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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二週
期校務評鑑」之實地訪評於3月30日在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正式開始，將有評鑑委員到校進行
實地訪評，了解本校校務情形。8時40分開始
進行評鑑委員預備會議後，即進行簡報說明，
接著會有主管座談，以A、B兩組進行40分鐘
的多對多團體座談；11時開始，評鑑委員會抽
選1位教師、1位學生、1位行政人員代表進行
晤談。下午，評鑑委員會審閱資料、參觀淡水
校園重點相關設施、評鑑委員與學校相關人員
共同進行綜合座談。品保處說明，「晤談會於
當天早上抽選各三名，希望抽中的教師、行政
人員與同學能全力協助本次評鑑。」

卜學亮返校採訪學弟
視障生廖晉宏料理圓夢

本校視障生運管四廖晉宏日前接受三立電視
臺之「在台灣的故事」採訪，該節目主持人、
校友卜學亮（右上圖）返母校專訪。（攝影／
周舒安、本報資料照）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視障生運
管四廖晉宏日前接受三立電視臺之「在台灣的
故事」節目專訪，由該節目主持人，同時也是
本校合經系（現產經系）校友卜學亮來校進行
採訪，了解廖晉宏的成長故事，採訪內容將
於4月份播出。廖晉宏靦腆地分享受訪契機：
「曾接受『華視新聞雜誌』採訪後，受到卜學
長注意因此有了這次採訪經驗，片中還協助我
圓夢，特別安排到彼得潘烘培坊與店家一起親
手做麵包。」廖晉宏說明，自己有做料理的夢
想，經常上網學習做菜技巧，也嘗試練習在視
障資源中心湯圓大會中試身手，「大家都覺得
做料理對一位看不見的人來說是件很困難的
事，但我證明了我可以做到！希望藉由自己的
故事鼓勵其他身障生，不要受限於自己條件，
每個人都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夢想。」
卜學亮稱讚道：「晉宏是位很優秀、努力的
學弟！雖然因為視力的障礙，讓他要比一般人
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相信知道他故事的人，
都會心疼他的辛苦，也都會佩服他的勇氣和毅
力，打心底為他喝采加油！」視障資源中心輔
導老師張閎霖認為，廖晉宏雖然全盲，但在課
業上積極努力獲得不錯的成績，也是台積電校
園工讀生代表，克服了限制跟障礙，並且不斷
突破自我，難能可貴，表現可圈可點。

快來圖館AI機器人展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AI全面啟
動，您準備好了嗎？覺生紀念圖書館為讓本
校師生發覺AI魅力，非書組與本校機器人研
究社共同合作，規劃「AI／機器人」系列
活動，在5樓非書資料室除了展出與AI相關
之「AI人工智慧」、「駭客任務」等87部電
影、至4月13日止每日2場電影欣賞活動外，另
有現代科技機器學習與體驗，「NXT 夾娃娃
機器人」、「EV3迷宮車體驗」、「EV3樂高
機器狗」和「LED Cube」4項樂高遊戲機組，
透過觀察並瞭解，增廣師生對AI機器人的認
識。此外，更於5月8日邀請本校未來學研究所
所長紀舜傑談「AI與科技未來－從社會及人
文角度談起」、5月17日由資策會科法所新業
務暨策略規劃中心組長王自雄介紹「歐洲人工
智慧與自駕車之樣貌及趨勢」，藉由兩場專題
演講讓大家深入AI趨勢。

館藏《AI／機器人》
影音資料展 3/12~6/30
電影欣賞 3/19~4/13
週一至週五，每日2場：12:10、18:30

現代科技機器學習與體驗
4項樂高遊戲機組

專題講座

3樓學習共享區

5/8 AI與科技未來
5/17 歐洲人工智慧與自駕車
之樣貌及趨勢

覺生紀念圖書館非書組與本校機器人研究社
共同合作，規劃「AI ／機器人」系列活動。（製
圖／淡江時報社）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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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邁入第五波，持續秉持國際化、資訊
化、未來化的三化辦學理念，以「共創大淡
水，智慧大未來」為中程發展願景，達到落
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
色、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的
目標。（文／資料整理／楊喻閔、資料提供
／品保處）

