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見4版

943期

中 華 民 國 103年
10月20日
星期一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0584 傳 真：02-26214169 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電子信箱：ab@oa.tku.edu.tw

財金電機講座 大咖開課

李祖添講座教授帶領跨校整合計畫 李述德 邱正雄 趙揚清 許舒博 李祖添
【記者吳雪儀、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商管
學院本學年度再次與臺灣證券交易所合作，
上、下學期分別在院共同科目開設「金融市場
實務講座」和「金融市場趨勢講座」，由財金

系副教授顧廣平主持授課。邀請主管機關與金
融服務業各界菁英高層到校授課。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表示，「講座在開放初選時，260個
名額瞬間額滿，顯示同學對於金融產業的發展

榮譽生初體驗 淡江文化小測驗
103學年度榮譽學程迎新茶會於13日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文學院院長林
信成、教務長鄭東文等人，與榮譽學程新生
同慶，共有116人參與。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申請榮譽學程的人數
為193人，張校長提問本校「三環五育」、
「八大素養」與新生們互動，勉勵身為榮譽
學程的學生更應了解本校的文化，希望大家
都能在小班制的精緻化教學中，累積專業實

力，更努力堅持下去，順利完成學業。
茶會上，有輕鬆的團康活動讓同學們更熟
悉彼此，並有學長姊經驗分享時間。大傳三
何和威鼓勵學弟妹彼此幫助，「在榮譽學程
中，每個人都在相同的起點，從做中學習與
同學的溝通、及互動所激發出來的感動，是
最大的收穫。」運管一許筑婷表示，喜歡與
創意相關的課程，期待接下來的專業課程，
會繼續努力修讀。（文／曹雅涵、攝影／朱
蔚雅）

校外競賽獎勵增加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研究發展處於
日前公布「師生參加校外學術競賽補助獎勵」
及「獎勵教師籌組學術團隊及產學合作團隊」
2辦法，以實質獎勵金鼓勵師生踴躍申請。
其中，鼓勵師生參與校外學術競賽，於每年
5月及11月受理申請，補助金依「國際性」或
「全國性」競賽級別給予獎勵，以「國際性」
為例，參賽補助金達每人2仟元；專業學術競
賽獎勵金，學生最高可獲3萬6仟元，教師獎勵
金最高1萬元。
為鼓勵本校研究團隊向校外單位提出經費
100萬元以上的整合型研究計畫，3位以上本校
專任教師參與的研究團隊，可提出獎勵申請，
經審核通過，每案分二階段補助1萬2仟元。

愛不罕見 張瓊玉力挺友善校園

現況有強烈的學
習意願。」
本學期「金融
市場實務講座」
講師陣容堅強。
財金系主任李命
志表示，「感謝
本校傑出校友、
證交所董事長李
述德再度促成此
次合作，邀請傑
由左至右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財
出貢獻及聲望卓 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揚清、台灣人壽董事長許舒博、電機系講座教授李祖
越的講師蒞校演 添。（圖／財金系、電機系提供）
講，課程內容多元，內容涵蓋金融服務業及證
電機系亦於本學年禮聘前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券期貨、投信投顧等領域及案例，透過金融界
李祖添擔任講座教授，並開授「模糊系統」與
巨擘傳授實務經驗，做為未來就業之參考。」
「類神經網路」課程。李祖添研究領域為自動
顧廣平開心表示，「本次講座課程中約有四
控制、機器人、系統工程，於民國70年打造全
分之一是非商管學生，顯見學生對於金融理財
臺第一部機器人。他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國科
知識之企求，希望透過此次課程，對金融知識
會傑出研究獎、亞洲首位IEEE(美國電機電子
有正確的認識。」課程由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
工程師學會)Norbert Wiener Award，並為教育
總會整合金融服務業八大公會之專業人力資
部國家終身講座。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表示，
源，結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李祖添學術成果受到海內外重視，未來將帶領
心、臺灣期貨交易所及集中保管結算所4單位
系上相關領域師生，進行以淡江為首的跨校整
資金贊助。
合型計畫，有助提升本校在研究與教學成效。

