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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2(一)
9:00

學務處
B302A

學務長柯志恩主持
當 專 業 課 程 遇 到 服 務 學 習 ：
102-1淡江大學專業融入服務學
習經驗分享會

12/2(一)
9:00

管科系
B512

晨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研
發工程師儷頤芳
半導產業之研發工程師與我的生活

12/2(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子工程
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周肇基
光通訊積體電路設計介紹

12/2(一)
12:10

資工系
E490

國立中央大學資工系教授陳振炎
敏捷方法與實作

12/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新力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
心總監Dr. Fred Buckmann
S e l f - C u r i n g  o f  P o l y m e r i c 
Surfactants

12/3(二)
10:10

戰略所
T505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高珮珊
美中強權博弈下的臺灣

12/3(二)
10:10

財金系
L204

元智大學財金系教授莊惠菁
M e a s u r e  o f  D o w n t u r n 
Connectedness and Systemic Risk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2/3(二)
14:10

水環系
E830

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劉志成
Use of Saponin and Chitosan in 
Flotation Separation of Algae

12/3(二)
14:10

數學系
S433

臺灣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陳聖華
Edge Roman Domination on Graphs

12/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副教授羅志偉
Ultrafast Dynamics in Strongly 
Correlated Quantum Matter

12/3(二)
16:30

建築系
Q409

導演王嘉明
如何點燃黑盒子裡的情慾－從劇
場製作談空間的想像關係

12/3(二)
19:00

遊戲開發社
B712

遊戲「落櫻散華抄」製作團隊
「落櫻散華抄」手機遊戲開發分享講座

12/4(三)
10:00

通核中心
H107

歷史系教授黃繁光
淡水發展史上的國際對話

12/4(三)
10:10

財金系
B713

富邦投信總經理林弘立
投信投顧業概論

12/4(三)
12:00

職輔組
Q409

Career職涯學院顧問張力仁
職涯講座-魅力簡報技巧

12/4(三)
18:30

星象社
O306

占星協會老師安塔芮絲
手相講座-掌中情人

12/4(三)
19:00

國青團
B713

世界最棒工作的臺灣女孩謝昕璇
「C式人生」

12/4(三)
19:00

新聞研習社
O303

導航基金會專員周佳君、陽明山
美軍眷舍社區志工林令惠、周靜如
新聞背後的真實解構：美軍眷舍
古蹟保存運動之歷程

12/5(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國立臺灣大學Intel-臺大創新
研究中心駐點研究員莊欽龍
Connecting Sensors to the Cloud - 
What's Intel's Roadmap for Future IoT

12/5(四)
15:10

歐研所、
財經系

T801

英國施羅德投信公司副總經理陳朝燈
基金公司應如何對歐洲金融市場投資

12/5(四)
18:30

職場達人社
Q306

好室一二三(股)公司行銷公關唐瑋
小資女孩買屋日記

12/5(四)
19:00

樸毅青年團
B712

京城創藝創意行銷總監王東明
魅力口語表達

12/6(五)
10:10

大傳系
O202

Luxgen行銷與銷售協理李昌益
Luxgen的品牌策略

12/6(五)
13:10

財金系
B504

證基會副主任陳曉珮
如何有效考取金融證照

12/6(五)
14:10

產經系
B511

輔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彭正浩
Tariffication,Parallel Imports and 
Welfare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2(一)
10:00

大傳系
Q306

大田出版社總編輯莊培園
故事從哪裡開始？

12/2(一)
13:00

文創中心
L401

智易科技公司經理方仁祥
知識創新與智慧財產權議題

12/2(一)
13:00

化材系
E830

味丹國際有限公司博士黃雲鵬
生技產品的開發與品質管控

12/2(一)
13:10

水環系
E311

臺灣濱特爾閥門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工程師戴聖宜
閥門控制系統應用

12/2(一)
17:00

資工系
E787

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究所資
訊技術訓練中心教學組長蘇國鈞
Programmer的自我學習與成長

