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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肇東談人文創新系統

文學院於上月10日，邀請東方廣告董
事長溫肇東來校進行「大地假我以文章
Sensibility & Sensitivity」演講，說明人文創
新系統，鼓勵大家發揮創意。本報摘錄此
場演講重點。
（圖／同進社提供）

（攝影／戴先怡）

華語中心
獲教部補助946萬

【本報訊】本校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日前獲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產業相關4項計畫補助總金
額超過946萬元，其中「105年教育部輔導華語
文教育機構優化升級實施作業」首次申請即獲
逾233萬元補助，該計畫須通過教育部華語文
教育機構評鑑後才能申請。華語中心主任周湘
華表示，本校華語中心辦學獲教育部肯定，開
辦至今共有來自日本、印尼、美國、越南、韓
國、德國等50幾個國來校學習華語，每年修讀
人數持續增加：104年度修習人數為1338人、
105年統計至今為1554人，周湘華強調，將善
用補助款項持續推動本校華語教學，打造一流
華語中心。
因應計畫申請規定，獲補助946萬6663元
中，教育部共補助597萬1679元、校方自籌
為244萬4984元、廠商投入105萬元。4項計畫
中，「開拓華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一流
華語中心計畫」是第三年獲得，須赴海外招
生，目前是與日本合作單位共同規劃招生方
案。第三年獲得「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
獎勵計畫」招生人數須達標；「華語教學人才
培訓暨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任教計畫」則派華
語教學人員至海外任教，今年預計派3位至日
本拓殖大學等地；在「105年教育部輔導華語
文教育機構優化升級實施作業」除提升硬體設
備，並推出哥倫布計畫，鼓勵華語教師移地教
學，以建立本校華語中心品牌。

外交部次長吳志中
剖析外交情勢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21日，外交部
政務次長吳志中受法文系之邀在驚聲國際廳，
以「我國當前外交政策」為題演講，逾70位師
生聆聽。吳志中先介紹臺灣外交現況，並剖析
全球化、21世紀國際價值及外交政策。
他指出，在網路普及與科技日新月異下，加
速全球化發展，國界儼然消失了，現今各國皆
以和平、人權、訂定國際法等手段，致力於永
續發展，目前政府也積極努力促使臺灣成為國
際不可或缺的夥伴，期望大家對臺灣應抱持高
度認同，一同發揮影響力。法文系教授楊淑娟
表示，有別於以往演講主題，此次特邀吳志中
談政府擴展國際空間及推動活路外交的理念，
希望同學更加清楚臺灣對外關係的發展。此
外，上週傳出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與我斷交一
事，吳志中認為對方此舉是希望中國給予金錢
上的奧援，後續情勢發展值得觀察。
法文四龍思儒說，「這場演講讓我確實對臺
灣外交有更多認識，也發現看世界的角度，不
應該只是在國土大小，且臺灣其實在軍事花
費、國家競爭力等排名都在很前面，我們更應
該樂觀看待外交局面。」

資安宣導講習
談聯網時代

升起彩虹旗巡禮校園

婚姻平權議題頻受關注，同進社與
性別平等工作坊於21日中午在操場，舉
辦彩虹升旗與校園巡禮活動，約70位同
學參與，校長室秘書黃文智、課外組組
長陳瑞娥也到場關心。

獲４金１銀３銅

蟬聯11年冠軍。「人形機器人組」亦已9度獲得
「全能賽」世界冠軍，且蟬聯3年冠軍。
翁慶昌在現場觀察，很多國家獎勵研發機器
人，因此競賽水準超越往年，「但今年會場出
現不少狀況，軟地毯、規則認知不同、Wi-Fi
干擾遠端電腦遙控等，所幸團隊經多次演練，
臨危不亂克服困難，很肯定他們的表現。」
中型視覺全自主足球機器人組競賽，團隊獲
得「足球賽」冠軍、「定位挑戰賽」冠軍及
「傳球挑戰賽」季軍，
總計2金1銅。今年團隊
用一台第五代和兩台第
六代足球機器人（「梅
西」及「內馬爾」）出
賽，隊長電機碩二黃聖
博說：「大三開始參與
研發第六代機器人，經
過改造、升級，能贏得
冠軍非常開心，感謝所
有人的協助，相信團隊
會更好。」
人形機器人組是由團
隊研發第十代人形機
器人出賽，獲得舉重冠
機器人研究團隊參加「第 21 屆 2016 FIRA 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獲
軍、負重爬坡亞軍、
佳績。（圖／電機博一周立翔提供）

