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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獲獎
教育部資科司司長楊鎮華頒發「優良學程學校」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以「嵌
入式系統學分學程」榮獲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
育司司長楊鎮華頒贈「優良學程學校」獎牌，
由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於上月30日親赴國立交
通大學受獎。由於嵌入式系統屬於較新技術，

因此教育部特別創立「嵌入式軟體與應用教學
推動聯盟中心」，而該系的學程則使用聯盟中
心標準，開設「嵌入式系統概論與實作」、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計」、「嵌入式軟體開發
工具」等課程，這些課程所學的技術皆為業界
急需的技術。
教育部自93學
年度推動「優
良學程學校計
畫」，今年更以
開課情況、選課
人數、學生參與
比賽及得獎情形

等為衡量標準進行評分。本校資工系「嵌入式
系統學分學程」因在全國大專院校嵌入式系統
相關競賽中屢獲佳績，更於「101學年度大專
院校網路通訊設計競賽」中，榮獲得第二名及
2個佳作，因此獲頒「優良學程學校」獎牌。
「嵌入式系統學分學程」由資工系副教授黃
連進策劃，主要教授學生嵌入式系統軟體。嵌
入式系統為控制、監視或輔助設備、機器或是
工廠運作的裝置，是一種小規模的技術整合。
在臺灣嵌入式系統被廣泛地運用，其中以電子
產品與智慧型家電的產業為主，讓提升相關產
業的作業技術，增加其產值與附加價值。
此學程自96學年度起與電機系共同推動，藉

此提高資工系和電機系學生的學習興趣。課程
中利用教育部的補助款及學校提供的配合款，
建置「嵌入式系統教學實驗室」擴充教學實驗
設備，增進學生的實作能力，並且開設目前熱
門的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相
關課程，讓學生能將所學實際運用在生活中，
增加更多學習動力。
黃連進表示，「這是學生一個很好的學習機
會，能藉由此學程，學習到未來的應用，並且
讓學生能夠了解更多未來趨勢。」許輝煌提
到，「這是一個很好的軟、硬體結合的學習機
會，讓學生的學習包含更多元，也為學生未來
研究和就業上有很大的幫助。」

第八屆淡江品質獎 15日複審
讀書好，神
中文三盧逸峰借閱破千本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下週登
場！為了讓同學有空間溫習、進行最後衝刺，
覺生紀念圖書館將本週六、日延長開放到下午
8時50分，但借閱書籍只到下午4時30分；除此
之外，覺生紀念圖書館在學期間，持續開放24
小時的自習室（每週一上午8時至12時閉館清
潔），大家可以善加利用。
寒假期間，總館休館日期為1月19日、1月25
日至2月13日，以及2月15至16日，且1月24日
下午休館。詳細臺北分館、鍾靈分館的開放時
程，請至網站查詢（網址：http://blog.lib.tku.
edu.tw/post/2/5735）。
因應「臺灣閱讀節書展」，典藏閱覽組舉
辦「讓我們在閱讀中遇見幸福」。典閱組組
長石秋霞表示，「希望大家藉著寒假期間，
多多閱讀書籍來豐富假期，而圖書館也提供了
教育部長蔣偉寧、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作
家王文華等名人推薦的書單給同學們做參考，
請至網站（網址：http://blog.lib.tku.edu.tw/
post/2/5736）查詢。」

【記者盧逸峰
淡水校園報導】
2日，秘書處公
布「第八屆淡江
品質獎」初審名
單，人力資源

處、工學院、體育事務處3個參賽單位全數通
過初審。秘書處秘書長、淡江品質獎召集人徐
錠基表示，對於申請單位的整體表現，經過初
審會議，委員們皆肯定這3個單位在推動TQM
（全面品質管理）及承辦業務的績效，因而決
議全數通過。

品質保證稽核處將於15日（週三）上午9時
10分至下午4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第八屆淡江品質獎」複審，屆時有受評單位
簡報、實地評審及複審會議。此外，本次開放
教職員生觀摩學習，歡迎踴躍參與，有意願參
加者請向品保處專員劉靜慧洽詢，分機2349。

教務處建置畢業平臺 8日上線
【記者趙巧婷
淡水校園報導】
教務處於本學年
首度推出「畢
業生離校手續
查詢平臺」（網
址：http://sinfo.
ais.tku.edu.tw/
tkuGrd/），畢業
生可從8日起，至
本校網站首頁、
點選連結進入
後，查詢離校手
續是否完成，不
必像過往親自走
訪教務處查詢。

