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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杜歡、吳杳遠、羅云㚬淡水校園報
導】上月25日到29日，財金系系學會、會計
系系學會、統計系系學會皆在海報街舉辦一
連串活動，外語學院6系也聯合舉辦外語週
「Grandpa Josh Effect－賈許伯的大舞廳」在蛋
捲廣場盛大登場。
　財金系系學會舉辦「財金週」，今年系列講
座邀請富邦金控、南山人壽、康和期貨等企業
演講，推廣就業及提供相關考照服務；海報街
亦有財金問答活動、打卡抽獎及財金好聲音等
多項趣味活動和美食攤位。系學會會長、財金
二邱世雄表示，「這次活動是希望幫助大家了
解就業市場，及探索和規劃職涯方向和發展，
期待更多同學了解自我。」教科二范心亭說：
「透過遊戲互動可了解到財金相關知識，且聽
完講座後，讓我對人生規劃也有了新想法。」
　由會計系系學會舉辦的「會計週」，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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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為因應張校長
曾於本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TQM）研習會
指示，各教學單位應加強及重新學習全品管之
內涵，國際研究學院上月27日邀請稽核長白滌
清以「從教學評量談全面品質管理」為題於驚
聲國際會議廳進行演講。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表示，「大家在自
身專業之餘，也要了解學校政策。」並透露之
後將會持續辦理，同時肯定院內教職員符合全
員參與的表現。白滌清分享：「品質是共同努
力產出，同時也是自我的實現。」為符合教育
理念，他認為應去了解學生為什麼不上課，進
而對症下藥，並以學生、導師、委員3者不同
身份探討對於教學評量看法及立場。同時介紹
TQM基本精神，針對領導承諾、全員參與、
事實依據、顧客至上、標竿學習等7大方面舉
例，鼓勵系所盡力爭取榮耀。
　戰略所助理陳秀真表示，「聽完演講後，對
於品質管理有切身理解，亦讓我更加了解本校
在品管上的努力及歷程。」

國際研究學院邀稽核長談TQM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淡海同舟校友
會於5日下午7時在商管大樓B119室舉辦「如
何從社團經歷轉化成職場軟實力」座談會，
解析就業趨勢和個人生涯規劃。淡海同舟校友
會會長、日本航空台北分公司旅客業務部經理
王富民，將帶領資深空姐來校介紹空服員面試
技巧。淡海同舟校友會創會會長黃文智表示，
「期望透過校友的職涯經驗分享，讓學生盡早
做好個人生涯規劃及安排，並且更能了解社團
在銜接未來職涯發展所帶來的諸多助益。」
　會中，亦邀請數名曾於在學期間參與淡海同
舟的校友及在校生面對面座談，分享專業、社
團經驗及職場工作的連結，內容包括數位金
融、品牌、科技人生、新聞媒體、航空業等主
題，期待給即將邁入社會的學子們職涯參考。

淡海同舟校友5日開講

張校長授旗 華南校友聯誼會正名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校
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
會長莊文甫、華東校友聯誼會會長洪淵華、台
北市校友會前理事長陳兆伸等貴賓皆參加「大
陸華南校友聯誼會春之饗宴暨正名活動」，並
走訪萬德集團、東莞永旺五金等校友企業。會
中，除了針對2016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進
行籌備，張校長也授予會旗，順利完成廣東校

友聯誼會正名為「華南校友聯誼會」，現場逾
60位校友及其家屬與會，場面熱絡溫馨。
　彭春陽說明：「此次行程除了和校友敘舊、
聯繫情感，也參訪了不少校友企業，盼藉此開
展本校學生在大陸地區的實習與就業機會。」
彭春陽對於校友熱烈認捐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及
回饋表達了高度感謝，「會議中心落成後，不
僅能提升本校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也能夠提供
在校學生有更棒的空間使用。」

