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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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龍之介國際研討在淡江
6、7日，日文系與國際芥川龍之介學會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張校長與相關研究學者及與會人合影。（攝影／蔡晉宇）
【記者劉蕙萍、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日文
系與國際芥川龍之介學會於6、7日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6「第11屆國
際芥川龍之介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兩岸、

日本、韓國等近百位
相關研究學者與會。
校長張家宜致歡迎詞
表示，「很榮幸本校
能舉辦此國際級的研
討會，本校不僅以外
語學院起家，亦與日
本許多姊妹校來往密
切，盼藉此會議增進
彼此交流的機會。」

國際芥川龍之介學會會長宮坂覺於致詞時表
示，此次選擇以芥川龍之介與村上春樹比較研

管科論壇 產官學聚焦物聯網

究為題，除因淡江特色的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外，也因村上於2006年曾獲邀為其英文譯本撰
寫長達19頁之序文，對於芥川有詳盡介紹。
會中以「芥川龍之介與村上春樹的比較研
究」為研究主軸，邀請本校日文系教授、村上
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以「從臺灣觀點來看
村上春樹文學的魅力」為題發表演講。
7日則分2個小特集，主題分別為「芥川龍之
介與中國關係」、「芥川龍之介與谷崎潤一郎
的比較研究」，兩日共計發表10篇研究論文、
2個大會特集，並於研討會結束隔日前往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參訪曾於改編自芥川龍之介
作品之電影《軌道礦車》的拍攝場景。

50人研討西語教學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管科系於13、14
日舉辦兩場大型學術活動。13日在鍾靈中正堂
辦「2016新世代管理科學研討—產業發展趨勢
論壇」，14日在B712、B713展開「2016年管理
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校長張家
宜於開幕致詞表示，「管科系歷史悠久、校友
傑出。本次研討會與資訊化連結，雲端技術是
目前教務發展重點，物聯網與智慧工程技術在
工學院皆有重大成果體現。迎合該趨勢，教育
也應該發展以智慧、開放、多樣性為特點的新
模式。」
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說：「研討會作為產學

合作平台，使業界鞏固研究基礎，同時讓學界
了解業界發展，創雙贏效果。感謝各單位對本
次活動的大力支持。」兩場活動各有近150名
產官學者與會。
產業發展趨勢論壇於今年聚焦在物聯網、大
數據分析及雲端應用，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朱
敬一、華碩雲端總經理吳漢章等人開設5場專
題演講，暢談巨量資料分析、雲端運算、產品
創新及智慧生活型態的連結，不僅顛覆消費者
行為，也為產業帶來創新發展。
今年的管科與經營決策國際研討會以
「二十一世紀管理知識的發展」為題，邀請

美國喬治亞大學財金系教授
Ralph E. Steuer主講「On the
Addition of Practicalities and
a Third Criterion to Standard
Mean-Variance Markowitz
Portfolio Selection」。會中
亦討論管理科學、行銷
管理、科技管理等10
餘項議題，本次共有
37篇論文發表。每場 張校長於13日出席管科
次的優秀論文將刊登 論 壇 ， 為 開 幕 致 詞 。
在《special issue》。 （攝影／林俊廷）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13日
在外語大樓FL106、FL411舉辦「中華民國第
13屆西班牙語教學、文化與翻譯研討會」，近
50位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師生出席與會。開
幕式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致詞，西語系系主
任林盛彬主持，林盛彬表示：「本系
每兩年定期舉辦此研討會，不僅期望
透過研討會促進校內、外教師學術交
流，更邀請研究生到場聆聽，了解教
師的研究內容及方式。」研討會分為語言翻
譯、文化教學、文學、教學4大組別、4場次，
共計發表24篇論文，並進行綜合討論。

經濟週於上週在海報街的「經濟智慧王」吸引
不少師生參加。（攝影／吳重毅）

保險系於上週在海報街舉辦開幕，現場亦帶來
精彩的舞蹈表演。（攝影／閩家瑋）

航太週於海報街備有模擬飛行器、飛機模型展
示及販售航太相關商品等。（攝影／閩家瑋）

土木週於上週在新工學館3樓中庭舉行實作競
賽—混凝土抗壓強度。（攝影／黃國恩）

經濟週 保險週 航太週 土木週 熱力登場 展現系所特色與發展
【記者蔡晉宇、簡妙如、王心妤、羅云㚬淡
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保險、航太、經濟3系
不約而同地在上週舉辦為期5天的系週，海報