跳遠季軍、來回競走季軍及全能賽冠軍，共
計2金1銀2銅。今年比賽環境艱辛，考驗各隊
策略與機器人的整體性能，最後能在10項競
賽的總積分賽「全能賽」拿到冠軍，實屬不
易。隊長電機碩二周致學說：「大三加入實
驗室便參與研發，連續3年跟隨出賽，今年帶
隊出征，很感謝所有人的協助，希望傳承經
驗，使團隊更好。」
為表彰紀念本校已故電機系助理教授鄭吉
泰的貢獻，今年大會設立「鄭吉泰教授紀
念獎學金」鼓勵學生參與機器人設計製作與
競賽。男生由電機博一蕭聖儒獲此殊榮，並
頒發獎狀及500美元獎金。他自大三起參與
FIRA，去年也帶隊拿到冠軍，在攻讀碩士期
間受鄭老師指導，能獲此獎，意義非凡。
電機4生獲全國微電腦競賽 智慧生活組冠軍
16日，「105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
創作競賽」頒獎典禮，本校4位電機四學生以
「虛擬實境結合實體弓箭之生存遊戲」贏得
智慧生活組冠軍。今年競賽有137組報名、78
隊晉級決賽。隊長電機四林政陞說，「我們
設計虛擬實境遊戲結合unity 3D與穿戴式裝
置，玩家使用弓箭能感受震盪、發燙，讓遊
戲更有真實感。」感謝電機系副教授周建興
的指導，很開心成果豐碩。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冬至
埃」抱回獨唱組冠軍；而舞蹈組是由財金三谷
到來，境輔組於21日在福格大飯店舉辦「冬
禹萱以一襲西藏服飾帶來的「藏舞」掄魁。
至『家』年華晚會－境外生才藝決鬥」，席
此外，為增加表演多樣性，還邀請熱舞社、
開32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
吉他社、Beatbox社蒞臨演出。來自香港的歷史
佩華、秘書長何啟東等逾300位師生一起歡度
四朱樂然分享，「今天活動很開心，難得和同
佳節。戴萬欽介紹各地冬至習俗，並致詞表
學們聚舊，感謝境輔組辦活動讓在外學子渡過
示盼透過活動讓境外生們感受溫暖的冬至。
暖心冬至。」
本次才藝競賽由15組境
外生大展身手，表演豐富
多元，分別有饒舌、中國
武術、歌唱、舞蹈、鋼琴
等等，才藝組由國企一阿
魯等人帶來的中國武術獲
得第一名；合唱組則由外
交與國際一黎清水、國
企一楊雅雷帶來的英文
聖誕歌曲「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奪冠；
境輔組於 21 日舉辦「冬至『家』年華晚會－境外生才藝決鬥」，
大 傳 二 王 雪 玲 以 一 曲 「 塵 師長與境外生們開心合影。（攝影／鍾子揚）

視障中心舉辦冬至湯圓會 師生歡慶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暖呼呼的湯圓
來囉！為歡慶冬至到來，視障資源中心於21日
舉辦「冬至湯圓分享會」，近30位師生參與，
現場充滿歡樂氣氛。視障中心輔導員張閎霖表
示，每年定期舉辦此活動，今年特地買進人氣
超夯的「抹茶湯圓」，並準備薑與洛神花兩種
湯頭，盼能給同學一個溫暖快樂的冬至。歷史
四何昌運說：「冬至時能和朋友一起吃碗熱騰
騰的湯圓，讓我倍感溫馨！」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
教授翁慶昌、助理教授李世安與博士後研究
員劉智誠率領機器人研究團隊於14日至18日
前往中國北京參加「第21屆2016 FIRA世界
盃機器人足球賽」。團隊在「中型視覺全自
主足球機器人組」、「人形機器人組」表現
優異，總計贏得4金1銀3銅的佳績。自2003
年參賽以來，團隊在「中型視覺全自主機器
人組」已12度獲得「足球賽」世界冠軍，並

境外生才藝決鬥盲生湯圓會暖心慶冬至

視障資源中心舉辦「冬至湯圓分享會」師
生開心慶冬至。（攝影／戴先怡）

境外生導師座談 百人交流輔導經驗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21
日舉辦「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境外生導師座談
會」，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主持，一、二級主管及境外生導
師約百人出席。會中邀機電系教授康尚文與
中文系副教授陳大道分享境外生輔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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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萬欽致詞表示，近年本校境外生漸增，
除了與開設「全英語學士班」等課程有關，
也感謝各系所積極赴海外招生。境外生除了
培養專業技能，也能學習中文，朝向多語能
力發展。康尚文分享，教導境外生面臨瓶頸
為專業科目及中文能力的落差，其中後者問

