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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啟用
室內節能綠建築 提供師生舒適活動空間

【記者郭宇璇、劉蕙萍、王心妤淡水、蘭陽
校園報導】籌備興建歷時4年、外觀造型取象
於蘭陽勝景五峰旗瀑布的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於上月26日舉行啟用典禮。校長張家宜致詞表
示，宜蘭是多雨城市，蘭陽校園非常需要室內
體育館，期許未來蘭陽在完善硬體設備下繼續
提升軟體，
蘭陽校園紹謨
招募更多外
紀念活動中心於
籍師生，加
上月26日舉行啟
強英語校園
用典禮，校長張
特色。礁溪
家宜（前中）、
鄉鄉長林錫
學術副校長虞國
忠表示，恭
興(左)與礁溪鄉鄉
喜活動中心
長林錫忠(右)等人
落成，盼未
共同剪綵。（攝
影／郭宇璇）

來與蘭陽校園建立更多合作機會。
活動首先由三民國小「太鼓隊」以鼓聲揭開
序幕，本校境外生亦精心準備「迎賓舞」，贏
得一片喝采。典禮在磅礡大雨中進行，張校長
帶領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國際副校長戴萬欽、
學務長柯志恩、體育長蕭淑芬、財務長陳叡
智，與林錫忠共同剪綵及揭館標。
活動最後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帶領嘉賓
參觀活動中心。紹謨紀念活動中心為2層樓建
築，1樓為各類球場、重量訓練區、韻律教
室、醫護室及器材室等設施，2樓為社團辦公
室、會議室等。設計由建築系兼任講師徐維志

【記者沈
彥伶臺北校
園報導】課
程與教學研
究所和師資
培育中心於
上月23、24

日在臺北校園舉辦「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
教育：前瞻與省思─課程、教學與教師發展國
際學術研討會」，配合本校三化教育理念，連
結「數位原生世代」，邀請4位國內外學者進
行專題演講，以分享自身教學經驗，探討如何
透過雲端數位協作全球教育。並有「教師專業
成長之路」、「全球脈絡下臺灣意象」、「國
際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3論壇，近200人參
與，共發表中文論文43篇、英文論文12篇。
校長張家宜表示：「社會越來越重視國際視
野的培養，很開心各位檢視對數位原生世代的
教育，並探索未來發展，也足見本校正積極落
實三化教育理念。」課程所所長陳麗華說明：

課程與教學所
師資培育中心

蘭陽校園首座室內活動中心－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於上月順利完
工，蘭陽師生們一同開心體驗。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本校與瀚荃協作品牌行銷
【記者張琬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9日，
研究發展處與瀚荃股份有限公司在傳播館舉
辦「品牌行銷產學合作發表會」。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表示，「很高興和瀚荃合作、發
表，也感謝研發長的聯繫，促使今日的成
果。相信在師生的熱情協作下，發揮專業能
力、打造產品設計和品牌，期待下次也有更
具規模的發表會。」研發長康尚文認為，今
日發表是與瀚荃合作最主要的成果展示，謝
謝行副、瀚荃、大傳及資傳系的支持。
瀚荃跳脫品牌行銷過往的運作模式，透過
與大傳、資傳2系合作，結合專業、品牌意
象來設計。會中，除了說明企劃新模式的緣
由、過程及成果，同時展示瀚荃旗下品牌
O’pro9推出的加密系列、藍芽音響等產品。
瀚荃董事長楊超群表示，「由大傳系黃振
家老師與資傳系施建州老師擔任品牌行銷與
訊息設計的輔導顧問，開發文案、實作行銷
及宣傳影片，相信未來有更多機會，期待激
發出更具競爭力的產品。」
發表會上，本校和瀚荃集團互頒感謝狀致

