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劉芷均、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22日巴
拉圭共和國總統佛朗哥伉儷等一行17人，由駐巴拉

圭大使、西語系校友劉德立夫婦，陪同蒞校參訪盲生
資源中心，以及和中華電信共同成立之「Eye社會創新
客服中心」。本校安排簡報說明，由校長張家宜全程
主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教務
長葛煥昭、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盲生資源中心執行
秘書洪錫銘等人與會，現場美洲所所長陳小雀擔任司
儀和校方代表翻譯。本校致贈盲用電腦予巴拉圭總統
伉儷，巴拉圭總統夫人阿法洛，也是該國眾議員亦回
贈介紹巴國書籍，表示友好交流。
　張校長致詞表示，「很榮幸巴國總統伉儷蒞校光
臨，這是全校師生最大的榮耀，本校由英語專科起
家，重視外語能力的培養，培育許多優秀人才，同時
駐貴國大使劉德立亦是本校傑出校友；本校為全臺首
度招收盲生的學校，開發相關輔具協助盲生邁向資訊
化生活，希望此次的參訪能留下美好回憶。」阿法洛
表示，早在國內就曾聽聞本校的盲用電腦設備齊全，
以及對身心障礙生的關心，因此很期待來校參觀了

解，更希望未來能有正式的雙邊文字協
定，以進行深度的互動和交流。
　接著，由盲資中心研發工程師張金順
介紹本校對盲生提供的生活、課業、職

業等相關諮商協助，持續進行視障輔具研發及無障礙
網頁推廣、視障電腦教育訓練、研發盲用APP等協助
盲人的生活。簡報完畢後，阿法洛特地向張金順了解
身障生照顧等相關問題，由陳小雀翻譯解說。
　參觀盲生資源中心時，由西語系副教授宮國威介紹
相關設備，展示視障輔具自動閱讀機的操作，讓巴國
一行人驚呼且鼓掌叫好，而佛朗哥更以拍肩鼓勵操作
的視障學生。即將離校時，巴國總統伉儷分別雙手緊
握張校長的手，表達此次參訪的感謝之意，並熱情邀
約，歡迎本校師生能至巴國參訪。

　【記者陳安家、黃宛真淡水校園報
導】捷報！本校資圖系團隊參加在上海
舉辦之首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創新
大賽」，自兩岸765隊中脫穎而出，進入
50強，並奪得三等獎的佳績。資圖系系
主任林信成表示，很高興資圖系學生在
兩岸競賽中能獲佳績，加上本次結合企
管專業，得到別於系上所學的成果，十
分肯定成果！
　比賽得獎作品不僅以圖書資訊為核
心，更結合了企業管理的概念，以一個
虛擬的架構，協助企業整理檔案及規則
化，以達到節省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更因為過去與遊戲橘子成功合作的營運
經驗，使作品更具說服力，而現階段處
於開發中的福州市，正需要規則化與整
理的分類架構，因此參賽作品能得到評
審一致青睞。
　參賽代表資圖碩三郭嵩麟表示，由於
自己並非商學院學生，因此過去在管理
理論和實務間磨合、修正，促使團隊更進
一步，讓圖資和管理能夠相輔相成。期望
本次成果不單協助福州的發展，也展現出
本校在兩岸學生間的競爭。很榮幸有這次
比賽機會，並且得到來自資圖系與企管系老師
的悉心教導。比賽過程中，更明顯得感受到對
岸學生有著自己所沒有的「衝勁」，不會預留

後路的勇往直前、以及積極的求知慾，縱使在
專業上臺灣學生略勝一籌，但是在精神上卻無
法望其項背。

淡江時報 徵選活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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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之星

