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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文藝金像獎終身榮譽

3度獲綠色採購績優

新北市環保局副局長王美文（左）頒發「綠
色採購績優」獎給本校代表、環安中心技士
邱俊豪。（圖／環安中心提供）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在本校提倡綠
色消費的努力下，第三度獲得新北市「105年
度綠色採購績優單位」，14日環安中心技士邱
俊豪代表本校赴「105 年度綠色消費聯合授證
表揚典禮」領獎，新北市環保局副局長王美文
頒獎。本校為15家綠色採購金額達500萬元以
上獲表揚的企業與團體之一，且採購金額達
1,851萬多元，在與德霖技術學院、華梵大學
等團體類中最高。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執行秘書曾瑞光
表示：「很開心能再度獲獎，而這要感謝全校
的教學及行政單位的協助，尤其今年更換校內
冷氣機均採購環保及節能標章產品，盼未來大
家持續努力。」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最美的
耶誕燈飾就在淡江！由課外組主辦，樸
毅青年團協辦的「成為一盞明燈，照亮
身邊的人」祈福點燈活動於14日，在
傳播館前的行人徒步區盛大舉
行。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等師生，逾200人
共襄盛舉。
活動由火舞社的LED火舞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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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教學優良教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為落實
OHSAS18001，環安中心於12、13日在驚聲大
樓1樓大廳舉行「105學年度實驗室、實習場所
人員特殊健康檢查」，共394人受檢。本次健
康檢查項目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包括「一
般體格檢查項目」、「有機溶劑作業檢查」、
「正己烷作業檢查」、「粉塵作業檢查」、
「噪音作業檢查」、「游離輻射作業檢查」。
承辦人環安中心技士陳玥合表示，本活動為
學校定期舉辦給實驗室人員之特殊健康檢查，
有別於以往，本次特別新增服務對象，讓經常
接觸實驗的大學專題生加入健檢行列。接受檢
查的化材碩二楊汶姍表示，「學校提供的健檢
服務很完善，讓我更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希
望日後開放更多免費項目。」

本校德文系校友吳瑪悧，榮獲第19屆國
家文藝獎，是首位女性獲得美術類得主，
她以「社會雕塑」概念，成功地「讓藝術
走入社區」，帶領一群藝術家致力於社區
藝術、社會議題與環境生態等文化理念。

【記者陳品婕、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104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教學優良教師，以及
教學優良教材、教學創新成果獎勵名單出
爐！「教學特優教師」由歷史系副教授高上
雯、物理系教授林震安、電機系副教授楊維
斌、統計系副教授張雅梅、日文系副教授黃
淑靜、未來學所副教授陳瑞貴及體育處教授
陳逸政7位獲獎，依「教師教學獎勵辦法」規
定，「教學特優教師」每位每月獎勵新臺幣1
萬元及獎狀乙面，將於歲末聯歡會上受獎。
「教學優良教師」有中文系助理教授侯
如綺等48位獲獎，包括文學院4位、理學院4
位、工學院9位、商管學院13位、外語學院7

