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課外輔導組於上月28至31日在
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星動心」101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
成果展。28日中午舉行開幕剪綵暨頒獎儀式，校長張家宜、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學務長柯志恩及總務長羅孝賢等一級主管出
席，會中安排頒予社團認證長感謝狀及頒發優秀社團TA。張
校長致詞表示，感謝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堅持、學務長的精心
策劃及推動，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才有此誕生的契機。在第二
年的課程中，針對前一年的結果進行調整，增添許多新元素，
使得成果非常好，但仍勉勵講師、社團TA們持續改善，「希
望明年能越來越好。」張校長提到，本次活動主題十分符合社
團精神，社團注重團隊精神，舉辦活動最重要的是行動力，以

及人際相處之道，均有助於達成培育心靈卓越
人才的目標，這是本校相當重要的核心價值。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召集人黃文智表示，看
同學們參與就像是看到社團的心血、新希望，
強調課外活動學到的技能不僅豐富生活，在職
場上能有更多應用的機會，也希望得獎同學加
入社團發揮長才，未來加入北極星服務團擔任
社團TA，帶領學弟妹進入社團世界！
　擔任成果展總召產經三李濠仲說明，策展運
用太空、星際及宇宙等元素包裝，將展區規劃
成5個部分，並設置靜態展示、互動遊戲及企
劃競賽。其中，「銀河旅程」展現社團經營管

理成果、「夢想之星」呈現修習課程的學習成果、「銀河指
南」介紹講師群的專業長才、「星際飛船」講述培育社團TA
歷程、「太空總署」則是由課外組的角度，展示社團課程的發
展歷程及架構；而「宇宙的
卡夫卡」明信片區，讓師生
透過明信片傳達課程感受及
心意。另設互動體驗，如心
理測驗、熱縮片製作等。中
文二謝宛婷表示，「展場設
有寄送明信片、心理測驗等

小活動都讓人印象深刻，今年展場更多元盛大，感覺很棒！」
　成果展中另安排3場演講，獨角獸人資顧問中心領隊吳孟
宸，以「社團人無邊際」為題分享社團經驗，並強調在社團中
養成的多元能力，有助於運用在職場上。亞洲體驗教育學會理
事長謝智謀，講述「青年的夢想」分享特殊個案，他認為青年
更應該具有冒險精神去開闢人生；玄奘大學副教授兼圖書服務
中心主任林至善，則分享「課外活動的幸福」，並建議教師可
將社團必修化課程當作研究主題。
　壓軸活動「我是企劃達人」競賽與觀摩活動，共計有63份企
劃書參賽。第一名為德文一美食版圖社的527我愛吃美食展、
第二名為歷史一美食考察團的食尚玩咖、第三名則是法文一
FUN盪人生社的Fun士一夜，人氣獎則是公行一沙發馬鈴薯社
的夜艷。德文一陳俞晴表示，很榮幸拿下冠軍，在活動策劃中
展現創意是獲獎主因，要完成一份企劃書很不簡單，需要集思
廣益才能順利完成。

　【記者鄭亦如淡水校園報導】環安中心持
續推動校園環保，在大學城的校園入口處舉
牌宣傳，提醒同學「外食不外帶，不使用一
次性餐具」，希望能達到垃圾減量。而大傳
系兼任講師劉青英於「廣告訊息設計」課堂
中，安排學生針對環保概念進行訊息包裝設
計，劉青英表示，「環境保護已是顯學，希
望學生結合廣告創意，將愛地球的概念付諸
行動，號召大家一起做環保。」
　大傳二陳韋辰等5人小組，觀察到校內垃圾
回收分類成效不彰，提出於回收分類袋上加

