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資訊服務創新賽    資管      資工     抱3冠

　【記者歐書函、李亞庭淡水校園報
導】外語學院13日在FL411與育學資
訊公司進行「知識動能線上華語學
院」之「諮詢輔導顧問合約」簽約儀
式，邀請到簽約代表育學資訊公司總
經理曹金豐，以及本校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法文系
系主任楊淑娟、日文系系主任馬耀
輝、俄文系系主任張慶國、建邦中小
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等到場
觀禮。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
「這一個學術的Party！」此次合作
最大的受益者是學生，可使其在畢業

前早一步接觸職場環境，瞭解市場需
求，提前為未來做準備。
　高柏園致詞表示，本次合作讓外語
學院蓄積已久的教學能量得以發揮，
十分感謝，以及曹總經理的努力。曹
金豐致詞提到，華語文學習的各項資
源取得較不易，有賴各界協助；不過
近幾年華語文開始在國際上流行，
因此正逐步建立華語文教學的架構。
蕭瑞祥則表示，創育中心在居中協調
的過程中，試著將合作內容具體化，
一般產學合作多為理工類，如何在外
語學院找出育學資訊實際的需求，是

雙方合作的重點。同時站在育成中心
的角度，盼將優質廠商推薦給學生，
學生也可培育自身華語文的教學能力
與外語能力，將所學與市場所需相結
合。
　此項合約自明年1月1日至執行一
年，育學教學研發部總監潘素滿表
示，目前具體的4大執行方向為：由
外語學院各系調查與開發該語言國，
對於學習華語文之需求；進行多國語
言的華語師資線上教學培訓；多國語
言的線上華語教學教材開發；整合文
創產業相關資源以利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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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機遙控智慧家庭 資工系獲雙冠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管系與資工系共6組學
生於10日參加由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以及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共同舉辦「2012第17屆全國大專校院資
訊服務創新競賽」決賽，其中，資管系「開心成長幼誌園」榮
獲產學合作組二第一名、資管系「神祈搖擺」獲得智慧型手持
裝置應用組二佳作，以及資工系「樂活。智慧家庭之中央控制
系統」榮獲資訊應用組八第一名與智慧自動化產品與智慧機器
人設計開發組第一名雙冠王。
　主辦單位從318組入圍決賽隊伍中，選出3組為副總統吳敦義
進行說明，資管系「有趣的蓋印章」獲邀展示，組長資管四陳
鈺薇說明：「能被挑選出來是系上與組員的榮耀，希望能夠呈
現好的一面，並且將系統的實用性推廣出去。」簡報時以總統
府為例，吳敦義聽完後稱許，能將創意主題與教學實用互相結
合，並與該隊所有組員握手鼓勵。
　「開心成長幼誌園」組長資管四林庭伊表示，幼教老師會替
學生製作成長手冊，但製作過程繁複，因此研發本套系統，
將成長手冊製作過程電子化，不僅可節省製作時間，更能留下

學生完美的成長紀錄。在得知獲獎那刻，組員相擁而泣，資管
四陳韋婷更驚呼尖叫：「感謝系上老師、助教的協助，還有學
長姐的經驗談幫助我們完成這套系統，得獎只有爽一個字能形
容！」指導老師資管系副教授梁恩輝表示，「學生們實地採訪
幼稚園，深入瞭解老師的需求，將實務應用與技術相結合是得
獎關鍵。透過這次比賽，不僅訓練學生團隊合作，更能讓學生
瞭解市場趨勢，拓展未來的視野。」
　「樂活。智慧家庭之中央控制系統」組長資工博四陳正昌表
示，「雖對自己的系統有信心，卻沒有料到能獲得雙冠，感謝
張志勇老師鼓勵我們參賽，我們將持續努力，並帶領學弟妹繼
續加油！」陳正昌說明，利用智慧型手機與多網控制閘道器進
行整合，就能透過手機操作各項家電設備，另外，當使用者坐
到椅子上，桌上檯燈、電腦、音響等設備即能自動感應開啟，
成為遠端遙控新亮點。目前此系統已與業界合作，希望未來能
讓更多人使用。指導老師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這次利用
智慧型手機，將技術與現代趨勢相結合，不僅實務應用上有龐
大商機，學生也能利用比賽和他校交流，研發更多新產品。」