位、國際研究學院3位、教育學院3位、全發院
2位、體育處2位、通核中心1位，依規定獎勵
每位可獲獎狀乙面，每位每月獎金2千元。
「教學優良教材」共18位獲獎得，文學院1
位、理學院4位、工學院5位、商管學院4位、
外語學院4位；其中，「教學優良教材」教科
書類，依規定每位每月獎金3千元、教材教案
編製類每位每月1千元，獲頒獎狀乙面。
「教學創新成果」共4位獲獎勵，有工學院2
位、商管學院1位、全發院1位，依規定獎勵每
位每月獎金4千元、獎狀乙面。獲獎名單詳見
人資處網站。
即將於明年退休的林震安教學31年載，感謝
學校肯定。教導學生將所學應用於職場是帶給
他最大的回饋，他相當重視學生的學習狀況，
更鼓勵學生多互相討論，不僅增加學習樂趣亦
能激發彼此讀書的動力。林震安表示：「打好
學習的基礎相當重要，我會以加分考的方式替
同學複習考過的題目，將不會的題目理解後，
才能繼續學習更艱難的學問。」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
導】耶誕節即將到來，圖書
館各組準備豐富活動，陪你暖
心過耶誕。採編組配合佳節
氣氛巧思裝飾「師學櫥窗」
歡迎前往拍照。典閱組與非
書組則攜手舉辦兩項活動，19
日（週一）至21日上午9時至
12時，在總館2樓小熊書桌及
5樓非書區推出「暖心祝福明
信片」活動，有4款淡水手繪
明信片提供免費代寄服務（限
臺灣地區），每人一張為限。
另一活動是在21日（週三）
「聖誕的驚喜：不能說的禮物」活動在圖書館 2 樓
至27日舉辦的「聖誕的驚喜：
大廳及
5 樓非書區的聖誕樹下，準備精美好禮供讀者
不能說的禮物」，精心包裝電
影DVD、原著小說及特色好 借閱。（攝影／蔡晉宇）
禮，將在2樓與5樓的聖誕樹下，供
誕氛圍。」另外，該組22日（週四）中午12時
挑選借閱。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
（台北分館13時30分）起至23日15時止舉辦「耶
示：「12月是感恩的季節，兩組共
誕贈禮－期刊／圖書轉贈活動」挑選語言學
同發起計畫並邀全體館員共同準
習、電腦等各類中英文刊物約4百種、3千冊及
備『送給讀者的禮物』，期盼讀
各類主題圖書上千冊轉贈師生。須自備環保袋
者帶走我們滿滿的祝福。」
至總館2樓大廳、鍾靈分館及台北分館索取。
非書組舉辦「跟著電影歡樂過
參考組與EBSCO資料庫廠商合辦有獎徵答
聖誕」活動，19日（週一）至23日
「你答題，EBSCO與你交換禮物！」即日起至
中午12時30分及晚間6時30分起播
明年1月6日，凡填答者有機會獲得蘋果AirPods
放「美國情緣」、「捍衛聯盟」
無線耳機等禮物。參考組組長張素蓉表示：
與「聖誕夜怪譚」等5部電影。非
「本館資料庫含蓋社會、人文、科學等多元化
書組組長丁紹芬表示：「本組精
研究領域題，提供逾4,700種期刊全文，逾百種
選5部聖誕節系列電影，邀教職員
期刊可溯及1975年或更早期全文資料，歡迎參
生觀賞，感受這美好、歡樂的聖
加活動抽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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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淡無奇的生活中發現美麗，
並把它當作創作的來源，
自在地遊走在現實與夢境之間。
－編劇、作家劉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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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人/講題

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孫嘉祈
12/22(四) 未來學所
馬來西亞未來學種子培訓分享
10:00
B1104
工作坊
12/23(五)
13:30

遠距組 國立空中大學研究處副研究員黃慈
I301
105年度種子教師第4次培訓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19(一)
8:10
12/19(一)
8:20

▲ 張 校 長 ( 中 ) 現 場 頒 發「 搭 公 車 抽
iPhone7」活動獎項。（攝影／朱樂然）
詞，張校長祝福：「愛常在，智慧開，
淡江第五波，平安四季來！」葛煥昭呼
應校長說：「絢麗淡江夜，燦爛第五
波！」胡宜仁期許：「苦盡甘來！」戴
萬欽則希望：「六六又相逢，祝人才與
財源兩興旺！」等。（文轉四版）

12/19(一)
10:00
12/19(一)
10:10

全國書法賽莊棋誠摘2獎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11日舉行「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書法比賽」，
傳統書法與e筆書法項目接力登場。85名同學
參與初賽，56人晉級，最終由中文碩二莊棋誠
榮獲e筆書法冠軍及書法比賽優選殊榮，中文
一黃玟軒則拿下e筆書法比賽優選。
莊棋誠表示：「我長期參加比賽，每次都能
和不同的好手交流和觀摩大家的作品，這次能
獲得得獎的肯定很高興，未來會繼續在書法這
項領域努力。」