企管系友捐百萬助學

校友齊聚飆才藝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於16日
舉行「一級單位（含）以上主管資訊安全宣導
講習」，邀DIGITIME總經理黃欽勇，以「聯
網時代－臺灣的挑戰、商機與創新」為題演
講，近30人參與。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為全
國第一所獲得「資訊安全認證」的學校，將持
續推動資安，很榮幸邀請黃總經理經驗分享。
會中，黃欽勇分成「全球與臺灣ICT產業趨
勢」、「臺灣邁向新時代的戰略佈局」兩大主
軸講解。他深入解釋臺灣在全球環境下的產業
變革及中日韓3國的產業觀察與互動。並說明
新興市場的經營及系統整合與資訊服務商機，
如：物聯網與創客產業市集。
問答時間，多位主管發問，資訊長郭經華
提問「新南向政策」產業發展未來？黃欽勇
回應，要進入東南亞市場，須深入了解當地需
求，目前看來南進為必要發展趨勢。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請講者分享工業製造產業趨勢，
黃欽勇指出各國「工業4.0」會因各國考量不
同，並分析臺灣工業4.0現況。

機器人

FIRA
世足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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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妍君淡
水校園報導】本校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
於17日在台北福華
飯店，舉行第三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
總會長林健祥鼓勵
2016 系際盃才藝競賽聯誼晚會，法文系奪冠與張校長
小額捐款助學。
（中）開心合影。（圖／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提供）
晚間的「2016系
各地校友等逾400位共聚歡樂時光。
際盃才藝競賽聯誼晚會」
11組系所師長和校友組隊參與競賽，經各院
中，校長張家宜、前校長
院長評審後，由法文系奪冠，第二、三名分別
趙榮耀、行政副校長胡宜
是企管系和資工系，最佳造型獎是日文系、最
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佳創意獎由化學系獲得。會中，企管系系友會
欽、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捐100萬元急難救助金予企管系，歷屆會長一
總會長暨中華民國校友總
同出席見證，企管系系主任楊立人致上最大的
會理事長陳定川、菁英校
感謝並表示，系友會將母校育才之恩化作實際
友會會長陳慶男、各院院
行動，集資百萬作為企管系學生的急難救助。
長、系所師長、來自全臺

文錙校慶3競賽 張校長親頒獎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20日文錙藝術中心舉辦
「66校慶比賽聯合頒獎典禮」，進行「發現船舶之美攝影
比賽」、「66學生裝置展藝比賽」、「第二屆淡江好歌曲
原創歌曲大賽」3項頒獎。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本校相
當注重美學，感謝文錙中心舉辦這3項比賽，是校慶的重點
特色。」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則期盼：「學校的藝術
持續由大家共同打造與努力！」
現場由張校長、張炳煌、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建築系系
主任米復國、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干詠穎，以及各賽
事的評審老師等進行頒獎。詳細得獎名單請上文錙藝術中
心網站查詢。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師生於「66 校慶比賽聯合頒獎典禮」中合影。（攝影／鍾子揚）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題更為普遍。陳大道分享管道供導師輔導學生
修課參考，如：國際處「華語文課程」、學教
中心「課業輔導課程」及中文系「華語文教材
教法」。兩人均表示，透過定期聚餐，同桌了
解學生學習近況，亦能拉近師生距離。
臨時動議時，境外生導師們提出3大類問
題，如：「全英語學士班」學生僅能修習大一
英文，制度上是否更彈性；「全英語學士班」
實習課助教須具備英語專業能力及清寒資格的
制度，是否能更彈性；建議大考違規相關單位
之處理程序，全英文化。以上問題境輔組與各
單位研議後，統一回覆。

