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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 通過新設研究中心

【記者蔡晉宇、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151次行政會議於2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一級主管出
席。校長張家宜表示，66週年校慶圓滿落幕，
各單位表現可圈可點。未來，因應高教市場轉
變，除現行品保工作，更著重校務研究探討；
且持續招收東南亞學生，加強招生推廣；盼各
單位在行政人力上，共體時艱。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以「外語教育之守正與
創新」為題，說明該院課程教學、國際交流現
況，擬加強國際遠距課程、開設跨領域學分學
程，並持續結合在地化推廣如：《話說淡水》
書籍讓國際看見淡江。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建議，外語學院可增設韓語、葡萄牙語大學
部。張校長指示可參考。
成人教育部執行長吳錦全以「機遇與挑戰，
成人教育的現況與發展」為題，盤點5大中心
營業額現況，介紹近年成長的亮點班團。未來
盼透過組織變革健全升遷管道留住人才、大數
據分析等，使該部更加茁壯。會議通過3項提
案：包括「106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申請
案、「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本校赴陸5所大學交流

【本報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偕同工
學院院長許輝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和國
際處交流組組員林玉屏於15日至19日，赴江
蘇、浙江兩地拜訪蘇州大學、浙江工業大
學、溫州大學、寧波大學及中英合資的寧波
諾丁漢大學進行交流，拓展新合作關係。
其中，蘇州大學為大陸「211工程」大學，
溫州大學則為大陸高校前50強，而浙江工業
大學與寧波大學則為今年教育部核准陸生可
赴臺攻讀碩博士學位之學校。寧波諾丁漢大
學為特殊類大學，國際化評價高。在拜訪期
間，各校副校長們率領團隊盛情接待本校代
表團，雙方針對學生交換計畫、教師互訪、
共同研究等主題進行座談。訪問寧波諾丁漢
大學期間，更了解中英合辦全英語大學現
況。戴萬欽表示：「此次拜訪的大學，多有
高度意願與本校開展及加強學校交流，也願
意推薦師生報考本校碩博士班。預期此行可
有效開拓本校碩博士陸生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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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s非常村上春樹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稽核
員21日至本校進行105年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年度稽核驗證。閉幕會議時，公布
ISO14001、OHSAS18001、ISO50001三項皆通
過稽核驗證。 （文／曹雅涵）
（圖／遠距組提供）

全國團結圈賽

本校開辦磨課師課程邁入第三年，修課
人數達6100人。於30日新開「非常村上春
樹」新課程，由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等人
將帶你深入認識村上春樹的文學世界，快
到磨課師網站查詢資訊。（文／陳品婕）

夢圈
甜甜圈

摘銀銅

皆需要6位圈員相互配合以培養默契，
性，受益良多。」兩團隊詳細品管圈執行內
從發掘問題到解決問題，我們更加團
容，請見本報第1002期2、3版，「104學年度
結。參賽過程亦學習到如何以PDCA精
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特刊：淡江品管圈競賽獲
神去處理問題。」
獎結果」。
首次參賽即獲獎的
夢圈-降低出國學生之未通報率
「甜甜圈」，圈員企管
四林佳瑩表示，「因為
有些圈員已經畢業，能
國
相聚討論與練習報告的
大三出 系統
報
，
夢圈與甜甜圈團隊代表本校出征第 29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 時 間 相 對 較 少 ， 但 我 們
通
止
第21天
輔導
自開始通報至
競賽，與稽核長白滌清（右七）合影。（圖／品保處提供 ) 仍 把 握 時 間 ， 展 現 最 好
的一面。比賽中，看見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夢圈」、
許多經驗豐富的前輩簡報的技
「甜甜圈」代表本校於16至18日前往高雄參
巧，也見識品質管理的重要
加「第29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總決賽，