根田文平異鄉求學成精通

（攝影／麥麗雯）

從日本遠道而來求學的日文四根田文平。
在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任職，協助翻譯、
接待來自日本各校師長及來訪外賓，曾任高
雄餐旅高中日語指導教師，多才多藝的他還
會製作影片和海報，供國際處招生宣傳，
更獲選成為外語學院106學年度優秀青年代
表。（文／劉必允）

百家企業3/28前進淡江徵才

度的「淡江大學2018
校園徵才博覽會」。
屆時將有100家廠商
來校設攤徵才，職缺
類別涵蓋餐飲服務、
百貨、影視、文化、
金融、航空、科技
等，其中不乏有中鼎
工程、大同、三立電
視、日盛證、華通電
腦、佳能等指標性企
業，提供約4,330個工
作機會供同學選擇。
職輔組組員鄭德成
表示，「依據去年同
3 月 28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和海報街，將有百家廠商來校進行企業徵 學的意見回饋，今年
才。（本圖為之前校園徵才博覽會之資料照片）
特地增加銀行業和理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準備好要一
工類廠商的比例，例如台新商銀、安泰商銀、
鳴驚人了嗎？職涯輔導組與新北市政府就
台美檢驗、上銀科技等。」職輔組輔導員游凱
業服務處於3月28日（三）上午10時至下午
甯建議：「同學在博覽會前可鎖定心儀的企
3時，在學生活動中心和海報街合辦一年一
業，了解其背景、寫好個人履歷及面談的準

備，以利當天求職。同時歡迎大二、大三的
同學前往了解市場最新動向，提前明白企業
要求及所需人才，在畢業前便可發展專長，
對未來進入職場有莫大的幫助。」
廠商來校搶境外生人才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3
月份舉辦職涯講座幫助境外生進行職涯發展
規劃，3月21日邀請雄獅旅遊人力資源部主
管李浩煒來校演講，介紹該公司企業文化和
全球化經營方向外，也提供企業實習、駐派
海外等相關培訓工作，現場共吸引50位學生
參與。國際長李佩華表示，透過本次系列活
動可提供境外生未來就業參考，利於職涯規
劃。馬來西亞生、歷史一賴盈敏說明未來想
回到家鄉從事教職工作，希望在從事教職之
前，能先從事旅遊、文化等相關工作，來增
加自己的人生閱歷。假如你錯過這場講座也
沒關係，國際處將於3月28日（三）中午12時
在鍾靈中正堂（Q409）有場「思考力打造競
爭力」品牌講座，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TQM翻轉 從心出發為AI時代優秀人才

【記者張展輝、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3月21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此次主題為「從心出發，成為
AI職場優秀人才」，近600人參與。校長張家
宜表示，本次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的主題，希
望能回應在AI時代中，教學環境的變化改以學
生為學習中心，藉由此次研習會幫助大家在教
學和行政上有創新思維。張校長介紹王文華時
提到，5年前邀請王文華來校談感動服務後，
蒐集相關意見而出版《TQM在淡江：感動服
務》一書；張校長期許，藉由此次專題演講提
供新的教學創新，讓同仁能應用於教學上。
會中公布第九屆淡江品管圈競賽得獎結果，
首獎由蘭陽校園三全圈奪得，第二名是財務處
會快圈，第三名是總務處皇帝大圈。接著由第
30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自強組銀塔獎的三全
圈獻獎，並由該圈圈長鄒昌達分享得獎經驗。
本次邀請夢想學校老師王文華進行專題演
講，以「AI時代我們應該培養的新能力」與現
場同仁分享。他「翻轉」演講以9支影片引導
大家思考和發言，每3段影片邀請現場同仁歸
納這3支影片的重點；為鼓勵大家討論，並帶