理工綠能展 打造特色

校內公演秀歌藝

女聯會合唱團

淡江花月夜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9日，
理學院與工學院在工學大樓3樓中庭舉辦「綠
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成果觀摩會」，該學分
學程為理、工2院8系跨領域合作，共計開設
18門課。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表示，「此學分
學程是本校第一個向教育部申請補助通過的
計畫案，參與學生非常踴躍，目前有271位學
生參與，共有8位拿到證書，希望透過跨領域
的學習，增加學生未來就業的競爭力。」
現場另有展示流能發電機、微藻廢水處
理、薄膜蒸餾系統等成果設備，以及課程簡
報和海報展示，讓同學對於此學程有更深的
認識。機電四林侑廷認為，「觀摩別人作品
可以激發創意，進而思考更好的應用；現場
另有展示ppt教材，讓人更了解課程特色。」

優美歌聲讓校園越夜越美麗。上月28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淡江花
月夜」音樂會，由部份成員組成的合唱團
首次在校內公演，並邀請校長張家宜（前排
右四）、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排右六）、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前排右二），及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前排右八）擔任演唱
嘉賓，與合唱團一同高歌〈月亮代表我的
心〉、〈陽光與小雨〉等多首曲目。張校長
致詞時表示，成立合唱團讓教職員在工作之
餘能抒發情緒，且之前合唱團在校外演唱，

謝。高柏園在現場邀請楊超群擔任文學院業
師，希望透過實務經驗的分享與成功案例，指
導學生理論以外的知識。

規劃，徐維志表示，「建築主軸為節能、節
水、綠能，配合蘭陽地形，以鋼構建置豐富層
次變化的外觀。造型發想源自於五峰旗瀑布，
活動中心屋頂便依此設計不同高度的5面屋
頂，兼具通風、採光效果，以達現代感及綠建
築理念。」
政經系助理教授周應龍表示，喜歡在下班後
留校與其他教授打球，但蘭陽晚上常下雨，不
能隨心所欲的去運動，有了室內活動中心，對
師生真的是一大福音。資創四梁惟勝表示，
「其中最喜歡的重量訓練區，所有器材都是全
新的。未來會多使用內部設施。」

國際研討 扎根數位原生代
「本次採行對國外教育學術社群徵稿的策略，
投稿的外國學者比一般國際研討會多，真是名
符其實的國際研討會，有助於教育界感受本校
的學術成果與努力。」
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副教授Dr. Rick
Bennett和美國休斯頓大學副教授Dr. Mimi
Lee分別提出自身參與的計畫「Omnium」和
「iSMART」作為經驗分享，講述應用網路與
社群進行教學。而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副
司長邱玉蟾則分享了外國僑民學校與國際學校
差異，還有對屬性定位的混淆造成辦學困難之
建議。最後，輔仁大學副教授陳順孝談起世界
各地掀起的抗議活動，以網路革命作為主題，
來講述網路公民所產生的群體智慧和力量，以
及對社會組織、結構帶來的影響。

楊淑娟獲法教育榮譽騎士勳位
本校與瀚荃於上週四共同舉辦「品牌行銷產學合作發表會」。會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
四）、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左三）、研發長康尚文（右五）、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左二）、
資傳系副教授施建洲（右一）與瀚荃董事長楊超群（左五）等人一同合影。（攝影／羅廣群）

柯安德.沙米格獲外交部傑出表現獎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3日，外
籍生財金四柯安德、國企四沙米格分別榮獲得
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計畫辦公
室」頒發「群育類傑出表現獎」和「綜合類傑
出表現獎」。來自瓜地馬拉的柯安德於大三，
和朋友成立「外籍同學聯誼會」，提供負笈異
鄉的外籍生一個交流平臺。4月，他曾發起流
浪狗募款活動，共募得新臺幣8仟元，並捐給
臺灣動物協會。另曾擔任新北市萬里高中英語

營志工。柯安德說：「學校有許多資源，讓我
獲益良多。這次得獎很有成就感，希望學弟妹
們要加油，把社團發揚光大。」
來自薩爾瓦多的沙米格目前擔任外聯會副會
長，負責舉辦活動、撰寫企劃書等事務。他在
本校足球隊出任前鋒、曾出賽獲全國第七。
熱衷社團之餘，課業曾獲全班第三名。沙米格
說：「在社團和學校學到很多經驗，豐富了大
學生活，希望留在臺灣繼續升學。」