理學院 5 師赴西安交大研討
　理學院院長周子聰率領 4 師於上月 18 日
赴中國西安交通大學研討新穎能源開發及 X
光光譜學相關應用。（文／張力堃）

《拾幾頁》領讀者探報導文學
　中文系系刊《拾幾頁》藝文誌第四期「隨
地報導」發行了！書刊以舒適角度帶領讀者
一同發現報導文學。（文／邱筠茜）

4 師來校交流德國概況教學
　德文系於上月 27 日舉行「德國概況教學
論壇」，邀校外 4 師來校分享。德文系系主
任鍾英彥盼教師們藉此相互交流、精進教
學，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文／秦宛萱）

遠距組辦開放式課程說明會
　遠距組於 13 日中午在 I601 舉辦「開放式
課程推廣說明會」，會中將針對開放式課程
進行解說，並提供錄製服務說明及教材製作
補助辦法等訊息。（資料來源／遠距組）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副局長施純福 圖書館先生號召資源 打造文化之都

　由於妻子是高雄人，他申請調派、來到高雄
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並在編審下升任圖書
組、活動組組長。2003 年，文化中心組織升格
為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施純福接下第三科科長
一職，負責表演藝術環境的規劃與營造、表演
藝術活動的策辦與推動等事務，自此接觸到與
圖書館截然不同的文化藝術領域。
　時隔一年，施純福接掌高雄市圖書館館長，
將長年的圖書館經驗，協同跨領域文化實務融
入圖書館經營。當時的高市圖館藏和資源較匱
乏，他向多方專家請教、徵詢建議，也嘗試把
「公益」帶入其中，更是親自拜訪企業和鄉親，
發起「一人一書．幸福高雄」募書、募款活動。
施純福奔走各鄉鎮、說服市民，「捐錢建館和
捐贈圖書可以造福後代子孫、讓知識經濟成
長」，最終成功募集 800 多萬元及逾 16 萬冊
書籍，在不用購書經費下，提早 7 年達成目標。
　自大高雄合併後，轄域面積擴張至 18 倍大，
為了讓縣市閱讀資源無縫接軌，施純福發起行
動書車、故事媽媽駐點服務，成功推廣城市閱
讀風氣；他亦透過「網路借書服務」，打造全
臺第一個圖書館專屬物流車隊，並在企業愛心
捐助下，使 7 輛服務專車結合網路服務上路，
串連起大高雄所有圖書分館，提供全臺最便捷
的網路借書服務，縮短城鄉閱讀差距。
　如今，擔任臺中市文化局副局長逾一年的施

純福，在訪談間屢次提及優質的閱讀環境對一
座城市的意義及重要性。他說，「這是我個人
的使命，也是一生的志業。現在擔任副局長一
職，除了致力讓臺中成為『文化之都』，更要
籌備藝術節，以及表演藝術環境和視覺藝術的
規劃，期許推進臺中在文創的發展實力。」位
於水湳經貿園區，正在興建的「臺中城市文化
館」，即是結合圖書館和美術館，預計 2020
年正式啟用。建物首創分齡、分棟設計，展演
空間與設備亦符合實用需求，施純福盼資源共
享、創造跨域合作的加乘效果。
　施純福強調，「閱讀力，就是競爭力，更是
教育力的基礎」。在臺中，城市閱讀計畫將持
續推動，打造全新圖書館分館，並逐步將舊有
圖書館空間改善，讓所有臺中市民都能享有方
便借閱服務。他也透露，臺中市政府將推動民
間企業與政府合作投資興建圖書館，由政府出
地、企業出錢及擁有冠名權的方式，號召更多
資源投入臺中。對於未來願景，施純福也將支
持發起募書活動，邀請民間力量為城市文化的
茁壯盡一份心力。
　最後，施純福期許學弟妹，「臺灣還有很多
可能，期待你們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也
要能夠創造出美麗的願景！」對於如何自我成
長，他建議最好的方法還是多閱讀，期許年輕
學子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看世界！」

　【記者周雨萱專訪】世界鋼鐵大王安德魯•
卡內基曾說過，「當你為社區興建圖書館，就
像為一個沙漠引進一條水流不竭的溪」。本校
教資系（現資圖系）校友施純福曾任高雄市立
圖書館館長，帶領團隊積極向企業及民間尋找
「溪流」，協助高雄市政府興建 14 所圖書館、
完成 30 多個圖書分館的空間改造，是將「文
化沙漠」改造成「閱讀綠洲」的第一線推手，
因而贏得「圖書館先生」美譽。2015 年，他
出任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引介過往成功
經驗，期許將臺中打造成另一座「閱讀城市」。

