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 日
文學院院務會議

文學院推第3個就業學程

【本報訊】文學院於上月29日舉行105學年
度第1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由文學院院長林
信成主持，除進行業務報告外，會中通過提案
本校與日本山口大學簽訂姊妹校，林信成表
示，文學院與日本山口大學教育學部交流密
切，於2013年簽署院級合作交流協議，在地方
學研究上共同舉行學術研討會、共創「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期刊等雙邊合作，透過
姊妹校簽訂將更加深兩校合作關係。另外，會
中還通過大傳系新設之「創意內容就業學分學
程」，未來將與台灣大哥大公司、公共電視、
正聲廣播公司、米兔哥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女性影像學會合作，以共同培育傳播人才。

商管學院院務會議

商管學院研議調降學分數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上
月2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舉行105學年度第1學期
第一次院務會議。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主
持，各系所主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
宜男、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林谷峻
等與會，近70位師生出席。會議中，邱建良表
示，本院擬自107學年度入學新生（大學部含
進學班），畢業學分統一訂為128學分，希望
各系所針對專業必修科目進行調整，並顧及教
學品質及學生修課權益。
本次會議由各單位進行業務報告外，會中通
過商管學院與陽信商業銀行簽訂產學合作備忘
錄，除了協辦學術研討會外，未來將有企業實
習，以及推薦本校學生優先錄用等合作方案；
此外，通過企管系新設之「亞太電信就業學分
學程」，以因應產業需求，培養電信服務業之
人才，藉由業界提供的實習課程及儲備幹部培
訓，來提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大四留學座談會即起報名

【本報訊】蘭陽校園於上
月29日起，舉辦23場「105學
年度大四學長姊留學經驗分
享座談會」，主要是針對明
年即將大三出國的大二生，
說明本校23所姊妹校的校園特色，並邀請曾赴
往該校的大四學長姊進行經驗分享；每場均安
排指導老師介紹姊妹校、大四學長姊進行生活
分享，讓明年即將出國的大二生，增進對海外
生活的了解，活動詳情請見蘭陽校園網站。
（網址：http://www.lanyang.tku.edu.tw/）

科學的疆界探索奧妙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
報導】宇宙無邊界，科學
無疆界！上月26日，電機系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前校長李
嗣涔，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
「科學的疆界」為題進行演
講，近140名師生出席。
李嗣涔先以人類對宇宙認識的淺薄作為引
題，指出我們無法以4%的科學知識去解釋整
個宇宙所發生的現象，想要勾勒出宇宙真實的
樣貌，則是必須要擴大現有的疆界，甚至跳脫
出框架，才能解釋過去所不能解的謎團。
他接續以研究多年的手指識字為例，驗證
「特異功能」與「陰界」的存在。根據李嗣涔
的論述，人類所存在的物質世界是所謂的「陽
界」，而我們俗稱的「陰界」則是信息世界。
他以科學的角度，解釋外界一直所認為的超自
然現象。電機四魯昶甫說，「李教授以現有的
科學架構來理解未知的世界，提供我們將來研

臺大前校長李嗣涔於上月 26 日蒞校演講「科學的疆
界」，為 140 位師生說明宇宙奧妙。（攝影／許允季）

究的方向，真的令我獲益良多！下次再有類似
的演講，我一定會再參加。」

英語授課 小組討論成效佳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教發組於上
月29日中午在I501舉辦「英語教師出國研習經
驗分享」，與蘭陽校園同步連線，邀請語言系
助理教授謝顥音，分享在澳洲昆士蘭大學之英
語授課培訓經驗。謝顥音說明，「因自身教授
外語，所以英語授課並非問題，但假使教授理
工、數學等專業科目，又該如何應用？」她建
議，可以透過小組方式，讓學生先使用中文討
論後，上臺發表使用英語發表，這樣可以讓學
生自然地轉換語言，以利確實使用外語發表意
見；她指出，課堂經營上應注意互動性，如點
名發言、抽籤等，讓學生可以思考課程內容。
本次參與之一的通識課程助理教授陳慧勻認
為，本次的內容著重在實務教學技巧，對教學
有實質幫助，聽完這次的分享後，會在課堂上

嘗試運用小組討論建議方式，以鼓勵學生自主
學習。

學習策略工作坊傳承經驗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5學年
度學習策略工作坊於1日開跑，針對學習策略
工作坊種子教師、新任教學助理等人舉辦「種
子講師經驗傳承座談會」，本次活動負責人學
發組組員劉欣怡表示，除了帶領種子講師參與
活動外，希望藉由輕鬆有趣的活動認識彼此，
並讓他們相互學習，一同體認表達溝通技巧的
重要性。會中除了安排擔任過種子講師的學長
姊經驗分享外，還邀請文學院組員林泰君介紹
簡報技巧，最後透過Q＆A以充分交流。

