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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節12日登場 博覽學系熱情
招生委員會葛煥昭預估 境外生仍有30%成長空間

【記者趙巧婷、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想一
次認識淡江大學，感受大學生熱情與活力嗎？
教務處將於12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2014淡

江大學學系博覽會－淡江書卷節」，透過各學
系擺攤、介紹及社團表演，期待提升招生宣傳
效益。招生組約聘人員張郁苹說明，今年書卷
節除了有專業學系博覽
會外，另有人氣系學會
票選及闖關活動，並祭
出多項好禮。
互動有獎活動中，參
加者拿到闖關卡後，可
到各攤位集點。集滿後
可至服務臺兌換抽獎
券、人氣系學會投票貼
紙各一張，及限量束口

謝政達:淡江人職場秒殺

袋後背包！而抽獎活動將於當日下午抽出最大
獎iPhone 5S、ASUS平板電腦、創見隨身硬碟
等多項好禮。詳情可至「2014淡江大學學系博
覽會-淡江書卷節」粉絲專頁（網址：https://
www.facebook.com/hugtku?fref=ts）查詢。
教務處於上月26日舉辦「招生委員會103學
年度第五次會議」。由教務長葛煥昭針對「淡
江大學日間部學生入學身分與成績表現現況分
析研究」專題報告，並邀請商管碩士在職專班
執行長林江峰「EMBA招生市場與策略分析」
專題報告。
葛煥昭表示，目前大學部學生有5種入學方
式，為因應少子化衝擊，境外生成為各校爭

取對象。大學部境外生註冊人數遞增，從98
學年度221人增至102學年度408人；佔核定招
生名額比率，從98學年度4.73%增至102學年度
8.89%。葛煥昭預計未來境外生就讀本校人數
會超過2,000人，目前仍有30%以上的成長空
間，期望未來能持續增加境外生的人數。
林江峰表示，未來商管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市
場的因應策略將朝6大方向進行，包含專業領
域具卓越成就人士即可報考、推動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學位技術報告與碩士論文並行，預
計10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強化媒體廣告密
度、教室教學設備現代化、課程活化等。

航太系UAV 獵戶奪無人飛機3獎
上月27日，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與職涯組共同舉辦「2014
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共有66家廠商至學生活動中心、海報
街擺攤徵才。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學務長
柯志恩、新北市勞工局局長謝政達等人皆到場開幕支持。謝政達以
「秒殺」肯定本校畢業學生在職場上是各家必爭的人才，致詞時
表示希望藉由本次活動能協助在學學生順利進入職場並能
一展長才。戴萬欽提到，今年的校園徵才企業較往年增加，
且本校蟬聯17年天下《Cheers》雜誌企業最愛
私校第一，代表學生能力備受肯定，將積極培養核心能力，社團
學分化更為本校特色，強化於職場上的組織及溝通能力。（文轉四
版）（文／蔡佳芸、攝影／張令宜）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繼
2012年後，航太系無人飛行載具實
驗室（UAV）於上月22、23日參
加，由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主辦
「2014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
再獲佳績！以無人飛行載具「獵戶」
（Orion）在引擎飛機設計組獲得優良
報告第一名、氣動力設計第一名，以
及製造技術獎第三
名。UAV實驗
室指導老師
航太系教授馬德
明表示，「不同
於歷年的單翼機造
型，UAV實驗室本次
以串翼機造
型參賽。」優良報告
獎除了獵戶的氣動力設計、試飛等製

佐藤:學習共同體在臺灣,成功!
透過相互學習與經驗交換來提升孩子學習，
同時提倡在學習中「真正的學習」（符合學
科本質的學習）、「互相學習的關係」（互
相聆聽的關係）與「伸展跳躍的學習」（創
造性、挑戰性的學習）為3項重要關鍵。欲達
成此3項，教師必須重新調整課堂角色，落實
教學3要素：傾聽、串聯與回歸。
活動當天由竹圍高中教師張綺貞、正德國
中教師應漢斌、鄧公國小教師王薇婷，及新
市國小教師連美郁，以學習共同體進行課程
規劃與教學，同時開放觀課，藉此讓觀課教
佐藤學全程參與觀課，表情專注、 師了解相關理念。佐藤學在觀課時走
訪各教室，透過相機記錄感動時刻，
投入。（攝影／賴意婕）
且在公開議課時間進行意見交流。
會中，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與新北市教育局
局長林騰蛟，向佐藤學教授致贈紀念
品，感謝佐藤學蒞校觀課與演講，並
對其在教育上的貢獻表達敬佩之意。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3日，
教育學院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共同舉辦「學
教翻轉的契機與挑戰」公開教學研討會，並
邀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佐藤學，以「學習共
同體的實踐與挑戰」為題進行演講。佐藤學
教授表示，今天見識到臺灣教師對教育的
熱情，「確定『學習共同體』在臺灣是成功
的，甚至比日本還要更成功，此概念像是為
臺灣設計的。」
佐藤學主張「學習共同體」為目標的教育
改革，是將學校、家庭皆視為同一學習圈，