   「神祈搖擺」將人民信仰電子化，結合宗教與科技，讓人在
家即能線上參拜，吸引許多人圍觀詢問，組長資管四林冠彣提
到，「每人心中都需要支持力量，期望未來能擴大更多不同信
仰，提供心靈安定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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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1(三)
19:20

國企系
D403

東方廣告公司執行董事侯榮惠
整合行銷溝通

11/23(五)
19:30

商管碩專班
D40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
檢察官戴東麗
企業刑事法律與案例之探討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姊妹校浙江大學綜合事務考
察團由浙大農業與生物技術學
院副院長趙建明於11至14日，率
領15位行政單位代表蒞校訪問。
浙江大學委託本校就該校需求，
安排講座課程，由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講授「臺灣高校行政管理概
況」、秘書長徐錠基講授「臺灣
高校校園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與媒
體應對」、總務長羅孝賢講授
「臺灣高校的後勤服務工作」、
人資長鄭東文講授「臺灣高校職
員的職業生涯管理」、校服暨資

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講授「臺灣高
校的校友工作」及學習與教學中
心執行長游家政講授「臺灣高校
本科學生培養模式」。
   浙大為中國「985工程」重點
高校之一，為本校第21所大陸姊
妹校。目前本校商管學院與浙大
經濟學院進行交換生合作計畫，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浙
江大學讚賞本校為企業最愛私
校，並對課程設計和行政效能給
予高度肯定。戴萬欽會後轉述，
該團認為此次座談中對本校及臺
灣高校行政有更全盤的認識。

外語學院簽約 培養  華語師資

傳授行政經驗 浙大來取經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9(一)
08:10

保險系
B507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
張鳴文
企業風險管理

11/19(一)
10:10

電機系
E819

中央大學通訊系副教授陳逸民
Software Defined Radio: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11/19(一)
10:10

西語系
L212

靜宜大學西文系教授蔡淑惠
你、我和一個名為西班牙的國
家: 西班牙語和西班牙文化

11/19(一)
13:10

化材系
E830

中原大學化工系助理教授楊大毅          
磁性材料之製備與應用

11/19(一)
13:10

管科系
B512

帆宣科技副理張肇榮          
綜觀科技發展與創新思維

11/19(一)
14:10

化學系
C013

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
資源學系講座教授郭悅雄
不同方式栽培牛樟芝成份及其
藥理活性的研究

11/19(一)
16:00

職輔組
B609

富邦金控與富邦人壽業務資
深主管許維倫
Y世代啟航未來

11/19(一)
19:10

課外組
B609

華山文創總經理張壯熙
團隊建立與人際溝通

11/20(二)
10:10

戰略所
T703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連弘宜
俄羅斯推動「東向發展」政策
對東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

11/20(二)
13:10

西語系
T310

西班牙Murcia大學退休教授丁玫
瑰 (Rosa Ort. Mateu)
Comparaci.n fon.tica, diagn.stico 
y tratamiento de las dificultades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para 
aprender espa.ol.

11/2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山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蔡維楓
Superconductivity in 
Inhomogeneous Hubbard 
Models: How Tc can be enhanced 
by optimal inhomogeneity

11/20(二)
14:10

水環所
E830

臺北市電腦公會物流與供應鏈管
理中心主任李柏峰
綠色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11/20(二)
14:30

數學系
S433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胡毓彬
Principal Volatility Componen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11/20(二)
15:00

職輔組
B509

1111人力銀行公關總監何啟聖
職涯規劃與未來趨勢分析

11/21(三)
18:00

諮輔組
B712

「BBS鄉民的正義」導演林世勇
網路沉迷之BBS鄉民大戰

11/22(四)
08:10

法文系
L306

歐研所助理教授曾秀珍
法國社會生活面面觀

11/22(四)
10:00

企管系
B704

花旗信用卡行銷處副總裁余洛葳
金融業人才需求

11/22(四)
10:10

德文系
T701

德國班貝格大學博士梁雅貞
筆譯的挑戰與樂趣

11/22(四)
12:30

學發組
ED201

化學系榮譽教授/臺灣女科技
人學會理事長吳嘉麗
女科技人影像

11/22(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交通大學統計所教授王秀瑛
Multivariate JS-type Control 
Charts

