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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性平

亞利桑那州首位臺裔市議員黃馨民

（攝影／盧逸峰）

英文系校友黃馨民於2016年8月30日，以13080
票當選美國亞利桑那州（State of Arizona）錢德勒
市（Chandler）市議員，成為該州首位臺裔的民選
公職。自2012年首次參加當地市議員選舉以來，
以「堅持下去」的信念，面對三次的選舉挑戰。

雞鳴春報喜氣到 王伯昌
光影塗鴉迎2017

鄧翠雲

（攝影／蔡晉宇）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最美燈飾就在
淡江！淡江時報記者公行四蔡晉宇、經濟四
林俊廷、電機四閩家瑋、中文三陳品婕、中
文三廖吟萱、英文二陳昶育及中文二劉必允
在本校行人徒步區，以光影塗鴉（Pika Pika）
方式祝賀並迎接2017年。林俊廷說，光影塗
鴉不僅能充分發揮創造力，將腦中想像的圖
畫與現實結合，等待未知畫面的期間，心情
是既緊張又興奮。節能組組長姜宜山表示，
今年燈飾以童趣、簡單活潑為主軸，主燈設
計兼顧白天也能觀賞，同時減弱徒步區光廊
亮度，以免影響周遭夜間上課。更特別嘗試
圓圈光環裝置，效果意外不錯。

產學交流媒合會
報名至 JAN 5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校務發
展計畫，研發處將於6日（週五）13時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首次舉行「產學交流論壇暨媒合
會」。以「智慧生活」為主題，邀請中華電
信、中興保全、威聯通科技等企業代表，以及
本校資工系助理教授陳以錚、資工系助理教授
張世豪、電機系教授李揚漢，分享「智慧家
庭」、「智慧交通」與「智慧安全」等領域產
業趨勢與成果，並安排時間讓參與者交流。
產學合作組經理陳立德表示，「本次活動為
第一屆舉辦，為實際促進產學合作，須先讓學
校與企業了解彼此需求，因而安排廠商分享產
業趨勢與現況並設置廠商攤位供了解，同時讓
本校教師發表可供合作的技術或研發成果，希
望藉此進行媒合，激盪出不一樣的想法，進而
促進合作。非常鼓勵對此主題有興趣的全校教
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即日起報名至5日
（週四）止，請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館際合作分享會
聚焦少子化因應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應對少子化危
機，凸顯跨單位合作重要性，圖書館於上月30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專業發展委員會等單位合辦「少子化之館
際合作實務與問題」分享會，約60人與會。圖
書館館長宋雪芳致詞表示，盼會議以溫馨方式
討論嚴肅問題，以個人力量激發集體想像。
會中研討「鑑往知來：期刊聯合採購的美麗
與哀愁」及「創新與突破：合作新思維與創新
機制」兩大主題。由陽明大學代表周倩如、東
吳大學代表張慧雯、交通大學代表黃明居及輔
仁大學代表曾苓莉，個別分享「台聯大圖書館
期刊聯合採購經驗」、「優九聯盟九校圖書館
合作採購」、「跨校文獻傳遞與合作」、「創
新跨校合作業務改善」等主題。南華大學採訪
編目組成員江金澤表示，「對於聯合目錄的設
立有很大的認同，此舉既能減輕圖書館員負
擔，也能更好為讀者服務。」

高中生來校搶拍照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桃園育達高中
249名師生於上月29日蒞臨本校參訪，招生組
安排校園巡禮至圖書館、松濤館、宮燈教室等
參觀。配合該校的英文組和日文組學生，特別
邀請日文系副教授田世民和英文系副教授陳宜
武說明本校特色、外語學院及兩學系特色。
桃園育達高中高二生卓可婕表示：「校園環
境優美清淨，參訪時不禁想拿起手機拍照，聽
完老師的說明也對英文系更加認識。」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淡水蘭陽推性別友善廁所

本校推動性別平等在淡水校園和蘭陽校園設置
「性別友善廁所」，是沒有性別之分、空間獨立
的中性公共廁所。目前，淡水校園各教學樓館54
間、蘭陽校園教學大樓與學生宿舍11間。門邊有
（圖／蘭陽校園提供） 綜合符號的藍底白色標示。（文／本報訊）

服務教學熱忱獲獎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教授暨研發長王
伯昌日前榮獲「中國化學會2016化學服務獎
章」，王伯昌從事化學教育服務近30年，致
力於推動化學科普推廣和國際交流。
2011年與中國化學會主辦的國際化學年
系列活動中，以「行動化學館」進行化學
普及活動，2012年以「化學遊樂趣」開啟
偏鄉科普服務，將行動化學車巡迴全臺中
小學讓學生親近化學，至2016年9月29日在
虎尾國中已完成第300場次，每年繞臺的里
程數約達15000公里，累積總里程數達8萬公
里，換算下來繞地球2圈左右。美國化學學
會（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於今年年會

