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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勇談長照物聯網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兼任物聯網與大數據
研究中心主任張志勇，於11日到13日與資工博
一劉庭軒及研究團隊赴大陸重慶參展。會中展
示智慧居家照護系統、養老服務平臺，以物聯
網與大數據分析技術相結合，讓老人照護、健
康管理更有品質。張志勇說明智慧居家對未來
的重要性，「臺灣在2025年即將成為超高齡社
會，未來100個老人中，約有90人需要在家照
護，而這些相關技術是必需的。」他進一步解
釋，物聯網技術可以透過在家中設置壓力、水
流、煙霧等感測器，藉以觀測生活環境變化，
若遇有安全性危害時，系統自然會有所應對，
像是自動關火或傳訊給家人。「且智能設計還
能觀測生活行為進行推論，有異常狀況時也能
即時發現，及早預防疾病發生，期盼系統應用
符合長照需求，帶給老人更好的生活照顧。」
此外，張志勇於18日受邀參與高雄市議會舉
辦「老人福利長照2.0如何落實」公聽會，以
專家學者身分出席、表達建言。他提到，「透
過物聯網與大數據分析技術的應用，讓老人居
家照護的服務及運作能更為完善和即時，藉此
次公聽會說明長照相關技術與系統發展的效
能，期待未來雙方能相互合作。」（文／楊喻
閔、圖／資工系教授張志勇提供）

文學院赴閩交流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學院於
14至18日前往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福州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華僑大學文學院，進行為
期5天的參訪行程及座談，由文學院院長林信
成帶領院內教師共5人，進行師生交流及博碩
生招生、對新疆高中語文骨幹老師演講外，預
計將於2017年與福建師範大學合辦兩岸文創論
壇。此行還特別觀摩北京大學創業訓練營廈門
創客空間及愛特創業加速器，了解產學合作及
新創趨勢。林信成表示，「與福建師大合作愉
快，未來將持續閩台專班合作。」

樂擎籲大學生做自己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系學會
於23日晚間邀請高人氣作家樂擎以「身為大學
生，你必須知道的事」為題演講，吸引逾250
人進場聆聽。他以自身經驗分享，從學業、人
際、愛情與親情方面進行剖析，點出普遍大學
生的問題，兩小時的演講內容豐富而精采，會
後同學也把握機會積極提問。
一開場，樂擎拋出提問「你為什麼要念大
學？」並以買腳踏車為例，說明沒有好壞只有
適合與否。隨後，又問到「對你而言，在大學
最重要的是什麼？」認為大學的目的就是要讓
你覺得無聊，然後找到你覺得不無聊的事及自
我定位，進而發展自己想要的劇情。針對人際
關係，則不用刻意迎合他人，只需要做好自
己，並推薦以「富蘭克林效應」拉近彼此間距
離；「同步傾向效應」發掘真正的好友。
法文一郝敏說，「聽完演講更有動力了，過
去好像給自己太多限制，但其實最大的敵人是
自己。」法文系系學會會長、法文二王凱立表
示，將持續推出「把文化帶進淡江，把淡江帶
進世界」講座，提升學會特色，預告將邀請大
囍概念設計總監黃育生，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翰林
驚聲

FinTech論壇談金融創新

【記者胡昀芸臺北校園報導】「FinTech金
融科技論壇系列2」於19日在臺北校園開講，
台銀金控、HSBC匯豐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
行、台灣期貨交易所等金融界高階主管一起座
談FinTech商機與創新，超過200位民眾一起參
與。台灣財務工程學會理事長林丙輝、本校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
正、行政院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等人出席。
胡勝正致詞表示，在FinTech的趨勢下，金
融業勢必得啟動金融整併，所以必須做好資本
風險的控管。黃天牧呼籲，臺灣金融面臨整併
過程，法規等應該隨之調整，而金融科技應要
做到普惠金融，才能是完整的金融創新。
本次論壇由商管學院、財金系、國企系、兩
岸金融研究中心、台灣財務工程學會丶中華經
濟研究院與元大投信、中信金控、玉山金控、
中華郵政、台灣亞太產經智庫等金融單位共同
舉辦。其中，邀請台銀金控暨台灣銀行董事長
呂桔誠擔任主持，與理慈科技法律事務所主持
律師蔡玉玲、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行
政院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進行專題演講。

