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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臺拍片紀錄行動化學車

本校行動化學車受到大愛電視臺「年輕人
讚起來」節目的關注，暑假期間跟拍雲林縣
水林國中現場，記錄化學車工作人員與該校
學生的互動。身為化學車成員之一的蘇郁雅
說：「透過節目全程跟拍，讓大家看到化學
車的不同面貌，希望未來能做得更好。」行

能源與環安外稽

NOV

21

登場

【本報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稽核員21日（週一），將至本校進行
105年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年度稽核
驗證。將針對淡水校園、臺北校園及蘭陽校園
進行ISO14001環境管理及ISO50001能源管理
年度稽核。並稽核理、工學院OHSAS18001安
全衛生管理。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技士邱俊豪表示，
「本校自101年取得OHSAS18001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和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
後，每年須進行年度稽核。今年是本校第二度
進行ISO50001能源管理稽核。稽核作業將檢
視理、工學院實驗室，以及檢視是否符合ISO
規定。」

本校赴澳門教育展招生

【本報訊】11至12日招生組組長黨曼菁率領
國際處交流組組員顏嘉慧、澳門學生國企四
吳曉瑩赴澳門參加「2016 澳門臺灣高等教育
展」。14日至15日偕同資管系校友陳偉國，前
往粵華中學、慈幼中學、蔡高中學、聖羅撒女
子中學、聖保祿中學5所高中進行招生。
黨曼菁表示：「該展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澳門校友會主辦，邀全國88所大學參展。展覽
中，介紹港澳生單獨招生服務及諮詢系所特色
等，而企管、大傳、日文、建築系為熱門諮詢
科系。」黨曼菁說明，這次特別安排澳門學生
及校友一同前往，語言溝通更親近高中生，
且校友以現身說法介紹課業、社團必修化等內
容，讓學生熟悉校園生活。在前往中學招生座
談，更能深入介紹辦學理念、軟硬體設施及境
外生輔導服務、獎學金等內容。過程中，最印
象深刻的是有學生表達想就讀本校之意願，亦
對社團活動深感興趣。

創新創業賽 快來報名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想要發揮創意
卻苦無管道嗎？快來報名研發處舉辦「2017創
新創業競賽活動」！凡本校學生，不限科系年
級，與同學組隊後，邀校內教職員工擔任指導
老師，即可報名，且隊員不受在校限制，可由
跨校師生、校友、及產業界人士共同組隊。
分專利創新、創意創業兩組，經過初賽書
面審查、決賽場簡報答辯，最終頒發前三名及
佳作，5千至3萬不等獎金；此外，獲獎隊伍於
賽後經由研發處推薦並進行創新創業輔導，申
請當年度教育部U-START計畫等相關計畫。
為提升學生創業能力，參賽者須參加「創新
創業研習營」。報名至12月30日。詳見活動報
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文錙藝術中心
獲日雜誌報導

【本報訊】文錙藝術中心日前獲日本《千
趣万香》10月號雜誌報導。該雜誌「台北俱樂
部」專欄中，可看見主任張炳煌揮毫的身影，
文內述說其傳承書法教育的精神，並以圖文引
領讀者了解文錙藝術中心、數位e筆及海事博
物館等，更介紹數位e筆特色。
張炳煌表示，「此為日本藝文類雜誌，內容
囊括日本及全球藝術文化，很榮幸有機會宣傳
本校在推廣藝文教育之特色。除此之外，我近
期利用假日遠赴馬來西亞、韓國、澳門等地進
行書法展出，透過每次的交流，期能增加淡江
在藝術領域的國際能見度。」

網路看更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蘭陽 23 日運動宣導反毒

蘭陽校園將於 23 日（週三）下午 3 時在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多功能教室（SA104）舉
辦「運動一起 High，健康沒毒害」歡迎蘭
陽校園師生一起共襄盛舉。（文／本報訊）

動化學車負責人高憲章表示，化學車是集合
眾人力量，做幫助人的事，希望能一直持續
下去。該紀錄影片可在網路平臺中欣賞，5
日發佈至今已累積700多次點閱數，歡迎大
家欣賞。（化學遊樂趣網址：https://youtu.
be/T0-ZgI8hmWs）（文／張力堃）

