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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葛煥昭代表受獎
繼98、102年度榮獲教育部體育績優學校獎後，本校再

體育績優 次於本年度獲此榮耀，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將出席20日下

午在輔仁大學舉行的頒獎典禮。該獎項是教育部為鼓勵
推展體育績效的優良學校所訂定之獎項，本屆共有4所大
學並列首獎，本校為私校唯一獲獎者。

閩台專班開課
兩岸交流文創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9/21(三)
12:10

演講人/講題

法文系教授楊淑娟
學教中心
翻轉外語會話教學－提升學生外語
I501
會話學習成效之策略

淡水校園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 桂先農

聯合信用卡中心總經理 林棟樑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 林修銘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顧問 嚴和平

臺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 邱文昌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金憶惠

旺旺友聯產險副總經理 徐啟智

師資陣容

（資料提供／財金系）

9/2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9/20(二)
14:10

經濟系
B712

9/20(二)
14:10

產經系
B512

演講人/講題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副教授劉雅瑄
Heterogeneous Structure of 1-D
Rutile/anatase TiO2 Nanorod Arrays
with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前第一銀行總行專門委員蔡鎤銘
網路借貸平台的應用
精英國際地產總經理陳振宏
房地產、企業管理與柬埔寨代銷經
驗分享

91 師獲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新
增9個學分學程，「淡江大學資料科學學分學
程」、「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觀光學分學程」2
個學分程；為落實學用合一，另增設7個就業
學分學程，包括「淡江大學圖書資訊產業碩士
就業學分學程」、「淡江大學化材系高分子材
料應用就業學分學程」、「淡江大學法國美食
就業學分學程」、「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數
位學習碩士班就業學分學程」、「淡江大學中
國文學學系e筆書畫就業學分學程」、「淡江
大學餐飲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淡江大學
觀光產業就業學分學程」。
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數學系、資工系、統
計系、資管系整合相關課程和教師專長，共同
成立「淡江大學資料科學學分學程」，只要有
興趣的同學趕快填好申請表，於27日前送到數
學系系辦，就能學習大數據的相關應用。課程
詳情請洽數學系。
為使學生兼具文化語言與觀光管理等專業能

力，全發院新設「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觀光學分
學程」，歡迎凡本校蘭陽校園大學部二年級以
上在學學生參加，課程詳情洽英美語言文化學
系申請。
資圖系與三玉顧問管理公司等5間企業合
作，開辦「淡江大學圖書資訊產業碩士就業學
分學程」，凡本校研究所在學生，對圖書資
訊理論與實務相關領域有興趣者，只要在25日
（週日）前向資圖系提出修習申請。
化材系設置「淡江大學化材系高分子材料應
用就業學分學程」，透過以就業為導向的實務
課程規劃，輔以提供校外實習經驗，期以強化
學生實務知識與專業職能。
法文系設置「淡江大學法國美食就業學分學
程」，與貫達國際有限公司合作，其創辦人黃
世杰為本校傑出校友，學程結合文創與實務課
程，引導學生進入理論和實作並重的法式美食
世界。凡通過法語能力檢定DELF-DALF考試
A2、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擁有同等檢定資

格的大三（含）學生均可申請。
教科系設置「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
習碩士班就業學分學程」，凡本校研究所在學
學生，對教科有興趣者，均可修習學程課程。
中文系增設「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e筆書
畫就業學分學程」，凡本校中文大二以上或雙
主修中文系者均可提出申請，修習本學程者，
暑期即可至正崴科技集團-晶實科技實習，只
要在27日前向中文系提出修習申請，快洽中文
系系辦。
本校與東元集團合作，企管系設立「淡江大
學餐飲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觀光系新設
「淡江大學觀光產業就業學分學程」，以上學
程僅限該系學生選修。修畢學分後，將進入東
元集團旗下安心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堡）、
樂雅樂、美樂食實習，詳情請各自向企管系及
觀光系洽詢。
相關開辦學程內容，將持續在本報三版「學
程加油讚」專欄中介紹，敬請期待。

圖書館空間 巧思改造

▲ 圖書館8F研究小間改造為討論室，方便
學生進行小組討論。（攝影／蔡晉宇）

淡江i生活英文版 iOS上架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五星
級圖書館再升級！今年暑假總館進行
小規模改造，5樓非書資料室將入口處
的微縮櫃、地圖櫃及地圖桌移出，活
化空間重新改造成影音資料展示區及
電影欣賞區。
此外，亦放映熱門新片，吸引喜愛
電影的人相約享受一同看電影的樂
趣。非放映電影時段，安排播放YouTube精選
影片。
非書組組長丁紹芬表示，「這次改造提供一
個影音主題展覽空間，未來影音牆會搭配主題
放映相關影片。在此鼓勵同學能相約三五好友
來多加利用，一同欣賞優質影片。」
8樓研究小間則以3種配色，搭配明亮的空間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為服務更多
境外生、落實國際化，本校去年新增「淡江
i生活」APP Android英文版。而 iOS英文版
──「TKU i Life」也於8日在App Store上架，
只要在Apple行動裝置中，點擊進入App Store
查詢關鍵字「TKU i Life」，再按下「取得」
即可使用，歡迎趕快上網下載！

▲ 圖書館5F非書資料室暑假期間進行改造，
煥然一新。（攝影／蔡晉宇）
加上白板，使學生討論更加便利，窗外還能
遠眺觀音山，淡水風光一覽無遺。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為因應注重討
論的『學教翻轉』教學趨勢，將研究小間改
造為討論室，裝修風格採通透性、明亮的設
計，盼能提供學生舒適的小組討論環境。」

改裝快餐車現校園 !