11/20(二)
14:10

機電系
E830

中正大學機械系副教授任春平
生物細胞的介電泳操控

11/22(四)
14:10

德文系
T701

前美商Regent Corp. 亞非商業協
調長王志明
繽紛德意志~飛越映像時空

11/22(四)
15:10

理學院
S215

《知識通訊評論》發行人/吳
健雄傳作者江才健
吳健雄百歲的科學歷史和文
化意義

11/22(四)
16:00

大陸所
T701

安侯會計師事務所副總黃勁堯
2012國際銀行監理趨勢與中國銀
行監理的演變

11/22(四)
16:10

資工系
Q409

美商甲骨文臺灣分公司協理姜禮昇
從企業資訊服務需求看資訊科系
人才

11/23(五)
09:00

產經系
B302G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副教授耿
紹勛
Empirical issues on Labor and 
Health Economics

11/23(五)
12:10

國企系
L215

資深國際行銷業務顧問詹千慧
廣告策略規劃與執行

11/23(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葉俊顯
Axiomatic and strategic 
justifications for the sequential 
equal contributions rule in the 
airport problem

   本校校長張家宜（右圖右一）、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下
圖右一）榮獲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
體之優良教育人員木鐸獎，10日出
席全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由
教育部部長蔣偉寧（右圖左一）親
頒獎座。蔣偉寧致詞感謝得獎者的
卓越貢獻，以「良師興國」一語勉
勵教育人員能繼續為教育、國家服
務。
   游家政曾於2006年由中華民國教
材發展學會推薦獲木鐸獎，本次為
2度獲獎。他發揮課程發展專長，
參與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研
訂、試辦與推廣，長期協助中央、
地方及學校推動與落實國中小學課

程的革新，因此由中華民國課程與
教學學會推薦獲獎。游家政表示，

木鐸獎是肯定教育領域的表現，
感謝學校的教學研究服務理念，
讓教師在教學研究之餘，可以為
社會服務，「會再持續協助國家
教育研究院進行12年國教課程發
展。」
   張校長致力於臺灣高等教育推
廣不遺餘力，其成果為學界有目
共睹，此外，在全面品質管理
（TQM）研究有專書論文和國
科會研究，並推動高等教育全面
品質管理，本校於2009年5月獲
第19屆國家品質獎等，由社團法
人臺灣高等教育學會推薦獲獎。
（文／呂柏賢、攝影／盧逸峰）

前進港 馬教育展 華語特色海外吸睛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招生組和國際處境外
生輔導組，上月18日至11月1日，參加海外聯合招生委員
會舉辦的「臺灣高等教育展2012」，前往香港、印尼和馬
來西亞參展。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海外教育展如同
海外版前進高中，能提高本校能見度進而擴大生源。境外
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表示，藉由此次教育展加強與校友聯
繫，並可藉由當地校友協助說明利於招生。
   陳惠娟和陳珮芬在印尼教育展中感受校友的熱情，當地
校友主動到現場幫忙說明。陳惠娟表示，印尼政府提供
DIKTI獎助學金，將臺灣列入4大公費攻讀博士4大優先國
之一，並將華語列入正規的外語課程，加上成教部於暑假
期間辦理的「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印尼班）」受到
家長和學生肯定，現場碩博士班和華語課程詢問度熱絡。
陳珮芬表示，本次教育展讓印尼學生認識本校的華語實力
外，未來可增加雙方交流，如來臺進行短期華語訓練、
文化參訪等。而在香港教育展上，以學校文宣品和〈淡

江時報〉向
香港高中生
介紹本校特
色，主辦單
位鼓勵臺港
學校交流，
以開展教育
招生業務。
招生組業務
人員陳宛伶
表 示 ， 3 天
的活動中以
異地求學生
活協助和獎助學金申請方式的詢問度最高。陳惠娟指出，
「事後陸續接獲詢問參訪、策略聯盟等，將與相關單位研
擬後續合作方案。」

   馬來西亞教育展則至寬柔中學之古
來分校、巴生光華、吉隆坡坤成中學3
所獨立中學說明，校友溫馨接待協助
招生相關事項。

全面禁菸加強巡查 水源街施工 注意交通安全
   【本報訊】臺灣自來水公司於水源街2段
進行汰舊管線工程，在月餘的施工期間，會
塗銷機車停車格並禁止汽車出入。節能組組
長姜宜山表示，工程施作期間若有停水通知
時，將採取各大樓調撥供水措施，另外可能
會有施工噪音，希望同學能體諒與配合。
交通方面，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自15日
起至工程結束期間，將開放有通行證的汽車
雙向進出校園；並提醒，騎乘機車同學可善
用五虎崗免費機車停車場，在行經施工區域
時，務必遵照指示以確保行車安全。