　在圖書館領域深耕逾 20 年
的施純福，彰化農家子弟出
身，求學時期孜孜不倦，從世
界新聞專科學校圖資科「插
大」到淡江教資系，回憶起在
校時光，施純福最感念資圖系
教授黃世雄與黃鴻珠，「從老
師們身上學會了大格局的人生
態度、細心的處事精神。」
　大四那年，施純福陸續在預
官、研究所、高考金榜題名，
他選擇先精進學業、延後高考
報到，就讀教資系碩二時，分
發到臺北市立圖書館，這正是
他的第一份工作。他說，「當

臺中市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籲多閱讀，期許年輕學子們藉此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看世界。（攝影／盧逸峰）

時臺北市公共圖書館服務已具有一定規模及制
度化，所以得到了相對完整的學習資源和訓練
機會。」因應公務輪調和人力配置，施純福轉
往總館秘書室採購組任職，有感於專業須隨著
工作需求而提升，時刻保持學習心態的他說，
「當時採購法還未成立，也沒有相關稽核小
組，但我學會了如何不被法規限制，並在法律
核可範圍內做到更大成效。」且當時北市圖建
置良善的評鑑制度，即便是調到東湖、東園分
館，皆讓施純福受益良多，他體悟到：「制度
只要建立完備，事務推動就會有完整方向。」

　

人物短波

　大傳系校友詹雪雍於日前接任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羅東分局公正派出所所長，成為宜蘭

縣內第一位女性所長。詹雪雍曾任文字記者

長達10年，面對不穩定的媒體生態，務實的

她決定轉換跑道，踏上警察一途。她笑著

說，「擔任所長每天都有不同挑戰！」對於

轄區治安更是一刻也不敢怠慢，向來對自我

要求極高的詹雪雍常思考，「該如何遏止犯

罪事件再發生？」她盼能盡一己之力改善社

會風氣，幫助更多民眾；同時她勉勵在校學

生充分運用專業所學，即使未來不在該領域

發展，也能獲得好的成就。（文／林妍君）

詹雪雍任宜蘭縣首位女性所長

　

學程加油讚
精算學分學程

　由理學院、商管學院於99學年度共同開設

「精算學分學程」，課程結合統計、保險、

數學等商管及數理領域專業知識，修習本學

程課程至少21學分，始可取得核發學分學程

證明資格，統計至今的申請修讀人數達294

人，累計40名學生取得學程資格證書。

　本學程業務由統計系辦理，統計系副教授

温博仕說明，學程以精算師基礎能力為學

習主軸，授課師資橫跨統計、保險、數學3

系，並搭配延伸至不同產業領域的專業選

修，以跨領域教學及訓練精算基礎，期待培

養高階財務與管理人才。另外，鼓勵學生參

加「財產保險業精算人員考試」，增加職場

競爭力。温博仕推薦，精算應用範圍廣泛，

且需要高專業度，除了優良數理背景外，更

要經過多科認證考試，具挑戰性，歡迎全校

有興趣的學生申請。（文／陳照宇）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兩岸金融研究
中心主任林蒼祥於上月18日受邀到廈門大學王
亞南經濟研究院，以「國際高頻交易演義與
啟示」為題發表演講。林蒼祥解釋高頻交易
（HFT）是指由程式發動指令，在短時間完成
重複且龐大的交易量，目前HFT佔美國期貨市
場5成以上，為因應中國未來可能投入HFT，
在會中給予專業意見及分析趨勢。
　林蒼祥說：「希望能將產業結合學術，落實
教學、學術論文的研究上，培養具有電腦、數
學、財金方面皆具專業知識的人才。」