蓋的點子，希望透過洞口縮小，提醒同學將
垃圾做正確的分類，陳韋辰指出，在計畫實
行的一個禮拜當中，定時定點做觀察紀錄。
同學丟垃圾時發現特別設計的蓋子，的確會
停下來看一下。陳韋辰轉述工友阿姨表示：
「這個設計的確減輕不少負擔，和減少回收
整理的時間。」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日前與故宮博物院合作，將王羲之的「快雪
時晴帖」、「懷素自述帖」、蘇軾的「寒食
帖」、黃庭堅的「松風閣」、宋徽宗的「詩中
帖」、趙孟頫的「趵突泉」等書法國寶，利用
e筆系統轉化為動態的作品。ｅ筆的動態筆跡
功能可模擬各代書法名家的墨寶，利用回復方
式讓學習者了解書寫的過程，達到教與學的目
的。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此功能極
受總統馬英九賞識及讚譽，並驚訝於所呈現的
書法文化之美，期待能有更多動態的書法作
品。
　張炳煌指出，預計在9月將要推出動態字

帖，內有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的楷書、
王羲之〈蘭亭序〉的行書、〈禮器碑〉的
隸書、〈秦刻三種〉的篆書、〈于右任千字
文〉的草書、〈張猛龍碑〉的魏碑6套字體的
字帖。此外，今年的暑假將舉辦書法師資培
訓營之書法教學研究會，以數位ｅ筆系統進
行書法教學，朝向學習與教學的應用面來推
廣，「利用e筆系統、動態字帖讓喜歡書法的
人，可透過書法的教學及研究，成為一位教
與學並進的優秀書法老師。」
　「快雪時晴帖」等動態字帖一睹為快嗎？
請至淡江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
tw）中瀏覽。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星動心展成果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依各院
系所特色和當前產業發展潮流與需求，101學
年度共開設38個學分學程，而102學年度將再
開設5個學分學程：外語學院及文學院「外語
華語教學」、英文系及教科系「英語教學與
數位學習」、工學院「智慧機器人」、商管
學院「國際行銷與貿易實務英語授課」、教

育學院及商管學院「數位學習與資
訊管理」。新增的學分學程的課程
設計，結合各院系所的專業核心課
程和特色課程，以培育學生能具有
專業能力的跨領域人才，歡迎有興
趣學生向所屬系所院洽詢。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因
應華語熱，將開設外語華語教學學

分學程，讓外語學院的學生發揮所長，以所
學的外語來教華語；此外，我們也與知識動
能公司合作，修課學生須前往該公司實習，
達到建教合作目的還能與職場銜接。先前舉
行培育計畫，若參加此計畫的學生能再修習
華語學分學程，不僅可強化專業訓練的完整
性，亦可使學生增加就業力並提升經驗。」

外語學院將於4日（週二）在FL411舉行「學
分學程說明會」，歡迎同學踴躍報名，說明

會報名電話，校內分機2551或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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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創意佈展 傳達感動與熱情

898期

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學務長領52導師
赴陽明大學交流

蘭陽展翼歡送會祝展翅高飛

2版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3(一)
19:10

教科系
D404

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理事長
廖遠光
後設分析在數位學習研究上的應用

6/4(二)
19:20

教科系
D328

中華電信學院行銷學系講師王培
卉
專案經理的溝通技巧-團隊建立經
驗分享

6/8(六)
9:00

課程所
D305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所長崔允漷
校本教研與專家型教師

6/8(六)
14:10

保險系
D303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臺灣產險市場經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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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3(一)
10:10

財金系
L206

元智大學財金系教授梁婉麗
Investor Sentiment and Long-
Run Market Performance of Share 
Repurchases

6/3(一)
13:00

化材系
E830

逢甲大學化工系助理教授曾怡享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s of 
Polyimide Nanocomposite Films

6/3(一)
14:00

教科系
ED204

景文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
授莊益瑞
高互動的教與學

6/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陳繼浩
以新穎性電化學安培法發展不具電化
學活性分子之量測技術以及微晶片電
泳電化學偵測平台的開發

6/4(二)
14:00

課程所
ED302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幼保系教授邱
瓊慧
觀察的設計與實施

6/4(二)
14:10

水環系
E830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BIM整合中
心副理賴建中
工程管理資訊之行動化與智慧化
創新應用

6/4(二)
14:30

數學系
S433

Professor Wai-Yuan Tan(譚外元)
(Depar tment  o f  Mathemat ica 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emphis )
Mult i-stage Stochast ic Models 
of  Carc inogenesis :  Some New  
Innovative Approaches