由本校商管學院、台灣財務工程學會、中華經濟研究院等共同主辦「FinTech 金融科技論
壇系列 2」於 19 日在臺北校園共同研討 FinTech 商機。（攝影／胡昀芸）
蔡玉玲探討金融法律的彈性問題，並講述
金融監理沙盒之重要性；吳中書說明臺灣發
展FinTech的優勢；龔明鑫則介紹目前銀行
FinTech的布局概況和創新趨勢等。接著，由
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林蒼祥主

持「FinTech商機與創新座談」，HSBC匯豐銀
行台灣區總裁李鐘培、台灣中小企業銀行總經
理周燦煌、台新投顧總經理李鎮宇等7位來賓
一起與談，敦促加快發展FinTech。

化學系and日府立大雙邊研討材料學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與日
本大阪府立大學於20、21日共同舉辦第四屆
雙邊聯合研討會（The 4th TKU-OPU Joint
Symposium），本次由化學系教授兼研發長王
伯昌率領化學系師生、物理系教師，接待日本
大阪府立大學18位師生，以材料相關領域為主
題，在蘭陽校園進行為期兩天的研討會。
雙方於研討會上發表能源材料、生醫學及醫
藥應用等領域之研究成果，本校教師共發表
6篇論文、研究生發表23篇論文，分別以口述
（oral）及壁報（poster）方式發表。王伯昌表
示，「研討會已經邁入第四屆，雙方的交流愈

來愈深化，彼此也都成為朋友，未來將會持續
推行，讓系上師生能有更多的學習機會。」
本次研討會籌辦委員化學系副教授潘伯
申說明，此研討會4年來的合作，本校教師
共投稿37篇論文至《Research on Chemical
Intermediates》國際期刊中將被接受刊登，以
增進本校知名度；學生共累積80人次的的英文
發表論文，提供學生很好的練習舞臺。潘伯申
感謝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的大力協助，讓這次
研討會圓滿成功，他還強調，「研討會舉辦的
目的除了交流之外，主要在於了解雙方研究主
題之外，進而促成國際間的學術合作。」

頂石課程推展做中學實務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21日
邀請國立宜蘭大學學術副校長周瑞仁主講「總
整課程（頂石課程）的推動與挑戰」，探討學
生在校所學如何對生涯有實際助益。周瑞仁認
為，「教師應該從傳授知識轉為培養學生核心
能力，透過模擬未來工作情境，實際培養學生
就業力是最為有效的。」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
表示，藉由專家學者對頂石課程的看法，帶領
院內教師一同了解頂石的意涵與作法，期望未
來教學不再僅限於教室活動，也能與淡水地區

結合，讓同學體驗「做中學，學中做」。
活動中，德文系系主任吳萬寶提問，如何將
頂石課程的實作內容，應用在語言課程上；周
瑞仁回應，頂石課程最重要的是情境、場域，
例如語言與文學相關科系，可發揮的工作是翻
譯或口譯，建議適度營造實務環境，透過業師
評比和老師指導，可提升學生效率。日文系副
教授孫寅華說，「聽完演講後理解到頂石課程
的意義，且『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應該
要視情況來選擇適切的教和學。」

