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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學程體檢

４版

三全圈獲銀塔獎

美聲女高音 舞台獻唱
中文二汪九如喜愛唱歌曾榮獲102學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聲樂獨唱女高音
第九名、2016台灣盃中文歌曲大賽青少
年組6位得主之一；目前持續接受台北
愛樂合唱團邀請演出，到臺北國家音樂
廳、臺灣各地戲劇院及大禮堂各地演
（攝影／麥麗雯） 出。（文／丁孟暄）

榮譽學程邁入第六年，已有兩屆畢業生，
分別有9位及7位同學繼續就讀本校碩士班，
三年來榮譽學程生通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核定件數持續維持穩定比例。本報特別
製作榮譽學程專題，透過榮譽學程學生在學
術上的相關表現和師長分享，以檢視目前榮
譽學程實施成效。（文／王怡雯）

兩岸AI專家智慧校園繪遠景

（圖／三全圈提供）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品管圈競
賽獲得第一名、由蘭陽校園同仁組成的「三
全圈」代表本校於7日在中油大樓國泰金融會
議廳參加「第30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總決
賽，經激烈的區域賽後，在自強組-基層改善
類的39組中競爭中獲得銀塔獎，這是在第29屆
自強組銀塔獎與第27屆特別組銅塔獎後，再創
佳績。圈長、蘭陽校園資訊業務負責人鄒昌達
表示，在以前蘭陽校園秘書丘瑞玲所帶領的夢
圈團隊為基礎，三全圈成為歷年來第4隊代表
本校進入全國決賽的圈隊，再次獲獎，感謝團
隊通力合作，相信大家一定都會覺得很開心。
前身為「夢圈」的「三全圈」由蘭陽校園共11
位教職員及學生組成，經可行性、重要性、圈
能力、效益性4項指標分析與學生意見統合，
最終決定以「提升蘭陽校園線上報修系統服務
效率及滿意度」為主題。在北區會賽晉級後，
品保處更於7月31日邀請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
工程系助理教授彭淑芸到蘭陽校園，為他們進
行現場評審的行前教育訓練，更精進品管圈的
手法及PDCA的內涵。8月16日現場評審後，
鄒昌達說：「我們充分準備佐證資料，在面對
三位委員詳實的審查與提問，得以清楚回答，
最終得以通過現場評審晉級決賽。」

SAIS出線角逐霍特獎
【記者趙世勳、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有商
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霍特獎，每年提供100萬
美金作為創業獎金，鼓勵全球大學、研究院
學生參與社會影響力之創新創業議題。2017霍
特獎校園競賽於6日晚間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以「以能源的力量，改善千萬人的生活」
為題，本次共有10組隊伍向2015霍特獎全球
冠軍Taylor Scobbie、以及4位在不同領域都有
傑出成就的James Fang、Dr.Lin China hsiang、
Oliver Chang之評審們發表想法，爭取校內冠
軍並參加區域性複賽，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特出席勉勵參賽者，鼓勵他們把握機會發揮國
際化精神，盡力取得佳績。
最後由「SAIS」獲得冠軍，該隊伍是由全財
管二林信宏、英菊、國企四沈之瑀、外交一安
琪拉所組成。他們將代表本校參加國內區域性
競賽，取得優勝的隊伍，則可與各國大學的創
業好手一較高下，前往英國參加為期8周的專
業指導與訓練，之後再到位於美國紐約的聯合
國總部，參加總決賽。

TKU米食節

推無痕米食送好禮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為鼓勵
師生享用在地米食並推廣「無痕飲食」環保理
念，於11日起舉辦「第7屆TKU台灣米食節」
之「無痕享米食，打卡送好禮」活動。凡本校
師生於活動期間內，完成在「TKU台灣米食
節」臉書粉絲頁中標註（Tag）5位好友分享
「淡江×無痕飲食」宣言，並在美食廣場合作
店家消費米食餐點3次以及每日通關密語照相
上傳粉絲頁，前300名即可免費獲得全家便利
商店禮券或304不銹鋼環保餐具組。本次「台
灣米食節」活動已是連續第7年舉辦，歡迎大
家響應「我願意攜帶環保餐具、重複使用乾淨
塑膠袋或紙袋、減少非必要的一次性購買、堅
持信念並以行動鼓勵他人」的宣言，更多活動
詳情請上「TKU台灣米食節」Facebook粉絲
頁查詢。（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Tkuricefestival/）。