若尚未完成離校手續者，需至平臺列印「畢
業生離校程序單」，至相關單位完成離校手續
後，親自攜帶離校程序單、學生證及私章（研
究生另須圖書館核驗論文正本1冊；境外生則
須繳交「境外生離校單」）至教務處註冊組領
取畢業證書。
此外，102學年度第1學期學位證書將於3月
5日起發放，學位證書委託他人代領者，代領
人另須攜帶身分證件及委託書；若學生證遺失
者，則須親自領取。網路查詢平臺至4月30日
截止，對於辦理離校手續及領取學位證書等相
關問題，可逕洽註冊組詢問。
經濟四陳彥儒表示，教務處提供這個平臺，
讓我們不必像過去一樣，耗費時間跑流程及確
認手續，同時也減少了學校行政的作業量；且
透過平臺查詢，便能快速地完成手續，實在是

省時又方便，給予畢業生很大的福利！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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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7(二)
13:10

未來所
L201

前行政院院長游錫堃
翻轉革命！種出生命力

1/7(二)
14:10

水環系
E830

山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
院副院長李玉江
山東大學環境科學的發展、
水處理中的吸附作用

1/7(二)
15:10

中文系
L301

幼獅文藝主編吳鈞堯
五虎崗文學獎30周年系列活
動－作家講座（極短篇）故
事，來自有風的地方

1/8(三)
10:10

財金系
B713

凱基證券董事長魏寶生
壽險業概論

1/9(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國家實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
究中心教授葉哲良
Dielectric Liquid Lenses

1/9(四)
14:10

資工系
E819

1/10(五)
10:10

資工系
T212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副
總經理孫黎芳
雲端產業及技術發展與職涯
規劃建議

1/10(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奧美公關行銷公關事業部董
事總經理謝馨慧
聽品牌說故事

產經系
B511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助理
教授池秉聰
個體經濟學、實驗經濟學、
代理人基經濟學
Efficiency of the Experimental
Prediction Market：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Belief, and Personality

1/10(五)
14:10

演講人/講題

Korean Bible University South
Korea Associate Professor
Ilsun You

undetectable malwares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1/9(四)
13: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全創院
CL439

日鑫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盧瑞彥
職場法律相關經驗與實務

1日，臺北市府文化局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第9屆漢字文化節，臺北市長郝龍斌
（立排左一）除了邀請130位書法家揮毫之外，總統馬英九（立排右一）也應邀
擔任開筆官，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立排右二）隨側解說，期望透過書法，
讓更多人重視正體漢字。（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元旦揮毫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閱讀達人在時報！本報文字記者
中文三盧逸峰，在覺生紀念圖書館的個人借閱歷史中，截至3日的
「Checkout」紀錄、扣除續借書籍後，實際借書已達1,003本！典藏閱
覽組組長石秋霞表示，圖書館曾舉辦「淡江閱讀王」活動，以單學期
為基準統計借閱量，2009年閱讀王的前3名皆超過225本書，2008年閱
讀王冠軍中文系蔡同學更曾創下單學期借閱量高達322本；「以大學
生借閱量限制15冊來說，逸峰平均每學期借200本書，算高的了！」
盧逸峰表示，借閱的書籍中，以日本推理小說、史地、遊記及鐵道
研究占大多數。他提到，「大學一年級時剛拿到臨時學生證，第一件
事便是走進圖書館借閱書籍。如果需要的資料非即時性，幾乎從學校
圖書館皆可取得。」
盧逸峰認為，覺生紀念圖書館的特別之處在於館藏量極大，且校方
提供圖書資料的薦購服務，幾乎有求必應。他說：「如果有急需圖書
資料，也能透過『急用圖書資料』的申請管道，快速獲取需求的資
訊，效率上十分便利！」他在每個月平均向圖書館薦購約2本書。
另外，盧逸峰對本校圖書館的建議，是期待自動借書機能降低其故
障率，以及對於圖書館使用率較高的閱覽者，可以提高圖書資料借閱
數量的上限。對於圖書資料時常因為其他閱覽者未歸回定位，而讓他
遍尋不著，他則是希望館方能提高定期巡視率，藉此改善此問題。
對此，石秋霞回應：「自助借書機平時有定期維護運作；另外，借
閱數量的上限是根據在校身分區別，也藉此確保熱門圖書資料不會被
占用。對於開架圖書未歸位的問題，除了館方每天定期安排巡視之
外，也呼籲閱覽者共同維護。在此鼓勵大家多來圖書館，利用館藏資
料充實自己！」（攝影／余浩鉻）