化學系教授王伯昌（前排左一）與化學車團
隊下鄉服務。（圖／行動化學車團隊提供）

上，肯定行動化學車的科普教育推廣模式，並
將此教學模式推薦給該學會的會員。
王伯昌表示，很高興能夠獲獎是對行動化學
車團隊的肯定；最大的收穫是能增進中學學生
們對化學科普的知識，透過實驗演示過程和結
果呈現，來加深他們對化學的基礎認識，他說
明，實驗以生活化學為主，透過動手做讓學生
們寓教於樂更親近化學。王伯昌分享，除了前
往全臺各地推廣化學教育外，每年都會到新北
市豐珠國中中途學校、八八風災受創之那瑪夏
中學善盡社會關懷服務責任，「這是對偏鄉教
育的關懷，學校在資源有限情形下還能支持這
活動，實屬不易。」接下來，行動化學車仍持
續偏鄉化學推廣，將提供社團認證方案，以鼓
勵更多人參與偏鄉服務活動。
鄧翠雲獲頒華育獎「台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
【本報訊】本校華語中心華語教師鄧翠雲榮
獲「華育獎」，該獎是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首
度頒發台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的榮譽，遴選全
國10名華語文教師，以感謝他們對華語文教學
的貢獻，在第十五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中公
開表揚。鄧翠雲身為本校中文系校友，其華語
文教學資歷長達30年。鄧翠雲表示，很高興能
夠獲獎，雖華語文教學的挑戰很大，但陪著海
外學子學習、輔導他們生活用語運用自如，以

機電西語獎學金助學

【記者張少琪、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獎學金提供單位有學務處、校服暨資發
處、國際處、各系所等，金額每年約數千萬
元以上，來源有校友、老師、民間、企業、
政府等，類型如：獎學金、助學金、急難救
助、膳食費用等。獎學金資訊可與相關單位
洽詢，而上週有兩個學系頒發獎學金。
機電校友吳榮彬頒發獎學金 暢談經營理念
本校機電系校友、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榮彬於上月28日，受機電系之邀返
校以「自我」為題演講，會中亦頒發出席
國際會議補助、體育競賽獎學金、學術競
賽獎學金及清寒獎學金，總金額達新臺幣20
萬元、共有44名學生受惠。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出席、贈送《話
說淡江》，並代表本校頒發捐贈獎學金新臺
幣壹百萬元以上獎座及教育部獎勵教育捐贈
之獎座，吸引近200位師生與會聆聽。
吳榮彬創立恒耀工業至今28年，事業版圖
擴及全球，他在會中分享創業之路，成功的
經驗很難複製與模仿，但是失敗的經驗幾乎

大同小異，呼籲年輕學子應該多多借鏡他人經
驗，期以在機會來臨時，能乘勢起飛。機電碩
二劉子謙說：「很謝謝吳董事長慷慨捐贈，讓
我們能專心學習、研究。很認同他鼓勵年輕人
主動觀察、學習的理念，相信身處日新月異時
代的我們能受用無窮。」
提攜後進 校友設置西語系Formosa獎學金
上月26
日，西語
系 頒 發
「思源助
學金」、
「 吳 啟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中）頒發西
南 紀 念 語系獎學金。（攝影／閩家瑋）

獎學金」、「黃志忠紀念獎學金」、「瀚陞勵
學獎學金」、「鴻貞獎學金」、「馮之洵獎學
金」及「Formosa-西檢獎學金」，總計新臺幣
127,000元、共20名學生受惠。
其中，「Formosa獎學金」是由西語系校友李
怡良、機電系校友吳榮彬及TSF公司G. Petri先
生為提攜後進所設置，今年邁入第二年，獎項
擴及西語檢定獎勵金、教
學助理助學金、修讀碩士
學位入學獎勵。
西語三連凱郁開心地
說：「很意外能爭取到黃
志忠紀念獎學金，會更加
機電系邀請校友吳榮彬（前排左二）蒞校頒獎學金。（攝影／鍾子揚） 努力在學業上。」

行政會議 校長再籲深耕校友連結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52次行政會
議於上月23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一級單
位主管、教學二級單位主管等出席。
校長張家宜指示，66週年校慶慶祝活動，感
謝全校同仁協助，活動持續至1月底；近日院
長會議中討論兩事項，招生率不佳之系所及
「未具本職」兼任教師適用勞基法議題，前
者請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持續與各院討論系所
整併、人數調整或停招事宜，今年將確實推
動，後者交由院長會議會持續討論；行政人力
上，請各單位共體時艱；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興
建案於105年8至11月期間已募得5千萬，感謝
各位的努力，但在校友經營上，盼各系所主管
積極推動系所校友會事務，密切加強與校友連
結。106年守謙落成後，本校正式進入「第五
波」，此階段最重要的是與校友、社會資源、

