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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30(一)
10:00

管科系
B118

臺灣宅配通物流本部部長周
政雄
臺灣宅配業之行銷策略

12/30(一)
10:10

電機系
E819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經理吳業寬
虛實整合互動感知技術與應
用

12/3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師範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李
祐慈
Designing molecular devices 
and molecular machines-
smaller, faster, and cooler

12/30(一)
16:10

歷史系
L212

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講座教授黃寬重
江南的崛起—南宋政治文化
的蛻變

12/30(一)
19:00

儒學研究
室

L403

中文系教授、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
牟宗三：《理則學》附錄一
「辯證法」導讀
附錄二「禪宗話題之邏輯的
解析」導讀

12/31(二)
8:10

德文系
T604

悅展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張
文蓉
轉角～發現幸福－菜鳥打天
下

12/31(二)
10:00

英文系
L301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處
長張治平
我的公職生涯與未來就業規
畫

12/31(二)
10:00

戰略所
T505

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何思
慎
臺日中三邊關係

12/31(二)
10:10

財金系
L204

中研院經濟所教授林常青
Estimation of the Generalized 
Endogenous Threshold Model

12/3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科大材料系助理教授王秋
燕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d e v i c e 
application of Ge nanowire 
heterostructures

1/2(四)
9:00

管科系
B609

賽門鐵克產品經理曹淏翔
國際企業之國際行銷策略

1/2(四)
10:00

會計系
B515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文雅方
上市櫃公司財務危機預警分
析實務

1/2(四)
10:10

企管系
B703

南僑集團董事長特助黃玓曼
企業危機處理：快、狠、準

1/2(四)
13:10

財金系
B609

鑫龍投資顧問公司總顧問李
全順
2014年臺股趨勢分析

1/2(四)
14:10

機電系
E830

長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研發
經理林金龍
太陽能產業技術及現況概述

1/2(四)
14:10

資工系
E819

皓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郭建中
政府軟體專案委外開發與管
理經驗分享

1/2(四)
14:10

產經系
T505

臺灣車載資通訊產業協會秘
書長周宗保
臺灣車載資通訊
（Telematics）產業之契機與
挑戰

1/3(五)
10:10

大傳系
O202

美商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臺
灣區總裁曹世綸
如何成功舉辦國際商展會

1/3(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國防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
授兼中華數位關懷協會理事
長許秀影
專案管理簡介與相關證照準
備要領

1/3(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助理
教授高國峯
Does Trade L iberal izat ion 
Benefit Consumers？The Role 
of Forward-looking Firms

1/5(日)
9:30

教心所
ED601

敘事治療專業訓練講師周志
建
後現代的柔性療癒－敘事與
故事療癒工作坊

啟動訂單培育學分學程　共創就業無縫接軌

本校  與鼎新電腦產學合作
Android、iOS版本QR Code
在淡江時報網站提供下載

耶夜笙歌羅志祥
勁歌 學生樂翻

2版

4版

蔡振興.張雅蘭對談主體與環境

林祖捷.劉怡萍獲簡報達人賽佳績3版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23日，本校與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推行「訂單培育
學分學程」，在淡水校園舉行說明會。由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主持，鼎新電腦董事長古豐永、
教務長葛煥昭等相關主管與會。高柏園表示樂
見其成，希望藉此學分學程帶動人才培育的目
標。古豐永感謝能和母校共同推動此學程，期
待雙方合作達成讓產學雙贏。

淡江學術圈
APP電子書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本學程主要是學校與鼎新電腦共同培育通識
核心能力與基礎專業知識後，再進入鼎新電
腦實習，進行「研究開發類」、「技術服務
類」，以及「市場營銷類」的職能訓練。訂
單培育學分學程計畫總負責人教務長葛煥昭
表示，該學程依照鼎新電腦需要的職能條件來
規劃，並設置實習實作課程，讓修習學生除了
學習相關知能外，在未來進入公司實習「跟案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四)
13:10