期中網路退選12/11起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學生期
中網路退選，自12月11日中午12時30分起至12
月17日上午11時30分止，每日上午11時30分至
中午12時30分為系統維護時間,不開放退選。
期中退選以2科為限且退選後須符合本校學生
選課規則(請詳「淡江大學學生選課規則」)，
學生如無法繼續修習課程時，務必於上述時間
辦理，逾期中網路退選期限，教務處課務組將
不接受學生以各種理由申請退選。自本學期起
期中退選之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該學期及歷年
成績單，且於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教務
處課務組勉勵學生對於期中考表現不佳之課
程，應再接再厲，爭取期末好成績，避免留下
上述紀錄，及退選後造成擋修或延畢。（退選
網址：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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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邀請業界
廠商參展。（圖／資訊處提供）
【記者簡妙如、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第三
屆「2017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
6至8日在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次以
「校園數位轉型—大數據應用實務」為題邀請
兩岸學者專家齊聚淡水校園，共同研討智慧校
園未來發展，3天活動累積超過300人次參與，
尤以電算系（今資工系）校友、Google台灣董
事總經理簡立峰之專題演講更是座無虛席，現
場亦有多家業界廠商進行展演說明，讓參與者

2017 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
暨成果展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
峰、大陸全國高等院校計算機基
礎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楊小平等人
出席。（圖／資訊處提供、攝影
／麥麗雯）

更了解智慧校園的實務應用。
7日開幕典禮中，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資
訊化是本校發展重點之一，並重視智慧校園的
轉型，於今年之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探討
AI新趨勢，希望讓同仁能了解及運用於本校
教學、研究、行政，以及生活上；本校也與
IBM 合作，結合兩邊人才邁向AI發展。張校長
指出，新落成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是由校友捐
資興建，提供翻轉教室功能，是棟智慧大樓，

與本次活動相得益彰，最後張校長祝福活動
圓滿順利。資工系榮譽教授趙榮耀認為，現
在是「大、智、行、雲、網」時代，其中大
數據和智慧是核心關鍵，需要有想法和創意
的人才，方能使得智慧校園有漂亮的成果，
期許本校能成為典範。大陸全國高等院校計
算機基礎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楊小平期盼兩岸
能持續交流，提高雙方智慧校園水準。本校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李述忠以近日淡
江校友獲第54屆金馬獎說明，母校是全方位
和全人格的教育發展，更重視「未來」的教
育，幫助學生能「想像未來」。李述忠邀請
大家參加資工系50週年活動。
7日的專題演講中，簡立峰以「From Big
Data To AI-First」為題，講述現今全球從大
數據到人工智慧產業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說明數位服務的新經濟時代的來臨。7日下
午，優九聯盟校長暨資訊主管等人亦到校參
與「優九聯盟校長暨資訊主管會議」。
現場之業界廠商展演活動中，各樣實務應
用吸引眾人目光，如緯育股份有限公司展出
圖形化程式應用設計訓練邏輯wikidue APP。
緯育技術主任、亦是本校校友的張志明表
示：「期望wikidue APP應用在課程上，作為
學生學習C語言的啟蒙。」與會人員、龍華科
技大學助理張翰仁分享：「專題演講使我對
大數據分析有更多想法，透過展演也讓我更
了解TronClass的整合模式，收穫良多。」

張校長出訪3大陸姊妹校 深化友好關係
兩校交流合作。戴萬欽期許，未來兩校能進行
學士雙學位與碩士雙學位合作計畫。座談會
後，該校安排代表團一行參觀校史館與貨幣博
物館。
張校長為四川大學「發展戰略國際諮詢理事
會」的臺灣唯一理事，此行由四川大學校長
謝和平親自主持座談會，副校長晏世經等一級
主管皆參加。川大則對本校的未來化感興趣，
張校長致贈未來學相關出版品予川大。謝和
平希望兩校有更多交流，「未來將邀請淡江
大學師生加入川大暑假的實踐及國際課程週