作過程完整呈現外，還有飛機設計者
多，設計過程中最困難之處莫過於蒐
的口頭報告和臨場反應。馬德明對於
集相關論文資料。」即便參賽成績亮
學生的積極態度，讓製作飛機進度大
眼，馬德明仍鼓勵學生，可以使之成
幅提前，甚至首次製作一式兩架的飛
為自主飛行的飛機。
機參賽，並且獲獎，
他大讚：「真的是實
至名歸！」
參與獵戶製作的33
名成員來自大一到大
三學生，從設計外
型、結構到製作完
成，共費時半年之
久。UAV實驗室負
責人航太三吳楷浚
賽後，航太系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UAV）全體成員與
說：「由於串翼機造
獎牌合照。（圖／UAV實驗室提供）
型歷年製作的案例不

兩岸青年領袖 研討公民參與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9日，中
國大陸研究所與和平基金會舉辦「2014第三屆
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讓兩岸青年加強對於
民主與社會事務的認識與了解，培養具國際與
兩岸視野之青年領袖。這次研習營獲總統馬英
九與副總統吳敦義的賀電！
研習營在臺北捷運公司北投會館舉行，以
「社會參與，文化探索」為主題，甄選出60位
兩岸四地知名大學優秀學子參加。並邀請海基
會董事長林中森、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財團
法人愛與和平基金會董事長鄧文聰等人，進行
演講，與學子互動、問答。
研習營中，除進行演講外，並安排2場與國
際情勢相關的兵棋推演，從操演中學習危機處
理和應變能力，同時安排至海基會、民進黨及
國民黨參訪。大陸所所長張五岳表示：「希望
透過兩岸學生實際接觸，達到互惠
與瞭解的成果。期盼此次研習營，
可以讓青年領袖藉由參與過程中，

用更宏觀和客觀的角度來思考兩岸的社會參
與、文化探索與民主進程，期盼未來成為重要
的兩岸菁英人才。」

文創徵稿 SEE淡水縮影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對淡水生活
有不同想像與看法嗎？由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舉辦2014「 See！淡水大不同」徵件開跑了！
文創中心專案經理楊宜甄表示，創意沒有時
限，但需要你的實現；「去年作品很精采！
鼓勵同學踴躍參加，一起實踐創意！」競賽
以淡水故事與景象為主題，實際呈現淡水縮
影，設計文學館3樓創意牆，做為作品展示櫥
窗。即日起開始報名，詳情請至線上報名系
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查詢。

兩岸女畫家展詩經意象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舉辦「裳
裳我華，詩經文化－兩岸女國畫家邀請展」於8日開
展。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本展集結兩岸在專
業及業餘有相當功力的女性畫家，透過繽紛的顏色體現
出女性特有的美感、柔情和深意，且女性對於環境關懷
及深刻的觀察力，讓作品呈現令人有感。
本次展覽由文錙藝術中心、浙江省美術家協會、浙江
省中國畫家協會、浙江省女花鳥畫畫家協會、杭州吳山
書畫院、臺中市華藝女子畫會主辦。邀請39位兩岸女畫
家參展，共121幅作品。透過女性細膩視角與感知筆觸
呈現，內容以《詩經》的思想精神，並以中國畫來表
現，將帶給觀眾一場藝術饗宴。

古典音樂雙重奏講座 文錙端豐盛知識 饗宴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上月25日舉辦「回憶巴黎－蔡世鴻、邱懷萱

