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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哲圖解求職要領

【記者陸瑩淡水校園報導】台新金控人資
處協理徐敏哲於21日應國企系副教授林江峰之
邀，到校進行「就業文件書表準備與面試注意
事項」講座，他以工作經歷幫助學生準備求職
履歷。徐敏哲表示，希望藉此演講幫助準備履
歷外，並提供面試技巧，讓學生可以提升職場
面試成功率，減少求職挫折。
演講中，他分享自身工作經驗外，並以圖解
方式詳細說明求職前後的準備和注意事項外，
並講解積極爭取就職的履歷書寫方式，輔以幽
默的照片來加深對履歷照片的重視；其中，他
更詳述面試時服裝儀容、應答舉止等，徐敏哲
為學生整理了面試訣竅、面試禁忌，甚至為同
學們開導，面試後應如何面對無論是否被錄取
的心態；演講後，學生紛紛舉手發問求職的注
意事項，他也一一為大家解惑。
林江峰表示，國企系與台新金控保持合作，
將於5月進行企業參訪，希望將來能進行產學
合作，以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發展。

徵稿你想要的大學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所為激
發年輕世代想像力和廣徵具前瞻、創意之課程
設計，舉辦「2050你想要的大學」寫作創意與
「課程教學未來化設計」兩項競賽。未來學所
所長紀舜傑表示，「透過寫作和徵稿競賽，開
放全校一同想像淡江第五波發展的樣貌，藉此
齊心凝聚共識，盼對未來賦予更大的意義。此
外，透過課程教學未來化設計，希望擴大未來
化的影響，歡迎具有前瞻思考和創意發想的教
師一同加入教學設計。」
「2050你想要的大學」寫作創意競賽，以想
像臺灣或是全球社會的未來大學為題，邀請校
內學生運用現代科技與未來思考，一同畫出藍
圖，自即日起開放收件，到4月10日截止。
「課程教學未來化設計」競賽，邀請本校教
師將未來學主題融入課程設計，期以符合前瞻
思考全球變遷、結合創意發想及趨勢發展。相
關徵稿活動詳情，請見未來學所網站（http://
future.tku.edu.tw/main.php）查詢。

徵人比利時未來學國際會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想前往比利時
參加6月15日到17日的未來學國際會議嗎？即
日起開放報名，只要曾修習未來學門課程，且
成績達80分以上的大學部一至三年級生，皆可
參加甄選。未來學所所長紀舜傑說，「校內每
年選派學生赴海外參與相關未來學國際會議，
藉由會中討論汲取更多研究資訊，對於未來學
在實務應用有很大幫助，期待學生持續累積淡
江在國際會議上的能見度。」現在正修習未來
學門的學生也別失望！只要獲得授課教師推薦
即可參加甄選。歡迎有興趣同學到未來學所網
站（http://future.tku.edu.tw/main.php）查詢。

系週活動多元創意激發
（圖／產經系系學會提供）
經產獎歌唱賽 王薏晴二連霸冠軍
產經系之經產獎歌唱賽15日在文錙音樂廳唱
出好聲音，以「明Sing花露水」為題，打扮復
古造型，共有個人組12人和團體組5隊進行比
賽後，現場共有100位學生到場支持，經過激
烈競賽後，個人組冠軍由產經三王薏晴蟬聯二
連霸、團體組則由「TFGirls」奪冠。產經系系
學會會長產經二賴世宸表示，經產獎是系上傳
統賽事，藉由歌唱來聯絡感情。賴世宸提到，
產經系小產盃於26日，在五虎崗綜合球場和學
生活動中心開打籃排球等球賽，讓大家透過運
動賽事讓大學生活更加精彩。（文／本報訊）
小圖盃賽 77人交流情誼
13日起，資圖系舉辦一年一度「小圖盃」籃
排桌羽躲避球和趣味競賽，以運動來增進系上
的情誼。本次共有77人參與，趣味競賽的「跑
跑知識王」模仿綜藝節目，讓參賽者娛樂玩遊