來新書《空著的王位》數本，送給現場同仁。
第一階段賈伯斯電影片段、三星主廚侯步雄分
享、李安分享「比利‧林恩」心情影片；同仁
討論舉手，多以「不要害怕改變」為題分享。
第二階段影片有IKEA優惠廣告；SoftBank行
銷、拉丁美洲瓦斯桶測量影片，同仁回應「看
見客戶需求」；其中企管系系主任楊立人以
「找到目標群族，利用創新行銷，以達到意想
不到的改變」獲得滿堂彩，現場建議可站在學
生立場改善選課作業，王文
華替他請命，希望資管系和
企管系合作開發選課APP。
第三階階段影片播放維珍
航空、芝加哥藝術學院博物
館、日本京都竹茂樓的影片
中，讓大家深受感動，其中
化學系系主任施增廉認為，
發展AI過程失去人際間互
動，對教學是重大挑戰。王
文華也針對這三階段影片提出AI時代的具備3
能力：一是承認自己不足；二是針對不同客群
分別觀察和設想；三是加入趣味等人性渴求並

以「只要人不變成『機器』，機器就不能變成
人。」與大家共勉。張校長回應，王文華所提
AI時代的3能力存在於淡江精神，一是巔峰時
不被超越如同淡江發展第二曲線；二是客戶想
像不到的有如淡江超越顧客需求；三是淡江以
三化教育理念培養具心靈卓越的淡江人才。張
校長期勉大家能以淡江精神來面對AI時代的來
臨。會議詳細內容，本報將於1064期製作「全
面品質管理特刊」。

106 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 3 月 21
日舉行，邀請夢想學校老師王文華蒞校進行專
題演講。（攝影／劉芷君）

身心障礙生暨家長座談會 掌握學生需求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加裝閘門顧安全

本校新落成之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成為網拍景
點，從該中心頂樓可遠眺觀音山，風景十分怡
人，但有安全疑慮。為顧及師生及校外人士安
全，總務處日前於該中心樓梯出入口處增設安
全閘門，並於閘門處標示上午8時至下午5時開
放時間；同時在同舟廣場處設置水泥矮牆，讓
看臺與階梯的區分更為清楚之外，也增設15面
反光鏡，避免因視線不良發生意外。節能組組
員梁清華表示，為維護大家安全，增加保護措
施，希望大家在參觀校園新大樓之餘，也能注
意自身安全。（文／胡昀芸、攝影／吳冠樑）

村上春樹微電影徵件中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村
上春樹微電影比賽」即日起至4月1日止開放報
名！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以「我知道的村上春
樹」為題，邀請各界人士、不限國籍，可以個
人或組隊報名，均可以各種拍攝工具、各種
類型的三分鐘片長的微電影，歡迎參賽者盡
情針對主題發揮巧思與精湛的攝影技術，更
有豐富的獎項和獎品等你來拿，活動徵件日
期至4月1日，競賽活動首映會及頒獎典禮將於
4月2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另外，村上
春樹研究中心於4月26日舉辦「為村上春樹獻
聲-村上春樹經典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賽」，
歡迎愛好村上春樹的閱讀者，能一起來為村上
春樹獻聲，感受超越語種和國界的魅力！千萬
不要錯這樣精采的活動，活動詳情請洽村上
春樹研究中心官網查詢。（網址http://www.
harukistudy.tku.edu.tw/main.php）。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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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評鑑30日@守謙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記者李羿璇、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視
障資源中心於3月2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106學年度第2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
座談會」，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視障資源中
心執行秘書洪錫銘、校內一二級主管、各系所
教師均出席交流。鄭東文致詞感謝本校各處室
對身心障礙生的照顧，並表示視障資源中心成
立以來提供身心障學生生活與學習上的幫助，
以不斷改善和精進提供學生最好的學習環境。
接著由各處室進行相關服務宣導報告。教務
處註冊組組長陳漢桂說明身心障礙學生可以延
長修業期限相關規定；學務長林俊宏介紹，本
校申請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其中有一部分
是針對弱勢學生的各種輔導與協助機制，學務
處、校友服務暨資發處等單位都有補助和獎勵
措施，補助訊息將陸續公布，請大家密切注意
相關訊息。總務長羅孝賢說明本校已於106年
暑假在校園驚聲路完成人車分道修整外，並拆
除商管大樓一樓教室門檻、拓寬松濤二館大
門，以便利身心障同學通行校園；羅孝賢期許

