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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系與多普達信望愛基金會產學合作

教學
卓越

135生獲贈HTC Flyer 開發數位教材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科技學系
於23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多普達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信望愛文教基金會舉辦三方產學合作
簽約儀式。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育學院院長
張鈿富、信望愛文教基金會經理吳萬萊與教科
系系主任顧大維參與簽約儀式。
吳萬萊表示，此次提供135臺HTC Flyer 平
板電腦是對大專院校最大規模的捐贈，秉持著
基金會董事長王雪紅對教育的熱情，希望透過
科技的輔助讓未來的教育能發揮最大的效能，
期許教科系學生在教學使用上有所創新，成為
其他學校的典範。
高柏園認為信望愛文教基金會不僅是對教育
提供資源，更是企業對社會的一種責任與義務

的表現，期勉學生善加利用科技工具並藉此將
本校資訊創新的精神推廣出去。
顧大維表示，暑假與該系徐新逸老師參
與「教育部 102-103高中職行動學習輔導計
畫」，認為將此計畫延伸至大學教學與學習的
發展性與潛力不容忽視，因此促成合作。
該系學生將以平板電腦開發學習科技與數位
原生數位教材與實驗創新課程的策略與模式。
並以該基金會的LearnMode數位教育平臺發展
計畫為基礎，與教科系共同開發合適數位與行
動學習之課程。
多普達公司是由宏達電和威盛電子共同出資
組建，由王雪紅擔任首任董事長，主要生產手
持式通信設備。而信望愛文教基金會主要針對

張校長（前排右四）出
席商管創新茶會與商管學
院院長邱建良（前排右
三）及商管學院院系主管
合影。（攝影／鄧翔）

校園環境優質化 商管首先創新

商管大樓的教
師休息室（左）
和女性洗手間
（右）煥然一
新。（圖／總務
處提供）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商管大
樓煥然一新！22日商管學院在B302A會議室舉
辦「新創•創新」茶會，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邀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蒞
臨現場，和教職員生一同導覽各樓層，感受
商管的全新樣貌。
邱建良表示，「『新創』代表著商學院、
管理學院合併後的新樣態，期盼新生兒未來
會有『創新』的表現，很感謝學校給我們一
個脫胎換骨的機會，相信老師及學生在教學
和學習上將有更好表現。」
張校長表示，在校園環境優質化的規劃

中，考慮商管學院學生最多，所以列為最優
先執行，其他樓館將視經費狀況逐年改善。
商管自去年合併後，「我們感受到整體效率
及成果皆有所提升，未來淡江校園將逐年從
軟體設施開始改變，希望提供學生更愜意的
校園生活，讓學生擁有更舒適的學習空間，
期許商管在新環境中有更傑出的表現！」
節能組組長姜宜山解說，1樓盲生資源中心
置入綠意元素與木地板平臺。3樓大廳全面翻
新，各樓層增可對話的座椅空間、走廊、角
落、茶水間增加溫暖明亮光源，藝術氛圍、
裝修優質化說明請見總務處網站（http://
www.general.tku.edu.tw/enable/jindex.php）。

教育環境的變革，希望提供下一代需要的創意
和競爭力，以科技提供教育機構師生更加豐沛
的數位化資源。
教科系與多普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信望愛文教基
金會簽訂產學合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二）、教
科系教授徐新逸（左一）、信望愛文教基金會經理吳
萬萊（左三）、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右二）與教科
系系主任顧大維合影。（攝影／夏天然）

美食廣場10廠商 獲新北市認證
全校安心大統 李世元教撇步
【本報訊】美食廣場龢德堂等10家廠商參
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02 年度團體膳食安全
管理精進專業輔導委託」計畫，接受評核，
結果全數通過，24日獲衛生局頒發衛生優良
管理認證獎牌，並頒發本校感謝狀。
本校膳食督導小組即刻清查校內美食廣
場、小小麥、月亮咬一口的食用油使用情
形，衛保組營養師孫曉文表示，確定這些
商家並無使用大統油品。衛保組組長談遠
安說：「督導小組善盡職責進行食品安全督