林蒼祥赴對岸談高頻交易發展

　 辦 公 室 的 門 上 貼 著 奧 斯 卡 獲 獎 新 片
Carol、Room等海報吸引著訪客的目光，小
小的空間裡整齊地堆放著大量藝文書籍，牆
上更是貼滿文學作品、電影海報，這便是英
文學系副教授陳宜武工作的地方。
　大學英文系畢業，碩博士研讀電影與藝
術，陳宜武多年來經文學與藝術的薰陶，對
後結構主義與流行文化研究尤有心得。教書
育人是他從小的夢想，任教十餘年，這是陳
宜武首度獲得教學特優教師的殊榮。
　對陳宜武來說，授課不是呆板地傳授知
識，更重要的是把對生命美感的理解分享給
學生，創造共鳴。他重視小組討論，認為
不同思想的碰撞往往能激發出不一樣的火
花，課堂中常有一半時間讓同學們盡情討
論，自己則穿行其中，或參與話題、給予意
見。常有學生因課堂中分享的內容太過撼動
人心而感動落淚，看到學生們感同身受的眼
神，陳宜武心中是巨大的滿足與成就感。
　除此之外，他對授課節奏的拿捏與整體
氛圍的營造也很講究，無論是教室裡的燈
光、音樂，還是投影片、重點內容的出現時
機，都經過他的精心編排。陳宜武認為，這
個世代的學生生在優渥的環境、開放的社
會，但安逸的環境也使得一些學生對知識的
獲取變得麻木懈怠，此時教師就更有責任承
擔起傳道授業解惑的任務。
　陳宜武說：「用我自己對文字、影像、音
樂與藝術感知的長年累積，嘗試在課堂上創
造情感與美感的悸動。」學生踏出校門後
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也許會遭遇挫折與否
定，他勉勵學生，「不一定要扭曲自我以適
應社會，年輕歲月埋下的信念種子會迸發出
無窮力量，去堅定自我與尊嚴。」（文／盧
一彎、圖／陳宜武提供）

　

教學特優教師

陳宜武

開放討論 啟發學生藝文感知
■ 外語學院英文學系副教授

6個攤位。除了「會來杯推杯擁抱」、「海盜
會射」及「會計九宮格」3遊戲，以寓教於樂
方式傳達會計知識，還有「爆抱傳情」爆米花
傳情、電影票抽獎活動及美食供同學選購，每
到中午吸引不少師生駐足和參與。會計系系學
會副會長、會計二陳冠璋表示，「活動希望在
遊戲與抽獎過程中，讓同學們更了解會計系及
相關知能，也希望增強系上同學對會計的熱

愛。」水環三馬碧擁對現場準備的糕點、遊戲
稱讚不已。
　由統計系系學會主辦「淡江統計週」，共設
13個攤位，包含二手拍賣、遊戲闖關、「衣衣
不捨」衣服傳情活動、社群網頁抽獎活動，引
起同學們熱情參與；現場也推廣聽講座換抽獎
券，盼吸引同學聆聽講座、宣傳學系理念。系
學會會長、統計三胡銘哲說：「活動不侷限於

玩樂，二手拍賣強調循環利用的重要，衣服傳
情則加強同儕聯繫。活動既宣傳學系，又服務
同學，很有意義。」中文四葉欣昱說：「衣服
傳情活動很獨特，讓人有參與的樂趣。」
　外語週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於開幕式出席
支持。活動總召法文二黃浩哲表示，活動以6
系英文名開頭縮寫命名，並以復古主題期能展
現各學系特色。外語學院6系擺攤推廣各國美
食文化，有英美瘋薯、桑格利亞、布列塔尼
酥餅、德式香腸、手工蕨餅、布林餅等美食。
日文二高佳莙說，活動不僅品嚐美食亦更加了
解異國文化。「外語之夜」將於10日下午7時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邀網路紅人勸世寶貝喵
喵、電影《我的少女時代》「陶敏敏」簡廷芮
及其女子團體Dears團員安婕希演出。

　資訊傳播學系於上月2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第十五屆畢業成果展「介子流」開幕典禮，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資傳系系主任孫蒨鈺等師
生共襄盛舉。林信成致詞表示，辦展過程極為
辛苦，透過畢展也讓大家看見資傳師生在教
學、實務、專業能力及團隊合作方面上的優異
表現。此展共計12組，資傳學生整合大學4年
所學，應用創意的新媒體行銷與美學設計創作
出多元精采的作品，各組皆成為自由可變的創
意「介子」，創造出新契機與思維。總召資傳