12/3(二)
10:00

文創中心
O504

我們創造事務所共同創辦人洪震宇
故事怎麼來？說故事前的故事

12/3(二)
13:10

經濟系、
職輔組

B516

花蓮縣富里鄉羅山有機生態教
育園區執行長、羅山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張綦桓、冷孟臻
顛覆農業－有機村的休閒經濟

12/3(二)
15:10

中文系
L301

臺灣當代散文家廖玉蕙
五虎崗文學獎30周年系列活動
－文字編織的秘密

12/4(三)
9:10

經濟系
B427

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全球觀點看臺灣房地產發產與趨勢

12/4(三)
10:00

企管系、
職輔組
B50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運籌管理處
信用卡客服部經理劉宗峰
銀行業的客戶服務及網路服務 
職涯面面觀

12/5(四)
13:00

保險系、
職輔組

B616

中央再保險公司風險管理部副
理李志剛
整合性風險管理之發展趨勢及案例

12/5(四)
13:10

化學系、
職輔組
C002

科普飛行隊產品經理，綸欣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周文祺
智慧、雲端與巨量資料的科學
應用App技術與市場挑戰

12/6(五)
10:10

資工系、
職輔組

T212

宇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秦玉玲
人生的挑戰與價值創造

12/6(五)
13:00

中文系
L522

知名作家愛亞
五虎崗文學獎30周系列活動－
作家講座Ⅱ

12/7(六)
14:30

管科系、
職輔組
D303

臺灣宅配通物流本部長周政雄
臺灣宅配業之行銷策略

教學
卓 越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3(二)
18:10

課程所
D328

臺灣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博
士生簡佑達
教室雲及時互動評量系統

12/3(二)
18:40

課程所
D305

太御科技線上課程講師王昱今
同步遠距教學

12/5(四)
19:30

國企系
D403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顧問
師陳皇利 
文創心體驗產業發展趨勢分享

啟事：本報於912期刊登「歷史系碩士班復

招」一文中，應為「試從全球化的空間與角

度反思議題」及「朝向學際研究的方向發

展」，特此更正。其中，學際研究是指學術

跨領域研究。

本校數語中心與緯創國電凌網科等合作 向全世界分享華文課程

教育雲產學研聯盟 展數位學習新頁
Android、iOS版本QR Code在
淡江時報網站提供下載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江學術圈
APP電子書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5(四)
13:10

全創院
CL439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長
廖又生
公共資訊與合理使用

700人齊聚淡江
競技桌球錦標賽

2版

4版

寰宇學子青春記事@淡江

論品格學拼音 演講滿載3版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研究發展處
數位語文研究中心為打造優質華文數位學習
園地，與資訊工業策進會、中華民國數位學
習學會發起「2014台灣教育雲產學研聯盟」
（Alliance of Taiwan Educational Clouds，簡稱
ATEC），於上月28日舉辦成立大會。數語中
心主任郭經華表示，「本校在數位學習、遠距