內容遺失的書 等你創作

▲ 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左）向新北市市
長朱立倫（右）講解ｅ筆。（圖／文錙中
心提供）

█教學卓越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科技部105年
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
獎名冊日前公布，本校經科技部審核後補助新
臺幣689萬7,269元整，共計91位教師獲獎，其
中化材系教授黃國楨、化學系教授王三郎、物
理系教授彭維鋒、電機系教授翁慶昌、資工系
教授張志勇獲一級獎勵。
張志勇感激學校提供全面的研究環境，讓師
生能夠有亮眼的合作成果，未來會更致力於利
用物聯網發展銀髮居家照護。王三郎表示，感
謝科技部的肯定，未來會持續研究微生物科技
及化妝品相關等應用產業。

產學育才 新設9學分學程

朱立倫讚 e筆助書法推廣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研發之
「數位ｅ筆」日前受邀在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舉辦「2016新北市全國書法比賽」得獎作品展
中，提供民眾體驗。受邀擔任該比賽評審的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於11日頒獎典禮中，
為新北市市長朱立倫解說ｅ筆功能。朱立倫以
ｅ筆揮毫寫下「福」字，並稱讚「e筆學習書
法，有助於傳統文化推廣。」
張炳煌表示，藉由展示ｅ筆過程中，得到青
年族群的好評，期許更多人可以了解新的書寫
科技工具，進入書法學習領域。

演講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黃瑞祺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
業創新育成中心協助輔導「農業守望者」、
「Wiser Times」兩學生團隊，通過教育部105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兩組隊伍
分別獲得50萬創業開辦金。
航太系校友、農業守望者隊長邱煜瑋分享，
創育中心規劃的課程，教導計畫書的撰寫及商
業模式的產出，幫助團隊實踐創業藍圖。獲得
的創業金將用於事業起步，讓解決農業人口老
化，吸引青年回流的目標能更快達成，也鼓勵
學弟妹，有好點子就勇於實現。
未來學所校友、Wiser Times隊長陳維信表
示，感謝創育中心長期輔導、協助，尤其是創
客空間的優良環境，激發創意靈感。創業金將
成立以Wiserball為主題的公益媒體，打造該球
類的世界資訊交流平台。期待能用未來學專長
以工作坊方式推廣該項運動，協助組織或企業
凝聚團隊精神與激發創新能量。「希望有朝一
日用此球類運動讓社會越來越好！」另外，也
將規劃網路節目關注非營利組織、動物保護、
飲食或環境保育等領域。

元大投信總經理 劉宗聖

獲教部創業金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董事長 廖學茂

WiserTimes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 林瑛珪

農業守望者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 張冠群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文
創學程閩台專班」開課囉！福建師範大學49位
大三生於105學年度起，在本校修習一年的文
創學程40學分課程，從中了解臺灣文創產業發
展，以及實務經驗的交流。
文學院將於21日（週三）下午6時30分在覺
軒花園舉辦始業式及迎新晚會，歡迎他們成為
淡江大家庭的一份子。12日下午，文學院針對
「全球文創平台開發與實習」課程中的實習
項目，邀請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副教授馬銘
浩、資圖系講師邱鴻祥、大傳系助理教授陳玉
鈴以及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分別為大家介
紹相關單位的實習內容。
目前閩台專班陸生可參與的實習內容包
括：漫畫耆老訪查、書法研習會、漫畫編輯與
繪製、臺灣地方史和日治時期台灣森林史專題
研究、淡水歷史人口研究、續修南投縣志、福
建省連江縣轄下產業發展調查與分析專題、眼
動實驗研究、老先生的18本日記等，陸生們發
言踴躍，展現積極的一面。

華南金控董事長 吳當傑

「文創學程閩台專班」，藉由課程內容和實習
了解臺灣文創產業發展。（攝影／閩家瑋）

融理論，還會以自身職掌內容、時事案例等分
享金融實務經驗，有些業師對學生的提問和回
應感到印象深刻，顧廣平鼓勵修習的學生，課
堂上除了學習外，應多與業師互動，為自己的
競爭力加分。

新光金控總經理 李紀珠

▲ 福建師範大學49位大三生來校參加文學院

1

對於獲教育部評選委員肯定的獲獎關鍵，體育長蕭淑芬認為，體育
處分別以教學與研究、活動與競賽及行政與服務3方面為指標，並強化
深入落實執行，所獲績效與創新作為是獲獎要因。
蕭淑芬除感謝教育部對本校的肯定外並表示，張校長家宜力推「全
校教職員工生一人一運動政策」，長期重視全校教職員工的運動習慣
之養成，以及學生身體教育課程與各項團隊體育活動，全校共同努力
營造安全友善的運動環境與氛圍。此次第三度獲獎，最重要的是本校
體育政策指標明確，積極落實推動體育業務。