詩人但丁：智慧若有不足，可用品德來補，
但品德不足時，則無法用智慧補足。

31日同安船再現

　【記者鄭文媛、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21
日文錙音樂廳舉辦《爵士．潛意識：共聲體
SYMBIOSIS三重奏》音樂會，由知名音樂家
曾增譯、爵士名師Martijn Vanbuel、爵士鼓名
家Sebastiaan Kaptein3人共同演奏精彩的爵士
表演。他們以〈I LOVE U〉爵士經典曲即興
演奏揭開序幕，並帶來〈Laisse Aller〉等10首
曲目，曾增譯的躍動旋律、Martijn的赤腳撥
彈琴弦，以及Sebastian精湛的鼓技構成了即興
卻和諧的樂音，樂手間彼此心領神會的默契
詮釋爵士樂風格，最後以〈給可愛殺手的一
首歌〉安可曲答謝觀眾如雷掌聲，曾增譯表
示：「很開心再度來到淡江演奏，謝謝大家

的出席，這是對我們
莫大的鼓勵！」
　經濟一張瀚勻說：
「整場音樂會的感覺
很棒！」中文二楊明
騏表示，因自己是樂
團的貝斯手，所以想
透過這場音樂會學習
爵士風的編曲，「希
望 能 多 舉 辦 音 樂 講
座。」土木二張仲堯
表示，活潑的演奏很
吸引人。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
處統計，本學期期中二一預警總人數為4043
人，與上學期相較減少424人，期中預警率從
18.79%降為17.73%。
　本校以期中二一預警系統，持續對學生進
行學習關懷與輔導，針對學科學習困難方面
提供學生個別諮詢、導師關懷輔導等機制，
了解學習狀況後，進而提升學習成效，但最
終仍以期末成績為主。

　接獲預警函的公行二吳同學除檢視成績以
加強該科的學習外，並認為要把握加退選時
機，選擇符合自己興趣和能力的課程。
　資工二劉同學表示，收到預警單會很有警
覺性，看到每一科分數都悽慘就會立志要奮
發。機電二洪同學積極地說：「會安排時間
好好復習功課。」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學習無界線！
學教中心於2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教
育部「101-102年大專院校數位學習人才培訓
及推廣服務計畫」（北區）簽約儀式，校長
張家宜與真理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實踐
大學、中原大學、元培科技大學、東南科技
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和銘傳大學8所合作學校
校長皆到場出席。張校長致詞，「學生可透
過數位學習取得學分、學位，此機制使學習
不再受傳統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她舉本校
亞洲所為例，該所學生皆來自中南美洲，透
過遠距教學，一年只需到本校2次，打破空間

限制，張校長期許，「希望打造優
質教育環境，帶領網路校園成熟發

展，朝向優質化、多元化、未來化與國際化
目標前進，更重要的是培育數位學習產業人
才。」
　此次的簽約內容將針對特定線上課程或學
程，跨校線上修習，取得之學分均可獲得9校
的認可，學生無需再額外繳納學分費，即能
線上修習各學校的特色課程，並可納入畢業
學分。本校負責規劃的「華語文教學數位學
習學程」未來將適度調整課程架構，以助學
生通過華語文教學檢定並配合成教部華語中
心，拓展實習機會。
　本校物理系校友暨國立東華大學校長吳茂
昆表示，透過此平臺擴大教師授課規模，能
讓更多學生吸取各校的特色和精華。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5 月 2 7 日   星 期 一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1學校要聞版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駐巴大使劉德立校友陪同返校

897期

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學生會、學生議
會選舉結果出爐

運館週提倡交安開車趴趴走

2版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31(五)
19:00

國企系
D403

成人教育部執行長胡宜仁主持
以臺灣當前經濟問題為主題之經濟倫理
座談會第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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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7(一)
10:00

經濟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
分配是臺灣刻骨銘心的問題

5/27(一)
10:10

法文系
Q306

法國姐妹校弗朗士孔泰大學副教
授Mme. Regine Llorca
法語發音與語調

5/2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溫良成、黃景忠
1.SOFC電解質材料之開發
2.New Hydrophilic PU Resin via A 
Non-isocyanate Process

5/28(二)
10:10

保險系
Q412

華南產險公司意外保險部經理許良賢
藝術品綜合保險

5/28(二)
13:10

未來所
B713

導演楊雅喆
大學生的夢想與責任

5/2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正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區宏宇
Atmospheric icroplasmas in a narrow gap