圖館推寒假名人書單

1

102學年度研究獎助

375人獲逾2,770萬 馬.郝.張炳煌 宣揚正體漢字

【記者鄭文媛、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人力
資源處公布102學年度研究獎助通過名單，總
獎助金額逾2,770萬、獲獎人數有375位教師。
人資長鄭東文表示，希望透過校方提供研究獎
助金，藉此提高教師發表研究成果的意願，亦
有助於推升學校學術聲望。
本次「研發成果授權或轉移」獎助有物理系
教授林諭男、化學系教授陳幹男、水環系教授
高思懷、資工系教授許輝煌、管科系教授廖述
賢，及電機系助理教授蔡奇謚等6人。其中，
榮獲3項研究獎助的陳幹男對於成果獲得肯
定，感到非常欣慰，並表示「這要歸功於一同
研發的學生，他們不計付出多少時間、心力，
並且努力克服技術層面上的問題及結果。」
「學術性專書」獎助有管科系教授李培齊
〈在兩難中學管理：管理的主導邏輯〉、中文
系副教授高婉瑜〈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
象〉、歷史系副教授劉增泉〈文明的起源－美
索不達米亞〉、語言系助理教授施懿芹〈How
Timberlake Wertenbaker Constructs New Forms
of Gender in Her History Plays：Exposing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4本著作。

另有2件著作正在審查中。
其中，撰寫《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象》
的高婉瑜表示，身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對於
佛經經文的演變非常有興趣；然而，佛典著作
等書籍不僅艱澀難懂、也較少被人使用，但經
過長時間的演化已漸趨語法化，此書結合了佛
經的經文與詞綴發展過程，讓讀者能一覽經文
語法化的過程。「這次很榮幸能獲得學校的研
究補助，雖然產出過程不容易，整理詞綴演變
的過程更可說是曠日廢時，但能靜心於此，讓
我很享受其中。」
此外，收錄在A&HCI、SSCI、SCI、EI、
THCI Core、TSSCI等6期刊論文的得獎總數高
達466篇（349人），得獎人數由商管學院的92
人居冠，其次是工學院77人、理學院39人；創
作及展演國家級4件、縣市政府級2件，總件數
有6件，獎助總金額33萬元。
102學年度研究獎助是依本校「專任教師研
究獎助辦法」規定辦理，經審議通過之著作論
文或展演資料將在圖書館陳列，通過名冊詳見
人資處網站（http://www.hr.tku.edu.tw/news/
news.php?class=104）查詢。

【本報訊】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策
劃，臺北市文化局主辦第九屆漢字文化節的
「臺北建城130，揮毫展新運」活動，於1日
下午2時在圓山飯店登場。邀請總統馬英九蒞
臨、參加開筆儀式，並參觀書法家們的新年祈
願揮毫。張炳煌表示，「活動是由馬總統在擔
任臺北市長期間，倡議舉行漢字文化節，以宣
揚傳統的正體國字，且每年的重點活動就是在

元旦舉行揮毫。」
馬總統在致詞中，除了宣揚正體國字的重
要，並呼籲教育部應將書法列為中小學的正規
學習課程，相關內容的談話為推行書法運動打
了一劑強心針。除了元旦揮毫之外，每年由本
校舉辦的「新春揮毫」活動，今年定於2月8日
（週六）下午在總統府前隆重舉行，屆時將有
數千位書法界人士現場參與、揮毫。

開放B119自習室 期末考備戰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大作
戰！本學期期末考將於13日至19日舉行，教務
處在考前開放商管大樓B119教室，提供給學
子有溫書的空間；開放時間為即日起至10日下
午6時10分至10時；11日、12日則為上午8時10
分至下午5時，請多加利用。
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或
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若遺
失學生證，須於考試前攜帶身分
證及照片2張，親自到教務處註冊

組辦理補發作業；未帶證件者，須提前申請臨
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時間。
詳細考場規則，請參閱網站（http://www.
acad.tku.edu.tw/CS/downs//super_pages.
php?ID=CS402）。

7日歡送榮退同仁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將於7日（週
二）下午1時3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2學年度
第一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本學期計14位榮退教職
員；其中，中文系教授呂正惠、航太系教授馮朝剛、日
文系助理教授高津正照、日文系講師黑島千代，以及諮
輔組組員張興星等5人將出席盛會。
茶會當天，校長張家宜將蒞臨致詞、致贈紀念品，員
工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宛同亦將致詞及備有紀念品，一
同祝福退休的教職人員。預計由退休同仁上臺分享感
言，以及在校生活點滴，邀大家一同回憶過往的美好時
光，並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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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期末 揪團來去練武功
跨年剛過，期末考將在下週登場。2日，在文館旁、
傳播館前的休憩文化區，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同學相約，
一同研讀，期以戰勝期末考。（攝影／鄧翔）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