全創院
CL439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柯志堂
校園法律與學生權利

國內首次 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
　【記者趙巧婷
淡水校園報導】
配合教學卓越計
畫「改進課程學
程 面 向 」 子 計

畫－發展學分學位學程，本校於
102學年度針對開設3年以上的課
程，施行「跨領域學分學程評
鑑」。今年首度參與評鑑共有15
個課程，且全數通過評鑑。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姜國芳表示，主要是鼓勵
設置學分學程，並期待透過評鑑結果了解運作
是否良好、成效是否達到預期；同時，協助學
分學程檢視成果、回饋未來建議，若有不適切
的地方，也希望可以持續改進。
　本校目前共有40個學分學程課程，且歷年來
已有近3,720人修習，此次實施評鑑為全臺第
一所大學，評鑑方式包含有質、量化指標等書
面審查。

　近年的學分學程課程設計，除了培育學生具
跨領域的專業能力之外，亦有考量就業市場趨
勢來規劃課程。此外，本校也與真理大學、聖
約翰科技大學合作開設跨校數位學程，提供學
生更多選擇、培養更多元的專業知能。
　教務處註冊組專員潘劭愷表示，可逕向學
程設置單位洽詢，或者至「淡江大學－課程
地圖」網站（http://coursemap.tku.edu.tw/
TKUMAP/）查詢。

教學
卓 越

本校與明倫高中於26日舉行「策略聯盟協議書簽約典
禮」，明倫高中校長王文珠（前排左一）率領家長會會長
楊淑惠等人蒞校。校長張家宜（前排右二）、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前排右一）等人皆出席。張校長表示，首度與臺
北市的高中簽訂協議，而本校學生也有為數不少的明倫畢
業生，顯見2校長久以來關係密切；且2校培養學生的理念
相近，若能達成「大手牽小手」合作計畫，必能開啟雙方
交流的新紀元。
會中，張校長與王文珠正式簽訂協議書，現場近60位師

生見證合作的里程碑。王文珠認為，高中應該要積極爭取
和大學交流，且很佩服淡江資訊化的領先地位和應用能
力，希望能藉此取經，讓明倫高中的教育品質往前邁進。
（文／陳騫靜、圖／鄧翔）

本校與明倫攜手培育學子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26日，日本姊
妹校立命館大學總長川口清史等一行6人蒞校
參訪，由校長張家宜接見，並邀請貴賓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館和文錙藝術中心。爾後，川口清
史以「轉換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及立命館的策
略」為題，發表演說，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和多
位一級主管皆到場參與。川口清史在演說中表
示，現今高等教育已經普及化，然而大學使命
也須與時俱進，成為培育菁英的園地。然而，

日立命館大學川口清史蒞校演講

134行政會議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27日，第134
次行政會議在驚聲國際廳舉行，和臺北、蘭陽
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指示各系主任多加
關照境外生生活情況，以協助他們適應本地環
境及投入學習。此外，張校長希望各單位能擬
定良好的招生機制，並且做好校友聯繫，以健
全、凝聚學校整體的力量。
　會中，張校長頒發獎勵金5萬元給資訊管理
學系專任教授、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
其指導學生參加「2013第18屆全國大專校院資
訊服務創新競賽」獲得多項大獎，為校爭光。

另頒發獎牌給資管系副教授梁德昭、副教授楊
明玉，擔任第42屆國際技能競賽「資訊與網路
技術」、「資訊技術（軟體應用）」職類指導
老師，培訓國手榮獲銅獎及優勝。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以「淡江e筆的
傳統與科技」為題，現場示範數位e筆。他以
書法教學為出發點，以動態範帖，成功讓書法
學習者克服瓶頸。此外，張炳煌於2010年獲大
陸書畫專業媒體「中國書畫報」選為中國書法
十大人物。理學院院長王伯昌，以「化學遊樂
趣 行動化學館巡迴一百所」為題，介紹在偏