淡江論壇追擊臺越關係發展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7日，國
際研究學院舉辦淡江論壇「臺灣與越南關係發
展」，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主持，邀請
亞洲研究所所長任耀庭、戰略所所長翁明賢等
參與討論。戴萬欽表示，本次論壇討論主題結
合近日越南暴動攻擊臺商事件為題，以學術視
角探究臺越雙方經貿關係、政治立場、勞工文
化、歷史背景、臺灣商人經營狀況，以及事件
發生起因與事後處理等面向，對國際議題做出
討論，現場學生一同參與討論。

也獲得一致好評，感謝大家蒞臨，這是一個
值得期待的夜晚。
音樂會演出涵蓋東、西方經典曲目，包括
〈夜來香〉、〈雙人枕頭〉及〈Edelweiss〉
等歌曲，另搭配服裝、扇子及旁白演出，活
潑動作與走位變化，宛若小型歌劇，不僅使
整場音樂饗宴更具多元，高水準的歌唱技巧
更讓聽眾報以熱情掌聲。法文一林俊亞說：
「表演比想像中精彩，且結合多種樂器演
出，感覺練習很久、真的很厲害。」（文／
呂瑩珍、攝影／吳承樺）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亞洲所教授蔡青龍表示，任何議題都需要以
多面向探討，各國的風俗民情皆不盡相同，不
應以臺灣的習性與文化解讀事件，人人都應該
多關心時事，並參與討論，對事件才會多一些
了解。美洲所碩一徐邦表示，來參加的目的，
除了關心時事之外，主要更想了解臺商在外地
的工作環境、須具備條件，希望能在參與論壇
後加強自己，並且審慎評估未來就業方向。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系主
任楊淑娟於1月8日榮獲「法國教育榮譽騎士勳
位」，繼法文系副教授李佩華獲獎之後，為
本校第二位得獎者。法國在台協會於上月27日
在麗晶酒店舉行贈勳儀式，由法國在台協會
學術合作暨文化處處長金默言代表法國教育
部部長頒授勳位。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等人皆與會、出席。
楊淑娟除了擔任本校法文系系主任外，同
時擔任法語教師協會理事長，對於法國與臺
灣教育、語言合作交流方面之貢獻有目共
睹，法國政府決定授予「法國教育榮譽騎士
勳位」。楊淑娟表示，「感謝張校長給予我
為法文系服務的機會、虞副校長支持辦理高
中法語營、雙學位碩士班和亞維儂獎學金、
高副校長協助系友法文免費課程的辦理、戴
副校長支持強化和法國姐妹校的交流。未來
也會持續教授法文、傳遞對法語的熱情。」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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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4(三)
8:00

西語系
L416

6/4(三)
10:00
6/5(四)
8:30
6/5(四)
12:10
6/5(四)
13:00
6/5(四)
14:00
6/5(四)
19:30

演講人/講題

國防大學講師閻艾琳
跨文化翻譯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聯盟產業
中文系 交流部副部長郭昱仁
B428 整合經營：文創產業的動漫
商機與操作
交通大學助理教授林崇偉、
學務處 中原大學副教授李俊耀
覺生國際廳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回應社
會需求之契機暨課程成果展
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中心副教
英文系
授劉怡君
T507
Facebook and Informal Learning
教科系 教科系副教授沈俊毅
L103
App UI設計工作坊 （二）
職輔組、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市場
機電系 行銷總監詹逸群
E830 光訊玻璃應用的現在與未來
聯華食品人資處資深訓練專
職輔組、
員李信賢
教科系
專業職能盤點實務分享與問
D407
題諮詢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3(二)
10:10