期中預警函寄出
527人拉警報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處
統計，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二一預警總人
數為527人，與上學期相較減少272人；而期中
考不及格二一者有5163人，註冊組已經將名單
提供各系、導師等輔導系統，將持續對學生進
行關懷與輔導。
註冊組組長陳漢桂表示，期中預警函目的是
讓家長、老師能知道學生學習狀況，配合學校
學教中心等資源輔導學生，鼓勵學生主動尋求
資源協助，在期末多努力。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填答抽獎金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第1
學期的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跑囉！實施
時間即日起至明年1月5日止。
自本學期開始，新版問卷題目更加精簡，並
提供手機版網頁，方便同學能隨時隨地使用手
機上網填答，且內容採匿名方式處理。
快上網填答參加抽獎，獎品為現金200元共
100名，請點選學校首頁「期末教學意見調
查」圖示、直接連結網站（http://info.ais.tku.
edu.tw/tas/）。

保險系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協理盛餘祥
B608 傷害險與健康險核保理賠實務

12/20(二)
14:10
12/21(三)
10:00

財金系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總經理張冠群
B713 金融服務業之社會責任

12/20(二)
8:20

12/20(二)
13:10

黃淑靜則謙遜地感謝學校給予肯定，談及多
年來教學宗旨，她說明：「教學是一門良心事
業，老師給予學生多少知識，僅有老師自己清
楚，若看到學生成長進步，會感到開心。」是
她自我要求的基本態度。教導每屆學生皆都有
不同感受，即使偶爾倦怠，但做自己喜歡的事
便是幸福，是她一直保持教學熱忱的關鍵。

演講人/講題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賠部北區理
保險系
賠一課經理彭振芳
B608
壽險業核保理賠實務
國泰產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林
保險系
志強
B609
產險核保實務與案例分析
宜蘭大學資工系副教授陳懷恩
電機系 E N U M - b a s e d N u m b e r
E787 P o r t a b i l i t y f o r I M S / V o L T E
Platform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杜
化學系 玲嫻
Q409 amyloid formation in type 2
diabetes
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系
黃品豪
L412
產險理賠案例分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俄文系
兼副所長余敏玲
T704
東正教與俄國文化
經濟部經貿談判辦公室諮詢師李
經濟系
一鑫
C423
這些年我們走過的貿易談判
佳世騰企業有限公司管理顧問
產經系
黃宜榛
B702
中小企業經營分享
經濟系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總經理周燦煌
B712 金融趨勢與銀行變革

12/19(一)
14:10

12/20(二)
10:10

教學 & 教材優異77師獲獎勵
材。（攝影／蔡晉宇）

實驗室394人受健檢

開場，他們精彩的表演令現場歡呼聲此起
彼落。張校長致詞時表示，「今天是個寒
冷的日子，希望透過點燈帶給大家一點溫
暖。同時，盼望接下來一年，全校師
生都順順利利！」
指南客運董事長呂奇峯也蒞臨現
場，他致詞時說，「感謝淡江師生對客運
的支持，希望大家能為環保出一分力，少
騎機車多搭公共交通工具。」
接著，在場師長們逐一朗讀宮燈祈福

由課外組主辦，樸毅青年團協辦的「成為一盞明燈，照亮身邊的人」祈福點燈活動於 14 日，
在傳播館前的行人徒步區盛大舉行，張校長（中間紅衣者）與師生合影。（攝影／何瑋健）

圖書館陪你暖心過耶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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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 OHSAS180