淡江i生活APP在Android
   【本報訊】「淡江i生活」APP已在
Android平臺上線，凡持有Android平
臺的全校師生，都可以在Google Play
用「淡江i生活」關鍵字查詢後免費
下載使用，趕快上網下載使用！首度小微金融研討會 交流商機

   【本報訊】由本校商管學院承
辦，首屆海峽兩岸小微金融發展研
討會於18日在浙江省臺州國際大酒
店舉行，財金系教授林蒼祥出席研
討會擔任與嘉賓。林蒼祥表示，這
是兩岸首度以「小微金融」亦即中
小型企業為研討會主題，他強調，
「這是兩岸首度有高階單位指導，
也是首次由國臺辦經濟局擔任指導
單位的重要盛會，具有實質投資商
機的會議，對未來的合作與下屆研
討會樂觀其成。」
   林蒼祥說明，有鑑於大陸經濟快
速發展，希冀能針對金融機構如何
進一步優化服務，滿足中小企業發
展需求，促進企業轉型發展進行討

論，「這場研討會將與臺州企業分
享臺灣中小型企業之經驗，也帶回
不少合作商機。」商管學院院長邱
建良表示，浙江大學與商管學院交
流最為密切，每年都有不少交換
生，「積極地在短時間內推動此研
討會，為的就是要讓學術交流，盡
快推展到實務交流，促成兩岸產學
合作機會。」
   今年9月由林蒼祥促成浙江省金
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汪煒、臺州市政
府高官至本校與邱建良、財金系系
主任李命志交流，並拜會前行政院
院副院長、現任永豐銀行董事長邱
正雄，以及臺灣金融研訓院，一同
催生本次研討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
學年度第4屆品管圈競賽中，企管
系學生首度參賽，為光圈和卡卡圈
2隊，還有蘭陽校園的圈夢圈、公
行系的時習圈、教務處註冊組的普
龍宮圈，共計5隊參加。此外，本年
度第7屆淡江品質獎參加單位有工學
院、學務處和研發處。
   各隊將展現特色：光圈志在增加
教室電燈開關的便利性，卡卡圈鑽
研如何降低印表機排隊等候時間，

而圈夢圈意圖提高蘭陽校園「住宿
學院」的關鍵字搜尋排名，時習圈
欲改善教學評量填答率，以提昇教
學成效；普龍宮圈旨在精進外語能
力檢定作業流程。參賽的隊伍將在
明年2月20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書，經
過初審後，進入複審的隊伍將進行
現場簡報暨審查會議。
   淡品獎的部分，接下來將公告複
審名單、複審簡報暨審查會議時
程，將於歲末聯歡會公布並頒獎。

淡品獎品管圈  摩拳擦掌
 視訊熱線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美洲
所響應2012年11月12日「墨西哥國
立自治大學臺灣文化日」，於臺灣
時間13日上午9時與該校進行同步
視訊會議。本校由美洲所所長陳小
雀率所內師生數10名演唱〈妳是我
的花朵〉和表演扯鈴，該校學生則
以中文演唱〈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
他〉。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是墨國和
拉丁美洲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
綜合性大學。」陳小雀表示，「墨

西哥學生用中文演唱，是有備而來
的！」她指出，學術交流方面未
來鼓勵兩校學生從事臺灣與墨西哥
的研究，挑選出最佳論文，予以獎
勵。未來希望更進一步促成兩校簽
訂學術交流意願書。美洲碩一黃睿
葒表示，在視訊會議中，該校教授
談到有許多臺資企業在墨西哥投
資，「對墨西哥有更多的了解，希
望未來有更多機會參與類似視訊會
議，讓我們可以和他國師生近距離
接觸！」

　招生組（右）於香港教育展為香港高
中生介紹本校。（圖／招生組提供）

招生組
境輔組

張家宜校長 游家政執行長 獲木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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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智慧
機器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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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本報訊】為更落實無菸校園政策、環安
中心和軍訓室於校園內加強巡查勸導，環安
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表示，自100學年度起
本校實施全面禁菸，並在過去所設置的吸菸
區張貼禁菸標誌，現在除持續每天巡查勸導
外，會繼續再商管大樓張貼禁菸標誌，以提
醒吸菸者。生輔組校安人員魏玉文表示，將
由宣導活動方式進行禁菸宣導，如校園反菸
陽光大使選拔等，持續推動菸害防制，以凝
聚師生們的無菸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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