姐妹校資源結合、共創未來，邀請師生共同規
劃想像藍圖，也鼓勵各系所多加使用該中心會
議中心舉辦國內外研討會。專題報告中，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以「藝行多元－文錙藝術
中心」介紹該中心特色，盼師生多加使用並鼓
勵學生擔任志工，增廣見聞。稽核長白滌清以
「淡江校務研究工作之推動」說明校務研究
（IR）緣起、組織架構及本校運作機制。
張校長頒發4獎項，資管系在「第21屆全國
大專院校資訊運用服務創新競賽」獲佳績，
各頒發5萬元獎金予該系（由系主任張昭憲領
獎）及指導老師資管系副教授周清江；本校獲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104年度輔導工作績優學
校，前諮輔組組長胡延薇獲頒獎牌；土木系教
授楊長義獲原能會「105年度放射性物料安全
營運績優暨研究發展傑出貢獻獎」獲頒獎牌。

及幫助他
們圓夢實
踐理想，
這是最大
的收穫和
感動。她
笑著分享
30年來教
遍 全 球 五 華語中心教師鄧翠雲（左二）獲頒
大 洲 的 學 華育獎」。（圖／華語中心提供）
生，更感謝華語中心的用心，提供優渥的教
學環境設備，讓師生能充分的教學和學習。
鄧翠雲鼓勵想從事華語文教學的學弟妹，
儘管在現今全球華語學習熱的趨勢下，教學
上仍應具備熱情和熱忱，善用教學方法幫助
海外學生學習華語。
另外，本校華語中心於上月23日至25日參
加「第十五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
學術研討會」，由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率領
該中心12位華語教師參加，以增進華語文教
學、研究，以及教材研發和編修；會中，陳
怡攸和袁寧均發表「現行華語教材詞彙對應
華語文能力測驗八千詞之研究」論文，藉此
提供華語中心TOCFL測驗課程之教學補充、
課程規劃和題庫研發之參考。

個資外稽4日登場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重審外部稽核驗證」，將於
4日（週三）登場，為期3天，BSI英國標準協
會臺灣分公司，將安排稽核員蒞校考察本校個
資管理。4日上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起始
會議，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與各一級主管將出
席。接著，將與高層訪談，研討日常監督組織
遵循政策狀況之責任、個人資訊管理系統規
劃、監督與檢討個人資訊管理系統等內容，稽
核員也將前往各單位進行稽查。6日（週五）
下午進行結束會議。

期末考開放溫書教室
照過來！下學期選課時間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
考試將於9日至15日舉行。開放B119教室供同
學溫書，開放時間為2、7、8日（週一、六、
日）每日8時10分至17時、3至6日（週二至
五）每日18時10分至22時，請多加利用。
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
卡、駕照等）應考，未帶前述證件者，應提前
至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
時間。以左手書寫者如需使用專用桌椅考試，
請於考試週前向課務組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
理。提醒同學，應詳閱並遵守考場規則，考試
時不違規不作弊，否則一經查獲，一律依違反
考場規則議處。考試鈴響後應立即入場，不得
在試場外觀望、逗留；考試期間試場內外應保
持肅靜，繳卷後請勿在走廊高聲喧嘩，以免影
響尚在考試的同學。
「課程查詢系統」已開放查詢（網址：http://
esquery.tku.edu.tw/acad/），105學年度第2學期課
程初選期間為16日中午12時30分至24日上午
11時30分，（網址：http://www.ais.tku.edu.tw/
elecos/）。具榮譽學程修讀資格者，網路初選
時間不分年級同時於24日12時30分至25日11時
30分辦理，相關資訊請至榮譽學程網頁查詢。
具優九聯盟課程修讀資格者，可至「校際選
課系統（網址：https://course.ttu.edu.tw/u9/）」
查詢，選課日程表及注意事項請詳教務處
「最新訊息（網址：http://www.acad.tku.edu.
tw/）」。每人可選跨校課程數最多2科，不得
與原校課程衝堂且須符合修課學分數規定。
課務組提醒同學，系統維護時間為上午11時
30分至中午12時30分，不開放選課。