5/28(二)
14:10

財金系
E819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
兩岸金融交流與臺灣金融佈局

5/28(二)
19:0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教授高涌泉
科學、熱情、好奇心

5/29(三)
10:00

未來所
ED501

姊妹校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暨副研發長 Prof.John C. Kilburn
Distance Learning and Inequality: 
The Natur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

5/29(三)
13:00

課外組
黑天鵝展示廳

獨角獸人資顧問中心領隊吳孟宸
社團人無邊際

5/29(三)
15:00

課外組
黑天鵝展示廳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理事長謝智謀
青年的夢想

5/30(四)
10:10

國企系
B119

成人教育部執行長胡宜仁主持
以臺灣當前經濟問題為主題之經濟
倫理座談會第一場

5/30(四)
10:10

保險系
B704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部資產運
用經理馮振杰
漫步全球金融市場

5/30(四)
12:00

國際研究學院
T1005

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歐洲研究中心
前主任Dr. Paul Joseph Lim
馬來西亞最近國會選舉評析

5/30(四)
12:30

課程所
ED302

木柵高工教務主任陳裕宏
結合產業實務課程再創技職教育價值

5/30(四)
14:00

課外組
黑天鵝展示廳

玄奘大學副教授兼圖書服務中心
主任林至善
課外活動的幸福

5/30(四)
14:10

機電系
E830

思愛普軟體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全
球技術支援總監張榮展
軟體發展與未來

5/30(四)
14:10

資工系
E819

西交利物浦大學計算機科學與軟
件工程系副教授文家樂
Wireless Capsule Endoscopy

5/30(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堪薩斯州立大學教授張心一
Prof i le  Analys is  Appl ica t ions  – 
Nonlinear Profiles, Wave Profiles, Real-
Time Monitoring, and Multiple Profiles

5/30(四)
14:10

財金系
B713

台中商業銀行經理張瓊文
銀行業務分析

5/30(四)
15:00

未來所
ED501

姊妹校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副
研發長Prof.John C. Kilburn
On Learn ing  L i fe  and  Cont inu ing 
Commerce in an Age of Terrorism

5/30(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安侯會計師事務所總監黃勁堯
中國十二五後兩岸銀行投入兩岸業
務可能的新機會與新風險

5/30(四)
18:00

英文系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國際電視網World 
Service TV口譯專員魏慶瑜
驗證你的實力-會議模擬逐步口譯+同
步口譯

5/30(四)
18:10

法文系
T705

法國姐妹校弗朗士孔泰大學副教
授Mme. Catherine Nicolet
法語口語表達之技巧

5/30(四)
18:30

未來所
滴咖啡

導演楊雅喆
大學生的夢想與責任

5/30(四)
19:00

彩妝社
E301

佳麗寶販促課專屬彩妝講師蔡昀典
夏艷美人保養彩妝講座

5/31(五)
14:00

化材系
E819

斯洛伐克科學研究院礦冶研究所科學與
研究副主任Peter Balaz
M e c h a n o c h e m i s t r y  i n  C h e m i c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 :  F R O M  M i n e r a l s  t o 
Nanomaterials and Drugs

5/31(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產業經濟系副教授林佩蒨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Does Institutional Effect Matter?

5/31(五)
15:50

生輔組
L307

慈濟功德會教育志工老師吳俊毅生命教
育專題演講: 有心就有福 有願就有力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7(一)
13:00

化材系
E830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研究
所博士呂政芳
Implementat ion of  Advanced 
P r o c e s s  C o n t r o l  i n  R e s i d u e 
Desulfurization Pilot Plant