謝仁傑獲ACP補助 赴日巡迴講座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副教授謝仁傑
以「Metal-Mediated Addition of Nitrile
and Application to the Syntheses of Natural
Alkaloids」研究，獲得「2015 Asian Core
Program Lectureship Award」計畫獎勵，於2017
年春節時往日本京都大學2個校區、大阪大
學、大阪府立大學共4校，進行新型態有機合
成方法研究的巡迴講座，並與該4校之理工學
院教師進行學術工作坊，進一步交流創新的有
機物合成法。謝仁傑表示，很榮幸能獲得該講
座補助，在日期間受到該4校的禮遇接待，並
感受到日本帝國大學等級的學術研究嚴謹度，
除了開拓自身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外，也增進本
校之國際能見度，以利增進境外生來校就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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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謝仁傑指出，近期也將前往新加坡進行
講座訪問。
「Asian Core Program」（簡稱ACP），是由
日本發起，邀請臺灣、韓國、大陸、香港、新
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國，與化學領
域相關的官方單位所共同組成的組織，每年選
出具代表性或傑出的研究內容，提供經費至其
他國家進行巡迴講座。謝仁傑說明，自身研究
專長於天然物合成之有機化學領域，透過此研
究爭取到該講座補助至各國交流有機化合物之
創新合成法；本次主要是向他國解析石蒜科等
天然植物的化合物對人體有益的化學結構，並
發展出新的合成方法，以減少製備量時間，未
來可提供藥物開發合成所需，未來將持續進行
天然物合成以及藥物合成等相關研究。

邱素蕙勉玩轉扎根專業

盤季奇奪冠林肯背誦賽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21日
晚間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本學年度林肯背誦
比賽，來自各系的22位參賽者經激烈角逐後，
由二度參賽的國企四盤季奇以穩健的臺風，語
調到位的掌握而擄獲評審青睞，贏得冠軍和獎
金3千元。盤季奇笑說，把這次冠軍視為畢業
禮物，「很開心受肯定。這次取材於蓋茨堡演
說，特地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料，練習時除了
背熟文章，還擷取不同版本的優點，再加上揣
摩林肯總統的語氣，才有此好成績。」本次競
賽邀請到英文系副教授王緒鼎、副教授杜德倫
及助理教授楊雅筑擔任評審，亞軍由西語二張
天愛勝出，季軍則是英文四張子瀚獲得。

戲之餘也能更了解學校與自己的系所。資圖系
系學會會長資圖三楊岱妮表示，很開心看到系
上同學都很投入在活動中，尤其趣味競賽跟躲
避球這兩項趣味性高的遊戲，好像帶著大家回
到國中小學一起玩樂的感覺！（文／秦宛萱）
春風電影院 28日起播映
正值春日，讓電影的大風吹進你的心中。由
大傳系第31屆畢業成果展「大風吹Blow your
mind」主辦的「春風電影院」將從28日至30日
於晚間18時播映電影。28、29日在化學館水牛
廳欣賞免費影片；30日與吧檯研習社合作，在
牧羊草坪以露天電影院播映。活動負責人、大
傳四郭珮君表示，「本次將放映3部電影，包
含社會寫實、職場現況主題，希望透過電影傳
達大風吹保持初心的理念。」即日起至29日，
中午在行人徒步區之小木桌前販售露天電影院
電影票，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文／杜歡）
歷史週27日再現宋代生活
睽違20年的歷史週即將於27日（週一）在覺
軒三廳（H108、H109、H110）上午10時起揭
開序幕，本次以「送回過往，鑑往知來」為
題，要帶大家回到宋代。本次活動負責人歷
史二陳冠甫表示，這次相隔20年再度舉辦歷史
週，因此藉由覺軒花園的仿宋代庭園場景，透
過活動安排讓大家了解宋代人的思想與生活模
式，也讓大家看見歷史系不同的面貌。陳冠甫
說明，本次將有茶藝文化推廣和品茶茶具展示
的兩大重點，除了重現宋代茶樓與飲茶禮儀、

花開滿校
春分，淡水校園各角落看到春天氣息，校
園內颳起桃紅旋風，山櫻花開得燦爛；杜鵑
也嶄露繽紛色彩，往來師生拍照捕捉這百花
綻放之美的季節。（文、攝影／胡昀芸）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23
日上午10時邀請到英文系校友、百樂門國際集
團董事長特助邱素蕙來校演講「外文人，你最
有資格“玩”“轉”地球！」，吸引逾百位學
生到場聆聽。她以個人經驗鼓勵大家未來職涯
發展，可活用個人興趣、結合專業扎根，思考
創造不同的道路。現任華東校友會副會長的邱
素蕙說，「行行出狀元，外語學院學生的競爭
優勢即是語文能力，懂得運用外語的專業學
養，和產業相結合；且在全球化發展之下，對
外語人才皆有需求，所以增加附加價值更是學
生累積資本的關鍵。」她長期在對岸工作的觀
察，建議臺灣學生要再加強企圖心。
資圖三林宛儀說，「沒想到以興趣出發，英
文系的出路其實很寬廣，期許自己用更積極的
態度，好好充實大學生活。」英文三李雨蒔表
示，以後想從事翻譯相關工作，聽完演講發現
自己需要再主動一些，才能爭取更多的機會。