法文系公演先於3日彩排。（攝影／蔡晉宇）

3系畢業公演 扣人心弦

【記者盧逸峰、劉蕙萍、秦宛萱、廖吟萱淡
水校園報導】日文系進學班於6日辦畢業戲劇
公演「衝浪日和」，講述幽靈與失明小女孩成
為朋友的故事，她們一同體驗做餅乾、衝浪等
渡過短暫且愉快的夏天，情節充滿笑料與感
動，寓意發人省思。日文系日間部於9日在實
驗劇場舉行「白蛇神的呢喃」畢業公演，劇本
為該系睽違6年的原創劇本，發想自日本道成
寺傳說「安珍與清姬」，敘述女主角到傳說地
追尋傳說，偶然在洞窟撿到手鐲後、性情大變
開始不顧一切追求男主角的故事。
法文系於10日舉行戲劇公演「誤會」，劇情
為一對經營旅舍維生的母女，謀殺旅客奪取錢
財，而離家多年的兒子假扮旅客入住，卻成為
謀財害命對象，結局駭人。舞台總監法文三鄭
又慈表示，觀眾的熱烈掌聲，是最好的稱讚。
將於21日參加第八屆全國法語戲劇聯展競賽，
為本校爭光。
俄文系於12日舉辦「神父與巴樂達」畢業公
演，劇本改編俄國詩壇名作家普希金同名創
作。該劇描述傻神父希望聰明的農夫巴樂達當
其工人，巴樂達運用聰明解決神父的難題，使
市民免受欺負。傳達做人不能如劇中神父，小
氣又貪心的寓意。
更多內容詳見本報網站(tkutimes.tku.edu.tw)。

街各系旗幟飄揚！週一聯合開幕式中，3系系
主任皆表示，希望藉由活動，增進彼此系上
同學的交流，經濟系主任鄭東光更打趣地說：
「航太系購置飛機就會需要保險，而如何選
保險正是經濟系的領域，可見3系間的專業連
結。」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於開幕致詞時感謝
策展同學辛勞並表示，「對航空業有興趣者，
歡迎加入民航學分學程。」
保險週在現場除有抽獎活動吸引人氣外，還
邀請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富邦產險等8家壽
險業者來校進行就業諮詢與企業徵才，現場皆
可免費參與職業適性分析。不僅提供保險系同
學畢業後的方向，也讓非該系學生了解到保險
系的畢業發展。保險系系學會會長、保險三呂

宗儒說：「活動中企業徵才的資訊，對我相當
有幫助，也更加了解到業界運作方式。」
經濟系系學會舉辦經濟週，策劃有「經爆骰
子牛」考驗心理戰術、「射進你的心」遊戲訓
練邏輯判斷和計算能力，以及「經濟智慧王」
考驗大家專業知識3項等系列活動。經濟系系
學會會長、經濟二呂彥蓉說，「今年首次與保
險、航太系合作，舉辦聯合抽獎活動，希望全
校師生能透過遊戲互動和體驗，更加了解我們
的學系。」
參與現場活動的中文一周怡霏說：「在問答
遊戲中，可以了解到經濟學原理，互動設計很
特別。」經濟二劉宏禹分享，「在玩射飛鏢過
程中，感覺跟朋友更有默契了。」

航太週在活動現場有模擬飛行器、飛機模型
展示及販售航太相關商品等。系學會會長航太
三林家寬表示，「此次特選海報街作為活動地
點，讓外系同學更了解航太系。」10日亦舉行
工學院大禹獎頒獎典禮，由院長何啟東與各系
系主任共同頒發獎狀及邱簡儉女士紀念獎學金
等5項獎學金。
土木週於9日至13日在工館3樓中庭舉行，工
學院院長何啟東於開幕式致詞預祝活動圓滿順
利。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表示，今年有全新的
活動和展覽，藉此展現本系特色！
活動安排夜跑、密室逃脫、混凝土抗壓強度
實作競賽等，參加活動集點能抽iPad mini等獎
項！靜態展總召土木二蔡宗樺表示，特別提前
錄影專訪本系教師，暢談教學理念，讓同學更
加了解土木系。10日亦頒發土木金禹獎給傑出
系友新加坡萬德集團董事長莊文甫。參加混凝
抗壓競賽的土木二蕭昆詣說：「參加比賽可以
複習所學，嘗試不同配比，得出最好的比例，
也能增加比賽經驗，爭取第一名獎金。」