本校與廈大漳州市締約產學合作

【本報訊】15日至17日，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參加杭州第八屆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高
校研究聯盟論壇，即白馬湖論壇。兩岸共130
高校參與，三百多人與會。本校為第一次參
與，高柏園表示，希望藉此提升本校的能見
度，也期待能與更多學校進行學術及產業界
合作交流。
高柏園發表「文化後城市概念」，主要探
討城市跟大學之間的關係，並介紹城市與大
學之間，如何共同構造或者是創造新的文化
面貌。也建議學生所學一定要跟城市互動，
如何讓產業界及學術結合，不要有隔閡。
會後，本校和廈門大學與漳州市政府簽定
產學合作合約，未來將協助漳州市政府提
昇城市文化形象。高柏園指出，臺灣文創產
業獲對岸肯定，大陸地區幅員廣闊，我們可
以將文創產業帶至對岸，而不僅僅侷限於學
校或臺灣；文創可以和產業做結合，且文創
不僅是單一系所投入，而是多元文化的不同
人才投入。目前已邀請文學院、中文系、建

築系成員組成，未來將視漳州政府提供計畫
案，邀請更多相關系所人才投入，甚至之前
學術合作的故宮也可以考慮加入。未來將由
高柏園擔任召集人，並有陸生來臺或臺生赴
陸等交換活動。

臺法遠距交流華語文教學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創育中心所
培育的企業知識動能公司，和外語學院、駐
法代表處，辦理「創新華語文教育促進文化
外交及國際商貿」說明會，於23日由創育中
心主任蕭瑞祥及知識動能Yes!Mandarin線上華
語學院的同仁，與駐法代表處公使齊王德、
駐法代表處同仁和學員，以遠距會議連線方
式舉行。
此次會議主要以推廣海外華語文教學為主
軸，集結各方意見，共同建立一套優良的華
語文學習平臺，藉此學生們能加入華語文教
學的行列，講師現場示範線上教學，讓參與
者能了解華語文的數位教學方式。

風工程研究中心於23至25日在新工學大
樓三樓舉辦「風工程週」，研究中心主任
鄭啟明主持開幕。本次展覽較往年不同，
特別展出「全橋斷面模型」，讓參觀同學
可以藉由雷射位移計去觀察橋面位移的情
況，擔任這次活動的解說員土木碩二蕭字
廷說道，「風工程研究中心近期正著手於
基隆港務局的案子，在這次活動中也展出
了去年接案的『社子大橋』等比例縮尺模
型，也設立風速體驗區，讓同學可以由活
動體驗風速的快感。」
土木四賴政言很幸運地在摸彩活動中從
鄭啟明手上獲得大獎，他表示，「對風工
程有點興趣，再加上教授鄭啟明的解說，
讓我更了解風工程在研究些什麼。」（文
／楊宜君、攝影／吳國禎）

【記者趙巧婷、蘇靖雅、呂柏賢淡水校園
報導】教務處統計102學年度日間部新生註
冊率為97.36%，較去年微幅成長0.19%。註冊
率達100%為理學院學士班、數學系資統組、
土木系營企組、土木系工設組、水環系環工
組、觀光系及西語系，而理學院學士班蟬聯
2年100%、資創系通訊組進步最多，註冊率
提升6%。教務長葛煥昭表示，近10年本校的
報到率介於96.5%至98.5%間：「招生維持應
有的水準，期許有更多優秀的學生來本校就
讀。」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理學院一直採取
多元開放的方式招生，大一時培養基礎課程
的基底，大二、三的課程則讓同學自由規
劃，透過活化系所的作法，鼓勵學生多方的
嘗試和發展，成效不錯。
工學院3個系組報到率達100%，工學院院
長何啟東表示：「為提升錄取者對系上的印
象，主動聯絡是我們的小撇步，向學生家長
表達我們的誠摯外，更可在充分了解學系狀
況下做出正確的選擇。再者，我們非常注重
新生座談會，最後則是工學院每一系都設有
教師精進成長營、教學助理的工作坊，提供
學生優良教育品質。」

創發學院院長劉艾華說：「蘭陽校園的全
英語教學與大三出國政策是招生優勢，因而
穩定。」會持續配合前進高中政策。
註冊率達100%的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說：
「這兩年剛好是50周年系慶，所以活動較
多，並在臉書宣傳本系活動，讓本身對西班
牙有興趣的同學，能夠更了解本系。」
教務會議於25日舉行，由教務長葛煥昭主
持。會議中修正通過「淡江大學學生選課規
則」與「榮譽學程實施要點」，陳報校長
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淡江大學學

生選課規則」第八條，增加同系所碩博士班
學生互選課程之規定，至多以9學分計算於
畢業學分數內；教育學院全系所的碩士班修
習博士班之課程學分皆可認可；但各系所另
有規定者，經各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
後從其規定。榮譽學程實施要點中，依本學
年度第一次院長會議決議，針對成績認定及
抵免、系專業客製化課程評分及學分認定方
式、專業進階課程學分認定及抵免問題，修
正第六點成績考評方式；修正第七點，放寬
申請學程證書之條件。