6/4(二)
15:10

保險系
B505

新光人壽副總經理郭長榮
我國人壽保險市場之現況與展望

6/5(三)
19:00

證劵研究社
B712

富邦區經理 龔則銘
畢業後做好4件事情年薪2百萬

6/6(四)
12:30

課程所
ED302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所長崔允漷
大陸21世紀課程改革

6/6(四)
13:00

學發組
I501

時間管理講師張永錫老師
先吃掉那隻青蛙

6/6(四)
14:10

資工系
E819

中華電信研究院主任級研究員暨
帳務資訊研究所計劃經理黃德勝
淺談大型軟體系統與經驗分享

6/6(四)
14:10

統計系
B309

廈門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黃長全
非金融企業流動性與流動性風險測度

6/6(四)
16:10

大陸所
T701

文化部司長李連權
兩岸文創產業

6/6(四)
19:00

禪學社
C423

泰山國中輔導主任盧玫竹
禪學社生命靈數講座生涯篇

6/7(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產業經濟系副教授李順發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4(二)
9:30

管科系/職輔
組B511

台灣宅配通物流本部部長周政雄
台灣宅配業之行銷策略

6/4(二)
12:00

英文系
FL204

臺灣唯一受聘於英國BBC的同步口
譯員Carol Wei魏慶瑜老師
口譯提升你的職場競爭力

6/5(三)
10:00

學教中心
覺生國際
會議廳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
「好學樂教分享日」研討會

6/5(三)
10:00

德文系
FL411

德文系約聘副教授- Herr Holger 
Steidele
德語教學工作坊-第2場

6/5(三)
12:10

英文系
FL204

師大英語系教授-陳純音
Action Research on L is tening 
Teaching

6/5(三)
19:00

大傳系
O202

壹週刊攝影記者湯興漢
照片欣賞

6/6(四)
14:00

機電系/職輔
組

E830

賽仕電腦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
務部經理彭國榮
分析方法在企業商業智慧之運用

6/7(五)
9:00

會計系/職輔
組

B312

御風聯合記帳士事務所負責人張
美娟
中小企業會計實務經驗分享

6/7(五)
12:30

日文系
FL106

劉長輝老師
促進兩岸姐妹校日語教學研究之
芻議-以淡江‧北京理工大學為例

教學
卓 越

卓越計畫培育心靈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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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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策展實作獲勝隊 佈展小白宮

創新創業賽 資管資傳二分天下

環保搞創意 彩色加蓋促垃圾減量

102學年增5學程 產學合作打造         力

王羲之動態筆跡 e筆再現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24日舉辦
第二屆「2013淡江大學創新與創業競賽」中，
由資管三吳喭濡、王郁婷、吳嘉純、張家瑜
所組隊的「淡江京東隊」奪得創業獎第一
名；創新獎首獎則由資傳三張懿、陳盈如、
楊昌玉、鄭淳方及徐雅芸的「玩旅行Play隊」
拿下，各獲獎金2萬元。
　吳喭濡表示：「我們結合輿情分析和推薦
系統，讓使用者可在網路平臺快速了解商品
評價。」
　本次競賽共7組參加，以企劃簡報與評審質
詢答辯方式進行，由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副執