鄉地區推動「行動化學車」，透過簡單實驗操
作，讓偏鄉學子了解化學知識，深刻建立淡江
大學形象。
　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沈俊毅，以「教育新
浪潮－談磨課師興起」為題，介紹MOOCs系
統，並鼓勵運用此資源，以期達成「翻轉教
室」。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任翁慶昌，
以「機器人中心的目標與規劃」為題，展現競
賽成果，並說明機器人和未來產業趨勢密不可
分，預計103年成立「機器人工程碩士班」專
業實務組，106年申請教育部頂尖研究中心。

訓練」、「輔導驗收」及「輔導接
案」等內容，表現優異者畢業則有
優先錄用資格。
　目前，學程內容有「就業學習」
和「職類專班」個別針對大學部、
研究所進行招生，規劃102學年度
下學期在商管學院碩士班2年級開
課，大學部則預定103學年度在資
訊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實施，
整體內容仍在持續規劃中。

　鼎新電腦是臺灣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計劃）、ERPII系統、資
訊軟體服務的領導廠
商，該公司主要人才
需求有經營行銷、技
術服務及研發人才。
葛煥昭說明，「學校
將推動普及化的訂單
培育學分學程，期望
同學們皆能直接進入
職場就業。近期內將
有專屬的說明網頁等
說明活動，請密切注
意相關訊息。」
　未來鼎新公司預計
提供研究生每人每月
2萬2千元獎助學金，
另設置有績效加薪機

制。實習結束後，鼎新公司也會進行評鑑，讓
實習生畢業後可優先至該公司工作。

　鼎新電腦於23日蒞校洽談產學合作，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右一）主
持，鼎新電腦董事長古豐永（右二）、本部總裁林隆潤（右三）親自坐
鎮說明，預計在下學期推行「訂單培育學分學程」。（攝影／陳嘉娜）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26日，文錙藝
術中心與臺北市文化藝術促進協會合辦「活佛
父子鏡頭下的西藏今昔」攝影校園巡迴展，共
展出78幅作品。展出西藏攝影家協會主席旺久
多吉與父親西藏活佛十世德木•丹增加措，透
過光與影的對話、拍攝，敘述西藏貴族家庭故
事的影像。

旺久多吉的多項作品皆獲得國際獎榮譽，亦
掀起西藏風情與中國紀實的熱潮。本展覽除了
介紹活佛的攝影背景外，旺久多吉也展出模仿

父親拍攝角度，相差半世紀的影像畫面，呈現
出新舊西藏的不同面貌，且完成橫跨78年西藏
變化的縮影，展品十分珍貴。

此次攝影展的作品旁，另附有說明其背景，
可以藉此機會了解西藏的自然和人文故事。中
文三陳玉婷認為，「西藏主題很特別，不同於
臺灣流行文化展，透過影像的傳達，讓大家能
對於西藏的生活與文化有更深度的了解，尤其
是佛教與生活習習相關。」本展覽期至明年1
月24日為止。

活佛父子用鏡頭 看西藏今昔
　文錙藝術中心於26日起，
舉辦「活佛父子鏡頭下的西藏
今昔」攝影展，由活佛十世德
木•丹增加措父子拍攝的珍貴
照片，是讓大家瞭解西藏的另
一個視窗，且近年西藏經濟發
展快速，活佛父子用鏡頭真實
地記錄了西藏近百年的巨變。
（攝影／賴意婕）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等3期刊獲國科會補助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3本期刊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期刊編輯費用」，分別為英文系《淡江
評論》、資圖系《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季
刊、管科系《資訊暨管理科學國際期刊》；此
外，資圖系《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更獲選

「補助期刊加入全球性引文索引資料庫」，除
了為校爭光之外，對於提升本校學術研究風
氣，為一大激勵。出版中心主任、《教育資料
與圖書館學》主編邱炯友表示，這3本期刊爭
取國科會補助，在眾多期刊角逐中，脫穎而
出，是相當不容易的成果。且有鑑於目前學術