【本報訊】上月11月27日至2日，校長張家
宜率領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理學院院長周
子聰、工學院院長許輝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與國際長李佩華，訪問西南財經大學、四川
大學、及蘭州大學等3所大陸姊妹校，訪問過
程中受到姊妹校熱烈接待。
本次參訪西南財經大學行程，張校長為二度
訪問，由該校黨委書記趙德武親自接待，趙德
武表示，淡江大學是最重要的臺灣合作大學，
自2000年正式簽署協議以來，有許多師生交流
合作。張校長期望，藉由此次訪問進一步深化

（University Immersion Program）。」
在蘭州大學參訪中，由蘭州大學黨委書記袁
占亭親自主持座談會，與會代表另有副校長安
黎哲、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熊友才等一級
主管，蘭大與本校工學院與商管學院，已有多
次互訪與教學合作外，本次還拜訪設置於本校
牧羊草坪上的大型雕塑「黃河母親」作品的作
者，中國大陸著名雕塑家何鄂。
本次代表團深化與3所姊妹校友好關係，以
進一步拓展師生互訪、共同研究、共同研討
會、雙學位等全面合作關係。

攜手三民&淡江高中簽約拓展合作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8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與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新
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進行「策略聯盟協議書
簽約典禮」與蘭陽校園同步直播，校長張家宜
與三民高中校長沈美華、淡江中學校長柯賜賢
進行簽約，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本校一級主管
等人見證，完成簽約後彼此互贈紀念品合影。
這次新加入三民高中和淡江中學後，本校已
與8所雙北的高中完成策略聯盟協議。校長張
家宜致詞表示，這8所高中均先以透過實質合
作後才進行策略聯盟，期望藉由課程、社團活

校長張家宜（中）於 8 日新北市立三民高
級中學校長沈美華（左）、新北市私立淡江
高級中學校長柯賜賢（右）進行「策略聯盟
協議書簽約典禮」。（攝影／周舒安）

動、美學素養、國際化等項目合作，在108新
課綱修訂後，由本校提供師資，為高中生在大
學上的銜接有更好的幫助。
沈美華說，「四年前便與淡江合作，經過一
連串實質交流才完成今天的簽約。期盼淡江
給予我們穩健的發展，提升和建構更完整的課
程，也期待大學生透過活動指導，給予我們的
學生更好的影響。」
柯賜賢強調，「淡江培育許多人才，期待簽
約後更多的合作，銜接高中和大學的教育，在
人文上有更好的提升。」

高李綢獎助11生 台北市校友會嘉惠學子

位學生。前商管學院院長兼勸募人蔡
信夫、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
甫、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等師
生長也到場觀禮共同參與。
高新平為土木系傑出校友，其以母
親之名成立「高李綢獎助學金」，
迄今累積頒發新臺幣1670萬元獎助學
（攝影／周舒安） 金、幫助逾300位同學，他於2014年8
月過世，家屬仍持續發送獎助學金，
【記者林妍君、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第
讓愛延續下去，因此本校在11月份正式啟用之
三十一屆「高李綢獎助學金」於1日舉行頒獎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特別設置「新平廳」紀念高
典禮，本次共11位同學獲獎，每人獲獎助學
新平學長的善心，同時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
金5萬元，同時頒發三德獎助學金予土木系2

人投入行善之行列。
社團法人台北市校友會於2日在台北校園校
友聯誼會館舉行106學年度第一次獎助學金頒
獎典禮。上午頒發成績優良獎學金、同心獎學
金、陽光傷友獎學金、張茂椿老師獎學金、清
寒獎學金、熱心服務獎學金，共164名同學脫
穎而出獲得這份殊榮，並與73名獎助學金捐贈
者交流心得。下午 33名愛膳餐券贊助者與受
贈同學見面，拉近了彼此的聯繫。
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劉子經致詞時表示：
「這是台北市校友會授贈獎助學金的第十一
年，很感謝所有默默付出的學長姐。」