教學等領域有良好的發展、充沛的能量及完善
的資源，皆促使我們在國內居於領先地位；基
此，在步入開放式線上學習的新紀元，期待能
帶動教育雲產業的永續發展。」

聯盟目前已有緯創資通、國眾電腦、凌網科
技、千華數位文化、瑩端數位、捷鎏科技與勤
禾資訊等多家企業加入，期待能厚植臺灣經

驗 ， 促 進 國 際
合 作 ， 開 拓 全
球 市 場 。 預 計

看見淡江 休憩區光影塗鴉
耶誕12月又來到了！文學館旁休憩區綴滿燈飾，濃烈的佳節氣氛早已瀰漫

淡水校園。學生事務處將於9日下午18時在傳播館前的小廣場舉辦「於璀燦
絢爛中相遇－感恩•祈福•點燈」點燈活動，校長張家宜將與全校師生一同
點亮淡水校園。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說：「藉此活動，讓大家感恩過去一年的
順利，也在溫馨的歲末時刻，祈祝來年更加平安、幸福。」當日參與者另可
獲得神秘小禮物。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提到，今年妝點的燈飾集
中在休憩文化區，並增加貼木網燈；同時修整月亮咬一口旁的木造平臺，並
放置一尊雪人及雪橇燈飾，供師生拍照留念。淡江時報記者以光影塗鴉，畫
出「看見TKU♡」，祝大家佳節愉快！（文／林佳彣、攝影／羅廣群）

理學院12師 赴大阪發表收錄SCI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院長
王伯昌帶領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教授王三
郎等12位化學系、化材系教師赴日本大阪府立
大學，於上月18、19日參加第一屆淡江大學與
日本大阪府立大學雙邊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
研討會發表的期刊論文將發表在科學引文索引
（SCI）中，大幅提升本校知名度及曝光率。
　王伯昌表示，此次交流非常成功，本校年輕
老師積極參與，雙方互動良善；日本也有研究
生參與，除了進取的學習態度值得借鏡外，對
於校內年輕老師也有鼓勵、肯定的效果，期待
藉此機會，讓彼此在專業領域內更加進步。
　會議分成2天進行，由本校教授介紹淡江特
色，並展現化學系、化材系在太陽能板、環保

材料等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大阪府立大學學
術副校長安保正一除了帶領教師進行學術研討
及交流外，也有近30位學生一同參與討論，讓
在場師生們互相汲取知能和學習經驗，場面
熱絡。交流行程除了參加研討會外，也實地
走訪當地企業，參觀「植物工廠」，值得學習
的是，大阪府立大學將研究內容應用在生產鏈
中，以科學方法植栽萵苣，提供穩定的生產成
效，促進產學合作。
　化學系教授王三郎會後分享道，本次研討會
源自3年前和王院長一同參訪日本大阪府立大
學時結下良緣，如今能齊聚2校教師，進行學
術交流，是非常難得的經驗。此外，他強調，
今年為第一屆國際研討會，明年將再與日本大

阪府立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及韓國科學技術院
擴大共同舉辦，屆時不僅有學術研究交流，也
將加深人才與技術的流通。

　化學系「行動化學車」啟動，截至11月28日
已經行駛長達約4萬多公里，繞行至第100所校
園－「深坑國中」，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司長楊鎮華、本校校長張家宜、中國化學會秘
書長劉陵崗等人皆親臨現場表示祝賀。活動執
行秘書高憲章表示，親自參與化學車下鄉活動
後，才真正體會那無法量化的城鄉差距，在這
100所之後，行動化學車要馬不停蹄地再駛進
更多校園，帶給更多學童學習的機會。

於2014年底前，匯聚產官學研的能量與資源，
將推出50門華文課程，進軍兩岸與國際市場。

會中，播放本校製播影片，除了向與會貴賓
傳達ATEC願景、目標和使命外，並說明「開
放式線上學習課程平臺（MOOCs）」。根據
聯盟統計，有MOOCs課程發展規劃的學校
中，74%教師對於課程製作有協助的需求；基
此，國科會、教育部、經濟部及資訊科技產
業界的支持下，透過成立ATEC，共同推動教
育雲社會企業化，並促成臺灣數位學習產業

國際化。
郭經華進一步說明，未來由學界提供課程與

教材，研發新的教學模式，建構標竿課程與
教材，資策會則進行平臺與課程標準制定，
產業負責市場行銷與營運，一同打造全民終
身學習平臺，厚植臺灣經驗。同時，郭經華
提到「集結本校現有資源、教師開授的精彩
課程及教材，藉由MOOCs跟全世界分享，達
成『翻轉教室』的概念，相信這會是很棒的
學習方式，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95年
度起，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
費，102年度獲補助5仟萬元，共推動6大面
向、23項子計畫，均以學生學習經驗及成效
為主體，聚焦在「提升就業競爭力」與「發
展特色競爭力」2大主軸，期為學生「打造
學用硬實力，厚植就業軟實力」，培育為
「學用合一」的人才，以達到持續成為業界
最愛學校之總目標。