青出於藍球賽 政經大贏家
大傳畢展卅野 展現社會關懷力
延續著校外展的熱情，大傳系第三十屆畢展
「卅野」於上週回到淡江！10日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辦開幕，校長張家宜、文學院院長林信
成、大傳系主任紀慧君、新北市新聞局局長林
芥佑及金鐘導演陳慧翎皆到場共襄盛舉。10至
12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進行動態展演。
張校長致詞表示，大傳系30年來培養許多優
秀人才，尤其透過實習媒體影棚、電臺、暗
房，以及在報社的訓練，這次畢展也讓人看見
學生針對不同議題的關注。林信成說，大傳系
於每年畢展都展現多元化的創意，展現社會關
懷，並深根於社會議題。

本次以「青春不設限，放膽來卅野」為題，
期望藉由卅野的衝勁與奔放，帶領觀眾走入臺
灣各角落，關心社會議題，挖掘不一樣的故
事。影音組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強調社會責任
與反思；行銷組透過產學合作，為品牌進行跨
媒體行銷；專題組運用不同媒材深入報導社會
議題。
畢展總召、大傳四蔡洛蓁表示，「畢製終於
來到最後一刻，這一路上學習到很多，非常感
謝同學及每一位曾幫助過我們的人，有你們才
能成就卅野的一切。」（文／秦宛萱、攝影／
陸瑩）

【記者何家穎蘭陽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體
育業務主辦「青出於藍」盃籃球賽於9日在紹
謨紀念活動中心展開為期3日賽程。男子組競
爭激烈，最終由政經四贏得冠軍，女子組則由
政經二奪下冠軍。體育老師陳凱智說：「透過
參與讓4系在過程中聯誼、對抗及培養團隊精
神，且每隊認真地出賽和表現運動態度，讓我
深受感動，也相信學生能從中有所收穫。」
此次競賽採分組循環賽，由5人組隊進行全
場賽，今年男子組共有11隊報名，女子組則是
採3對3半場賽，共計7隊參加。競賽期間，每
晚滿場的球迷在館內聲嘶力竭地為參賽者加
油，也讓選手們使出渾身解數、精湛的表現球
技。飲恨而歸的資創四陳澤安說：「隊內彼此
相互信任，扎實地打好每一場，非常感謝隊員
在課餘時間一起練球。」

逾150人同享勝利之聲
因應俄羅斯「勝利日」，俄文系於5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行「2016勝利之聲慶祝晚會暨俄文
歌曲大賽」，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
駐台北代表處代表紀柏梁、校長張家宜等逾
150人共襄盛舉。張校長表示，很高興能參與
活動，期待多才多藝的俄文系同學帶來精彩表
演。（文／李宜汀、攝影／林俊廷）

日文系於9日辦畢業公演。（攝影／吳國禎）

蘭薪相傳 近百社團人研習
【記者何家穎蘭陽校園報導】6日至8日，
「蘭薪相傳」研習營在蘭陽校園登場！今年有
22個系學會、自治會及社團，總計95位代表一
同參與3天2夜的研習活動。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肯定學生社團表現，期許未來經營社團能更
具特色與向心力。會中有社團負責人交接，亦
傳授如何撰寫企劃書。觀光一林芷妍說：「活
動培養默契，盼社團間也能有更多交流。」