吳瑪悧實踐社會雕塑

師生點燈祈福照亮淡江人

前進馬國高教展
深入3中學招生

【記者趙世勳、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8日
至10日國際處交流組組長顏秀鳳偕同招生組專
員陸寶珠赴馬來西亞招生。8、9日前往吉隆坡
中華獨立中學、循人獨立中學及尊孔獨立中學
3所高中進行招生，由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陳
棏義全程陪同。10日則參加砂拉越留臺同學會
主辦之「2016臺灣高等教育展」。
顏秀鳳說明：「拜訪3所中學時，與校長及
升學輔導主任座談，介紹學校的學系特色與招
生資訊，其對本校的辦學理念相當認同，皆極
力向學生推薦至本校就讀。」
而有關教育展，顏秀鳳表示：「該展共有22
所臺灣大學校院參展，其中企管、經濟等商管
學院科系為本校詢問度較高的熱門科系。」陸
寶珠表示：「家長大多詢問關於宿舍、獎學金
的問題，我們逐一回應，並強調本校交換生、
大三出國的特色制度！」
此外，招生組專員陸寶珠、境輔組專員陳慧
芝及組員趙芳菁於2日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參加由僑生先修部舉辦的「105學年度國際性
大學博覽會」，共有94所大學參與招生擺攤活
動。參與者除了僑生外，也有海外參訪團、新
北市鄰近的高中近2500名學生參加。
陸寶珠表示：「師大僑先部是僑生招生重要
來源，錄取報到率達90%以上，本校是僑先部
學生最愛之一。這次邀請來自印尼的畢業生一
起去招生宣導，希望招生效果會更好！」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14日出席「國軍第50屆
文藝金像獎頒獎晚會」，從總統蔡英文手中
獲頒美術類「終身榮譽獎」之殊榮。李奇茂
表示：「教書是我的責任，我盡我所能將所
學傳授給下一代。」（文／林妍君）
（攝影／廖吟萱）

學校要聞版

創作，就是掌握生活中每個細節。

3版

李奇茂獲蔡總統頒獎

（圖／軍聞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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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二)
14:10

12/22(四) 大陸所 合作金庫分行協理蔡佳平
15:10
T701 人民幣在台灣的發展
12/23(五)
10:10

資圖系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圖館 主任曾堃賢
705室 出版訊息與來源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專
12/23(五) 資工系
案經理王文男
10:10
E787
3D列印圖庫推廣與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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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旺盃高手雲集
iChoose 應用開發組奪冠

本校資管系「iChoose 開店選址系統」獲第
七屆資旺盃應用開發組冠軍，由資工系系主
任陳建彰（右一）頒獎。（攝影／戴先怡）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與友
旺科技合辦第七屆資旺盃「2016行動裝置」
程式設計競賽，今年全國大專校院共有81組
團隊參賽，決賽於16日在工學大樓登場，總
計有18組隊伍晉級，應用開發組冠軍由本校
資管系「iChoose開店選址系統」奪得，資工
系學生則是分別贏得應用開發組、創意整合
組的佳作。資工系副教授潘孟鉉說明，「競
賽能刺激學生提升撰寫行動裝置程式能力、
累積參賽經驗，透過和其他學校的參賽隊伍
交流，期待學生能發掘更多創意和應用。」
今年參賽作品著重系統化整合，如整合感
測器提供家電控制服務、整合智慧型手持裝
置遊玩體感遊戲等應用。冠軍隊長、資管四
戴佳儒說：「能在那麼多團隊中奪冠，讓我
們很意外！評審肯定我們的主題具有前瞻與
發展性，真的很高興。」本競賽前三名獲獎
團隊，隊員每人另可獲得友旺科技預聘書。

伊斯坦堡行腳 展多元媒材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攜手駐台北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等單位舉辦「伊斯坦堡行腳」展，邀土
耳其及臺灣藝術家共展出77件水墨、水彩、油畫等複合媒
材作品。15日開幕式，校長張家宜、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
事處代表艾瑞康、海地共和國駐華大使庫珀等貴賓出席。
張校長表示，本校相當重視國際化及美學涵養，擬將在
通識課開土耳其相關課程，並增設土耳其文化中心。 現已
92歲高齡之策展人、駐校藝術家李奇茂致詞時，幽默地稱
自己是全場最年輕畫家，引起觀眾熱烈掌聲。策展人、駐
校藝術家顧重光則笑說：「我對伊斯坦堡的事物有特別的
15 日在「伊斯坦堡行腳」展覽開幕式中，張校長（前排左三）、
感受、倍感親切。」兩位皆邀請大家一起持快樂心情、欣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前排右三）、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代表
賞畫作，展期自明年1月17日截止，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艾瑞康（前排右四）與畫家及貴賓們合影。（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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