選課照過來 新增通核課選填志願

【記者王怡雯、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5
日，教務處公告下學期初選課程前，增加大學
部通識核心課程三大領域11學門以兩階段分年
級、電腦亂數分發「選填志願」及預先退選
「衝堂科目」之選課方式。學生在社群與網路
熱議，本報也接到學生申訴，資圖四陳柏儒
說：「沒有事先與學生溝通就進行重大變革，
讓大家相當手足無措。如果提前告知下一個學
年度再來改變通識選課方式，或許大家心理還
有所準備。」中文
四陳品婕說：「選
12/18
課本來就各憑本
中午
事，搶到課就是眼
12:30
公告
明手快。現在硬改 查詢課程
第一階段
為志願序，超出掌
握範圍，讓人覺得
可怕。」

學生會學生權益與福利部為協助同學快速
了解選課新制，於6日在社群網站「淡江透可
版」留言解說之外，並提醒初選與加退選依然
是大四優先制，體育以及其他必修、選修課程
則與以前一樣沒有改變。學生會會長、法文三
王凱立說：「學生權益並不是可以被實驗、被
藐視的，校方應正視本校選課長久以來的根本
問題並做出研議改善，而非在未經告知、未經
溝通的狀態下逕行決策。」
未選到通識課程，進入第二階段選填志願

課務組組長蔡貞珠表示，為增加通識課程選
課公平性，參考國內大專校院作法，於初選
課程前增加通識課程的兩階段選填志願登記、
每志願序填寫最多10個通識課程，如登記人數
超過上限時，由電腦亂數抽籤分發，未登記者
視同放棄，待分發結束後的餘額將回流到初選
課程。惟初選期間每人限選1科通識核心課程
（含選填志願選課已篩選到1科），讓參加選
填學生確保能選到一門通識課程。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退選衝堂
課程

107/01/02
中午12:30~
107/01/03
上午11:30

第二階段

107/01/08
中午12:30~01/10下午16:30
依年級於「網路選填志願登記系
統」開放時間中登記
•篩選結果查詢：
107/01/12中午12:30~
107/01/21上午11:30

選到通識課程，初選不可選通識課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教學
卓越

（製圖／淡江時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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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二)
15:00
12/13(三)
13:00
12/13(三)
15:00
12/14(四)
14:00
12/14(四)
17:10
12/16(六)
9:00

會計系
B712
文學院
O502
教發組
V101

演講人/講題

資圖系
L301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科員鄭皓辰
生活教給我的種種小事
正興聞總編高耀威
正興幫-非典型社區營造
通核中心助理教授陳慧勻
通識與核心課程觀課交流
精英國際教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張義雄
從程式設計構思物聯網、大數據與
人工智慧應用
有河book書店經營者詹正德
獨立書店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資圖系
L507

路老闆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宏
現代化網站程式開發流程

資工系
E819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喜特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理楊
玉婷
那些希望早點學到的事-電動機車
創業經驗分享

12/11(一)
10:00

電機系
E787

12/11(一)
10:10

公行系
B119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跨域工作與設計思考

12/11(一)
13:10

化材系
E819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化工系教授聶睦平
1.How to Prepare Yourself &
What to Expect to Study Abroad
2.Apply Small Angle Scattering for
Nano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12/11(一)
13:10

歷史系
L302

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郭鍇銘
圖像與信仰：佛教石窟探微

12/1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2/12(二)
13:00

化學系
C308

12/12(二)
13:10

產經系
B511

12/12(二)
13:30
12/12(二)
14:10
12/12(二)
14:10
12/12(二)
14:10
12/12(二)
16:10
12/12(二)
18:45
12/12(二)
19:00
12/12(二)
19:00
12/13(三)
10:00

Piggamond Corp. C.E.O楊政祐
Application of Nano Graphene
Composites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 Associate
Professor,Department of Chemistry
Dr. Shengqian Ma
Nanospace within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Plenty of Room for
Imagination
美國洛杉磯執業心理醫師張馨芳
聽見自己內在的聲音