日東北大師生團參訪機器人中心

【本報訊】全
發院於本學年度
起推出院徽，以
盾牌、皇冠、旗
幟為基本元素，
盾牌為「全住宿
書院」、皇冠
是「全英語授
課」、旗幟表
示「全大三出
（圖／全發院提供） 國」。
院徽設計人為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
醞釀許久後直到104學年度下學期開始著手設
計，並在第十屆淡江品質獎競賽中使用，在本
次蘭陽校園開學典禮上向新生介紹。劉艾華說
明，蘭陽校園是採取英式住宿學院制度，因此
參考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校徽設計，發
展出本院之全英語授課、全住宿書院、全大三
出國的三全教育特色，此外，在地球儀上面採
用淺藍色和淺橘色，淺橘色代表蘭陽校園溫暖
的家、淺藍色則是面向太平洋象徵遠航之意。
劉艾華表示，希望藉由院徽增進識別度，且代
表本院接軌全球，培育國際專業人才。

（圖／電機系提供）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東北大學
機械機能創成專攻教授湯上浩雄一行師生28人
於上月28日受工學院之邀來校參訪，與工學院
院長許輝煌、機電系主任王銀添、電機系主任
李慶烈等多位教師會談，並參觀本校智慧自動
化與機器人中心、風工程研究中心。
許輝煌表示，兩校的學術合作是由電機系率
先開啟，工學院於去年底也與東北大學簽訂院
級交流協議，藉由本次參訪盼促成院內更多系
所交流，期待透過了解淡水校園、臺灣文化，
增進東北大學學生來臺交換的意願。「目前雙
方有共同研究計劃，明年開始淡江也會有研究
生赴日學習，期望合作能拓展至其他學院，盼
早日促成締結為校級姐妹校。」
活動中，除了參訪淡江十分注重的智慧自動
化與機器人中心及風工程研究中心，亦有安排
雙方學生簡報、互動交流。許輝煌轉述，東北
大學生很活潑，加上因為東北大學曾經歷311

震災，因此師生感念臺灣的支持與友善，故對
臺文化存有高度興趣。「這次參訪雖然遇上梅
姬颱風來襲而取消部分行程，但雙方都表示很
愉快，活動十分圓滿，期待密切的互訪能促進
更多的合作火花。」

馬國瑪拉工藝大拜會運管系

圖書館FB直播3分鐘，想紅趁現在！採編組
於即日起至12月底，週一至週五下午2時至4時
在覺生紀念圖書館1樓自習室旁「師學櫥窗」
舉辦櫥窗Live秀活動。活動內容包含文青搶先
讀、桌遊玩創意與寶可夢同框；分別為可挑
選圖書館最新購買的圖書並在櫥窗內閱讀、
自備桌遊在櫥窗內同樂、多個寶可夢玩偶陪
你自拍。另，每個時段至多4人報名，且於每
月月底抽出一名參與者贈送實用好禮。詳情
請見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
tw/）。（文／陳昶育、攝影／蔡晉宇）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來
自馬來西亞的瑪拉工藝大學商管學院運輸系19
位師生前來訪問運管系，由運管系系主任溫裕
弘接待，並介紹本校與運管系特色，雙方師生
交流愉快，並參觀海事博物館。瑪拉工藝大學
學生Wan Mohd Faris Syahmi認為，此行收穫很
多，了解雙方的學系內容，希望能有機會來淡
江學習。暑假期間，本校姊妹校上海同濟大學
師生共33人來校與運管系進行交流，雙方就運
輸管理之學術上，進行專業與創新之互動。

教師評鑑傑出獎
張志勇

課堂舉例增添互動性

「人生平均三萬多天，要把握最精華的
大學時間，學習、社團、愛情都要多方嘗
試。」是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在開學第一堂課
勉勵學生的話語，榮獲104學年度專任教師
評鑑傑出獎的他，熱衷於物聯網、無線感
測、大數據等研究，課堂上善用情境式教
學，更運用動畫讓艱澀難懂理論變得有趣。
「什麼是物聯網？舉例來說，當你在上廁
所時，手機會『叮咚』一聲，提醒你要去做
大腸鏡檢查，因為馬桶感測到糞便病菌異
常。」張志勇經常在課堂間以生活實例讓學
生了解上課內容，他利用隨堂考方式測驗學
生對內容的掌握，他說明，「學生在學習的
每個階段應累積不同的基本概念，藉由多元
教學方式，讓他們在各階段增進相關專業能
力；以大四生為例，除了傳授專業課程，我
會在教材上增加新科技的知識或業界發
展，邀請業師演講讓學生易與產業接軌。」
張志勇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資訊競賽，他
所帶領專題團隊也獲得許多佳績，從題目發
想到技術研發，以引導方式協助學生完成專
題、邀請學長姊與學弟妹經驗交流，他分
享，「專題製作能整合資工系所學，透過專
題製作學習整合外，還須考慮到市場性等各
種面向，因此，要多接觸各種生活事物，幫
助自己在研發上增加創新力。」
15年的教學生涯，最令張志勇難忘的，是
已畢業學生仍不時返校聊聊近況，或是諮商
未來生涯發展，「這讓我覺得我還是個有用
的老師，他們願意回來跟師長互動是件讓人
很感動的事。」
「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是他教學
以來的堅持；他認為，作為一位教師應為那
「臺上一分鐘」隨時做好準備，讓學生能在
一分鐘中，得到最大的收穫。（文／胡昀
芸、圖／本報資料照）