薄酒萊新酒 開瓶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薄
酒萊新酒來了！法文系於24日晚間
舉行一年一度的「薄酒萊之夜」，
共吸引近百位師生、校友前來共襄
盛舉。現場提供薄酒萊新酒配餅
乾、法國吐司佐乳酪供師生品嚐。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致詞表示，
「文化饗宴是外語學院最重要的課
法文系於 24 日晚間，共近百位師生品嚐薄酒萊新酒，
程之一，從中認識國家深層底蘊及
學生與法文系副教授孟尼亞自拍留念。（攝影／鍾子揚）
文化傳統。」
禮物。
會中，由法文系系主任鄭安群帶領同學認識
最後，頒發「久保雅司獎學金」，鼓勵優秀
薄酒萊的由來，並教大家從標籤來辨別好酒。
同學。法文一陳靖婕開心地說，「系上辦活動
隨後邀請曾參與大三出國的大四生分享姊妹校
很用心，讓大家在吃喝玩樂之餘，還能吸收知
特色與當地文化，活動亦配合有獎徵答，炒熱
識，更認識法國。」
現場氣氛，同學們努力搶答，老師更積極加碼

學發組於 24 日教學助理職能培訓中，以
桌遊開發創新教學。（攝影／楊喻閔）

桌遊體驗教學創意

【記者楊喻閔淡水採訪報導】學發組於24日
在T307舉辦的教學助理職能培訓中，以「原
來桌遊可以這樣玩」為題，邀請到長庚科技大
學桌上遊戲社指導老師劉皓，以桌上遊戲幫助
課堂活動帶領與經營，並介紹搭配課堂教學來
挑選合適的桌遊，現場分享桌遊帶動教學的經
驗，他表示，「桌遊可讓很多人參與、帶動交
流，也促進彼此相互交換想法，進而培養團隊
能力。」現場分組讓教學助理體驗桌遊與運用
方式，擔任教學助理的教心碩二高紅梅表示，
「桌遊可活躍氣氛拉近關係。而在教學上，因
不複雜的規則，適合應用於廣泛的年齡層。」

蘭陽校園師生健檢

蘭陽校園於22日下午在CL319
前廣場舉行健康檢查，藉由身
高、體重、血壓等測量，幫助
蘭陽師生瞭解自己的健康訊
息。學務業務保健醫護俞彥均表示：「本次的
健康檢查發現多數同學的骨質密度密為負值，
呼籲同學平常可以多補充鈣和豆製品，以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語言二楊智翔感謝學校的用
心，「這檢查能讓我事先知道身體基本狀況，
但今年的檢測項目比去年少，希望明年可以有
更多的檢查項目。」（文、攝影／何家穎）

英國前駐臺代表、本校外交與國際系副教
授寇大偉（David Coates）於上月 18 日演講
「英國脫歐公投的下一步」，為本校師生解
析英國脫歐公投後的影響與未來發展。（攝
影／何瑋健）
本校外交與國際系於上月 18 日，邀請英國
前駐臺代表、本校外交與國際系副教授寇大偉
（David Coates），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Britain
Kisses the European Union goodbye. Why ？
How ？ and What Next ？」進行演講。
演講中，他分析英國脫歐的歷史背景，投票
時年齡層、不同社經地位的選民，分別在脫歐
公投中所呈現的選擇，提醒公投不能只看單一
面向。本報摘錄此場演講重點。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儘管入歐成功，但是朝野在親歐和反歐的意
見上未能消弭分歧之外，加上國內勞資糾紛、
罷工、通貨膨脹、失業率高等經濟不振的混
亂中；1975 年，英國時任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領導的工黨政府舉行了英國第一場全
國性公投，決定否繼續留任 EEC 之中，投票
結果是 67.2% 支持留在 EEC。
80 年代，歐盟委員會主席的德洛爾（Jacques
Delors） 著 手 推 動 歐 洲 一 體 化， 如 把 歐 洲 議
會 作 為 歐 洲 的 立 法 機 構， 制 定 單 一 歐 洲 法
案 等， 英 國 時 任 首 相 柴 契 爾 夫 人（Margaret
Thatcher）在歐洲一體化的磋商中不斷地為英
國爭取權益，但英國經濟惡化導致民意下降，
讓柴契爾夫人下臺。1992 年，歐洲共同體各
國簽署《歐洲聯盟條約》後，歐洲共同體變
成了「歐盟」，1995 年 12 月歐盟正式定為歐
洲單一貨幣為歐元。時任首相布萊爾計畫於
1997 年改用歐元受到當時財政大臣布朗（James
Gordon Brown）的阻止，至今都使用英鎊。
英國獨立黨的崛起成為脫歐推手
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成立於 1993 年，其政治理念是
推動英國脫離歐盟，於 2014 年歐洲議會選舉
中成為英國 73 個席次中第一大黨，黨魁法拉
吉（Nigel Farage）是英國「脫歐派」的領導人
物之一，於 2015 年選舉時在移民政策上認為，
倘若不控制移民人數會使各種福利吃緊、薪資
也會下跌，因此要求歐盟公民的移民必須和非
歐盟移民一樣受到計分積點制控管。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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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鑑優等獎
張國蕾