大咖講座 領先金融實務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開始，
商管學院的「金融市場實務講座」共同科目選
課人數爆滿，14日起每週三的3、4節將有金融
界中銀行、信託、票券、證券、投信顧、期
貨、壽險及產險等各行業的高階主管為250人
上課，自102學年度開辦至今，修習人數已達
1750人次。
本次邀請的師資有金管會副主任委員桂先
農、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林修銘、臺灣
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昌、華南金控董事吳當
傑、新光金控總經理李紀珠等共14位業師，說
明主要業務和分享實務案例。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表示，金融市場實務講
座課程開辦已邁入第四年，感謝證交所的協助
與安排，讓本校學生能學習到金融理論與實務
經驗交流，透過課程設計不但能讓學生了解金
融市場概況，並能精進學生在金融領域的實務
專業能力，以因應金融產業所需人才。
財金系系主任陳玉瓏指出，本課程開辦以來
受到學生的喜愛，透過這些金融各行業重量級
的業師分享，除了讓學生了解金融業務運作
外，也使學生能將所學應用在實務上。財金系
副教授顧廣平說明，開辦以來業師除了說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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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你遺忘了手
寫的溫度了嗎？圖書館典閱組為讓大家在資
訊化時代中拾回書寫文字的感觸，特於即日
起至30日止，在圖書館大廳流通櫃台前小熊
書桌舉辦「筆」記生活書展，展示習字、書
法、創作等主題書，並有問卷、書籤等開學
週活動。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本活動主旨為提
供一個分享創造力的平台，敬邀讀者集體創
作「內容遺失的書」，記錄生活微小細節觀
察。凡參與書展者皆可免費索取書籤，亦提
供105學年新生入館紀念章，讓學生留下紀
念，填寫問卷參加精美禮物抽獎，名額與數
量有限歡迎踴躍參加。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 境外生熱情參與剝柚子比賽。（攝影／
鍾子揚）

歡慶中秋
境外生比拚剝柚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13
日舉辦「105學年度境外生歡度中秋節活動」
準備近400份月餅，讓境外生品嚐，同時舉辦
剝柚子遊戲，近300人在驚聲大樓10樓大廳交
流情誼。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中秋節是中
華傳統重要節日，代表著團員與家庭和諧，
希望在此佳節前夕，境外生們和我們一起像
家人般的齊聚慶祝。
活動負責人境輔組專員陳慧芝表示，本次
活動很熱鬧，同學踴躍參加，這次安排剝柚
子、彩繪等活動，贏者能獲得小禮物，添加
歡樂氣氛。來自海地的外交與國際系一諾萊
瑞表示，家鄉也有類似月餅的糕餅，但從未
看過如此盛大的活動，這將會是來臺求學親
身的可貴經驗。

松濤新生照過來！免費大碗公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愛護地球，
「食」在環保！總務處將於21、27日的中午12
時10分在美食廣場入口，舉辦「有請「大碗
控」活動，每次限量100個陶瓷大碗公開放入
住松濤館的大一新生兌換，期望藉此減少使
用免洗餐具。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大碗公附密封蓋和握
把，外觀不僅漂亮，1000cc.的超大容量更
實用，因為住宿生天天外食，最需要環保餐
具。」且學校推動「環保分級價」，帶環保
餐具到宿舍樓下的「美食廣場」用餐，新生
立即體驗環保又省錢的淡江生活。希望透過
每一位「大碗控」的力量，影響校園更多師
生。

創業強心針 創育中心開課

總務處資產組將報廢校車改裝成快餐車，作為本校資源回收再利用的示範。（攝影／朱樂然）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開始，
校園添新風貌！商管大樓行人徒步區近日出現
以校車改裝的快餐車，吸引不少師生目光！
總務處資產組組長林永吉表示，「此為資源
回收再利用的示範，以東吳大學的餐車案例作
為參考，進行報廢校車改裝及招商，希望提供
師生優良舒適的用餐環境。目前試營運階段，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有任何意見請與資產組反映。」
快餐車店店長吳基豪表示，「未來將以大眾
喜愛的貓咪圖案，作為車身彩繪塗裝元素，菜
單也將持續進行調整。」
日文一林惟遠分享，「首見快餐車現身校園
非常新鮮，一臺校車駐點在人行道很吸睛，忍
不住前去一探究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你有創業的夢
想嗎？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將於30日起
連續4週，依序邀請聖米爾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策略總監暨執行長潘文俊、木衛二世界茶館店
長兼校友陳義智、ACIO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主
任宋志強及昱創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裴有恆等
講者。帶領大家認識創業、了解創業趨勢，進
而提升工作能力，更透過各項成功的例子，盼
注入一劑強心針，幫助對未來感到迷惘的莘莘
學子。活動自即日起開始報名。有興趣的同學
趕緊上網（網址：http://ppt.cc/Fd6OA）報名
卡位囉！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