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文錙藝術中
心主辦的「第25屆國際書法聯盟作品精選展」
於8月1日到上月29日盛大展出·，展覽時間一
共兩個月，由中華民國書協會所提供，皆為

參加第25屆國際書法聯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的展出，本校的展覽品更是由文錙藝術中心
特別精選過的作品，可以說是非常有難得的
機會，除了展出張炳煌主任的作品，還有陳

嘉子女士的墨寶，此次還有日本
及韓國的作家參與展出，作品總
數量超過百餘件，日韓作品也有                                                                    
40件，吸引日韓營隊學生的注
目。中文二古念永表示，因喜歡
書法，所以看到這個展覽覺得非
常開心，能夠親自看到大師的作
品也感到很榮幸，希望以後能夠
有更多機會看到這樣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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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IBM全球副
總裁、大中華區首席行銷官周憶於上月26
日來校訪問，首先前往拜會張家宜校長，
同時告知本校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獲
得「IBM校園聯合研究（Shared University 
Research, SUR）」計畫獎助的好消息，為
IBM本年度第一個通過獎助計畫的學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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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阪府立大學交流
增簽交換生協議

演講看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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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一)
12:00

教發組
I501

資傳系主任陳意文
頂石課程規劃經驗與成果分享

10/3(二)
13:00

教發組
B312

國企系副教授孫嘉祁
英語授課教師課程觀課交流

10/5(四)
10:10

中文系
L412

作家陸穎魚
從香港《字花》到台北「詩生活」

10/5(四)
12:00

教發組
I501

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教學技巧與活動系列研習」-來
去田野：一個跨域的工作坊操作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主辦的「2017淡江大學境外生迎新餐
會」於上月25日晚上5點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行，現場有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
李珮華、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長顏秀鳳、境外
生輔導組組長李美蘭、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外
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等師長出席，共有370名境
外生參加。本學期境外生註冊人數約2000人、
70國家，其中新生人數以中國、香港、馬來西
亞地區數量為前三。戴萬欽開場致詞表示：

「今年來淡江就讀的境外新生有約500名，今
天還有來校兩週進行隨班課堂互動的南京大學
交流團，共19位師生到場參與，希望大家都能
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
　現場準備各式台灣特色餐點、還有點心、沖
泡茶飲可享用，還有設計小遊戲套圈圈、抽紅
包，抽到彈珠汽水的同學皆表示「很驚喜！沒
看過這種飲料！」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傳一鄭映
航說：「今天晚上的活動讓我們境外生互相認
識、交流，真的特別有親切感！目前最不能適
應的還是氣候，還有一些文化差異，但是臺灣
的食物非常好吃！希望來淡江的這四年能夠過
得順利！」
蘭陽校園大三留學經驗分享
　【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上
月27日舉辦106學年度開學典禮，蘭陽校園主
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全球發
展學院師生一起出席。林志鴻致詞時表示：
「蘭陽校園著重三全教育：全大三留學、全英
語授課、全住宿書院，這是我們的特色，除了
學習外更希望透過相關活動，促進師生間彼此

交流加深情誼。」
　開學典禮後，是具有傳承意義的中秋師生
聯誼活動，活動中還安排了大三留學的資創四
鄧人豪、語言四陳俞璉分享海外的求學經驗，
兩人均表示語言能力的重要，鼓勵學弟妹要多
加強自身語言能力。鄧人豪前往美國維諾納州
立大學，認為在交換留學的一年，鼓舞了他的
心靈。陳俞璉到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交換，在國
外須獨自面對種族歧視壓力，但在法國的一年
也讓她了解到了台灣的美麗，珍惜生命中的大
小事。當晚除了精彩的社團表演外，晚會主持
人也邀請同學上台，進行許多小遊戲，帶動現
場氣氛。師長們穿梭在學生群中，有的甚至坐
來和同學們一起聚餐，聊成一片。活動最後的
party time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台上台下都
隨著音樂起舞歡唱，為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來自台中的觀光系轉學生藍鈺齊提到，是首次
離家住校，還在適應蘭陽校園生活，覺得學校
安排的烤肉派對很有趣。語言一陳亮說：「面
對陌生環境感到緊張和無助，但活動打破我們
之間的隔閡。」