課後複習深化語言學習

榮獲104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法文
系教授張國蕾，在2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她
強調「課後複習」重要性，並認為學習外
語，必須經歷一段時間才能「內化」和「習
得」，也就是將課堂上所學消化後，並且自
然運用於生活上。因此在上課時，張國蕾會
以抽點方式詢問學生之前教過的內容，藉此
檢測同學是否確實做到課後複習的功課。
她自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取得「語言與文化
教育博士」後即返校任教，在課堂中也會與
學生分享，校內的語言進修相關資源。她喜
歡讓學生自我檢視自身所學過的內容是否還
有不足之處，並隨時協助學生進修。
張國蕾幾乎每一年都擔任導師工作，她希
望，「學生將我當成是朋友而非老師，當學
生遭遇難題時，願意前來詢問我的看法或分
享日常中的大小事。」對此，她感到欣慰並
表示自己的努力受學生肯定；如遇到境外生
時，會特別留意他們的學習狀況，也會鼓勵
與本地生多來往交流。
充分備課是張國蕾堅持的原則，「即便對
學生嚴格，但若能吸收知識，學生也會認
同老師，有時校園偶遇教過
的
學生，依然會熱情地打招
呼。 」她鼓勵有志從事法
語
教學工作的學生，無論多少
創
新的教學方法，教學都須回
歸初
衷，「扎實備課才是教
學成功根本。」
面對資訊快速變
遷的時代，張國蕾
勉勵學生不要迷
失，認真求學並記
得普世價值的重
要，「學習必然
要下苦功，養成踏
實和終身學習的態
度，未來在進入職
場時將有幫助！」
（文／廖吟萱、攝
影／陳柏儒）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滁州學院來校觀摩商管課
本校姊妹校滁州學院經營管理學院於 21、
22 日觀摩商管學院 6 門課， 商管學院院長
邱建良表示，該校肯定本院的教學品質，藉
由觀課實地了解教學特色。（文／本報訊）

財金與保險學程申請開跑
即日起至 12 月 5 日止，凡對「財金與保
險就業學分學程」有興趣之在學學生都可以
申請，本學程除應修總學分數還須參加校外
實習。申請詳情請洽財金系。（文／本報訊）

蘭陽校園美食書展有抽獎
蘭 陽 校 園 自 28 日 起 3 週， 每 天 12 時 至
13 時在蘭陽校園圖書館，舉辦「食在蘭陽，
書香之旅」主題書展，還有機會抽獎贏得獎
金，趕快前往參加。（文／本報訊）

華語朗讀演講賽冠軍出爐
華 語 中 心 於 11 日 舉 辦「 朗 讀 暨 演 講 比
賽」，共 33 組參加朗讀賽、11 組參與演講
賽。由越南籍裴氏恆勇奪朗讀第一名、印尼
籍胡偉雄獲得演講第一名。（文／本報訊）