呈現鬥茶文化及近世茶文化，還有宋代男女服
飾，以認識不一樣的宋代風土民情。陳冠甫歡
迎大家前往參觀，感受歷史遞嬗的脈絡與生命
力。（文／趙世勳）
五虎崗文學獎徵稿 邀請打卡抽贈品
五虎崗文學獎向你遞出邀請函！由文學院主
辦的第三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上週在文學館
二樓穿堂進行「秘密的午茶邀請」活動擺攤宣
傳，透過活動打卡即可獲得小點心，並有陳栢
青著作《Mr.Adult大人先生》及湖南蟲的詩集
《小朋友》抽獎贈書活動，歡迎大家參與五虎
崗文學獎徵稿，收件期限至4月14日止，徵文
辦法請見第三十三屆五虎崗文學獎網站。（網
址：http://www.tacx.tku.edu.tw/news/news.
php?Sn=1473）查詢。（文、攝影／廖吟萱）

楊智明分享教室與淡水故事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教發組於21日
邀請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教室與身邊的故
事」專題講座，在I501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楊智明與現場27名教師分享，如何將淡水在地
故事與大學課程融合，進而提升學生發想、說
故事的能力。楊智明將過去8年的記者採訪經
驗運用至教學上，加上現今多元媒體形式崛
起，因此他尋找各式題材，以說故事方式呈現
豐富面貌。楊智明進一步說明，以引領方式協
助學生敘事與觀察，幫助他們落實創新想法，
從淡水在地文化、生活周遭人事物發掘系列題
材。講座中，他分享學生成果案例和每年帶領
學生所面臨的不同挑戰，與現場教師交換教學
心得。教心所助理教授邱惟真認為，楊老師帶
領學生用心呈現淡水在地的故事記憶實屬不
易，從講座中充分感受到他的教學熱忱。

蘭陽路跑舒展身心
蘭陽校園於22日下午14時舉
行「一路向前‧跑出健康」活
動，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
發院院長劉艾華等近500位師
生一起繞跑蘭陽校園。林志鴻於開跑前鼓勵大
家好好享受這場一年一度的路跑賽事。本次是
男生3公里、女生2.4公里沿著蘭陽校園的路跑
活動，大家進行暖身活動後起跑，由於日前天
氣濕冷造成地面濕滑，帶跑教師呼籲大家以輕
鬆的心情、健行遠足的方式來體驗這場特色活
動。師生齊跑林美步道場面壯觀，沿路欣賞蘭
陽校園春景，不但增進身體健康，也促進大家
活絡情誼。（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攝影／蔡晉宇）
本校大陸所於 3 月 9 日邀請資策會產業
情 報 研 究 所（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MIC）資深產業顧問兼資深總監陳子昂
以「剖析中國十三五規劃，掌握產業浪潮與台
商契機」為題演講。陳子昂鑽研兩岸產業合作
及政經情勢，在資訊電子相關領域之研究長達
25 年以上。陳子昂到場分享世界產業趨勢，
本報摘錄此場演講重點。
1111 人力銀行每年有對臺灣大學生畢業後最
想去的國家調查；調查中看到，過去 10 多年
最想去的都是大陸；但從去年調查中，東南亞
10 國所加起來的百分比已超越大陸，但單一
國家仍是大陸居冠。我想藉此調查延伸說明，
大陸政策發展的產業趨勢的前景說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Learning）兩大關鍵技術，現今也是全世界熱
門產業和發展顯學，不但是「中國製造 2025」
發展之要，也是臺灣政府之「智慧機械」政策
發展重點。從這政策所涵蓋的內容中，經過我
們研究及驗證的結果，認為精髓中的精髓就是
「智慧製造」。
大陸首重是半導體 IC 設計，這方面已藉由
併購、5 至 7 倍高薪人才挖角等方式成長快速
並在去年已超越臺灣，成為僅次於美國的 IC
設計排名第二的國家。大陸的強勢挖角所造成
的人才流失不但影響臺灣，美國和韓國也都一
樣高度戒備。為何大陸此時要重視 IC 發展？
起因是 5 年前大陸在半導體的進口量超過糧食
與石油的進口總額，決定積極發展半導體；這
讓臺灣政府高度關切，因此於 2 個月前將半導
體列入新興 10 大產業之中，而美國商業部也
表明持續發展半導體，即是憂心大陸的急起直
追。臺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成熟，建議大家與其
現在才學習 IC 設計相關職能，不如從現在起
投入並發展 AI 人才短缺所需的技術職能。
互聯網 + 涵蓋大數據和物聯網
另個政策是「互聯網 +」，互聯網（Internet）
臺 灣 叫 做 網 際 網 路，「+」 則 是 再 加 上 雲
端、大數據（Big data）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縮寫 IoT）的整體發展，該政策等同
是現今臺灣政府的「亞州矽谷」政策。
大陸為「互聯網 +」制定 10 個重點領域，「智
慧製造」也包含在內，重要程度僅次「創業創
新」。所謂的「智慧製造」最終的目的就是達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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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企業點燈
小茶栽堂