吳錫德榮膺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院
長暨法文系教授吳錫德於本月榮膺「台灣法
語譯者協會」理事長，吳錫德表示：「此協
會為國內第一個專業外語譯者組織，並且積
極和法國在台協會等組織進行交流，未來
將舉辦工作坊與邀請業師現身說法，本校法
文系在全國規模甚大，期望學生未來可透過
此平臺提升學習興趣，透過國際上的文化交
流，更確定未來職涯方向。」
該協會宗旨為提升法語翻譯品質、推廣優
良法文作品。吳錫德強調專業傳承的重要

性，未來將有多項推廣及提攜後進的活動，
並主動與各校法文系本科學生多做互動。

文創紀念品賽創意 獎2萬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冒險＊夢
想at淡江」紀念品創意大賽開跑！即日起至
11月5日下午17時止，請至報名系統（http://
enroll.tku.edu.tw/）報名。競賽以本校為象徵
性主題，將校園中你我共同的記憶融合在地
的元素，轉化實體商品，最高獎金2萬元，文
創中心專案經理楊宜甄鼓勵大家多參賽，一
起設計出專屬淡江的系列紀念品！

源音混曲 新唱阿美文化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24日文錙音樂
廳舉辦「一生一世」系列首場音樂會。邀請
阿美族歌手ANU演場多首專輯創作，製作人
鍾成達、金曲獎入圍作曲家王俊傑也親臨現
場。ANU說明，此次創作皆以原住民語言詮
釋對阿美族文化的尊重、熱愛，以及傳承保
護的心情。
音樂會特邀淡江大學源社表演原住民歌舞
開場，熱情活力揭開序幕。接著ANU演唱
《青年之父的呼喚》等12首曲目，以真摯的情
感、溫柔的嗓音，融合多種曲風透過歌詞表
現阿美族的文化生活，十分精彩動人。

喜歡原住民音樂的
運管一陳萩棋談到，
很感動能從音樂中體
會ANU對原住民文
化的保護和對土地熱
愛。現場購買專輯的
國企一楊馥瑀分享，
預想不到原住民音樂
能混合現代、爵士等
多種元素創作，令人
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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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10/28(一)
12:30

教發組
I301

10/28(一)
13:00

西語系
H113

10/28(一)
18:00

英文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10/29(二)
10:00

諮輔組
B127

10/29(二)
14:10

企管系／
職輔組
L204

統一企業集團管理群經理林政賢
企業變革案例研討－以統一集團永續發
展為例

10/29(二)
18:00

會計系／
職輔組
B703

ACUMEN睿言商英中心教務總監
Chris Jordan
英文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管科系／
職輔組
B713
大傳系／
職輔組
Q306
大傳系／
職輔組
O101

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
從營利組織到非營利組織營運利器—廣
告與行銷規劃

10/31(四)
14:00

導業務，請全校師生安心。」欲了解相關
訊息可洽衛保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6）
提及如何檢測食用油的純度真假，化學系
教授李世元則表示，由於食用油特性較為特
殊，不易用氣味、外觀或溫度進行檢測，
換句話說，油品的檢測需要經過精密儀器高
分層的檢測才能檢測出其中的原料是否為純
品。呼籲政府應做好監督的角色，民眾若有
疑慮可將食品送驗，才能真的吃進健康。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日期/時間

10/30(三)
13:00

102學年新生註冊率97.36% 教務會議修正選課規則

風速體驗 學子驚豔

1

10/31(四)
18:00
10/31(四)
18:00

英文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11/1(五)
20:00

中文系
L301

11/2(六)
20:00

文創中心
E301

演講人/講題
資訊工程學系老師陳瑞發
教學助理研習活動:PBL在大學課程的應
用與分享
Orlando Lee Bolanos
西語檢定考試證照工作坊
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主任、英文四
黃士嘉
英檢講座 (一) - TOEFL iBT達人教你考托
福
實習心理師朱怡靜、許妮婷
進擊的旅程~生涯探索團體

八大導演、製作人與監製林朝亮
如何使用視覺語言說感動人的故事
電影攝影師、著名電影工作從業人員
劉后芸
畢業作品─ 攝影專業技巧
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英文四楊涵婷
英檢講座 (二) - TOEIC達人教你考多益
國語日報《中學生報》主編黃聰俊
文創工作者的理想與實際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資訊服務組組長黃柏菁
衍生商品設計與行銷加值」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0/28(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0/28(一)
10:10

法文系
T701

會場設計佈置耿田峻
學習法文前途無量

10/2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
所副教授周記源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Ubiguith
Recognition