立琦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張立達
創育中心
創業計畫書撰寫實務：一次OK的計
R103
畫書撰寫秘訣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保險系
郭文彥
Q408
保險業資金運用與管理
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淑
經濟系
敏
B712
直接投資及併購實務
School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物理系 the Witwatersrand, South Africa/
S215
ProfessorAlan S. Cornell
Particle Physics in the CERN age
通核中心 永紡企業總經理葉淑麗
B616
逆境是上天賜與禮物
中華少年及兒童親職輔導與才能發
課外組 展協會分區負責人詹文成
E310
★社團行不行★團康設計與技巧社團知能研習
福倈鷹航拍資訊有限公司吳東諺
創育中心
無人機攝影建模與VR虛擬實境體驗
R103
課程：攝影數位建模:建模
思維策略共同創辦人暨研發長謝一
網路行銷社
平
E312
大數據行銷
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陳維
大陸所
海
驚聲國際
多元文化講座：印象越南：越南的
會議廳
經濟、社會與文化

12/13(三)
10:00

財金系
B713

12/13(三)
10:10

保險系
B509

12/13(三)
14:00

公行系
B606

12/13(三)
14:10

化材系
G315

聯華實業公司總經理景虎士
正視人生階段的每一角色

12/13(三)
15:00

中文系
L528

12/13(三)
15:10

土木系
E787

12/13(三)
18:45

課外組
E310

12/13(三)
19:00

諮輔組
B713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康來新
重寫名女人:武則天的個案考察
文藻大學博士項家騏
QS實務專題：建築工程實務與識圖
基礎
淡江大學境外生輔導組組長 李美蘭
★社團行不行★問卷設計與分析社團知能研習
大直高中公民教師黃益中
真性平講堂‧熱血教師黃益中與您
有約

12/14(三)
10:10

化材系
E510

美國陶氏化學公司資深研究員陳碔
過濾技術之前瞻與市場需求

12/14(四)
8:00

中文系
L301

《幼獅文藝》主編吳鈞堯
文字跑跳碰

12/14(四)
9:10

保險系
B509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劉純龍
台灣產險業之現況與未來

12/14(四)
10:00

國企系
B713

板信商銀業務部經理火光宗
看見板信，銀行品牌行銷攻略

12/14(三)
10:00
12/14(四)
13:10

資圖系
L408
公行系
SG402

國立臺灣物館組長劉杏怡
文化機構的行銷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公民監督國會的改變與影響

12/14(四)
14:00

未來所
ED601

土耳其福爾摩沙學會副會長邱柏宏
台灣與伊斯蘭世界的連結

12/14(四)
15:10

大陸所
T701

12/14(四)
18:45
12/14(四)
19:00
12/15(五)
10:00
12/15(五)
10:10

12/15(五)
12:30

107/1/22
12:30起
初選課程

1

去想、去規劃、去執行。目前年
輕人的優勢在於創新的想法與概
念，但缺乏的是執行力，所以一定
要開始去執行！因為執行力將決定
未來的成功與否！
－2007東京設計週國際
競圖大賽首獎得主顏文豪

12/15(五)
10:10

未選到通識課程，進入初選選通識課
初選課程

12/25中午12:30~
12/27下午16:30
依年級於「網路選填志願登記系統」
開放時間中登記
•篩選結果查詢：
106/12/29中午12:30~
107/1/02上午11:30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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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富邦投顧董事長林弘立
投信投顧業概論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
理曾子聰
金融科技在保險業的運用與發展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
授吳秀光
地方政府的跨域管理:以2010年臺北市
國際花卉博覽會為例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會計師史芳銘
兩岸會計產業的差異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老師陳昱圻
課外組
★社團行不行★攝影技巧-社團知
E312
能研習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博士吳旭智
禪學社
領袖培訓系列-MIT麻省理工博士教
H119
你「十倍奉還時間管理術」！
馬來西亞旅遊文化及文化部長機要
外交與國際系 秘書Tai Zee How
T404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and
involvement in local politics
淡江大學產經系兼任副教授莊孟翰
經濟系
2018房市景氣與社會住宅、都市更
B506
新對市場發展趨勢之影響
大傳系 中天新媒體部門副總監李國華
O202
直播時代下的媒介產業
學悅科技專員王鈞平
遠距組
讓課堂動起來，數位化教學工作坊
T211
「課堂教學互動工具-Zuvio講習」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11(一)
19:10

保險系
D503

演講人/講題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郭文彥
保險業資金運用與管理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周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