共辦學程提升就業力

現職：貫達國際-小茶
栽堂創辦人黃世杰
科系：法文系校友
經營項目：食品茶飲
文創品牌

黃世杰於2006
年創立「小茶
栽堂」自有品
牌，結合法式
甜點與臺灣茶
兩者特色，開
創「小茶栽堂
Le Salon」，提
供各式臺灣有
機茶和法式個
性甜品，而黃世杰所設計茶具用品獲得國際
大獎，茶罐於2010年獲得日本Good Design
Award產品包裝大獎，茶壺旅行組則獲2012
年德國iF Product Design大獎、馬克杯杯
奪下2013年德國Red Dot Design Honorable
Mention大獎。目前在臺北、德國各有直營
門市外，於2014年結合臺灣有機茶、法式甜
點之經營經驗，成立「小巴黎人麵包製作
所」，把「不加香精」、「不用化學肥料」
的概念延伸到烘焙。
同時身為2015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
傑出系友的他，黃世杰感念母校培育，於
105學年度起與法文系合作，推出「法國美
食就業學分學程」，讓學生能運用法文所
學，並增進法國歷史、社會背景與美食文化
之認識，充分運用在實務領域中；該學程分
為3階段，一是在課堂上幫助學生了解法國
美食和文化知識後，二是進入企業中進行實
務訓練後，三在實習完成後，學生依據個人
意願與公司需求條件，得優先錄取進入該公
司就業。他曾於接受本報1022期之卓爾不群
專訪時強調，「得知獲得2015母校傑出系友
時，這榮譽比領設計獎還開心！所以藉由學
分學程的合作，提供機會
幫助學弟妹。」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快申請
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留學報名至 31 日止
凡本校大二生均可提赴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等 3 姊妹校，洽英文系辦。（文／陳昶育）

操盤高手爭霸賽冠軍獎 3 千
操盤高手投資模擬交易爭霸賽報名至 31
日止，本次是進行股票等投資總績效排名
賽，冠軍可獲 3 千元，報名要快洽財金系辦。

法文朗誦賽３冠脫穎而出
法文系舉辦 2017 法語朗誦賽，有美食舒
緩緊張氣氛，最後由法文一李依庭、法文二
陳美儒、法文四黃立婷摘冠。（文／秦宛萱）

英語能力測驗 ( 一 )4/10 開始
英文能力測驗（一）將於 4 月 10 日至 16
日在英文（一）實習課進行，全校修習該課
者須參加，詳見英文系網站。（文／陳昶育）

主婦聯盟林貴瑛演講食物不浪費
環安中心於 23 日邀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講師林貴瑛與 40 位同仁，說明食物
不浪費和果皮清潔 DIY。（文／劉必允）