　【記者楊喻閔淡水採訪報導】上月22日下午
5點30分舉辦「淡江大學與大阪府立大學學術
交流協議書更新暨交換生簽約典禮」。大阪府
立大學為淡江大學在日本的第27間姊妹校，校
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在2012年簽約之後，今
年更增簽交換生協議，每年提供2位交換生名
額讓全校學生申請，而在大阪府立大學畢業校
友、化學系教授王三郎牽線下，與化學系於
11月9至11日舉辦第五屆研討會議，希望在未
來，與其他學院也有更多交流與研究計畫。」
　大阪府立大學校長辻洋與國際合作事務課長
龍ヶ江信一郎受教育部之邀來台，教育部國際
司助理蘇于芯隨同拜訪本校進行學術交流。
會中，辻洋積極說明與本校共同推動暑假研修
與雙聯學制的意願與具體辦法，提出「Sakura 
Science Program」寒暑假研習營隊計畫，提供
本校理工學院學生7-14天的研習課程，希望
有更深的學術合作，「我認為一個研究團隊的
相互合作較為容易，而兩校一起推動合作則
難，但我仍希望未來與貴校簽訂更頻繁的學術
合作。」會後，一同至福容飯店進行晚宴。

境外生迎新熱絡 蘭陽開學典禮樂中秋

教政所敬師餐會 教育學院博班喜迎新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26日
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雙節同慶、美食共
享」活動，備有各單位所準備的60道精美菜
餚，預祝女性教職員教師節與中秋節快樂，校
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等一級主管與女
聯會會員共160人一齊共襄盛舉，更特別邀請
來校演講的IBM全球副總裁周憶，一起共享佳
餚。
　會中，女聯會理事長陳叡智致贈桃李禮盒與
感謝卡予張校長，張校長致詞表示，「很開心
有此機會讓大家促進情誼，連平時不太下廚的
同仁，今天都親自洗手作羹湯。」她指出，本
校很照顧女性同仁，許多一級主管為女性，女
聯會的組織運作良好，舉辦許多活動，連今日
會場準備搬移桌子都不需要男性，肯定女性同
仁對學校的重要性。活動由陳叡智、副理事長
陳小雀開場，一搭一唱炒熱歡樂氣氛，財金系
系主任陳玉瓏說:「活動立意很好，期盼每年
都要持續下去。」而陳叡智表示，未來女聯會
還會舉辦二手義賣等活動，屆時歡迎同仁踴躍
參與。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第52屆廣播
金鐘獎」獲獎名單於上月23日出爐，本校資圖
系校友蔡宜穎（季潔）以廣播節目「少年超優
SHOW」獲得「企劃編撰獎」。蔡宜穎喜悅
地表示，「能夠從多組人馬激烈競爭中脫穎而
出被評審看見，是很大的肯定。」
　蔡宜穎從事廣播工作多年來，少年節目主持
人獎等多項獎座，她分享到，「雖然之前多是
獲得主持人獎的肯定，但一直以來都有參與廣
播節目企劃製作，今年首次以企劃編撰獎報名
真的很開心。在廣播界中，這是一個複雜、龐
大十分具有難度的節目。」
　她特別感謝「河岸留言」創辦人林正如
（Geddy）學長（本校物理系畢業）八年來持
續支持節目，以及在學時期所參與的淡江之
聲、資圖系讓她有這個機會實習廣播，才有這
麼美好的經歷。
　獲得台師大工業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她說：
「還是會繼續喜歡廣播，製作廣播。」

女聯會雙節同歡慶

　【記者廖吟萱、鄭乃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研發處產學合作組在9月29號上午10點於建邦
創新育成中心舉辦「淡江大學與瀚荃集團產學
合作簽約儀式暨座談會」，由瀚荃集團董事長
楊超群與研發長王伯昌代表簽約。王伯昌表
示，「研發處作為學校與廠商的連結窗口，很
開心能與學校在地的鄰居交流與合作，未來將
配合提供瀚荃集團所需要之人才、技術需求，
也期望未來各項合作順利。」楊超
群表示，選擇淡江大學進行產學交
流，不僅在地緣上有合作優勢，其
校內資源豐富多元，在全國大專院
校排名上更是名列前茅，而公司也
希望能透過與淡江的合作來提升產
學質量、降低落差，也為區域就業
盡一份心力。
　瀚荃集團為台灣股票上市公司，
曾與本校老師有過多次的合作，於
全球各地均有貿易活動，在中國大
陸等地設有工廠。其中本校外語學
院、資管系、化學系以及大傳系優
秀學生皆為瀚荃集團所需之人才，
未來在翻譯外國資訊、行銷企劃、
影片腳本及新產品之實驗的方面都