102年度舉辦各項多元、豐富的活動，教
師部分有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教師教學工
作坊、教學助理研習培訓等；學生部分有新
生定向輔導、職涯輔導、學習策略工作坊、
企業導師請益及企業參訪活動、實務實習課
程、特色學分學程、國際遠距課程、榮譽學
程、TQC認證研習課程、專業知能服務學
習、社團經營管理、訂單培育企業人才、淡
江軟體雲教學服務、校園外語檢定考試等。
此外，更運用經費充實教學軟硬體設備，包
括語練教室、實驗劇場、CAE教室、英文
寫作諮詢室等。詳細計畫內容、舉辦活動及
執行成效均公告在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網頁
（http://excellent.tku.edu.tw/），歡迎師生
充分利用教學卓越資源並參與各項活動。

學習資源豐厚

【 記 者 鄭 文 媛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4 日 （ 週
三），台灣檢驗科技有限股份公司（SGS）稽
核員將至本校進行102年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年度稽核驗證。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執行秘書曾瑞光表示，此次除了稽核理、工學
院的OHSAS作業外，另針對淡水校園、臺北
校園及蘭陽校園檢視ISO執行成效，期以落實
健康安全校園品質。環安中心技士邱俊豪表
示，自101年取得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系統和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後，
在有效期限3年內，每年皆須進行年度稽核。
「本次年度稽核作業主要針對理、工學院實驗
室進行檢視，以全員參與、預防職災、符合法
規和持續改善的4大承諾來推動，並檢視本校
執行作業活動是否有符合ISO規定，以保護環
境、減少環境破壞及負擔為檢驗指標。」

環安年度稽核 4日登場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上
月28日在活動中心盛大舉辦「師生感恩節晚
會」，邀請全系師生超過500人共襄盛舉。英
文系主任蔡振興表示，「這是一個感動的時
刻，也是見證奇蹟的時刻，這個節日告訴我們
要常懷感恩的心，謝謝所有與會嘉賓，希望大
家玩得盡興。」

英文系準備豐盛火雞大餐及南瓜派，且一、
二年級每班皆有演出，活動主持人英文二李亞
玟、蔡孟儒熱絡地與觀眾互動。演出由一年C
班的大合唱溫馨開場，接著一年A班帶來當紅
的狐狸舞。而全場最高潮莫屬舞孃俱樂部的表
演，由主任蔡振興及助教林倖伃上臺演出，蔡
振興穿著鮮豔花襯衫配上墨鏡，逗趣舞蹈使全
場High到最高點。英文三陳哲翰說：「活動
非常有意義，不單是享用美食，還能夠藉此與
系上師長及學長姐交流。」另外，戰略所、美
洲所亦舉辦感恩節餐會。（文轉三版）

英文系500人 話感恩

本校進用身心障 朱立倫頒績優
　【記者鄭文媛
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連續3年榮
獲「新北市進用
身心障礙者績優
單位」，並於上
月29日由人力資
源處人資長鄭東
文代表本校接受
新北市市長朱立
倫頒獎表揚。校
長張家宜表示，
未來學校將持續
積極進用身心障
礙員工，並提供
更好的無障礙工
作環境，以發揮
個人專長職能，
提升生活品質！

