪，此次行程中除了探視該校交換
生在本校學習情形外，還觀摩學生社團運作情
況。校長張家宜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
際長李佩華、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等人一起出
席交流座談會，雙方交談愉快，希望能更增進
兩校學生交換、學術拜訪等合作事項。
　張校長分享於2011、2014年前往該校參訪時
的心得，致詞介紹本校社團學分化的創舉，增
進學生團隊合作能力。戴萬欽說明，本校境外
生人數達1千8百餘人，開辦許多全英語授課課
程、華語師資課程，歡迎該校學生來校就讀。
沈和珍解說該校與日本、大陸短期學術合作經
驗，建議本校可參考此模式以加深雙方學術合
作外，歡迎本校學生修讀該校於寒暑假的短期
課程。座談中，沈和珍特別對本校文創學程深
感興趣，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解說文創學程特
色，強調該學程整合文學院5系專業師資和教
學資源，培育學生數位內容等多元能力。該校
交換生中文一申晶旻提到，全英語授課課程豐
富，同時還能學到中文，讓他收穫很多。

韓誠信大校長來訪
對文創學程感興趣

淡江ｉ生活新增資概測驗

團隊領導與服務課

圖館3樓名稱票選送好禮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3樓改

裝工程即將竣工，圖書館歡迎大家為她命名！
目前已有五組提案名稱，只要你上網參與活
動，就有機會抽到精選禮品；經票選且評選
後，獲採用的原提案者將獲得精美大禮。票選
活動至27日（週三）止，大家趕快上網為他們
加油。（最愛名稱票選活動網址：http://goo.
gl/forms/O21kt5R20U）

40校觀摩風險評估
　【本報訊】18日，40所58位大專校院學校人
員來校進行「教育部校園安全衛生風險評估觀
摩會議」，由教育部訪視委員陪同，了解本校
實驗室風險評估執行方式。上午，由本校行政
副校長胡宜仁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總務長
羅孝賢、環安中心技士謝育賢、化學系技士陳
吉福說明本校風險評估制度與程序，下午則參
訪實驗室，由實驗助教解說和實例分享，觀摩
本校風險評估實施方式。環安衛委員會執行秘
書曾瑞光表示，本校於去年榮獲「學校實驗室
安全衛生績優選拔」之「首獎－特優」，因此
藉由本校風險評估執行方式，讓他校觀摩風險
評估實例，「風險評估確實能減少實驗室意外
發生，透過本校的案例，希望能提供他校參
考。」（攝影／蔡晉宇）

本報發行1000期了，特邀請校內各系所學生
發表他們最喜愛淡江時報的版面或專欄，一
起參與1000期盛事。

東亞漢學百位學者交流
　【記者邱筠茜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與東
亞漢學研究學會於21日、22日舉辦「第七屆東
亞漢學暨第十六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邀請與會學者涵蓋美國、加拿大、韓
國、日本、大陸、香港與臺灣，共發表52篇論
文，現場總計近百位學者出席。
　首日上午8時30分開幕，中文系系主任殷善
培說明，「東亞漢學與社會文化一直是系上長
期經營的方向，本次會議論文皆經由審查，內
容集合古今中外、經史子集及跨國研究領域，
更設有青年學者獎和博士生論壇，鼓勵年輕學
者發表研究成果。」
　會議分12場次，從史學、哲學、語言及藝術
美學等面向逐次探討東亞漢學社會與文化。會
務籌辦人之一的中文系助理教授林偉淑說：
「這次跨國學者齊聚在淡江進行交流、互相學
習，藉此維持跨域學術研究，更期待開發與延
展新的學術視野。」

　【本報訊】因應本校66週年校慶活動，「淡
江66‧燦爛99」活動網頁正式上線，將彙整學
術活動、校慶叢書、國際交流、社團、體育、
公關文宣、藝文，以及校友等活動內容和花
絮，讓你了解66週年校慶最新訊息。28日（週
四）起，文錙藝術中心將舉行「淡江美展」以
陶冶藝術涵養、30日（週六）校長盃籃排壘球
賽開打以展現青春活力，請大家踴躍參與。
淡江時報1000期茶會今日登場
　【本報訊】淡江時報發行1000期！為迎接邁
向數位匯流時代的里程碑，本報於今日（23
日）下午2時在臺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茶
會，活動將由校長暨本報發行人張家宜主持，
約有近百位時報之友出席參與。
　本次活動將展現校園刊物與時俱進意涵，因
此現場備有爆米花機和棉花糖機象徵爆校園新
聞好料，並擁抱數位趨勢發展校園新聞雲。
活動中，將有學生記者帶來所拍攝的「多元