出國學生

夢圈以「降低出國學生未通報率」為主題，
榮獲自強組銀塔獎；而首度參加全國賽的甜
甜圈則以「降低體育課網球遺失率」為題，
獲得自強組銅塔獎殊榮。
兩團隊先前經過區賽挑戰，在自強組78隊
中脫穎而出，晉級決賽。承接曾於第27屆全
國團結圈活動競賽獲銅塔獎經驗，「夢圈」
圈長蘭陽校園國際事務業務承辦游慶怡表
示，「我們報告的特色在於一人接續講一
句，而非一人說一段落，增添層次感。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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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41校研討智慧校園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主
辦的「2016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
展」，以「大數據校園應用實務－從校務研
究到學習分析」為主題，於22、23日舉行，
本校與兩岸40所大專校院、164位學者、企
業代表、師生共襄盛舉。校長張家宜於開幕
致詞時表示，「本校長期推動資訊化辦學理
念，將以資訊化5.0為目標，持續推動智慧
校園。現今校務研究日益重要，須結合跨學
術、行政領域合作，執行困難度較高，希望
與會者藉研討會集思廣益，有所收穫。」
22日由美國樹城州立大學的Prof.Andy
Hung以「Building IR & LA Capacity on
Campus」為題進行工作坊。下午兩岸專家
學者進行「亞太／兩岸CIO智慧校園2020論
壇」。23日本校攜手程曦資訊、台灣智園等
智慧校園產學研推動聯盟，在驚聲大樓2樓
大廳展出多項產學合作成果，並舉行《運
用LMS提升教學成效–幾件關心事》專書發
表。該書由資訊長郭經華帶領團隊共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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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探討學習管理平台（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如何融入教學。
開幕式中，資工系榮譽講座教授趙榮耀說明
「大、智、行、雲、網」五大技術發展日趨
成熟，帶給校園無限可能，是須共同努力的方
向。大陸全國高等院校計算機基礎教育研究會
秘書長劉貴龍期盼未來兩岸持續交流，提高雙
方智慧校園水準。專題講演則由臺灣校務研究
專業協會理事長黃榮村主講「邁向卓越大學－
IR可扮演的角色」、中央大學特聘教授楊鎮華
談「Learning Analytics in MOOCs」，行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則錄製影片主講「虛擬世界裡的人
際關係」，並以視訊方式回答與會者提問。下
午進行「大數據－校務研究（IR）」、「大數
據－學習分析（LA）」兩大主題研討。
展示會場中，呈現台灣智園公司的TronClass
學習平台與ROOMIS校園空間物聯網、程曦資
訊的整合校務研究資料的School Insight系統等
產學合作成果，吸引師生駐足使用。此外，更
展出今年本校開發的學務系統與財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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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錙音樂廳

視覺影音設備再升級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為提供表演者
更完善的表演空間，文錙藝術中心於今年暑假
更新文錙音樂廳的影音、視覺設備，並於23日
在文錙音樂廳舉辦「音樂舞蹈饗宴」，正式啟
用新設施。嶄新的動態燈光效果，為合唱團獻
唱的阿卡貝拉、電機系學生的popping舞蹈表
演，增添生動活潑氛圍。加上新設的YouTube
網路頻道，同步直播，讓演出內容無遠弗屆！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此音樂廳原為演講
廳，為提升校園音樂欣賞風氣而改建成高規格
之音樂廳，盼師生多加使用，以達成提高學生
音樂素養之目的。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壽華民說
明，本次更新音樂廳的攝影系統、導播系統、
燈光系統等設備。（詳見下表）
法文三許婕妤說：「我覺得新購的動態燈光
效果很棒，讓演出更加活潑、有趣！」

1937-2016
《人間》創辦人

【記者林妍君淡
水校園報導】為慶
祝66週年校慶，通
核中心於24日舉辦
淡江藝文講座，邀
英文系校友、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講座
教授平珩帶領「舞
蹈空間舞團」團員
及排練指導陳凱怡
等12人蒞校，並以
「從舞蹈看世界」為題演講。
平珩分享在紐約求學的趣事及
一路走來之歷程，她提到：「凡
事沒有不勞而獲，把事情做得多
好是自己設定的，不是由別人決
定。」亦勉勵在座學生對真正喜
歡的事要有取捨和選擇，「正如
同我當初兼顧舞蹈和課業兩方
面，雖然辛苦，但非常值得。」