本 校 西 語 系、 歐 研 所 校 友 周 麟
駐外豐富經驗將帶領國內非營利
組織接軌國際。（攝影／鄭雅文）

還補充，「此外，
當時淡江的課程較
彈性，加上自由的
校風，讓學生有很
多自由空間，我也
因此能順應著興趣
往外交官一職發
展。」
外交工作艱辛而
迷人，周麟以「代
表國家的使命感」
作為堅持動力，儘
管工作上少不了波
瀾，全心投入而受
到邦交國的肯定，
在退下巴拿馬大使
一職前，巴拿馬政府特別頒贈「巴爾波大十字
勳章」給周麟，以表彰他對增進臺巴邦誼的貢
獻；他分享，「臺灣因主權問題，導致在國際
上有許多瓶頸，因此外交工作在於必須讓國際
認同臺灣，並將我國自由民主特質與深厚文化
內涵讓更多人知道。這是一份成就感與挫折不
成比例的工作，國際上的艱難處境往往是挫折
的來源，而在艱辛背後支撐我的是一股代表國
家的使命感，也是我人生理想的實踐。」
為了讓外交工作推動順利，他十分重視細節
內容，「外交就是細節的累積。這也是我經常
提醒同仁們的一句話，因為身為外交官，一言
一行都代表國家，一個細節沒注意，輕則造成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誤會，重則會造成兩國邦誼不穩固之虞，因此
不能不重視所有細節。」駐外期間，工作之餘
利用時間進修，取得智利天主教大學歷史學博
士；時至今日，他仍隨時增進語言能力，以閱
讀增加溝通深度；周麟會隨時抄寫中、英、西
文的銘言佳句在小冊子上，一有閒暇或通勤時
間即拿出來背誦，他表示，「談吐能展現一個
人的質量，身為外交官代表國家，外語不僅需
要流利，更要求用字遣詞典雅，以維護國家尊
嚴。因此，外語的學習是需要不斷精進的。」
問及 NGO 大使與外派大使有何不同之處？
周麟表示，「駐外擔任大使需有更高度的緊急
應變能力，許多突發狀況往往來不及向上級請
示就要做出決定，所要承擔的責任、壓力是較
為重大的。」但這並不代表返國任職就較為輕
鬆，近年來國內 NGO 團體蓬勃發展，每年約
800 個 NGO 團體接受外交部補助，而這些團
體也會邀請 NGO 國際事務會一同參與，龐大
的邀約數量讓周麟笑說，「如何將有限資源最
大化，實在也是一項大挑戰呢！」對 NGO 國
際事務會執行長一職的期許，他說明，「在全
球 70 億人口中，屬於政府人員畢竟是少數，
推動民間 NGO 團體交流，可和世界上大多數
人成為朋友，這是臺灣軟實力的展現，也是國
民外交最好的示範，而 NGO 國際事務會便是
在這當中扮演著整合、聯繫的角色。」他將帶
領 NGO 國際事務會，協助國內多元豐富非營
利組織參與國際公共事務，結合過去外交經
驗，強化我國 NGO 接軌國際，盼落實「全民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教學 TA 期初會議 6 日舉行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期初會議將
於 6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將協助本校
教學助理了解相關制度、教學應注意性別平
等議題，歡迎教學 TA 參加。（文／本報訊）

快報名無線投影融入教學研習

遠距組於 18 日舉辦無線投影裝置融入教
學研習會，讓教師能熟悉及體驗無線投影工
具，並進一步應用於教學互動中。快至活動
系統報名，或洽分機 2157。（文／本報訊）