同學發揮同理心，將機車能依序停放校園周邊
停車格內，避免停車混亂造成身心障同學通行
困擾，他提出，若大家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
及時通知總務處。
洪錫銘報告視障資源中心情形中說明：
「106學年度第2學期身心障礙生共有194位，
就讀系所涵蓋13個研究所，31個科系，共有5
位專職教師進行輔導，我們的服務項目有課業
輔導、生活輔導、心理輔導與社會適應、職業
輔導等；在生活輔導方面，106學年度第1學期
讓學生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規劃旅遊行程，並由
教師陪同完成計畫，可以看到同學都有顯著的
成長，我們也會繼續推動此活動。」在專題報
告上，由視障資源中心輔導教師張閎霖講解
「非典型障礙與大專提報鑑定業務」，他以影
片解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後，並
分享非典型障礙學生的輔導策略。最後由鄭東
文主持綜合座談，其中公行三游景隆針對身心
障礙生的停車空間、退學申請等權益維護提出
問題，各處室針對提出問題一一說明。

臺灣水彩畫展90幅畫作

示，本校注重美學培育，透
過展覽和課程讓美學能涵養
師生的校園生活。林仁傑亦
代表全體會員感謝淡江大學
的熱情支持。
本次參展畫家成志偉，以
〈水漾威尼斯〉參展，他分
享自己的畫作：「我喜歡透
過旅遊刺激自己的感官，這
（攝影／麥麗雯）
些畫面都是創作的靈感來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3月19日， 源，而這也是第三次參展，能以畫會友彼此交
「2018臺灣水彩畫展」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行開 流的感覺很好。」臺灣水彩畫協會為國內歷史
幕式，邀請校長張家宜、文錙中心主任張炳 悠久之水彩畫團體，此為第三次在本校展出，
煌、臺灣水彩畫協會理事長林仁傑、本校駐校 本次參展人數增加許多年輕人參與，主題多元
藝術家李奇茂、顧重光等人參與。本次畫展 取材從山水景緻到人像描繪，或以個人經驗故
中共展出75位臺灣水彩畫協會會員達90餘幅作 事相互輝映，而筆觸構圖到色彩皆展現出截然
品，展現水彩畫的各種風貌。張校長感謝展出 不同的獨特個人風格，深富觀賞價值，歡迎全
畫家能在春暖花開的校園中親自蒞臨，致詞表 校師生踴躍前往參觀，展期至5月11日止。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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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

高教
深耕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台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暨
有機高分子研究所李宜桓
Development of Novel SelfAssembled π-Conjugated Block
Copolym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Nanohybrid Systems
永豐金副總經理張晉源
從Long Short觀點看歐洲金融危機與
國際霸權遊戲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副所長花
佳正
從台日韓中在東協市場的競合看東
協市場布局及商機

3/26(一)
13:10

化材系
E819

3/26(一)
14:10

歐研所
HC307

3/26(一)
14:10

產經系
B511

3/2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台北榮總實習醫師藍天立
BCNT於腦瘤患者的實際應用經驗