篤工學院強化研究能量 李  ：瀑布模式 中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於25日
舉辦工學院強化教師研究能量座談會，邀請臺
灣科技大學副校長李篤中蒞校演講。工學院院
長何啟東表示，「因應102學年度研究特色計
畫及有效提升教授研究能量，邀請到曾任臺科
大工學院院長李篤中，他曾創造在短期內生產
極高的論文數量，成果非常可觀，且李篤中有
獨道的研究方式，希望藉此研究典範來激勵本
校教師。」現場吸引近136位教師共同參與。
　會中，李篤中以「Academic Reserch and 
Publication」為題，分享獨創「瀑布模式」論
文寫作方法，意指寫作從上而下宣洩而出，全
文思路、脈絡有跡可循。他強調，做論文切忌
面面俱到、連篇累牘，且「寫論文就像說故
事。但故事須非常嚴謹，目的是讓讀者接受你
的主張，跟著你走。」李篤中認為，定了賣點
後，寫作關鍵在於確定文章邏輯的流動方式，

包括有演繹、歸納，但不要同時混搭寫作。
　此外，李篤中更進一步說明研究論文的小撇
步，「賣點的大小，決定了你往哪個檔次的期
刊投稿。如果你的課題別人沒有做過，這樣的
賣點可朝著前3名期刊投稿；如果論題重要，

但是站在許多前輩、學者的研究上
突破，則可以發到排名在前20%至
30%的期刊；倘若是實驗只是微調
某條件而得出不同結果，那麼就去
3級期刊投稿吧。」

面對少子化衝擊與國際化競爭的挑
戰，川口清史強調必須以國際化與
創新思維來因應，並提供學生在多
元文化背景下自主學習，而非全然
競爭的環境。另外，他提出學術研
究不僅要朝世界排名推進，更要達
到跨域合作及應用價值，期望未來
能有更深層的人文交流及合作。

專書的出版，沒有嚴格的審查機
制，因此國科會希望透過補助措
施，藉此協助單位審核，以維持
學術專書的品質，同時鼓勵學術
研究成果的發表，期待各系所積
極爭取補助。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
於23日舉辦境外生座談會，由國際副校長戴萬
欽主持，國際長李佩華、12位系所主管、26位
境外生導師及69位境外生參與座談，更與蘭陽
校區同步視訊。戴萬欽說：「本次座談有這
麼多師長參與，令人感到欣慰。」本校目前
有1,500多位境外生，超過全校師生比例5%，
「未來3年，還會增加數百位境外生。」

會中，討論境外生的學業、生活等情況，如

蘭陽校區能否設置吸煙區、學校獎學金種類、
教材，網頁英文資料不足、社團學分減免、境
外新生之學習資料、陸生宿舍、越南學生的英
文補救學習等議題。

戴萬欽皆以中、英語交替解答，境外生導師
發言也非常踴躍，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希望校
方提前通知錄取的境外新生資料，以便聯絡和
關照。戴萬欽指示，境輔組在新生抵校後24小
時內要通知系上。

針對境外生導師與境外生不同科系，無法輔
以課業協助的問題，戴萬欽則回應學校將從現
今15人降低導師輔導境外生的人數，以利輔導
事宜。

來自越南，公行二阮氏蓮開心地說：「參與
此次座談覺得收益良多。因為之前我只學過法
文，大一入學才開始學習英語，現在知道了還
有特地為境外生開設的英語加強班，覺得很實
用，也很欣慰。」

境外生座談會 逾百位師生發言踴躍

關懷之旅 境外生走訪南投
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於14日帶領40位境外生前往

南投縣「光明仁愛之家」進行關懷活動。光明仁愛之家
主任方秀玉感謝地說：「節目好好看，謝謝你們帶來精
彩的演出！」對境外生來說，這是一次全新體驗，近距
離與長者接觸，感受因年邁、行動不便，藉此體會到關
懷、照料的感動。活動以活潑、逗趣方式呈現，並讓境
外生介紹自己的國家。近2小時的活動，除了醒獅團表演
外，還有扯鈴、舞蹈表演及帶動唱。隨著音樂響起，讓
即使行動不便的長者也開心參與。運管四黃凱彬認為，
活動相當有意義，期待能再參與這類關懷活動。（文／
夏天然、圖／境輔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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