1

其實生活處處都是創作的題材。
Just for fun！是我的座右銘！
即使很嚴肅的事，
也要以輕鬆的角度觀看它。
－歌手盧廣仲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4(三)
財金系 新光金控總經理李紀珠
10:00
B713
金融市場概述
1/5(四)
大陸所 刑事警察局兩岸科股長劉適豪
15:10
T701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實務與案例
文學院、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圖書徵集部
1/5(四)
出版中心 副總經理黃紀鈞
17:10
L301
出版產業的未來發展
1/6(五)
資工系 恆逸教育訓練中心講師吳翠鳳
10:10
E787
IT國際認證面面觀
Kasetsart University泰國農業大學環境
工程系教授Pongsak Noophan
Experi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n
1/6(五)
水環系
Anammox Process on both Suspended
E829
12:10
and Attached Growth Systems

海洋及水下研究中心成立
劉金源翁慶昌薛雅慈掌新職

【本報訊】為配合國家海洋產業發展策略，
並整合本校相關資源與人力從事海洋產業相關
技術之研發、人才培訓、產學合作及國內外之
學術與技術的交流合作，以提升本校及國家海
洋產業競爭力，設置「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
心」，由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兼任該中心主
任。未來將設立「機器人博士學位學程」，由
電機系教授翁慶昌兼任該學程籌備處主任。而
現任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楊瑩於今年1
月底屆齡退休，教政所副教授薛雅慈自2月1日
起擔任該所所長。

10日茶會歡送榮退同仁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為
歡送退休同仁，將於10日下午1時30分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105學年度第1學期榮退同仁
歡送茶會」。本次榮退教職員共有28位，為感
謝同仁們長年對學校的貢獻，現場將致贈紀念
品，並分享在校回憶點滴。人資處歡迎全校教
職員生能蒞臨現場，一起為他們獻上祝福。
榮退名單如下：秘書處專員張金鑫、中文系
教授顏崑陽、中文系教授張雙英、大傳系教授
趙雅麗、數學系教授高金美、物理系教授林震
安、物理系教授林諭男、化學系教授王文竹、
建築系副教授陸金雄、建築系組員姜小咪、水
環系教授盧博堅、電機系教授陳巽璋、航太系
教授馬德明、公行系講師張人傑、管科系教授
陳海鳴、英文系教授邱漢平、德文系教授鍾英
彥、日文系副教授黃淑靜、歐研所教授馬良
文、外交與國際系教授蔡青龍、外交與國際系
教授陳鴻瑜、教政所教授楊瑩、諮輔組組員曾
明玉、事務組工友蕭桂娥、工友潘李麗淑、工
友張劉麗玉、安全組編纂彭台英、校服暨資發
處編纂朱惠卿。

登峰專家江秀真談自我挑戰

江秀真蒞校專題演講。（攝影／何瑋健）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於上月
29日舉辦專題演講「雲端上的行腳-挑戰˙巔
峰之後」，邀請全球首位攀登世界七大洲頂
峰，並完成聖母峰登頂的女性登山家：江秀
真，分享登山攻頂與創立臺灣第一所登山學校
的歷程。
江秀真攀登無數具高挑戰性的高山，「南
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山』讓我第一次貼近
死亡。」在海拔5,500公尺的第二營地，獨自
歷經兩天的超級暴風雪，還錄影了遺書，準
備面對死亡。之後，她深認為教育登山基礎知
識與技能，是降低山難發生機率的不二法門，
便開始策畫創立登山學校，在同好的努力與幫
助下，「福爾摩莎山域嚮導登山學校」終於在
2016年暑假完成。江秀真鼓勵大家，「去做自
己想要做的事，面對困境，不要放棄自己！辛
苦是生命的過程。」資訊處技士徐慧如說，很
佩服她的勇氣，證明努力跨越障礙，克服一切
的不簡單，才有海闊天空的此刻。

圖館推時事2016電子書TOP 10 新北市警局來校宣導反詐騙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參考
組因應日前Google Trend公佈「2016
年度熱搜關鍵字排行榜」內容，上週
起舉辦「年終大回顧，聚焦大平台
2016 TOP 10」活動，精選美國總統
當選人川普、英國脫歐、閨蜜干政、
一例一休、南海仲裁等時事相關電子
書。詳情請見圖書館網站。參考組約
聘人員劉靜頻表示：「藉著年終的機
會，針對這一年發生的大事件進行回
顧，挑選電子書，並搭配網路資源的
專題介紹，讓讀者了解並判斷。」
（資料來源／參考組，淡江時報製作）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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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宣導反詐
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自12月12日起連續一個
月，每週一來校宣導，強化同學相關知識。淡
水分局中山路派出所副所長陳開陵表示，近來
接獲多起同學報案，多是因網路購物轉帳問
題，或要求幫忙購買遊戲點數導致受騙，若接
獲可疑訊息可撥打反詐騙專線165尋求協助。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提醒，同學對網路購物
的轉帳要求應多加留意，或再次賣家確認。另
外，期末考將至，請同學留校自習時多加留意
貴重物品，勿留在座位上，避免失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