3/26(一)
14:10

未來所
ED601

桃園市副市長游建華
亞洲矽谷計畫在桃園

3/27(二)
10:10

國企系
B713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黃昱程
金融科技發展及金融支付創新應用

3/27(二)
14:10

經濟系
B503

台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林靖
金融傳導下，台股的危機與轉機

3/2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灣大學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
理學中心研究員劉宗哲
極高能宇宙射線與微中子實驗

3/28(三)
10:10

財金系
B712

逢甲大學講座教授沈臨龍
銀行業概論

3/28(三)
13:10

歷史系
L412

3/28(三)
19:00

課外組
Q409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劉雅詩
中世紀西歐文學裡的宮廷愛情、騎
士精神與亞瑟王傳奇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劉承慶
音樂著作權宣導講座-社團不可不
知的音樂著作權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8(三)
19:30

國企系
D325

演講人/講題
中華電信台北營運處總經理黃輝豹
做一個好的主管與部屬

緬懷洛夫圖館2樓書展

【本報訊】本校英文系校友暨第21屆「淡江
菁英」金鷹獎得主、知名詩人洛夫於3月19日
過世，享壽91歲。
洛夫，本名莫洛夫，包括女兒莫非、女婿及
媳婦都曾於淡江就學，一家人與本校淵源很
深。2007年12月他旅居加拿大溫哥華期間，曾
應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邀請，回校演講並現場揮
毫。當時他表示：「這是畢業30餘年後首度回
到母校，有回家的溫馨感。」（請見本報2007
年12月24日出刊之第700期報導）
洛夫從事現代詩創作，一生著作甚豐，他
於1954年與張默、瘂弦共同創辦《創世紀》詩
刊，擔任總編輯多年。中文系教授趙衛民對洛
夫的評介曾被洛夫收入《因為風的緣故》詩
集附錄中，他說：「詩壇稱洛夫為『詩魔』，
因為他寫作手法有魔幻風格」。他曾獲中國時
報文學獎推薦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
藝獎，1991年獲國家文藝獎，在2001年出版的
三千行長詩《漂木》，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同年被評選為臺灣當代十大詩人之首。
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表示，去年66週年校
慶主編《淡江詩派的誕生》之詩選集，蒙洛夫
先生同意，將精選作品收入，且列為全書第一
人。趙衛民感慨地表示，近期詩壇殞落兩個重
量級人物，一位是2017年辭世的余光中先生，
一位是洛夫，令人不捨。 覺生紀念圖書館特
於3月20日至27日在二樓大廳展出洛夫作品，
歡迎師生前往借閱。

填期中意見調查抽隨身碟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第2
學期的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即日起至4
月16日止，該調查是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所填
寫的內容將提供教師作為改善教學之參考，但
不會含任何學生個人資料，可安心填答，歡迎
利用智慧手機、平板、個人電腦上網填寫。凡
填寫此調查之學生還能參加抽獎，將隨機抽出
50位幸運得主致贈16G隨身碟。同學可至學校
網頁右上方之學生「常用連結」
點選「教學意見調查系統」，
或是手機掃描QR-Code即可進
行填寫，歡迎同學踴躍上網填
寫。（教學意見調查系統網址： 教學意見調查
系統 QR-Code
http://survey.tku.edu.tw/tas）

資訊處滿意度調查開跑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填問卷送好
禮！資訊處之「106學年度資訊處服務滿意度
網路問卷調查」及抽獎活動來啦！即日起至4
月30日止，凡本校學生、教師及職員各自填答
問卷並留下E-mail連絡帳號者，即有機會獲得
iPadMini平板電腦、7-11禮劵或淡江短T恤等
各項好禮。
根據105學年度的服務滿意調查結果顯示，
受訪學生的滿意度前3名分別是淡江i生活、電
腦實習教室及淡江大學首頁；另外，個人電腦
維修服務、聯合服務台及淡江大學首頁則為
受訪教師及受訪職員的滿意度前3名。歡迎大
家踴躍上網填答意見調查表，（填答網址：
http://feedback.ois.tku.edu.tw/106/）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周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