行長黃振銘、現任機電系特約講座教授孫國
華、中華民國股權投資協會副祕書長郭少龍
共同評審；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工學院院長
何啟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創育中心主
任蕭瑞祥、企業嘉賓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許嘉旭等到場為同學加油、
指導。高柏園鼓勵同學，年輕人應具有輕狂
的豪情，以開創具理想性的偉大事業。黃振
銘評語中指出，「此次競賽比上屆成熟許
多，各組都提出獨到的創新想法。」他期勉
大家要相信和認識自己，在這科技時代中打
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創中心上月
18、25兩日舉辦「策展經理人實務規劃與專業
實作工作坊」已圓滿落幕。在25日中進行實作
比賽，現場分5組為淡水地區發揮策展創意，
最後由資傳三鄭淳方、林珈如等6人所組隊的
「淡水小時光」獲得優勝，他們以「淡水一條
街」，讓觀光客可體會淡水老街的新舊風情。
優勝隊伍於上月28至30日參與竹圍創藝國際在
小白宮的「山水之間的藝術遊廊-深根推廣計
畫成果文件展」佈展實習；法文四龍韻如開心
地表示，此次的機會真是太棒了，這3天的實
習經驗中，能參與現場佈展的創意發揮，了解
到策展工作內容，收穫很多。
　文創中心執行長劉慧娟表示：「相信經由這
次的工作坊，讓對策展有興趣的同學，學習到
很多，不虛此行。此次同學的表現太優秀了，
超乎我的預期，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將同學的策
展創意計畫應用在校園中，鼓勵同學修習文創
學程，持續保持熱情及興趣。」
　資管三李宗翰說：「這一次的策展人工作坊

沒有得到優勝，覺得有點可惜，但是學習到了
許多相關的理論知識及實作的經驗，也體會到
了團隊合作及榮譽，收穫很豐富，希望下次舉
辦類似的活動，我一定會去參加！」鄭淳方和
林珈如一致認為，「此次的收穫很多，工作坊
中的理論可以幫助實務架構，而實務則可以體
現理論。」

工學院教師精進8社群茶會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
於上月30日邀請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歐洲研究
中心前主任Dr. Paul Joseph Lim，以「馬來西
亞最近國會選舉評析」為題演講，剖析馬國
的選舉情勢，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研究學
院院長戴萬欽、亞洲研究所所長林若雩、亞
洲研究所教授陳鴻瑜、歐洲研究所教授鄒忠
科等師生參與。戴萬欽表示，此演講純屬學
術討論，不涉及政治意識，希望藉由國際時
事，讓大家在思想上更廣闊。
　Dr.Lim從這次的選舉中，分析馬國當地族
群與社會資源分配等問題，他指出，馬國執
政黨國民陣線在國會議席中獲勝，但卻無法
掌握超過三分之二的國會席次，使得執政黨
未來施政較為艱困，即使歐盟在此事件中，
給予執政黨祝福，但仍盼執政黨能對選舉產

生的負面行為和其規範加以調查與把關，此
外，馬國的新經濟政策，原以保護弱勢族群
為目的，實際卻刻意保護馬國人，使馬國的
種族歧視問題成為反對黨的支持度增加的原
因之一。陳鴻瑜在會中提及，比起菲律賓，
馬國在本次選舉中沒有出現暴力行為，此外
因臺灣政治較馬國民主，希望在臺灣的馬國
學生可以更了解臺灣政治，未來促進馬國的
民主發展。
　馬國僑生企管四莊寶明表示，透過此演
講，幫助自己思考如何方能消彌馬國的種族
歧視，讓每個族群都能在這塊土地上健全發
展。航太四李維翔說：「身為馬來西亞人，
從演講中更了解馬國的政治現況，也期待未
來馬國的民主能更加進步」。

盲資中心親師座談 溫馨接待新生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今年
之錄取身心障礙甄試新生，及早適應大學生
活，盲生資源中心上月29日舉辦親師座談會，
邀請102學年度的身心障礙的大一甄試新生約
32人，以及家長，來校認識淡水校園的環境與
盲資中心的設備與輔導項目，希望讓身心障
礙學生更了解自身的各項權益及可輔助利用
的資源。
　由盲資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主持，致詞表

示，歡迎大家進入本校就讀，鼓勵未來能積
極主動，學習個人自主，努力適應大學環
境，融入校園生活；而家長們則應調節心
態，學會適度的放手才能使學生順利完成學
業。
　另外，並安排輔導老師劉尚敏針對大學生
活適應進行專題講座，還安排和學長姐的經
驗分享，並與各系系主任交流互動，了解就
讀科系的發展。