　因應66週年校慶，本報發行1000期，於今日（23日）下午舉辦1000期茶會」，
除邀請來賓外，還有近百位時報之友將一起共襄盛舉。（圖／淡江時報社）

大傳系校友李明宗休士頓影展獲獎
2金3銀1銅

校園新聞雲

爆好料

閱 讀 淡 江
時 報 」 和
「 淡 江 時
報 P l u s 」
影 片 ， 呈
現 多 元 媒
體 閱 讀 趨

勢；現場除了說明「在媒體巨流中的淡江時
報」外，將學生最喜愛版面「學生大代誌」
製成APP；精彩筆記書DIY，結合文創概念，
讓你成功「上頭條」。「學生大代誌APP」內
容，請見本期四版。
　本報長期招考校內各院系學生成為本報實習
記者，透過實體報發行實務操作，涵蘊各界優
秀人才，特製作「1000期特刊」，介紹他們在
本報成長故事，請詳見本期二、三版。
淡江時報1000期改版說明
　【本報訊】本報在1000期中嘗試以「用戶體
驗」為核心，各版進行改版。一版「學校要
聞」是以閱讀者體驗的視覺元素為參考，重新
改版報頭和版面。二版將「書香聊天室」改名
為「趨勢巨流河」，並新闢「產學合作圈」專
題，報導本校學術人員在產學合作之成果。三
版則更名為「學習新視界」透過系所多元角度
報導、傑出人物專訪、呈現學生學習與師長教

研之歷程。四版「學生大代誌」更新報頭與
版型設計，帶來豐富的新意，並針對66週年
校慶，增加「66愛淡江•校園話題人物」專
欄，挖掘校園日常中之不尋常的新鮮事。
菁莪‧淡江筆記書呈現校友嘉言錄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6週
年校慶及迎來《淡江時報》1000期的發行，本
報出版《菁莪．淡江－淡江時報筆記書》，
此書亦是66校慶系列叢書之
一，校長張家宜與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均為此書寫序。
書中蒐集了本報曾採訪之
66位校友的金句良言，包
括1987年被提名諾貝爾物
理獎、第16屆「日經亞洲
獎」科技獎得主吳茂昆、
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
Google臺灣董事總經理簡
立峰，以及鴻海科技集團副總裁暨事業群總
經理簡宜彬等校友，集結成嘉言錄，引為人
生智慧典範。
　書本設計以報紙為概念，並附贈「淡江之
光」、 學弟妹給讚」等標題貼紙，提供手作
個人專屬筆記書。此外，書中精選6張校園即
景照，製作成書籤供使用。

（攝影／吳重毅）

66校慶
活動網頁上線（攝影／許允季）

菁莪‧淡江
筆記書DIY

學生大代誌

APP發表
多元閱讀

淡江時報

淡江時報Plu
s

貼近

社歌發表

學校要聞版 1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樸毅志工社25日募舊衣
　樸毅志工社於25日起為期5天，每日9時
至下午5時，在商管大樓3樓門口前舉行
「衣起傳愛」的舊衣募集活動，此次活動
募得的舊衣將會全數捐給心怡基金，本次
活動目標希望能超過300公斤，歡迎大家踴
躍參與。（文／胡昀芸）

Ｇoogle學術搜尋載全文
　 圖 書 館 與 G o o g l e 學 術 搜 尋 （ G o o g l e 
Scholar）整合，只要在本校校園IP範圍內
使用該搜尋引擎查找期刊文章時，凡有本
校訂購之全文，可在搜尋列表中點擊後即
可取得全文。請見圖書館首頁＞諮詢與協
助＞如何查找期刊全文。（文／陳昶育）

文學大師轉印版畫28日DIY
　「當莎士比亞遇見塞萬提斯主題書展」
於25日在圖書館大廳舉行開幕式，26、28
日舉辦專題演講，28日還有文學大師轉印
版畫DIY體驗活動，可製作成屬於你自己
的杯墊或手機座，趕快至活動報名系統報
名。（文／陳昶育）

榮譽學程交流會快報名
　104學年度榮譽學程推展意見交流座談會
將於5月5日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歡迎本學期繼續修讀榮譽學程同學踴躍與
會，將提供就讀榮譽學程的最佳引導，報
名截止至5月2日中午12時止，趕快至活動
系統報名。（文／本報訊）

學士服租借登錄至29日止
　應屆畢業生欲租借學、碩士服者，快至
線上租借系統申請，登記截止日為29日，
申請單位以系所登錄為原則，不受理個人
申請，詳細借用作業時程請見總務處網站
首頁。（線上租借：http://163.13.178.165/
clothes/）（文／本報訊）

（攝影／陳柏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