攝影設備：
類比訊號、480P畫質→數位訊號、Full HD
導播系統：
新增字幕、LOGO選擇、網路傳播、錄影功能
英文系校友平珩（左圖）蒞校演講，舞蹈
空間舞團團員帶領學生舞蹈教學，氣氛相當
熱絡。（攝影／蔡晉宇）
舞蹈作品示範融入日常生活的肢體動作，加
入機器人元素，增添趣味，而女團員柔中帶剛
的曼妙舞姿，在無聲音之配樂中，顯得更引人
矚目，整齊「喝」的一聲讓觀眾驚呼連連。最
後由陳凱怡帶來的舞蹈教學掀起活動高潮，文
錙音樂廳彷彿小型舞池，「舞」光四射。上臺
參與熱舞的機電四黃彥智分享，「本身非常熱
愛跳舞，從演講當中也更了解舞團運作。」

如果，我只是做別人也會做的事，
那我的能力則與他人無異。
唯有我能完成別人所不能及的事，
那才代表我優越的能力！

－印尼經營鋅板廠成功企業家呂世典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28(一)
12:00

資工系
E787

11/28(一)
13:00

產經系
B613

11/28(一)
13:10

中文系
L412

11/28(一)
19:20

資管系
D503

11/29(二)
10:00
11/29(二)
14:00
11/29(二)
15:10
11/29(二)
15:10
11/29(二)
19:00
11/29(二)
20:00
11/30(三)
13:00
11/30(三)
14:00
12/1(四)
12:10

演講人/講題

Career Consulting Co.,Ltd講師陳
志欣
前途、錢途－面試技巧講座
南山人壽業務主任陳季倫
保險新趨勢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陳國球
文學大系與學術書籍的編輯
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組長毛敬豪
大數據分析應用－社群資安訊息
分析

商管認證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劉承慶
辦公室
開放式課程著作權ABC
B1104
摩根資產管理公司副總經理林
保險系
宜頡
L417
機構資產管理趨勢
宜蘭大學學術副校長周瑞仁
全發院
總整課程（頂石課程）的推動與
CL506
挑戰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
水環系
學系專任助理教授江益璋
E829
教你如何打造健康環保宅！
企管系 上海永輝超市行銷總監林信蕙
B603 跨境電商的高效供應鏈
國企系 格蕾國際執行長黃怡珮
B512 職涯規劃－從就業到創業之路
建築系 Yen Partnership主持人陳彥鈴
E513
建築的環境裝置紋理
林冠華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林冠華
建築系 P a r a m e t e r C o d i n g i n
G508 BIM:Grasshopper與Dynamo的應
用報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水環系 司港灣部經理陳建中
E409 大型港灣開發案例介紹－以高
雄港洲際二期工程為例

12/1(四)
13:10

財金系 NEWS98 財經一路發主持人阮慕驊
L417
影響全球的三大投資

12/2(五)
19:10

管科系 臺灣宅配通總經理徐慶懿
B616 臺灣宅配產業之行銷策略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8(一)
10:00

SGS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
電機系 球OTA技術副理廖兆祥
E787 MIMO OTA 的測試發展現況與未來
趨勢

11/28(一)
10:10

保險系 新光人壽金融保險部經理陳興峯
B608 銀行保險
東海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王迪彥
Earth-abundant Materials for
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s:
Photo Electronics,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Aluminum Ion
Battery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陳威名
第一次自助旅行就上手
Inter University Accelerator
Centre, India, Dr. Kandasami
Asokan
Ion beam interactions in materials
敏孚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魏昇煌
經濟制裁解除後的伊朗與台灣的機會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組長簡昭群
台灣地下水觀測、運用及管理
國泰產險經理劉軒廷
大陸產險市場概況：挑戰與展望
元大投信總經理劉宗聖
投信投顧業概論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
深副總俞紀明
金融科技在保險業的運用與發展