進用身心障 本校6度獲績優
101年度 102年度 103年度
13.89年 9.84年
9.91年

104年度 105年度
10.03年 13.53年

【記者陳品婕、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6度獲得「新北市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績優
單位」，今年共20間單位獲獎，本校是唯一
學校單位。由人資長莊希豐於17日代表本校
至新北市政府接受表揚，由新北市市長朱立
倫頒獎。
根據人力資源處資料指出，本校105年度身
心障礙者占員工總人數的比例，由104年度的
4.8%提升至5%，高於義務進用比例3%，有逐

年增加的趨勢。而身心障礙員工的平均工作
年資已達13.53年。
莊希豐表示：「連續6年獲獎，體現本校
一貫維持進用人才的開放環境，不以身分
隔閡，而是以『工作能力』為首要考量。另
外，進用後也會主動詢問身心障礙者職員需
求，並幫助其申請設備、器具等輔助品等，
讓他們在工作上更加便利，希望從無障礙的
校園環境，更升級為友善的校園環境。」
在本校視障資源中心服務18年的全盲工程
師賴俊吉表示：「學校提供豐富學習管道讓
我能增進職場技能，受益良多，且逐年新增
友善設施，如：翰林橋的無障礙坡道，方便
同仁『行』的更安全。身心障礙者在求職上
並不容易，但學校仍持續給予求職機會，由

衷感謝。特別謝謝本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
在推動進用身心障礙者的堅持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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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演講人/講題

11/21(一)
10:00

資管系
B218

雲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彥廷
資料庫設計與開發初探

11/21(一)
12:30

化材系
E819

波色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科順
OLED與可撓性顯示器問題與發展

11/21(一)
19:10

資管系
D503

11/22(二)
13:00
11/22(二)
13:00

資策會資安所工程師戴君翰
大數據社群資料分析技術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
會計系
經理黃正忠
L204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邁向企業永續道路
建築系 利東鋼鐵主持人曹瀚文
E415
淺談鋼構的未來與建築
創育中心 專業顧問施賢銘
R103
《創業知識一把抓》如何看懂財務數字？
大傳系 微軟UX部門資深工程師李哲賢
L201
資訊消費的使用者經驗研究與分享

11/23(三)
13:00

大陸所
T503

台灣尼爾森民意調查公司總經理黃石松

11/23(三)
13:00

建築系
E513

達觀工程主持人吳忠勳

11/23(三)
15:10

資工系
G315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協理梁冠雄

11/24(四)
10:00

保險系
B605

台灣人壽OIU總經理陳文勇

11/24(四)
10:10
11/24(四)
13:00
11/24(四)
13:10

在中國大陸的經營學

地景生態的定律
創育中心 惟理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李維仁
R103
《創業知識一把抓》稅務必修課
建築系 易境永續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何宗翰
G508
美國綠建築LEED與建築環境模擬分析
雲端運算結合物聯網技術之現況與展望
國際保險業務的經營管理

金枝演社副導演施冬麟
通核中心
【淡江藝文講座】從恆河邊的泥土裡重
V101
生—流浪印度對我生命和藝術的啟示
創育中心 群創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林振盛
R103
營運計畫書撰寫實務
財金系 康和期貨總經理王世琦
L417
『經理人』ING

11/24(四) 通核中心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講座教授平珩
13:10
文錙音樂廳 【淡江藝文講座】從舞蹈看世界
相信音樂國際有限公司電影事業部
11/24(四)
大傳系
總監張鳳美
14:00
O303
華語電影市場與實案分析
11/24(四)
資管系 Senior VR Artist工程師黃宥晟
18:30
B704
開發VR過程和議題分享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日文系於 12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歡慶 50 週年，近 500
位校友、師生共襄盛舉。（圖／日文系提供）