有幫助。此次為推動國際化技術及管理人才培
訓，導入產學研發資源，共同促進產學合作，
因此與本校簽訂此合約書。由瀚荃集團提供到
職場的實習、工讀機會，以及到其他企業參
訪，增進學生與企業的交流；而本校則提供各
方面的專業諮詢與學程，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詳細合作細節與經費預算，雙方將在會後展開
下一步的討論及規劃。

瀚荃集團產學合作簽約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一)
10:10

公行系
B119

本校校友，前駐玻利維亞大使張文雄
國際禮儀:社交與職場必勝策略

10/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Kauywon National university Evn Jeoug 
Yoo
E f f i c ien t  Syn the t i c  Methods  o f 
N-heterocycles via Atypical Dipolar 
Cycloadditions

10/3(二)
10:00

國企系
B712

華南銀行深圳分行副行長趙元碩
大陸台資銀行經營與挑戰

10/3(二)
13:10

公行系
B511

蘇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龔詠梅
蘇州地方治理概貌

10/3(二)
13:10

產經系
B511

前Standard and Poor 高級分析師詹
哲祺
美國股票選擇權交易實務

10/3(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台灣不動產訓練發展協會專業講師
陳進義
買賣房屋應注意事項

10/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洪在明
中外文本共同的scaling結構-從物
理學家角度研究統計語言學

10/3(二)
14:10

水環系
E80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監陳咸亨
環境法之許可制度與執法策略探討

10/3(二)
15:10

中文系
L522

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系副教授許
瀞月
當代藝術趨勢的觀察

10/3(二)
19:00

學生會
B713

作家林立青、朱宥勳
在工地遇見說書人

10/3(二)
19:30

學生會
B708

北京優良尚品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產
品經理劉育名
育名的北京創業奇怪經驗談

10/5(四)
10:00

資圖系
L408

百喻有限公司研究總監王派桓
使用者研究與眼動儀 

10/5(四)
14:00

未來所
ED501

國企系主任蔡政言
台灣的國際經貿地位

10/6(五)
10:10

大傳系
Q202

金馬獎紀錄片導演曾文珍
我是這樣學習拍紀錄片

10/6(五)
10:10

產經系
B505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徐慶柏
早期資金市場與創新創業生態系

10/6(五)
10:10

經濟系
B506

啾哇嘿呦餐飲公司執行長莊喜涵
未來的黃金職涯十年，你準備好了
嗎?

10/6(五)
13:10

經濟系
B505

產業經濟學系副教授蔡明芳
Paral le l  Trade under Vert ical ly 
Related Markets

時也是雙方產學合作的初步成果。
　本校與IBM於4月28日宣布產學合作後，機
器人中心即與IBM展開相關事宜，包括安排學
生於暑假期間至IBM實習、利用Watson雲端
平台進行機器人研發、同時規劃申請SUR。
計畫內容以「深度強化學習」為主軸，由IBM
提供技術與人力支援，以及Watson的雲端平

IBM周憶宣布 本校獲SUR

　IBM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首席
行銷官周憶 (圖左六)於上月26日來
校訪問。（攝影／吳冠樑）

教學
卓越

　海事博物館影片欣賞來囉！海博
館4樓多媒體放映區，至每週四、週
六上午10時10分進行海洋相關影片播
放，歡迎大家前往觀賞，影片資訊快
洽海博館網站。（文／陳品婕）