上月25日，文錙音樂廳上演古典吉他二重
奏，由蔡世鴻（右）、邱懷萱（左）演奏家聯
合演出。（攝影／劉代揚）

古典吉他二重奏」，邀請旅法的2位吉他演
奏家聯合演出，現場近200人聆聽。文錙藝術
中心組員壽華民說明，「不論在曲目選擇、
編曲或演奏上，皆以浪漫為主軸，呼應珍愛
文錙主題。」歷史四張倚鳳說：「演奏技法
高超、流利，是聽覺與視覺的雙重享受。」
另外，上月27日「音樂大師講座Ⅰ：古典
音樂任遨遊」，邀請實踐大學民生學院院長
歐陽慧剛主講，分享交響樂團指揮及古典樂
發展歷程，吸引近85位同學參與。壽華民表
示，「這學期與通識中心合作，安排多位藝
術大師，希望讓師生對音樂更加了解。」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
導】總務處於3月舉辦「環保
小尖兵體驗計畫」體驗活動，
逾14位學生參與。在工友帶
領、指導下，在校內各樓館內
協助進行垃圾分類、廁所清掃
等工作。事務組組長吳美
華表示，計畫培育環保
小尖兵成為種子，盼同
學們在親自體驗辛勞後，協助宣
傳維護環境的重要。
參與活動的企管一蘇芳毅分享
到，多數人沒有隨手回收的習慣，
且一般垃圾中混雜許多可以回收的
垃圾；而撿出這些可回收的物品和
分類的同時，覺得清潔人員十分辛
苦，所以表示日後也會向大家宣導
垃圾分類的重要。企管一鄭治杰
說：「男廁小便斗只能使用抹布擦
拭，親身感受到清潔人員的辛苦，
往後也會提醒身邊的人，以同理心
維護環境！」（圖／總務處提供）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日期/時間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4/7(一)
18:30

大傳系
O303

4/9(三)
10:10

西語系
T705

4/10(四)
8:00

觀光系
CL325

4/10(四)
19:00

資管系
B310

演講人/講題

世新廣播劇團駐校藝術家葛
大衛
廣播音效之運用
臺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龍
本善
翻譯工作坊－翻譯臺灣美食
福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余紹君
國際旅館經理人經驗分享
時間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droid 工程師許瑜珊
資訊研習營－業師演講1－談
談遊戲開發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7(一)
13:10

西語系
T508

4/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4/7(一)
14:10

財金系
B509

4/7(一)
15:10

保險系
B605

4/7(一)
16:10

大傳系
Q306

4/8(二)
10:10

戰略所
T502

4/8(二)
13:10

德文系
T703

4/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4/8(二)
14:10

財金系
L206

4/9(三)
11:10
4/9(三)
12:00

財金系
B712
俄文系
FL106

4/9(三)
18:30

職輔組
Q409

4/10(四)
10:00

俄文系
FL106

4/10(四)
10:10

保險系
B708

4/10(四)
10:10

德文系
T705

4/10(四)
12:00
4/10(四)
13:00

大傳系
O502
俄文系
FL106

4/10(四)
13:10

經濟系
B302F

4/10(四)
13:10

保險系
L215

4/10(四)
15:00

4/11(五)
14:10

一場屬於你的說書，豐富的圖書及
超商禮券就送給你。報名至20日截
止，30日現場也會抽出觀眾獎，歡
迎大家一起來參與。」世界閱讀日
活動詳情請至圖書館網站（網址：
http://blog.lib.tku.edu.tw/2）查詢。

環保小尖兵守護校園

教學
卓越

4/11(五)
14:00

2014世界閱讀日 活動好禮大方送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2014
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開跑！為響應世
界閱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讀
正典、好正點」主題書展，豐富的世
界文學正典文學名著與影片在總館
2樓閱活區等你來認識。活動另搭配
「現在集點中」，凡參加世界文學
正典研讀工作坊、說書競賽，或分
享圖書館活動，即可獲得點數。
符合點數辦法者可兌換禮物。
此外，圖書館舉辦第二屆「妙
語說書，我的Book Show」活
動，即日起開放報名。典閱組
組長石秋霞表示，「歡迎大
家報名，表演形式不拘，只
要盡情的發揮創意，分享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外語學院
總館2樓
閱活區
外語學院
總館2樓
閱活區
產經系
B511