與。

土木系友大會 頒獎學金助學子

【本報訊】土木系系友會於12日在臺北校園
校友聯誼會館召開第15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第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土木系校友、師生逾40位
出席。土木系系主任洪勇善向系友們說明系上
教學現況和發展方向，系友會亦提出工作及財
務等報告。會中，公告第6屆傑出系友為桃園縣
政府交通局局長高邦基、朝陽科技大學校長鄭
道明2名，並頒發系友會、65級系友、莊文甫境
外研究生3項系友獎學金，總計新臺幣18萬元，

沖繩縣 17 所高校生 10 日蒞臨文錙藝
術中心學習書法。（攝影／閩家瑋）

共12位學生獲獎。
同時，土木系系友會進行會長改選，由呂
芳熾新任會長。他表示，希望能提供業界經
驗，並建立系友會專責職涯諮詢委員會，以
便回應在校生與系友的職涯相關問題。當天
老中青系友們回娘家敘舊，除了交流豐富的
專業知識，也凝聚了更多情感。

回味圖館舊時光

圖書館典閱組因應校慶，即日起至30日止在
圖書館二樓大廳舉辦「淡江情．書」系列活
動。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隨著科技的革新
從前的目錄櫃已不再使用，但其背後富含著許
多故事，盼能藉由展覽讓更多人知曉圖書館歷
史，歡迎大家踴躍觀展。
「時光．1950」藉由館藏章帶領參展者回溯
淡江圖書館歷史；「博客的小旅行」在舊式目
錄櫃抽屜中展出博客的故事圖文書；「秀．自
己」可在空白目錄卡創作你的故事；「時光．
北極星」展示舊式目錄櫃，了解查找圖書方
式。（文／陳昶育）

圖館3F討論空間開放借用

沖繩17所高校生來訪 讚e筆實用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0日，日本
沖繩縣17校、22位高中生代表來校體驗e筆書
法學習及傳統書法，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
炳煌授課。本次來訪學生，在校皆就讀書道
科，並經過2次選拔篩選後獲得資格，具備書
法程度。一行人上午體驗e筆書法，下午則移
動至文錙藝術中心接力交流毛筆書寫。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23(三)
14:00

0%
100

教學
卓越

11/23(三)
13:00

4.36%

義務進用比例

演講看板

11/23(三)
8:00

日文系50週年 500人團圓歡慶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文系
於12日舉辦「櫻綻舞拾繽紛無限」50週年系
慶特別活動，在學生活動中心席開45桌、近
500位師生、校友返校同樂。會中，亦頒發給
日文系榮譽教授林丕雄、陳伯陶「終身成就
獎」，感謝兩位師長的貢獻與付出。
受邀出席的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表示，
「日文系走過半世紀，致力傳承系上教學與
研究的精神相當難能可貴，且合作團結與向
心力值得我們學習，是外語學院楷模之一，
今天看到眾多系友結伴回娘家，以及對母校
敬愛的心意，讓我非常感動。」
日文系友會會長張明理說：「日文系50週
年系慶，剛好是淡江66週年校慶，對此感到
與有榮焉。很高興能藉此聚會凝聚所有學長
姐們，期待大家在職場上有更好的成就，再
次回饋母校及系上，我也要謝謝陳伯陶老師
和林丕雄老師，對系上制度與學術養成的付
出，更為日文系扎下了良好基礎。」
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表示，很高興第一
年擔任系主任就參與這麼盛大的活動，感
謝系友們對系上的支持與貢獻，「也謝謝
張校長支持日文系發展的前瞻性，於2014年

從不用擔心沒有創作靈感，
就算是吃晚飯的生活經驗，
也可以與人互相交換，
也是一個新的創作靈感。
－第36屆金鼎獎兒童及少年圖書獎
人文類獎得主林良

11/22(二)
10:00

（資料來源／職能福利組）

人資長莊希豐 ( 右 ) 代表本校接受新北市市
長朱立倫頒獎表揚。（圖／人福組提供）

張炳煌表示：「e筆非用來取代毛筆，而是
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不同書寫工具有著不
同的創作手法，相信來訪的日本同學們都有
所收獲。」來自首里高校的優田美奈體驗完e
筆後開心地說：「這是第一次接觸數位的書
寫工具，不需耗墨的特點，感到非常實用，
以後有機會也想運用e筆書法創作。」