女聯會運動班熱力閉幕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
誼會於22日中午在體育館地下一樓武術室舉行
「舞動生活‧感動人生」閉幕式，逾30位學員
出席。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致詞時說：「大家
一同運動，除了讓身體健康，精神更加愉快
外，亦能在過程中分享減脂經驗，期望大家繼
續朝個人目標努力。」活動中，蕭淑芬頒發全
勤獎12位、體脂前測、後測下降前20名，並由
體育處助理教授趙曉雯熱情帶領成員運動健
身。財務處審核組專員劉玉霞說：「活動讓我
們在工作之餘，抽空健身，而且簽到制會督促
自己更加努力運動。」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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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成功的秘訣：
「有目標，專注的想如何培養能力？如何表現
傑出？」、「誰是最值得學習的人？誰能夠讓你
佩服？」、「當你在做一件的事情的時候，最好
從頭，才不會一直想還有多遠？何時能做完？」
－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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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二) 未來學所 淡江大學未來學所所長紀舜傑
8:00
T306 未來週-實習發表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26(一) 化學系 臺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王宗興
14:10
Q409 生醫與產學應用
12/27(二) 俄文系 通吉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劉人豪
10:10
T704 如何與俄國人做生意
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2/27(二) 物理系
博士李紹先
14:10
S215
Next generation solar cells
新光銀行資深經理陳俊宇
12/27(二) 產經系
淺談從企金授信業務到銀行員
14:10
B702
職涯規劃
12/28(三) 財金系 華南金控董事長吳當傑
10:00
B713 綜合研討
12/28(三) 歷史系 古意墩文物公司顧問尤家瑋
13:10
L205 明清古玩賞析
12/28(三) 歷史系 民視新聞文字記者曾偉旻
15:10 驚聲國際廳 新聞，明天的歷史?
國泰產險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協
12/28(三) 保險系
理陳家祥
15:10
B609
產險公司擇才的條件為何
美國布朗大學教授、香港嶺南大學
12/29(四) 歷史系
講座教授兼系主任Richard L. Daivs
10:10
L304
後唐明宗
美國伊利諾大學副教授林燕玲
12/29(四) 課程所
Toward A New Era in Teacher
12:00
ED601
Performance Assessment
12/29(四) 歷史系 原流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劉語婕
13:10
L201 品牌的規劃與執行
巴哈姆特執行長陳建弘(Sega)
12/29(四) 未來學所
電玩不只是電玩：我的過去的
14:00 驚聲國際廳
未來
12/29(四) 大陸所 台北國際藝術村執行副總張玉漢
15:10
T701 中國文創產業藝術村的發展
文學院、
12/29(四)
網路書店博客來創辦人張天立
出版中心
17:10
網路書店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L301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
12/30(五) 資圖系
理組助理編輯牛惠曼
10:10
L526
RDA實務作業分享
12/30(五) 資工系 資訊工業策進會顧問周澤民
10:10
E787 5G for factory of future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胡
12/30(五) 大傳系
紹嘉
10:10
O202
故事裡的人生．人生裡的故事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Director, Center for
Evaluation and Applied Research
(CEAR), Mercer University,Huey
12/30(五) 教政所
Tsyh Chen
14:00
ED601
Beyond the Formative / Summative
Evaluation Distinction: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valuation
Typology
12/30(五) 歐盟中心 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劉慧
14:00
E309 英國討論脫歐時的常用之歷史典故
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12/30(五) 經濟系
2017年房地產發展趨勢-兼論房
14:10
B506
產稅制改革與購屋應注意事項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商管 財團法人桃園市廣藝基金會行
12/27(二)
碩專班 銷部總監楊佩芬
19:30
D324 這些表演你看了嗎？
12/27(二) 保險系 Phew！好險網董事長劉先覺
19:30
D326 保險科技InsurTech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電子金融部
12/30(五) 商管學院
經理廖丁輝
19:20
D403
金融科技趨勢與創新

臺北校園演練防災

【記者劉必允臺北校園報導】臺北校園於
21日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自衛消防隊演
練」，由自衛消防隊長暨成教部執行長吳錦全
指揮，師生48人參與。
本次演練分為通報班、安全防護班、避難引
導班、救護班、滅火班、環境復原班等6個班
別，分別依序演練並讓其他班次到場觀摩。過
程中，模擬大樓發生火災情況，進行疏散、救
災工作，也模擬人員受傷，進行傷口包紮等措
施，讓全員藉由操作，以加強實際發生時之應
變能力。吳錦全表示：「由於事前再三進行演
練，且同仁皆全心投入，十分認真地模擬狀
況，活動進行很順利。」

風工程週 風洞實驗吸睛
【記者張念琪淡水校園報導】風工程研究中心於21至23日在
新工學大樓中庭舉辦「風工程週」。校長張家宜、秘書長何啟
東、工學院院長許輝煌及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張正興等出席開
幕式。張校長致詞表示，臺灣夏季盛行颱風，故在風工程的研
究及教育更為重要，盼風工程研究中心持續培養相關人才。
本次主題為「橋梁抗風」，特別將風洞機搬至現場供師生參
觀。並以大型背板及模型，讓觀展者了解「橋梁風振」評估3
項方法，包括：縮尺全模型風洞實驗（如：以社子大橋模型為
例）、縮尺斷面模型風洞實驗及數值評估。活動總召、風工程
中心研究助理許祥榕表示，透過舉辦活動，讓全校師生更了解
張校長（中）蒞臨風工程週參觀。（攝影／閩家瑋） 風工程領域，並一起加入研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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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