戰略所
T502

6/3(二)
12:30

法文系
FL106

6/3(二)
13:30

出版中心
H113

6/3(二)
14:00

財金系
L206

6/3(二)
18:30

畢籌會
Q306

6/3(二)
19:00
6/4(三)
10:10

動新聞社
Q201
財金系
B712

6/4(三)
10:30

師培中心
L303

6/4(三)
10:30

國際學院
T306

6/4(三)
12:10
6/4(三)
19:30

航太系
E787
學生會
B116

6/5(四)
14:10

資工系
E819

6/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6/6(五)
10:10

亞洲所
T306

演講人/講題

調查局緝毒處處長張祥山
全球化下臺灣非傳統安全挑
戰－以我國緝毒為例
法文系教授葛浩德
今昔黎巴嫩文學之觀點
臺灣知名漫畫家魚夫(林奎佑)
魚夫談出版虛實合作－數位
創作分享
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林月能
Dynamic Volatility Hedging
Capital Allocation
臺北榮總婦產科首席指定醫
師陳志堯
守護健康，癌正以待
壹電視臺要聞中心組長蔡又晴
人物專題分享
華南銀行總經理楊豊彥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新北市正德國中校長賴來展
教學翻轉─遇見課堂不一樣
的風景
美國美利堅大學亞洲中心主
任趙全勝
當前美中日關係
華航航訓部經理韋紹炘
「民航學分學程」說明會
資深彩妝師Masun
彩妝講座-美好時光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暨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助理教授蔡欣穆
Smart Automotive Lighting for
Vehicle Safety
中正大學數學系教授史玉山
Decision trees for paired
comparison data
駐台北印尼經貿代表處代表
艾立富
東南亞當前與未來之經濟整
合-印尼的觀點

英檢畢業門檻期間修正
【本報訊】上月14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本
校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增加：
「通過畢業門檻者，應向所屬學系所提出通過
認證，始得領取學位證書。
第一學期應於1月31日前提出，第二學期應
於暑修下學期課程結束日後一週內提出。」本
學期暑修下學期課程將於9月7日結束，請同學
注意領取學位證書的時間。

研發處獎助5陸生專題研究

【記者張琬柔淡水校園報導】研究發展處於
26日公布「103學年度獎助大陸學位生專題研
究計畫」核定名單，研究助學金由國際事務副
校長室PIRX獎學金支出預算提供，共計有土
木二孫濤、土木二劉湃、資工三馮志峰、資創
三楊一帆、資工三潘岳5位陸生獲研究獎助。
其中，以「大跨徑圓頂層蓋結構設計風壓之
探討」為題研究的孫濤表示，「很感謝研發處
給我這次研究機會，專題構想是因應現今自然

災害特別多，而且目前各國法令、規範皆不太
成熟，所以覺得這次主題研究在未來會是一項
新趨勢。」
另以「基於node js+mongodb為基礎的可攜
式雲端警報系統」為題研究的馮志峰說：「專
題研究偏向實用層面，可應用在居家警報器，
研發困難點在於撰寫程式碼，而且需要不斷地
修改到完善；很開心這次能獲得研發處獎助，
這也證明自己的努力有了回報。」

137行政會議 新設運輸與物流研究中心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上月
數限制再做調整，以求達到確實獎勵研究者，
流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決議通過。研發處為
23日在「石牆仔內人文休閒農企社」舉行第
鼓勵學術研究風氣。
行銷本校在研究村上春樹的實力，及形塑研究
137次行政會議，研議103學年度各單位預算分
另會中討論有，研發處為促進研究能量、落
領先者的印象，提案「村上春樹研究中心設置
配，及「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修訂；對
實產學合作及精緻教學內容，提案「運輸與物
辦法」，最後決議則是修正部份修文後通過。
「出版中心出版品管理辦法」提
本校第137次行政會議在淡水石牆仔內休閒農園舉行，此地為世居淡水的詩人李魁賢家族的古厝。
出暫緩出版品回饋金之撥付，與
會後，一行人在石牆仔內附近步道漫步。（攝影／張令宜）
研究獎助相關規定修正等建議，
待修正後於下次會議討論。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及產
學合作、提升研究水準，特訂定
「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曾
在第135次行政會議中，學術審
議委員會研議將論文引用率納入
辦法中，進而由文教組提出申請
獎勵之規定，建議以10年為限，
將論文作者採用H-index引用次
數方式，考量各領域差異性後，
依照引用次數不同來劃分等級，
並給予不同額度的獎勵金。
會中，校長張家宜認為，計算
標準宜再詳盡規定，並建議引用
次數門檻、獎勵金分配與申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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