11/2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1/29(二)
13:10

經濟系
C423

11/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1/29(二)
14:10
11/29(二)
15:10
11/30(三)
8:10
11/30(三)
10:00

產經系
B702
水環系
E787
保險系
B708
財金系
B713

11/30(三)
10:10

保險系
B428

11/30(三)
15:10

公行系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SG402 公民如何監督國會議員

燈光系統：
添購數支動態燈具
（資料來源／文錙音樂廳 )

23 日 在 文 錙 音
YouTube 直播開臺 ▲樂廳舉辦的音樂舞
蹈饗宴，新添燈光
設備，效果十足。
（攝影／鍾子揚）
文錙音樂廳表
演授權內容可在
YouTube 頻道欣賞。

12/1(四)
15:10

台北海院通識中心兼任教師林
大陸所
威志
T701
博弈的知識與技能分享

12/2(五)
10:10

資圖系 臺中市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
L526 圖書館的行銷與募款

12/2(五)
10:10

公視研究發展部資深研究員何
大傳系 國華
O202 媒體超越媒體—個案分享全球
趨勢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商管碩士
11/29(二)
前第一銀行股票交易部經理葉平界
在職專班
19:30
正確投資理財觀念之分享
D324

外語學院歡度 Thanksgiving Day
為慶祝西方傳統節慶感恩節，外語學院於24日
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舉辦餐會，受邀出席的校長張
家宜致詞表示，「藉由感恩節把大家團聚在一起，
同時感謝周圍的工作夥伴，祝福大家感恩節、工作
愉快。」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與師長逾50人共襄盛舉。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
表示：「淡江是國際化學校，因此特地應景舉辦餐
會，邀大家一同感受歡聚時刻，謝謝大家參與，也
感謝學校支持外語學院的發展。」（文／劉必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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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

國際
12/1(四)
台灣知識庫學涯諮詢師桂斌
研究學院
12:00
外交與國家公職人員考試準備
T310
12/1(四) 學發組 淡江大學日文系兼任講師詹盛閔
12:10
I304 如何踏出日語學習的第一步
104人力銀行網路服務事業體整
12/1(四) 數學系 合招募服務處業務企劃李銘璿
13:10
S104 職場未來式：畢業前你該營造的
競爭力
12/1(四) 機電系 淡江大學機電系副教授李經綸
14:10
E811 研究報告格式與範例

文錙音樂廳更新設備一覽表

▲

【本報訊】《人間雜誌》創辦人、本校外
文系（現英文系）校友陳映真日前辭世，他
於就讀本校時發表第一篇作品〈麵攤〉，奠
定他出道文壇之作，畢業後以知識分子身分
描寫臺灣社會，在臺灣文壇中占有重要地
位。陳映真於1985年11月以關懷被遺忘的弱
勢者為主題創辦《人間雜誌》，開啟紀實報
導與影像敘事的先河，雖然於1989年9月終
刊，其獨特攝影和具深度新聞內容，影響並
培育了許多報導文學之攝影師和作家。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對陳映真辭世感到遺
憾表示，該雜誌現已轉型為人間出版社，由
中文系榮譽教授呂正惠保留陳映真精神擔任
發行人，定期出版《人間思想》和《橋》期
刊，持續關懷臺灣社會。義務服務而擔任
《橋》主編的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文倩表示，
該刊物是目前臺灣唯一兩岸現當代文學評論
的專業刊物，自然依承陳映真和《人間雜
誌》的一貫信念與堅持，「除持續擔任兩岸
現當代文學評介交流角色外，仍對弱勢、公
平及正義的持續扣問與反省。」

23 日資訊處主辦「2016 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進行《運用 LMS 提升教學成效 – 幾
件關心事》專書發表，張校長（右七）與貴賓、專書作者們合影。（圖／資訊處提供）

校友平珩 從舞蹈看世界

中文系曾於 2009 年 10 月在黑天鵝展示廳
的「陳映真•人間特展」展出其 50 年來創作
插畫及手稿，如右圖。（圖／本報資料照）

學校要聞版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