蘭陽中秋師生聯誼會延期

ＮＧＯ國際事務會執行長
鉅細靡遺累積外交互信
周麟

【記者蔡晉宇專訪】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
事務會大使兼執行長周麟，為本校西語系、歐
研所校友，外交閱歷豐富的他曾任中南美司副
司長、駐葡萄牙副代表與駐巴拿馬共和國特命
全權大使等要職；堅毅自信的神情、儒雅的談
吐舉止，與我們分享他 30 年來的外交官生涯
之外，周麟難忘母校求學生活，珍貴的回憶猶
如無價之寶，結縭 30 年的夫人也是相識於母
校；而西語系榮譽教授陳雅鴻的文法課，嚴謹
教學風格除了扎深西語基礎，也造就周麟一絲
不苟、注重細節的性格，「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陳老師教學嚴謹的態度，因此打下了西語穩固
的基礎，對將來的工作上也很有幫助。」周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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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專題賽14組入決選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4日，資
管系舉行「105學年度專題製作賽」，共34組
學生參加，經評選共有14組入選決賽，資管系
將輔導他們參加「2016第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
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而第一名是「思域音
緣 Dating Brain Music」專題，由資管系副教授
劉艾華指導資管四李金鳳、游婷宇、柯婷珈、
李杰鴻、張妤安、運管四潘嘉宜組隊的隊伍、
第二名是「搜衣好幫手 - Ρούχα」專題、第三
名是「用藥幫手」和「iChoose」專題。
李金鳳說明，本次專題是結合音樂和腦波
儀，研發作曲系統演算法，透過每個人觀賞相
同3部影片時，擷取個人腦波傳輸到該演算法
中，創造專屬個人音樂；並運用地圖打卡功
能，互相交流或創作新的旋律。李金鳳表示，
為了此次專題閱讀相關期刊並到國家圖書館找
尋資料，感謝劉老師的指導很高興能得獎。本
次評審除資管系教師外，還邀請尚凡資訊（愛
情公寓）總經理林志銘、痞客邦技術總監呂承
諭等4位校外評審，均對本次專題印象深刻。

全發院設計院徽

學習新視界

外交」的理念。
除了協助國內 NGO 進行國際參與、輔導從
事國際合作，NGO 國際事務會也和學生息息
相關，每年皆有針對國內大學生選拔「國際青
年大使團」，進行海外交流。對此，周麟鼓勵
同學能踴躍地報名參加，「此計畫不僅能一展
良好外文能力，宣傳我國文化外，許多所到之
處是平常較沒機會前往的國家，例如：史瓦濟
蘭等國，這能在學生時期拓展國際視野，是相
當難得的機會。」他分享，「許多同學在出國
服務後發覺，臺灣是各方面都很不錯的國家，
因此更格外珍惜這樣服務機會。」
對於本校開辦「拉美菁英碩專班」，讓拉美
地區的社會菁英到臺灣來進修認識亞洲文化，
周麟樂觀其成，「拉美菁英碩專班和 NGO 國
際事務會有著相同理念，皆是國民外交的延
伸。這些修課的菁英學子，將來都會成為臺灣
在當地友好的種子，讓拉美地區更認識臺灣之
餘，對外交工作也會有正面助益。」
身為資深外交官，周麟再次強調：「外交是
細節的累積」來勉勵有志走上外交的學弟妹。
他提出稱職外交官的要素，「身為外交官要有
細心的特質之外，必須有高抗壓能力、面對挫
折的快速調適能力，以面對外交工作上的挫
折；而充滿好奇心，樂於交朋友，也是成為外
交官中不可或缺的。」周麟肯定地說，「外交
部許多表現優秀的同仁是淡江校友，母校在師
資、學生表現相當出色，只要認真努力，加上
熱忱，相信同學都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受到梅姬颱風的影響，蘭陽校園原訂上月
28 日的「花開月圓 ‧ 夯遍蘭陽 - 中秋節師
生聯誼晚會」延期，詳細活動時間將擇期公
告，請注意蘭陽校園網站。（文／何家穎）

學程加油讚

e 筆書畫就業學分學程
為培養學用合一能力及有效推廣數位e
筆，本校中文系推動「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
系 e 筆書畫就業學分學程」，與正崴科技集
團-晶實科技合作，讓選修之學生能進入業
界實習後，學習相關軟硬體知識，有機會成
為e筆書畫種子教師，選修本學程之學生須
修畢本學程指定課程至少14學分，並完成企
業實習至少64小時，方可取得申請學程證明
書之資格。只要本校中文系大學部二、三年
級或雙主修中文系之在學學生均可申請，申
請詳情可洽中文系系辦。（文／本報訊）

人物短波

林宸帆獲古典詩冠軍
中文碩一林宸帆參加「台灣瀛社詩學會全
國大專生古典詩聯吟活動」賽中，以描寫淡
水風光為主題榮獲第一名佳績。熱衷於古典
詩的他表示，「古典詩除了是興趣，也是個
人心靈上的慰藉，因喜歡古典詩中『欲說還
休』的感覺，才會一頭栽入這領域；在淡江
就讀4年以來，對於淡水有獨特情感，因此
試寫淡水特有風情。能獲獎除了對我的肯定
與鼓勵外，也與詩友們一較高下，可以獲得
更多不同的比賽經驗。」（文／廖吟萱）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