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18 (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助理研究
員劉振霖
New end station composed 
of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er and soft X-ra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io-
molecules

9/18 (二)
14:10

水環系
E830

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
管制處處長兼生態社區推動
方案室執行秘書謝燕儒
低碳永續家園建構

9/19 (三)
10:00

歐研所
T306

歐研所所長郭秋慶主持
歐盟與亞洲的關係－德國、
臺灣及中國座談會

9/20 (四)
11:00

會計系
Q409

劉毅英文補習班負責人劉毅
什麼是一口氣英語

9/20 (四)
16:00

大陸所
T505

中小企業顧問暨鴻海集團前全球
採購長熊宇飛 
中國大陸人際關係實際經驗探討

9/21 (五)
10:00

大傳系
O202

臺灣舞孃執行長/人力銀行業
邱文仁
關於行銷這檔事！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2(六)
8:55

會計系
D221

臺灣大學會計系教授蔡彥卿
員工福利（IAS 19）以及退休
福利計畫之會計與報導 （IAS 
26）

演講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臺北校園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即日起至10月4日展出「數位ｅ筆書畫藝
術展」，且將於26日上午10時30分舉行開幕
式。本次展覽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及顧重光、臺藝大書畫藝
術學系教授蔡友等30位書畫名家運用數位e筆
方式創作藝術作品，展場上將以電腦展示各
作品之書畫動態筆跡過程，並設置互動體驗

區讓來賓親自體驗e筆的
書畫功能。
   「e筆書畫系統」研發
至第3代「e筆神功」，
增加透明度功能，可使
用暈染、堆疊等技巧，
以增添創作的豐富度。
另外，其書法教學、簡
報、影像、錄音等多媒
體功能，獲得國內外極

高評價，也提供教師進行課程重點分析、重
複說明及批改，有助於師生教學上的互動，
達到相輔相成的學習成效。  
   張炳煌表示，「數位e筆」改變了傳統的書
寫方式，只需利用電腦筆在手寫板上書寫，
還能改變筆鋒和筆觸粗細之變化、即時「重
播」運筆過程，如同將古代碑帖的書寫過程
成為「動態字帖」，完整呈現中華文化書法
藝術的精華，讓初學者容易上手學習，並提
供藝術作品賞析方式。本展結束後，所有參
展畫作均可提供本校各單位索取掛在辦公
室，無財產保管問題，但需酌收工本費（裱
裝費），歡迎有興趣的單位請至展場登記。

e筆神功進化第三代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洲研
究所博士班校友戴豪君，於上月新任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曾任臺
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秘書，
以及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歐研所所長郭秋慶指出，「戴豪君是一位平
易近人，謙和有禮的人，去年曾邀他回校演
講，博士班學生反映收穫良多！」
   行政院研考會為國家政策的重要幕後推
手，是政府施政之幕僚機關，主要執行行政
院政策之研發、規劃和考核等業務；因此提
出許多創新政策，如之前在全國部分行政機
關，與旅遊景點推行的室內iTaiwan免費無線

上網服務，以及在社會救濟方面，鄉公所提
供的老人服務等。
   戴豪君目前參與行政院組織改造工程的
任務，「除為了建構高效能與高彈性的政
府，也希望打造 『一站式購足』（one-stop 
service）便民政府服務，讓民眾辦理公務時不
必再多次往返各政府單位。」戴豪君表示，
現在剛上任仍在熟悉業務中，但站在國家重
要政策施行與組織改造的重要崗位和時機
點，他感受到這份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因
為關乎國家競爭力，所以對這份工作有使命
感，將會不斷努力驅動自己，將工作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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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之夜 High翻全場3版 境外生總人數達1199人

外國文學學程師資堅強  財經資訊分析學程英語授課增實力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
導】教育學院獲教育部核准
自102學年起增設「教育領
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談
到成立的過程，教育學院院
長張鈿富表示，該班是與教
育學院多位教授共同討論、
籌劃，希望達成研究政策領
導、政策科技和政策教學的
3大目標。
   一向認為「先求有，再求
好」的張鈿富，在此博士班
成立後，希望能更進一步提

供學生們發表成果的平臺，
除了融合學校的國際化、資
訊化、未來化教育，「學術
國際化」就是下一項目標。
透過論文發表的機會，不僅
希望學生們能鑽研於學術研
究，更能培養宏觀的視野，
讓我國的教育人才能被國際
看見。在少子化與師資飽和
的趨勢下，許多學生對於投
入教育界會猶豫，對此張鈿
富表示：「其實我國高中以
上部分師資還有缺額，再加

上即將實施的12年國教，未
來教育界將更看重學術研究
的表現，相信此博士班培育
出有一定的就業能力的學
生。」
   「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
博士班」即將開始招生，
預計推甄入學招收1名，考
試招收2名，詳細招生訊息
可上教育學院網站（http://
edcollege.tku.edu.tw/）查
詢。