5/27(一)
13:30

教科系
L103

賓州州立大學資訊與科技學院副
教授兼任Wilkes-Barre 校區資訊
與科技系主任陳偉凡
數位學習應用與發展趨勢

5/27(一)
16:00

大傳系
O303

雪芃意識形態創意總監陳慶棠
如何為政策說故事做行銷：以政
府微電影廣告為例

5/28(二)
10:00

資傳系
L306

亞洲指標數位行銷顧問公司總經
理黎榮章
解析體驗行銷與網路口碑的關聯

5/28(二)
10:00

文創中心
O504

數位藝術家林景瑞
人機互動創意

5/28(二)
13:00

職輔組
Q409

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徐重仁
用心，就有用力之處

5/28(二)
13:10

資圖系
L215

臺 灣 互 動 設 計 協 會 （ I x D A 
Taiwan）召集人、Fanzy.tv使用者
經驗設計總監林居穎
互動設計：人與電腦的對話

5/28(二)
15:10

土木系
B712

工程師陳宜民
工程上與SPA 2000的結合應用

5/28(二)
18:10

法文系
T110

法國姐妹校弗朗士孔泰大學副教
授Mme. Catherine Nicolet
提升法語聽力之訓練

5/29(三)
13:00

全創院
CL408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暨研
究所專任教授沈瓊桃
「危機事件處理實務演練」講習

5/29(三)
14:00

資傳系
O306

UITOX全球電子商務臺灣總經理黃文貴
電子商務經營心法與關鍵要素

5/30(四)
8:00

電機系/職輔
組E214

名世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電子
工程師黃建達
ECG heartwave 演算法應用於
MATAB處理

5/30(四)
12:00

出版中心
L522

THOMSON路透區域業務總監梁銘心
優質期刊對研究人員的重要性- 
Thomson Reuters 選刊機制座談會

5/30(四)
15:10

歷史系 
OL201

香港古玉藝術研究協會理事林志明
中國古玉的鑑賞與收藏價值

5/30(四)
18:10

法文系
T705

法國姐妹校弗朗士孔泰大學副教
授Mme. Catherine Nicolet
法語口語表達之技巧

5/31(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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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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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館員／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游忠諺
程式開發實務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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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堅企業專注求穩實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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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預警函寄出4043封

爵士3重奏激發潛意識

131行政會議 通過成教部組織重整

身心障礙生體驗光電產業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日前，盲生資源中心
輔導老師張閎霖和林靜怡等人，帶領本校身心障礙學
生至台塑企業文物館參訪，了解光電、電子及半導體
產業內容和趨勢，現場體驗光電儀器。張閎霖表示，
此次參訪目的是以模擬職場為概念，讓身心障礙生能
了解光電產業的內容外，並貼近職場環境，期望能在
就業中更加順利。日文三陳達逸認為，「雖然自己本
身就讀的是非科技產業相關的科系，但是透過本次的
參訪可實際體驗科技業的運作模式，對往後的職涯發
展能更確定方向，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31次
行政會議於2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並
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主持。會議一開始，虞國興表揚社團屏東校
友會和合唱團參加「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分別獲特優獎和績
優獎為校爭光，並頒贈獎牌予合唱團指導老
師機電系教授講師戴權文、輔導老師學務處
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意婷。

　會中報告前次行政會議指示事項的執行情
形後，接著對成人教育部組織重整進行討
論，其擬自102學年度裁撤英語中心，並依業
務需要增加「專業證照訓練中心」職掌：將
英語中心學分班業務併入進修教育中心，非
學分班業務併入推廣教育中心。
　此外，還將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研
究中心評鑑辦法、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
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等部分條文修正。

外語學院座談淡江9品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21
日舉行「品德年推廣活動」邀請外語學院各系
主任、助理與各班代一起集思廣益，共45人一
同與會，提出推廣「品德年」的具體建議及作
法。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淡江九品囊括
各種品德項目，我們可以從『自律』、『他
律』、『獎勵與懲戒』等方向著手思考；品
德從自己做起，才能以身作則進而發揮影響
力。」各系主任與同學皆踴躍提出具體作法，
例如：「請任課老師或班代於上課前宣導不
講話、不進食、不看其他不相干的電子通訊
器材；下課前宣導垃
圾帶離教室、座位歸