四林傳貴表示，「期待透過展覽讓全校師生明
白，每個人皆是自由可塑造的介子，在新世代
中不斷釋放能量，傳遞出屬於自己的思辯。」
　「介子流」展區分為創製組與行銷組。行銷
組透過遊戲、繪畫等方式傳達理念，創製組則
是透過自製影片將思維傳遞給觀展的師生。西
語二王思茜說：「『思思』這組十分有趣，將
生活中常用的物品印在畫紙上，讓我們反覆且
大膽改造、畫成完全相異的東西，十分考驗創
造力！」（文／陳岱儀、攝影／何瑋健）

資傳畢製介子流 傳遞創意正能量

國際研究學院8師赴日學術交流
　【記者王立元淡水校園報導】為推展國際
化，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於上月17日至20
日率領院內7位同仁赴日本學術交流。王高成
表示：「此行不僅加強與日本姊妹校的交流及
協商雙聯學位，同時強化與日本政界的互動，
讓本院同仁收穫頗豐。期間的交流意見及政策
建議將提供給外交部參考。」
　該院與日本姊妹校同志社大學法學院合辦研
討會探討「東亞安全與保障」，亞洲所所長蔡
錫勳亦與該校協商雙聯學位等事宜。此行，亦
和日本姊妹校早稻田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舉行雙
邊論壇研討東亞政經局勢等議題。在與政界互
動上，拜訪日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黨團、
深入瞭解日本國會運作，並與智庫東京財團交

換亞太安全局勢、日本亞太政策等意見。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2016戰
略學派年會」於上月29日至1日在臺北校
園盛大舉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戰略所所長
李大中、準陸委會副主委林正義、邱垂
正、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與日本、新加
坡、韓國、美國等逾2百位學者、師生與
會。年會包括「全國戰略社群碩博士論文
發表會」、「全國全民國防教育論文發表
會」、「美中關係與變動中的東亞安全態
勢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第十二屆紀
念鈕先鍾老師學術研討會」研討兩岸關係
與臺灣國家安全策略、變動中的國際情勢
與臺灣外交策略等主軸，並於會員大會
中，紀念今年獲頒總統褒揚令的前戰略所
所長李子弋。李大中說，藉由年會以提升
本校國際能見度、創造淡江領導品牌，更
期能為國家戰略獻出良策。

戰略學派年會盼為國家獻策

　【記者何家穎蘭陽校園報導】上月27日，由
全球發展學院4系系學會舉辦「走向戶外，迎
接陽光」路跑活動，在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的
鳴槍下正式起跑，自校門口出發，途經強邦國
際會議廳，在綠意盎然的校園中快意奔馳，讓
寧靜的校園頓時人氣沸騰。
　學生男子組由觀光二鄭仁誠以9分6秒拔得頭
籌，學生女子組由觀光二李書瑄以11分56秒奪
得第一，教職員男子組冠軍是軍訓室少校教官
劉家勇，教職員女子組冠軍是政經系助理教授
安娜。鄭仁誠表示：「感謝主辦單位用心規
劃，本身平常有跑步習慣，也希望藉此考驗自
己的運動極限。」
　此次路跑活動是住宿學院生態環境主題活
動，語言系系主任黃雅倩表示：「此次路跑與
住宿學院活動結合，路線中設置校園景點活動
造型立牌和QR Code，目的是讓同學認識校園
環境和林美山生態，進而養成愛護環境，也能
達到活絡筋骨之效益。」

蘭陽路跑 師生動起來

率先開跑 熱情攻佔海報街財金週
會計週

統計週
外語週

外語週於上月25日起，在蛋捲廣場擺攤展現異國
美食文化。（攝影／吳國禎）

會計週於上週在海報街的「會計九宮格」遊
戲，具有寓教於樂意涵。（攝影／吳國禎）

「財金週」於今年除了財金系列講座，在海報
街亦有多項趣味活動。（攝影／吳國禎）

「淡江統計週」於上週熱鬧登場，在海報街引
起同學熱情關注和參與。（攝影／吳國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