圖書館3樓學研討論空間借用開放囉！「愛
‧ 現」、「毫‧ 創」、「彙 ‧ 思」與「學
習共享區」4個討論區，各別有人數設限，借
用方式採取網上申請。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9時至21時；週六、週日則為10時至16時。
詳情請上圖書館最新消息詳閱借用規則。
參考組推出「2016 秋冬新貨，全面試用
中！」活動，提供10個試用資料庫以擴增師生
資源。組長張素蓉表示，透過使用機會藉機
評析資源的需求度，供後續選購參考。參考
組亦與Emerald合作有獎徵答活動，可抽智慧
手環等多項好禮。張素蓉說，Emerald為個人
量身定製主動告知服務，讓讀者輕鬆掌握與
個人研究領域相關新資訊。（文／陳昶育）

演講人/講題
Professor Sumathi Renganathan,
Universiti Teknologi PETRONS Malaysia
Mult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in Malaysia:
Policies,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11/21(一)
10:00

英文系
FL204

11/21(一)
12:00

文學院
L522

11/22(二)
12:00

公行系
SG316

11/22(二)
14:10

經濟系
B712

11/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東海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王迪彥
Earth-abundant Materials for 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s: Aluminum Ion
Battery and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11/22(二)
14:10

產經系
B702

南山人壽區經理趙文豪
新時代的保險跟你想的不一樣！

11/22(二)
16:10

數學系
S433

高師大數學系教授葉倚任
Domain Adaptation for Visual Classification

11/23(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臺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昌
期貨業概論

11/23(三)
10:10

歷史系
SG40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李筱峰
歌謠中的臺灣史

11/23(三)
10:10

俄文系
T705

微星科技國外業務陳冠吟
俄語－職涯關鍵點

11/24(四)
9:10

管科系
B508

燿華電子經理黃建榮
製造業作業管理-以PCB產業為例

11/24(四)
10:00

財金系
B113

群益期貨首席顧問林昌興
香港金融市場未來脈動

11/24(四)
12:00

文學院
L522

專業侍酒師蔡松樺
河生命宛如葡萄長河

11/24(四)
14:00

威斯康辛州大學密爾瓦基分校圖書
館數位典藏部門館員孟令
美國大學數位圖書館典藏實例—三個UWM的案例
淡江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涂予尹
權力制衡的虛與實：從大法官的提名
與審查談起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紹新
克服困境與正面思考

未來學所 呼吸治療師公會理事長楊玲玲
ED601 前瞻長期照護產業

11/24(四)
14:10

機電系
E811

健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葉輝鵬
壓鑄製程精密模具開發

11/24(四)
15:10

大陸所
T701

85度C執行副總邱志宏
85度C品牌-中國大陸市場經營及實
務經驗分享

11/25(五)
10:10

資工系
E787

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暨共同創辦人張榮貴
大智移雲時代的服務應用

11/25(五)
10:10

大傳系
O202

LUXGEN行銷與銷售協理李昌益
LUXGEN品牌策略

11/25(五)
12:00

文學院
L522

淡江大學土木系助理教授羅元隆
CAPSTONE課程的設計概念與實際
操作建議

11/25(五)
14:10

經濟系
B506

簡報實驗室創辦人孫治華
影響職涯的簡報說服力

女聯會舊衣義賣 13萬捐助弱勢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8日至1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你的舊
愛我的新歡－二手衣物義賣」活動，義賣二手衣飾、鞋子、
日常用品、文具、書籍等。此次，延續去年特色以競價方式
投標40件精品，並於15日中午12時進行開標，義賣所得共13
萬多元。
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說，惜福愛物的精神以二手衣物義賣
的方式將幸福傳遞，近年來廣受學生好評。義賣所得將捐助
給淡水區公所幫助弱勢族群，如同把溫暖從學校送出去。
法文一謝心汝表示，在選購喜愛衣物還能幫助他人，真的
很值得。（文／陳昶育，攝影／陳柏儒）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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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行動化學車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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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