位、擦淨黑板」、「請同學及導師主動發掘同
學的行善及品德優秀的事蹟，並公開表揚，
以相互砥礪」、「結合晚會活動，舉辦6系歌
唱、作曲、戲劇表演，達到『寓品德教育於娛
樂』之功效。」等等，期望藉由大家的腦力
激盪，讓「品德年」的推廣更為順利。期間
亦進行「100學年度大三出國成績特優頒獎典
禮」，外語學院6系共7名同學獲獎，俄文四薛
家鉞表示：「感謝學校提供出國留學的資源，
學習語言一定要出國看看，擴大自己的視野。
在俄國的留學期間，與老師亦師亦友，上課可
吸收不同知識與文化交流，是難得的機會。」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知名音樂製
作人陳明章和全盲鋼琴詩人王俊傑，將於6月
4日重返錄製《紅蝴蝶》鋼琴演奏專輯的文錙
音樂廳現場，將帶來吉他自彈自唱和鋼琴演奏
的悠揚音樂，歡迎大家前往欣賞，欲參加者
請於28日（週二）起至松濤館文錙藝術中心展
覽廳免費索票，數量有限，每人限取2張，詳
情可至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tw/
musichall-20130327.htm）查詢。

　【本報訊】海事博物館將於31日（週五）下
午16時10分在Q409舉辦「再現同安船紀錄片
欣賞與巡迴講座」，邀請到故宮博物院文獻處
助理研究員周維強、再現同安船紀錄片導演柯
子建，以及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其霖，與大家分
享如何結合文獻考究、3D數位科技等方式，
打造出20：1和30：1的2艘同安船模型。
　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表示，同安船是清代
中葉最大、性能最好的新型外海戰船，當初在
製作模型時，故宮博物院曾派人到海事博物館
參考館藏「清朝中國艦」和福建船相關歷史。
而身為同安船歷史考究研究人員之一的李其霖
提到，為期4個月的「同安船專案」中，主要
有原景重現的紀錄片、匯集國內外船舶專家
的歷史考究，以及邀請模型藝術師打造的同安
船，「講座內容精彩，值得大家前往體驗同安
船的風貌。」

文錙中心 志工交流意見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於22日舉辦「如何讓本校學生對文錙藝術
中心多加利用與參觀」意見交流會，和工讀
生、導覽志工一起討論。由文錙藝術中心主
任張炳煌主持，校長張家宜、駐校藝術家李
奇茂、顧重光等人參與。張炳煌說明，這是
首次舉辦文錙藝術中心的各廳館室同仁、志
工、工讀生一起座談增加學生使用文錙藝術
中心的使用率，希望大家能提出相關意見。
張校長分享日前參加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的
「藝術教育運用在通識課程」研討會，勉勵
同學培養美學，並提出結合社區民眾進行深
度文化教育、校園美化等建議。
　會中發表踴躍，大多提出可結合各系和社
團活動的意見，海博館工讀生資工二陳信瑜
建議成立Facebook粉絲專頁，提供活動訊息及

增加與學生互動；法文一李文伶提出可增加
藝術家的作品介紹和講座；展覽廳工讀生公
行三凃品全認為可提供定時導覽服務，讓參
觀者更了解藝術品內涵與價值；而工讀生中
文二黃怡玲提到讓藝文活動走出展館，文錙
藝術中心可結合同學作品展出等。
 張炳煌逐一回應並感謝大家的意見，最後會
將這些意見彙整後作為規劃參考。

　海事博物館響應「518國際博物館日」，於
17、18兩日舉辦定時導覽及「淡水舢舨船」
紙模型造船體驗活動，導覽中小朋友對海博館
的館藏印象深刻，頻頻童言童語向身穿水手服
導覽志工詢問：「這是什麼船啊？」、「哇！
好大的船唷！」現場動手做舢舨船紙模型時，
好動的小朋友一下子安靜下來，全神貫注地組
裝模型。（文、攝影／謝佩穎）

518國際博物館日
28日索票陳明章音樂會

巴拉圭總統伉儷蒞校訪盲資中心

   22日巴拉圭共和國總統佛朗哥伉儷等17人蒞校訪視盲生資源中心，校長
張家宜（上圖左）率本校相關人員接待。接待中，總統佛朗哥對盲生資源中
心印象深刻，除豎起大拇指外（上圖右），並對視障學生拍肩鼓勵（下圖
左）。（攝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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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４生獲兩岸創業創新獎

   資圖系團隊參加在上海舉辦的首屆「海峽兩岸
大學生創業創新大賽」，進入50強並獲得三3等
獎，由資圖四林姝吟（左）、資圖碩三郭嵩麟
（右）代表領獎（圖／資圖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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