蘭陽校園 28 日將茶香四溢

MIC 資深產業顧問
陳子昂 剖析十三五規劃掌握契機
十三五規劃 建設美麗中國
大陸訂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
年 規 劃 綱 要（ 簡 稱「 十 三 五 」 規 劃 綱 要 或
十三五），是從 2016 年到 2020 年將進行的重
要產業發展，將建設「美麗中國、健康中國、
平安中國」。當務之急是縮短貧富差距，期望
於 2020 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
比 2010 年高，以未來五年保持 6.5% 以上的經
濟成長率為目標來改善大陸人民生活水準。
從十三五規劃所推動「創新發展、協調發
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發展
理念看到，其中 53％都是跟綠色環保有關，且
被訂為約束性指標，可見大陸未來最大的商機
就是綠色環保。另外，其創新發展的科技創新
2030 重大項目中，將實施製造強國戰略以發展
大陸版工業 4.0，尤其在「中國製造 2025」首
重智慧製造，和工業強基，這兩者間的共通核
心技術是「人工智慧」（AI），自去年起，大
陸不斷提高薪資延聘此類技術研發人員，各級
大學也大力培育 AI 等相關領域相關人才，來
因應就業市場需求。
AI 人工智慧發展成顯學
Google 於 2014 年收購的英國人工智慧公司
DeepMind ，他們開發的人工智慧 AlphaGo 對
弈世界圍棋棋王受大廣泛的討論，與 Amazon
Echo、 Google Home 等智慧管家和即時口譯
機的推出，更加速讓此項產業竄紅，也改變
了你我的生活，人工智慧發展下所需的資料
探 勘（Data mining） 與 機 器 學 習（Machine

學習新視界

到「關燈工廠」，不但無人，24 小時全程由
機器處理、糾錯等，「關燈工廠」中最關鍵、
最核心的技術就是 AI，人工智慧。
目前 AI 技術最成熟的國家是德國，第二是
日本，大陸現發展「智慧製造」起步太慢，所
以直接跟德國合作，從德國首相梅克爾帶領西
門子（SIEMENS AG）、BMW 等大廠到大陸
高密集性拜訪，共同成立「中德智慧製造試點
示範及聯盟」等，看出中、德樂見攜手合作。
過去 5 年裡，大陸股市凡遇到節能環保、資
訊電子、生物製藥、精密機械、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該股票就會大漲，被
稱為 7 大吸金產業，十二五畢業生也爭相進入
這 7 個產業之中，由此可見，只要跟著政策走，
就能掌握產業興衰的變化。
從這 7 大產業所分出的 18 個戰略性新興產
業，可看出半導體再次被強調，預防醫學相關
的精準醫療和機器人等也獨立而出，並新增
3D 列印、智能交通、空間技術、VR/AR 等，
又以 VR/AR 最熱門。我認為，VR/AR 是未
來以遊戲、運動賽事等的主要商機。而現在正
在興起的無人智能自駕車，就是高度人工智慧
的結果，現在的製造技術已經純熟，預計年底
即可上市，只須等法令制度跟上，預估至 2030
年就不需要買車，是項值得考慮的投資標的。
最後，我想談綠色發展。大陸為了緩減發展
工業所帶來的碳量，已開始積極發展風力和太
陽能，更加重視綠色能源，建議臺灣的太陽能
產業要再尋找突破點。（文／簡妙如整理）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蘭陽校園於 28 日 19 時 10 分在 CL506 有
茶香四溢 ‧ 茶鄉之藝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學程加油讚

財經法律學分學程
本校商管學院因應產業需求與潮流，並培
養本校生兼具財務及相關法律專業能力，因
此開辦「財經法律學分學程」，本校二年級
以上之在學學生，對經濟相關領域有興趣，
並已修畢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6學分以上(含)
成績及格，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參與實際
教學之單位包含本校經濟系、財金系、國企
系、產經系、保險系以及公行系。修習本學
程之學生必須修畢本學程所規定至少須修滿
24個學分，至少須有9學分為商管學院所開
課程、其中至少應有9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
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科目等，且
成績合格，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
格。申請詳情請洽經濟系系辦公室。

人物短波

蔡炅樵返鄉復興鹽田

大傳系校友蔡炅樵、現任布袋嘴文化協會
總幹事，10年前放下記者工作返鄉投入鹽場
社區營造並復興鹽田，以洲南鹽場建立品
牌，吸引森永牛奶糖公司、宮原眼科、主婦
聯盟、新光三越百貨之好好集等產品上架和
企業合作，洲南鹽場也成了文創旅遊必經之
地。日前聯合新聞網、中時電子報等媒體報
導他的在地化經營、保存百年鹽業文化等事
蹟。（文／本報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