外交與國際系副教授
寇大偉 解析英國脫歐情勢
前言
英 國 於 2016 年 6 月 23
日進行英國去留歐盟公
投（The United Kingdom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referendum），6 月 24 日
公投結果揭曉後，主張脫
離歐盟的陣營贏得了多
數， 英 國 將 退 出 歐 盟。 在
探討英國脫歐公投（Brexit
vote）的內容之時，我們需
要對背景進行說明。
背景說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
次世界大戰讓歐洲損傷慘重，戰後，一方面整
頓經濟並重建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
也為了防堵蘇聯擴張和德國軍國主義再起，
法國時任外交部部長舒曼（Robert Schuman）
提出「舒曼計畫」，與西德、荷蘭、比利時、
義大利和盧森堡簽署《巴黎條約》，成立歐
洲煤鋼共同體（或稱歐洲煤鋼聯盟，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以煤鋼產
量限制軍事工業，成為戰後重建和和平的保
障，也是日後歐洲共同體、歐盟、歐元區的
始祖。當時英國並未加入 ECSC，直到 ECSC
重 組 為 歐 洲 經 濟 共 同 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經濟發展迅速之後，英國
才開始申請加入 EEC，歷經法國時任總統戴高
樂二次拒絕後，終於在 1973 年成 EEC 的一員。

學習新視界

2013 年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
競選連任首相成功，承諾將是否脫離歐盟舉行
公投，為兌現承諾將於 2016 年 6 月 23 日進行
脫歐公投。公投結果中 51.9% 選民支持脫歐；
48.1% 選擇留歐，讓英國人民決定脫歐。
從這次投票分析來看，此次的公投的平均投
票率為 70%，18 至 24 歲的投票率為 36%，65
歲以上為 90%，老年人踴躍投票是英國脫歐勝
出的原因之一。公投結果出爐後，法拉吉閃辭
黨魁職務外，卡麥隆也於 2016 年 10 月請辭下
臺，由梅伊（Theresa May）接任首相，宣示要
在 2017 年 3 月底前啟動《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展開為期兩年的脫歐談判。
英國脫歐公投後的影響
英國脫歐結果除造成英鎊貶值、國內經濟動
盪外，目前對內外的工作和居留、經濟、貿易
等法規需要重新制定。對內，英國人民至歐盟
國家工作，以及產業延伸至歐盟的其他國家都
可能面臨受限；而對外，外來移民與專業人才
的聘僱的相關法案也尚未明確，若嚴格限制外
來工作者的資格條件，除了可能會影響專業人
才赴往英國就業的意願，也動搖投資者對英國
市場的信心。
而即將到來的脫歐談判中，英國須面對其所
帶來的政治、經濟、金融上等各種不確定性的
挑戰。而要如何在限制歐盟公民自由出入境的
同時，持續獲准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以減少英
國對外貿易中歐盟所佔五成比例的衝擊，將是
未來關注的焦點。（文／陳品婕整理）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虛擬實境提升學習成效
虛擬實境是利用電腦模擬產生一個三維空
間的虛擬世界，已應用於各領域中，現在延
伸至遊戲式學習，藉由實境的解說，將提升
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成效。（文／遠距組）

學程加油讚

國際企業俄文 就業學
分學程
本校為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業需求，培
養學生兼具實用俄語與國際貿易實務及行銷
之專業能力，由俄文系、國企系共同舉辦
「國際企業俄文就業學分學程」，凡本校大
學部、進學班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對實用
俄語與國際貿易實務和行銷相關領域有興
趣，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
者，均可申請修習。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
修畢實用俄語課程至少12學分及國際貿易基
礎、實務和行銷相關課程至少9學分，並進
行企業實習64小時以上，方可取得核發學程
證明書之資格。請注意申請訊息，將公告於
俄文系、國企系網站中。（文／本報訊）

人物短波

阮慶岳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
「2016台灣文學金典獎」名單於16日揭
曉，本校建築系校友阮慶岳於2016年新發表
之《黃昏的故鄉》，入圍「圖書類長篇小說
金典獎」。曾獲五虎崗文學獎之阮慶岳分
享，平日重心雖在建築專業上，但工作之
餘會安排時間寫作，該書已是第6本長篇小
說。他表示，沒有預料到會入圍，是很大的
肯定且是持續創作的動力。（文／秦宛萱）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