   【記者謝孟席、李亞庭、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因應社會發
展及考量產業趨勢，101學年度新設4個學分學程以及93科外
審通過的新課程。新學分學程有數學系的計量與財務學分學
程、工學院的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商管學院的財經資訊
分析英語授課學分學程、外語學院的外國文學學分學程。其
中，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獲教育部30萬補助款。
   為了配合全球化經濟活動而加開「計量與財務學分學程」，
是針對計量與財務相關有興趣同學加以培養高階財務管理人
相關能力，課程包括風險管理、財務管理、統計計算等相關

課程，結合計量與財務能力，應用於金融服務業，培養計量
與財務專長的基礎訓練，儲備計量與財務的基本人才，替未
來進入就業市場及早準備。
   工學院開設的「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有鑑於國家及產
業界以綠色能源為前瞻科技及研究發展重點，故設此學程以
培育綠色能源領域人才，並提升本校在產業界之競爭優勢。
   「財經資訊分析英語授課學分學程」整合產經系、國企系、
經濟系、財金系及保險系5系供同學修習，囊括財務經濟學、
金融市場機構與投資、國際財務管理等課程，培養學生對國

際財經資訊的掌握與應用能
力。
   外語學院今年增設「外國文
學學分學程」，主要是希望結
合語言與文學，對不同語言的

文化能有更深認識；並新設「義大利文與文化」和「世界文
學導論」課程。「義大利文與文化」邀請國內義大利文口譯
專家倪安宇擔任教師，他留義多年，曾擔任外交部約聘口譯
員，現為《世界文學》義文編委之一。13日開課座無虛席，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全程參與，還有許多旁聽生，講課內容
讓現場笑聲不斷，吳錫德表示，此課程特色除義大利相關文
化且結合雲端科技，將錄製上課影片放上雲端平臺，供選課
學生下載溫習。
   「世界文學導論」採專題講座方式上課，邀請產學專家，
如前人間副刊主編楊澤、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作家陳
雨航、PCHome網路家庭負責人詹宏志等名人演講，將理論與
實務相結合。吳錫德表示：「一種語言即是一扇窗口，開設
各國語言之課程，可讓同學從不同窗口中，看到不一樣的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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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為活化本
校空間利用，於今年暑假期間進行相關單
位空間調整：原教育館更名為傳播館，大
傳系系辦公室移至Q406、淡江時報社搬到
Q301、數位語文研究中心遷Q204、資傳系
的創意數位實習媒體中心則在Q206；商管
大樓4樓則改建為學生事務專用。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表示，這次的異動是將
相似的單位集中，並將商管大樓4樓改建讓
學務處使用，以親和的環境、完整的友善
設施，以發揮學務功能，提供學生服務；
並將大傳系系辦、創意數位實習媒體中
心、淡江時報社、數位語文研究中心等匯
集一起，來擴大傳播效益，「整體而言，
在這次空間調整中，是以體貼和人性化管
理的角度出發，讓本校空間充分應用，以
提升服務品質。」
   商管大樓4樓的學務處以清新面貌，迎接
新學年度。學務長柯志恩表示，商管大樓4

樓長期以來空間不敷使用，這次空間經調
整後，中庭增加休憩區，空間設計隱含著
學務處的核心價值：綠色豆芽代表學生經
澆灌後會更加茁壯，樓梯間的蝴蝶飛舞象
徵活潑的生氣，「這是一個專為學生打造
的舒適學習園地。」另外，學務處各組辦
公室大搬風：諮輔組改在B406~B408、職
輔組為B413、服務學習辦公室是B423，以
及軍護教室為B426。學務處將於20日（週
四）在商管大樓4樓中庭，舉辦「新境‧心
淨學務樂活茶會」，柯志恩邀請全校師生
「一起走入學務新環境，一同悠遊學務心
視界」。公行四胡靜怡表示，休憩區的增
設和貼心設計，以後會多使用這個空間。
   高柏園提到，未來預定將徒步休息區重新
規劃，以供學生辦活動之用；且在現在的
溜冰場改建一座本校地標性的國際會議中
心，以提供符合國際會議的相關設施。

102學年度教育學院新設

    即日起，凡手持紙本《866
期淡江時報》或行動裝置中
「淡江時報APP」錄製「我看
淡江時報！」影片，並寄至tkutimes@gmail.
com，即可兌換絕版品《阿蛋與阿薑》漫畫
一本，數量有限，先搶先贏唷！
PS：記得留下姓名及聯絡方式，才能通知
你來領取喔！