國際學院淡江論壇 評析馬國選舉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於上
月28日舉行「教師精進迎端午」社群茶會，
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主持，學習與教學中心
執行長游家政、人資長鄭東文、教師教學發
展組組長宋鴻燕、教師教學發展組編纂王春
貴等約120位一同蒞臨與會。何啟東表示：
「透過精進社群的聚會，從系內縱向交流擴
大為各系間的橫向互動，彼此切磋並凝聚向
心力。」
　何啟東指出，教師精進成長社群成立至今
4年，共有建築系「設計教學研究」小組、

土木系「資訊科技教學社群」、水環系「水
環教師多元化教學論壇」、機電系「淡江蜂
鳥」專案社群、化材系「化工與材料精進教
學專業成長社群」、電機系「電機永續發展
社」、資工系「躍上雲端精進教學專業成長
社群」、航太系「未來飛行器趨勢探討與教
學經驗分享社群」共8個社群。
　此次承辦人航太系教授牛仰堯說明：「茶
會不僅可聯繫成員彼此間的感情，更可透過
各社群的成果海報進行交流分享，精簡呈現
社群成果。」

啟事：本報於897期，刊登「文錙中心vs.志
工交流意見」一文中，誤植駐校藝術家顧重
光大名，特此更正。

　大傳二廣告訊息設計課，同學發揮創意，在
回收分類袋中配合回收物品形狀製作加蓋設
計，以利於回收分類作業。（攝影／劉代揚）

　課外輔導組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星動心」101學年度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成果展，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等一級主管皆出席支持。（攝影／羅廣群）

102學年度新設的學分學程
開課學院 學程名稱

外語學院、文學院 外語華語教學

英文系、教科系 英語教學與數位學習

工學院 智慧機器人

商管學院 國際行銷與貿易實務英語授課

教育學院、商管學院 數位學習與資訊管理

（資料提供／教務處）

功能性高分子材料應用研習營 接軌產業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與成人
教育部共同推動大學產學合作，開設「功能性
高分子材料應用技術研習班」，邀請具有產、
學、研多年經驗的化材系教授陳幹男主持，18
日將於鍾靈化學館和理學院貴重儀器實驗室舉
行，邀請產業界大師、傑出校友、學界專家、
甚至是應屆畢業生一同參與，課程內容中將以
高分子應用化學功能性學理和製造、特殊功能
高分子材料的性質設計、分析和量測，藉此也
宣傳本校擁有相關領域的圖書、期刊、儀器與
設備，希望提升功能性材料研發能力與應用。

　陳幹男表示，此次研習營的目的是以產學合
作為推廣，主要是推廣產學接軌為主軸，希望
藉由與業界間的雙相溝通與良性交流，將本校
長期研究的成果應用於產業界，並發揚光大。
他強調：「我們要把最踏實且嚴謹的研究，於
研習營有一個完整具體的呈現，逐步發展出具
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等

校友盧崑瑞贈智慧型錄播管理系統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校友
盧昆瑞，現為瑩端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日前提供「智慧型錄播管理系統」回饋
母校製播數位課程，於上月30日下午在臺北校

園舉行捐贈儀式，校長張家宜、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考用出版公司總經理何頂
立等出席，現場展示該系統的使用經驗
交流，分享與時俱進的學習雲端時代。
　張校長頒發感謝狀後表示：「盧崑瑞
校友對電機系校友會、學校活動支持不
遺餘力，近日更致贈此設備，提供全校
師生優良的教學環境；該系統將於下學
年錄製10餘種語言，給予學生另一個學
習平臺。」盧崑瑞指出，謝謝母校多位
師長的協助，讓這系統能順利運用在課
程的錄製，有助於無時無刻的復習。
　智慧型錄播管理系統和外語學院合
作，共錄製122小時的非同步雲端課程，
該系統的特色除了錄製教師的上課內容
外，還可同步錄製上課使用的簡報等數
位教材，以縮短課程後製時間，讓教師

在數位學習上有初階應用。遠距組歡迎全校
教師多加使用，請洽遠距教學組季振忠，校
內分機2488。

　電機系校友盧崑瑞（左）贈母校智慧型錄播管理系統，
校長張家宜（右）頒感謝狀。（攝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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