鄭東文表示，很高興連續3年皆獲獎！且本校
積極與新北市政府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購置、改
裝、修繕器材及其他輔助進用身心障礙者必要
設備，包括Zoom text擴視軟體、蝙蝠中英文
自動閱讀機、中文JAWS盲用語音軟體
等，提供更優質的無障礙工作環境。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為肯定進用及推
動身心障礙者就業之績優機關、廠
商，經評比102年度共計23家入選，
本校是今年唯一獲獎大學校院。近年
來，本校身心障礙者占員工總人數的
比例，由101學年度4.36%上升至102學
年度4.5%，高於義務進用比例3%，且
有逐年增加趨勢，另身心障礙員工的
平均工作年資已達9.84年。
　根據人資處資料，本校依照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積極進用身
心障礙者成為本校職員，負責授課、
行政業務及清潔等工作內容；同時為

減緩身心障礙同仁健康退化及增加其工作效
率，本校於97年至102年第二季間，已獲得新
北市政府勞工局「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獎
勵金達新臺幣315萬餘元。

本校榮獲「新北市102年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
上月29日由人資長鄭東文（右一）代表接受新北市市長
朱立倫（左一）頒獎表揚。（圖／人資處提供）

文錙現代畫展 匯聚臺灣14名家
　【記者鄧晏禎、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藝術中心於上月27日舉辦「台灣現代繪畫14名
家邀請展」開幕茶會，校長張家宜、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張炳煌、朱為白、何肇衢、李錫奇及
林文強等10位參展的現代藝術家蒞臨，一同揭
幕。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此次展覽規模、作品
較以往盛大，畫風獨特且樣貌豐富，並讚揚文
錙藝術中心具有調劑身心，及培養美學涵養的
功能。張炳煌則是感謝張校長自文錙藝術中心
設立以來的支持與協助。
　本次策展人、駐校藝術家顧重光致詞時說
明，本次展出14位臺灣現代藝術家的繪畫作
品，主展區一字排開14件代表作，恰好為各名
家藝術品，有藝術家朱為白單純色調的裝置與
繪畫，藝術家何肇衢描繪的淡水風光，匯聚各

名家風範，展品樣貌相
當多元。
　修習〈進階書法〉課
程學生也前往參觀，西
語四蔡昀儒開心地說：
「可以在校內看到臺
灣現代藝術家的作品，
內容很豐富、風格又多
元，以後會想再來文錙
看展。」活動接近尾
聲，在會計系系主任張
寶光牽線下，由周齊武
致贈嶺南畫派周千秋、
梁粲纓伉儷的14幅畫作
給文錙藝術中心收藏。

　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自上月8日起，展出「台灣現代繪畫14名家邀
請展」，並於上月27日舉辦開幕式。前排由右至左：李錫奇、何肇
衢、張校長、張炳煌、朱為白、林文強；後排由右至左：劉洋哲、

劉獻中、潘鈺、盧怡仲、顧重光、黃銘哲。
（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行動化學車下鄉達100校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與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合辦「閱
讀達人」－閱讀競賽，為營造學習氛圍風氣、
鼓勵課外閱讀，本學期以期中考週為界，訂
定2項閱讀主題，參加者閱讀指定圖書或電子
書後，完成閱讀心得，並公開發表在學生學
習歷程（網址：http://eportfolio.tku.edu.tw）

之「研習紀錄」，即可累積點數。
學發組組員李健蘭表示，「為鼓勵
跨系學習，培養學生跨領域閱讀習
慣，本學期設定期中考後的主題為
『理財類』，歡迎對理財有興趣的
同學把握機會，到覺生圖書館閱活
區借閱指定書籍，並至學生學習歷
程分享心得，有機會抱回獎金！」

即日起至103年2月21日截止，最
先達到2點（含）以上的前50名學
生，各可獲得獎勵新臺幣100元，

且累積點數最多的前3名，另可贏得新臺幣
3仟至1仟元不等的獎勵金，第四至第十名
得獎人，每位各可得新臺幣500元。即日起
至103年2月21日截止，詳細請至活動報名系
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read102(1)_01）。

閱讀達人發表學習歷程 有獎

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閱活區設置「閱讀達人」區，備有指
定主題之相關圖書，吸引學生駐足取閱。（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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