外語之夜好嗨 英文系拿下院草院花
外語學院6系於10日合辦「外語之夜」，以
精湛華麗舞蹈，展現大學生活潑風格。活動
由藝人陳大天（小蝦）主持，當紅女子團體
Dears成員簡廷芮及安婕希與網路爆紅歌手勸
世寶貝喵喵帶來熱情演唱，近百人跟著音樂舞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動，氣氛high到最高點。粉絲福利時間，大家
把握機會與偶像近距離接觸、合影，氣氛熱
絡。6系推派的系花系草，各個大展身手，最
終由英文二李仁弘與英文二蔡培姿拿下院草、
院花頭銜。（文／朱世凱、攝影／吳國禎）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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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任意門
從大腦認知歷程談教學精進
■ 臺北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副教授李俊儀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於
上月27日，邀請到臺北大
學師培中心副教授李俊
儀，以「數位時代教學展
演的內功心法：從大腦認
知歷程談教學精進之道」
為題進行演講。長期研究
教學設計方式的李俊儀說，「當年教數學
時，苦於學生一直無法理解內容，因此不斷
精進教學方式，想要設計出能讓學生輕鬆了
解課程內容的教材，因而踏上教學設計的專
業領域。」
李俊儀透過大腦各項認知理論與教學實
證後，歸納出教學訊息設計原則，運用明
確、關聯、結構與情節4原則，嘗試透過科
技，將教材訊息給予步驟化、區塊化、結
構化，期以提升教學成效。會中談到，教
育在於傳達知識，並讓學習者有效接收訊
息。因此，適當的訊息在熟悉的大腦認知
機制下，提供易懂、與聽眾過去經驗有關
聯性，但又不超過大腦短期記憶負荷的訊
息，顯得相當重要。再者，教學者在選材和
設計上就必須考量學習者的先備知識和經
驗，可以運用完整的教學脈絡，誘發學習者
的大腦自行思考。
結構與情境即是強調整體教學「脈
絡」，而非片段知識的組成，教學者在最初
設計必須有明確的前導組織，將重要資訊與
次要資訊劃分，便能幫助學習者在選取和組
織訊息上有相當大的助益。而後是設計上的
關聯，要將資訊呈現得更生動，又不會過多
雜訊，且能讓學習者連結過往經驗，是相當
有挑戰性的。倘若達成關聯要素，學習者便
能有效學習資訊。最後，李俊儀勉勵臺下
師生，若能被自己的教材感動，才有能力
吸引學生學習，我們應以多元方式呈現課
程，而非一味地進行填鴨式教學。（文／朱
世凱、攝影／陳柏儒）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海同舟 6 校友談職場軟實力
淡海同舟校友會於 5 日邀請 6 位校友返校
分享職場現況及工作經驗。（文／陳照宇）

2 生獲歐盟研究全國最佳論文獎

歐研博一徐彪豪、碩二鮑嘉儀獲全國研究
生歐盟研究最佳論文獎。（文／朱世凱）

10 師分享 Mentee 教學經驗

教發組於 13 日在 T307 翻轉教室辦 Mentee
座談，共 10 位教師參與。（文／蔡晉宇）

前駐波利維亞代表張文雄談國際禮儀

5 日，大陸所邀請前駐玻利維亞大使、校
友張文雄來校談國際禮儀。（文／盧逸峰）

戴敏育談社群網路行為與情感

校務研究中心於 10 日辦「社群網路文字
探勘與情感分析」專題講座。（文／周怡霏）

遠而無距 25 日分享教學不一樣

遠距組於 25 日辦「遠而無距－讓我的教
學不一樣」分享研討會。（文／遠距組）

學程加油讚
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
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於95學年度開設「嵌
入式系統學分學程」，曾獲教育部頒發「優
良學程學校」獎牌。學生修習至少滿21學
分，才可取得學程資格證明，學程開設至今
的修讀人數達94人，累積11名學生取得學程
資格證明（統計截至今年1月）。
本學程由資工系辦理，凡大學部三、四年
級及研究生，均可申請。資工系系主任許輝
煌說明，授課師資跨資工、電機兩系，課程
規劃基礎、核心及進階專業選修，搭配系上
實驗室及電腦輔助工程實驗室的操作，提供
扎實的學習機會、補足實務經驗。
許輝煌推薦，具「微小化」特色的嵌入式
系統廣泛應用在電子產品、智慧家電中，且
近來市場對嵌入式系統開發與建置的工程人
才需求逐年增加，盼同學在修讀之餘，更能
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文／陳照宇）

人物短波
蔡炅樵日曬鹽獲森永台灣牛奶糖肯定
大傳系校友蔡炅樵致力復興嘉義布袋鹽
田，其鹽場生產的日曬鹽成為「森永台灣日
曬鹽牛奶糖」製成原料之一。對此，蔡炅樵
感到非常榮幸，他進一步分享，「我的曬鹽
哲學就是『水地風光人曬鹽』，赤腳踏上土
地，你才能深刻體會感動。」然而，復曬之
路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順遂，他透露：「前
3年真的非常辛苦！因為土壤結構已經改
變，根本曬不出鹽。」但在蔡炅樵的堅持及
努力下，鹽田風光漸漸步上軌道，未來他期
盼鹽田成為學童環境教育的最佳基地，並且
追求更好品質的鹽。（文／林妍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