演講人/講題

資深口譯專家閻艾琳
同步口譯實戰分享（特色計
畫－翻譯工作坊）
臺灣石化合成公司董事長
吳澄清
頁岩對未來的發展
臺灣大學財金系教授黃達業
金融教育協會兩岸金融發展
趨勢
國泰產險營業企劃部經理
李俊德
電子商務之演進與產險經營
新世代邪道生活大師談創意
發想-漫畫家米奇鰻
如何讓文創產品進入市場：
文創產品開發
全球化時代的中共國防工業
－機會與挑戰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主任丁樹範
淡江大學德文系講師馬佑真
翻譯理論的應用—以不同實
例淺談文學及非文學類作品
的翻譯
鴻力達科技有限公司博士
王建源
LED之科技發展與產業趨勢
臺灣大學財金系教授何耕宇
The Role of Equity Underwriting
Relationship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凱基期貨董事長糜以雍
期貨業概論
試析契訶夫小說睏
俄文系副教授劉皇杏
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陳定川
暢談面試與人脈－職場必勝講座
俄文系助理教授龔雅雪
動手做趣味俄國動畫拼圖
萬信保險經紀人公司總經理
戴立維
如何學好英文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教授
謝志偉
Wer nicht mit der Zeit geht, geht
mit der Zeit－淺談「德文中譯」
滾石文化董事長段鍾沂
什麼是故事行銷？
俄文系副教授張慶國
淺談俄翻中技巧
淡江大學會計學系助理教授
韓幸紋
Patient Cost-Sharing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美商達信保險經紀人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長毛卓人
國際經紀人公司風險管理之探討
法文系兼任教師倪安宇
世界文學正典研讀工作坊－
艾可《玫瑰的名字》
德文系助理教授柯麗芬
世界文學正典研讀工作坊－
卡夫卡《審判》
臺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樊家忠
Exploring endogeneity of
month-of-birth－evidence from
one million siblings in Taiwan

臺北校園

境外生在南投溪頭松林町妖怪村門口前一同合影。
（圖／國際處提供）

境外生之旅 走訪南投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春天出遊去！境外生輔
導組於上月22、23日主辦「102學年度第二學期春季文
化之旅」，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
境輔組組長陳珮芬帶領91位境外生，及國際處成員展開
2天1夜之旅。戴萬欽開心地說：「希望每次籌辦文化之
旅都能讓境外生欣賞到臺灣好山好水，深刻體驗民情風
俗、品嚐美味佳餚，讓同學留下美好的回憶。」
首日造訪南投猴探井風景區、溪頭森林遊樂區和妖怪
村。其中，天空之橋是南投縣超人氣景點，不僅俯瞰彰
化平原，更體驗到漫步雲端的感覺。抵達溪頭時，雖然
飄著細雨，大家仍不減遊興。許多境外生見到少見的植
物，倍感新鮮。來自上海的國企碩二夏天說：「清晨6
點和大家漫步神木步道，覺得空氣好清新、舒適。」
第二天參訪南投竹山內湖森林小學、竹山文化園區和
臺灣麻糬主題館，參觀臺灣竹藝和竹山人的歷史文化。
來自馬來西亞的西語三張乃云說：「拿到麻糬點心，好
開心！且參觀製作食材與過程，覺得很新奇。」來自廣
東的大傳二朱蔚雅說：「晚上和同房間韓國交換生交流
韓劇心得，還順便學一點韓語。」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7(一)
19:10

財金系
D223
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
D309

4/9(三)
19:30
4/12(六)
9:10

保險系
D303

4/12(六)
13:10

保險系
D303

演講人/講題

大員法律事務所律師蘇煥智
臺灣經濟振興之道
臺灣企銀總經理黃添昌
中小企業融資業務發展戰略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彭啟明
氣候危險與管理
華南產險公司董事長戴英祥
臺灣產險市場經營現況與發展

盲資助生 辦職前輔導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盲
生資源中心與新北市勞工局、中華民國無障礙
科技發展協會共同主辦「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服務」座談會。盲生資源中心就業輔導專員張
閎霖表示，「我們每年都會舉辦職前輔導，希
望協助身心障礙生順利進入職場。」
本次座談會邀請新北市勞工局專員李書棻、
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公關發展事業處處長楊聖
弘。會中與同學說明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管道與
資源，並提供相關諮詢。李書棻表示，勞工局
提供5大服務區：求職資源、工作試做、職業
輔導評量、職業重建和諮商室，「鼓勵同學能
善用資源及服務。」
與會同學公行二陳琦翰認為，「講座內容很
受用，提供許多就業機會與管道。大學時期的
自主管理時間增加，期待培養出專業能力，讓
就業更順利。」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