台，包括語音及影像辨識、語音分析等深度
分析能力，協同機器人中心研發工作，期間
為106年9月1日107年08月31日。
　接著周憶於文錙音樂廳開講，主題為「如
何才能擁有一個非你莫屬的人生？」，張校
長、秘書長何啟東、工學院院長許輝煌皆到
場聆聽。張校長致詞表示，「非常榮幸邀請
到周副總蒞校演講，她身為一位女性，如何
在IT行業闖出一片天，她個人的歷練值得
同學們學習。」周憶在演講中提出三個職場
重要秘訣：「自我與非我」、「求變與不
變」、「技能與高能」，強調現今職場重視
跨界與包容力。問答時互動踴躍，她鼓勵同
學放膽追夢，「任何對未來的想像都不過
份。」管科二崔文馨表示，「原本對未來感
到茫然，但聽了演講後，對我有很大的鼓
勵。」
　之後周憶一行人參與女聯會「雙節同慶、
美食共享」活動，最後赴機器人中心參觀，
主 任 翁 慶 昌 接 待 。 學 生 向 周 憶 說 明 運 用
Watson研發初步成果與研究方向，輔以機器
人演示，交流熱絡。暑假曾至IBM實習的電
機博六陳功瀚感謝Watson提供一個開源平
台，提升機器人研發技術，擴展影響層面。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
導研究所於上月25日舉行「敬師餐會」活動，
蒞臨的師長有校長張家宜、教育學院院長張鈿
富、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教政所所長薛雅
慈等。席間師生同窗歡聚互動。張校長表示，
「長久以來，教政所師生關係都非常良好，希
望能一直維持，期許院長帶領之下能蒸蒸日
上，同學們也要努力把握機會，所內優良師資
及師長們的行政經驗都相當豐富，祝所有老師
教師節快樂！」期許學生能積極學習，並有所
收穫。會中，教政碩二林雅君代表上臺表達敬
師感言，「感謝老師們百忙中參與活動，平日
辛勤教導，並給予鼓勵，能來教政所進修，感
到非常榮幸，謝謝師長們帶給每位同學滿滿的
溫暖與歸屬感。」學生們還特別準備蛋糕向師
長致意，場面十分溫馨。
教管博班逾30位師生座談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
教育學院在教育館6樓，舉辦「教育學院教
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106學年度新生座談

海博館攜手建築系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海事博物館主辦，教學卓越計畫之732
跨域課程有機模組、環境教育推動小組與建
築學系合辦的「環境教育展」，即日起至12月
30日於海博館一樓進行展出。本次展覽為建築
系副教授黃瑞茂指導的通識教育課程，為105
學年度教學卓越計畫面向七「教學創新跨域深
耕」計畫中「史觀科技」課程的教學成果展
示。「史觀科技」課程關注於工程取向與社
會取向的知識如何作用於真實世界的過程認
識，透過課程所規畫之「環境教育工作坊」以
館藏船為對象，進行環境教育行動的討論。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課程是針對海事
博物館豐富收藏品，從船隻延伸至環境教育議
題來進行研究，像是著名的鐵達尼號、尼米茲
號航空母艦，就有災難管理、海洋汙染、核廢
料等問題，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參觀。」

　擁有清新氣質的資圖四柯岱均，於日前參加
統一獅球團「Uni-girls Junior Next Star」選秀
賽，與近千名年輕女孩激烈競爭後，脫穎而
出，成為統一獅UGJ校園甜心13人之一，並獲
得經紀合約。（文／胡昀芸、攝影／黃耀德）

海事博物館影片欣賞 UGJ校園甜心柯岱均

國際書法聯盟展秀日韓作品

會」，逾30位新、舊生及教授親臨現場參與。
院長張鈿富表示，博士班成立即將邁入第五
年，就讀人數也逐年倍增，為培養跨領域專長
與終生學習，並且融合科技與教育，他鼓勵博
士生善用學校資源，多在學術及研究上相互討
論，以成為教育創新領導人才為目標。該博士
班學生三年來目前已在國際期刊上發表12篇學
術論文。
　今年博士班的新生來自多元職場，像企業經
理、驗光師，甚至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工程師
等。該院教授張家宜校長致詞說到，本班課程

規劃，融入淡江辦學特色:國際化、資訊化、
未來化，其中未來化，就是了解趨勢，在專業
領域課程中再做出細分，也有別於以往的傳統
教育，與社會脈動緊密結合。她肯定大家來自
多元職場，卻對教育持續保持熱情，認真進取
的同學，但也不忘提醒記得把週六、日留給唸
書，才能應付繁重的功課。
   來自大陸的新生朱雯珊談到她入學之前的職
業是寧波教育學院的教師，來到這裡感受到大
家的親切可愛，了解到淡江的三化特色後，希
望未來能將所學更加落實在教育上。

本校與日本府立大學於上月 22 日簽訂學
術交流協議，由校長張家宜（右）、大阪府
立大學校長辻洋（左）代表簽署。（攝影／
吳冠樑）

季潔獲廣播金鐘獎

聯辦環境教育展
女聯會於上月 26 日舉行「雙節同慶、美

食共享」活動。（攝影／吳冠樑）

第 25 屆國際書法聯盟作品精
選展中，展出日韓作品。（攝影
／麥麗雯）

瀚荃集團董事長楊超群（左）與研發長王伯昌（右）
代表簽約。（攝影／麥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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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柏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