新任二級主管介紹

精采大學生活 就看淡江時報

歐研所校友戴豪君 任研考會副主委

國科會獎勵本校104位特殊優秀人才

第118所姊妹校 大阪府立大學

本學年新創4學程 綠能科技學程獲教部補助

21日全校演習地震避難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將於國
家防災日（21日）上午舉行「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以「抗震保安，感動123」方式，實
施1分鐘3個「蹲下、找掩護、穩住」就地避
害要領。軍訓室主任陳國樑表示，希望能經
由避難演練，達到人員快速分流目的，屆時
請全校配合地震演習。
   9時10分開始演練，在各班教室播放5分鐘地
震掩護影片後，9時21分透過廣播發布警示聲
響，全校教職員工生進行「蹲下、找掩護、
穩住」動作後即恢復上課。另外陳國樑提
到，9時22分僅文學館的上課學生預演，由文
學院院長邱炯友下達指令後，聽從穿背心的
指示人員，疏散至文館前車道的安全地點且
清點人數後，才完成地震演練。軍訓室教官
楊偉華表示，希望透過實際的演練，提高全
校師生對於地震的警覺性，養成正確的防災
知識，也更清楚校園的防災流程。

工學大樓30間教室 節能系統控冷氣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
導 】 為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的 理
念，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在
工學大樓安裝「智慧化節能
控制系統」，將3、4、5樓
的30間教室冷氣機納入能源
管理監控系統，依照教室課
表自動管控：上課前10分鐘
提供照明及空調，下課10分

鐘後會自動斷電，若連續上
課 之 教 室 休 息 時 間 則 不 斷
電；另外在每間教室的前後
門加裝磁簧開關，若上課時
間未隨手關門，會自動關閉
電 源 ； 此 外 教 室 內 安 裝 溫
度 計 ， 當 教 室 內 溫 度 未 達
26℃，空調僅送風功能。
   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組員

鄭聲雷表示，希望藉由建置
智慧化節能控制系統，以達
到建築物智慧化及永續節能
目標，「雖然初期可能會有
些不適應，但仍希望全體師
生共同來努力，養成隨手關
燈及關空調的習慣，不但可
以使設備正常運作，也可以
達到節能減碳的功用。」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101年
「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
獎名冊日前公布，經國科會審核後獲補助784
萬8,000元，共計104位教師獲獎，其中化學系
教授王三郎、陳曜鴻、陳幹男、化材系教授

黃國楨、電機系教授翁慶昌，以及管科系教
授歐陽良裕獲1級獎勵。
   研發長康尚文表示恭喜得獎者，獲獎即代
表努力獲得肯定，並鼓勵未獲獎的教師再接
再厲，未來一定有機會獲獎。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再添第118所姊妹校！本校與大阪
府立大學於上月24日簽署交流協定
書。兩校交流協定書經本校國際化
暨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送陳
校長張家宜核准後，完成締結姊妹
校之簽約手續，也是本校在日本的
第27所姊妹校。
   而締結姊妹校的契機是由於本校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化學系教授
王三郎於今年4月前往大阪府立大
學，進行學術交流，該校十分肯定
並推崇本校持續提升教學、研究、
行政及服務的品質，主動表示希望

與 本 校
締 結 姊
妹 校 。
王 伯 昌

表示，大阪府立大學是所相當完整
的綜合性大學，生物化學領域非常
優秀，理學院未來將邀請該校人員
來訪，並遴選研究生至該校進行短
期研究，其他合作模式尚洽談中，
「該校理學院院長很希望到淡江來
看看。」
   該校是由原大阪府立大學、大阪
女子大學及大阪府立看護大學3所
大學整併而成的公立大學，位於大
阪南部堺市，是所綜合性大學，設
有工學院、生命環境科學院、經濟
學院、人間社會學院、護理學院、
綜合復健醫療學院等學院及研究生
院。自2012年起，將其所屬學院分
成現代系統科學域、工學域、生命
環境科學域及地域保健學域等4大學
域。

   【記者楊蕙綾、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日前本校行政參訪團參
訪韓國誠信大學、大陸南開大學及山東財經大學，感受3校師生
舒適的用餐環境，因此今年的暑假將美食廣場重新整修、重新設
計用餐動線，並加強低碳節能的概念：加裝冷氣自動控制系統、
節能風扇和低碳主題藝術，要讓全校師生感受「健康五星級，荷
包有省錢」。財金三林思宇表示，美食廣場變得很不一樣，燈光
更加明亮，且牆面也重新粉刷；相較於以往的空間，繽紛的設計
會使用餐更加愉快、舒服。

校園空間調整

原教育館更名傳播館 商館4樓為學務專區

更正：本報於866期刊登「卓越校友」
當選名單及人數有誤，得獎名單尚包括
羅森、陳定川、江誠榮、陳兆伸、馬紹
屏5人，總共21位當選，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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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廣場改裝
學生大呼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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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廣場改裝成為舒適
的「五星級」用餐環境。
（攝影／林俊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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