10/28(一)
19:00
10/29(二)
10:10
10/29(二)
10:10
10/29(二)
10:10
10/29(二)
14:00
10/29(二)
14:10
10/29(二)
14:10
10/29(二)
14:10
10/29(二)
16:00
10/29(二)
16:10
10/29(二)
19:00
10/30(三)
10:10
10/30(三)
10:10
10/30(三)
10:30
10/30(三)
12:00
10/30(三)
13:10
10/30(三)
15:10
10/30(三)
19:00

演講人/講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黃志良
Visual Imitation of Humanoid Robot for
3D Motions（人形機器人之三維運動的
視覺模仿）

圖像漫畫研究社 業界知名講師 張海澄
繪畫基礎入門
L205
通核中心
H111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林正弘
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交鋒

文錙藝術中心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教授張家瑀
文錙藝術中心
歐洲當代版畫藝術
展覽廳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戰略所
鄭端耀
T505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與理論評析
經濟系
陽信商業銀行五股分行經理簡致信
B507
臺灣銀行業營運模式暨人力需求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副研究
員林培生
數學系
Generalized Scan Statistics for Disease
S433
Surveillance
水環系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瑞昇
E510
地下環境的流動與傳輸
物理系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吳世國
S215
電子散熱技術的簡介
國企系
交通大學科管所兼任副教授陳永隆
B616
跨界思考力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教授
歷史系
李乾朗
L416
臺北市的文史導覽
<平民保險王>作者、<夢想家街57號
證券研究社
>、<現在才知道>特約來賓劉鳳和
SG314
劉鳳和講座
財金系
凱基期貨董事長糜以雍
B713
期貨業概論
機電系副教授王銀添
通核中心
從機械學的觀點看機器人「變人」的可
H107
能性
大陸所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顯耀
驚聲國際 當前兩岸關係的現況與發展─深化互信、共
會議廳
創雙贏
Career就業情報職涯學院職涯顧問張力仁
職涯輔導組
職涯講座--掙脫「高學歷難民」，培養
Q409
搶手「人才力」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
歷史系
征服者之夢：一個菲律賓總督、兩個天主
L401
教傳教士與一個華人雇傭兵的冒險故事
法文系
法國文化協會法文老師Philippe Durand
H118
如何準備法語檢定考試B1的寫作與口語
微光詩社 政大中文中心寫作輔導員 廖啟余
L413
社會的藝術vs藝術的社會

10/31(四)
10:00

會計系
B515

勤業眾信聯合會會計師事務所人才資本組協
理戴師勇
求職必勝~如何撰寫履歷

10/31(四)
10:10

企管系
B703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特販部經理何煥廷
二商-「破冰求鯉」或「天人交戰」

10/31(四)
12:30

課程所
ED302

10/31(四)
13:00
10/31(四)
13:00

俄文系
FL106
西語系
T314

10/31(四)
13:10

保險系
B616

10/31(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10/31(四)
14:10

資工系
E819

10/31(四)
14:10

機電系
E830

10/31(四)
19:00
10/31(四)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Q201
攝影社
L412

10/31(四)
19:00

歐洲聯盟學社 德文系副教授張福昌
L206
認識歐盟

印第安納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系教授
Keith Barton
歷史教育的研究方法
俄文系助理教授鄭盈盈
俄語藝術文化新聞選讀及評析
中文系教授盧國屏
翻譯教學工作坊-漢語言文字的立體透視
旺宏電子財務中心風險暨保險規劃部經理
林宏政
騎機車及開車的風險管理 - 騎機車及開
車之各種風險、法律責任及汽機車保險之
功能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吳韋瑩
Estimation of Smoothness of a Stationary
Gaussian Random Field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
所所長馮明惠
智慧聯網之應用趨勢與發展現況
虎尾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教授王榮爵
智慧型服務用機器人研發現況
壹電視主播蔡又晴
議題性特寫採訪
動感小帆張逸帆
旅遊攝影

11/1(五)
8:10(第一場)
12:30(第二場)

未來所
T604
ED501

國際知名的學習遊戲與企業模擬訓練設計者
Mr. Jimbo 金波
特色計畫與榮譽學程業師演講：改變未來的
遊戲機制-我們玩的遊戲將如何改變我們的
未來The Gamification of Life-How games we
play will change the life we live

11/1(五)
10:10

大傳系
O202

三立電視公司行銷公關部資深副總經理張正芬
從電視劇談話題行銷

11/1(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分享家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通路部協理陳宗禧
通路介紹與創業分享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10/30(三)
13:00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語言系
CL401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吳靜如小姐
從T婆工廠探討臺灣境內之移工、階級
及同志議題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