3磨課師online 顛覆傳統學習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想要線上學
習的同學有福囉！教育部近來積極推行大規
模線上開放式課程「磨課師（MOOCs）」，
遠距教學發展組本學期即錄製3門磨課師課
程，分別為「e筆書法」、「會計學」及「物
聯網」。即日起只要在「明德在線
Share Course」申請帳號（http://
www.sharecourse.net/sharecourse/
unit/tku），便可選課，預計於27日
起正式開課，希望藉由磨課師學習
模式，提供公平、開放、自主的學
習機會。
磨課師是將課程視頻放在平臺上

榮譽生PBL課程 陳瑞發示範
PBL是以問題或案例導向，透過小組討論，培 陳老師開放課堂觀摩，並與我們分
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享教學心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
驗。」
(攝影／張令宜)
陳瑞發表示，傳統的教學方法可能是老師在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
臺上賣力授課灌輸知識給學生，但學生碰到真
展組於13日在工館舉辦「PBL教師成長社群
實狀況時，卻無從利用所學去解決問題。他強
課程觀摩」，由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主講，
調PBL的精神在於「學以致用」，在課程中老
吸引許多教師到場觀摩榮譽學程學生在PBL
師可設計生活化的案例，並將之模糊化，藉此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方法下的學習
讓學生有更多的思考及討論空間。此外，PBL
狀況。
也十分重視團隊合作，培養每位學生溝通表達
教發組組長李麗君也參與課程觀摩，她表
及整合意見能力，以期學生在團隊討論中成
示：「這次的觀摩讓我獲益良多，很多老師
長。
反應學生不認真上課，但原來只要改變教學
化材一羅宇麟表示
方式，還是可讓學生認真學習，也十分感謝

教學
卓越

12校友《嚮•建築》出版
本校視障資源中心與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
會於14日在「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通識課堂
中，共同舉辦「友善校園宣傳活動－罕見疾病
學生及在學助理」，邀請全國生命教育講師、
歷史系系友張瓊玉以「向麻煩 say yes.」發表
演講，與現場聽眾分享她的生命歷程。
張瓊玉以馬凡氏症患者分享個人經歷，疾病
影響到她的骨骼、心臟及眼睛，讓她從小飽受
語言霸凌。張瓊玉表示，話語如同一把利刃，
希望大家能尊重彼此。此外，她提到個人心境
上的轉變，並談及開始尋找自我價值的過程。
授課教師、未來所助理教授陳建甫表示，建
立同理心最好的方式為傾聽，了解彼此差異，
並從中學習對自己生命負責。弱勢病患權益促
進會社工許雅筑於會中也介紹罕見疾病種類，
並播放宣導影片。片中敘述罕病患者在學期間
受到助理幫助，期待大家能多關心罕病生。
現場學生認真聽講，隨著內容各有不同反
應，張瓊玉的故事雖有令人難過的部分，但卻
又因為她的樂觀、幽默，讓現場笑聲不斷。日
文四冉光虹說，瓊玉老師因為懂得知足，充分
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刻，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
方，很慶幸能在課堂中聽到如此感動的故事。
（文／劉蕙萍、攝影／吳承樺）

供學習者修課，以劇情式和段落式的教學視頻
讓課程更趨精緻化。每段視頻不超過30分鐘，
且設有測驗機制，即通過測驗才能進入下一章
節修課。
講授物聯網磨課師課程的資工系教授張志勇
認為，磨課師短時間視頻特色更能讓學生保持
專注力，「這種數位教學模式與傳統教學上最
大不同處在於，使用磨課師必須調整教學策
略。由於磨課師為線上教學，學員可能來自不
同領域，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更站在學習者的立
場。」他說明課程中將會運用更多具有動畫、
實景、後製等偏實用導向的教材，理論部分的
深淺也會拿捏。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與本校出
版中心合作出版《嚮•建築：民歌時代的建築
青年》，收錄過去2年間，12位建築系傑出校
友返校演講內容，均以自身專業領域出發，提
出對建築及都市關懷的看法，反映在校園民歌
時代背景下，形塑出多元領域系友們。本書主
編、建築系助理教授宋立文表示，其中還有他
們的求學記憶，顯示建築系不但是孕育建築人
的溫床，也培養各行業人才。
這12位建築系校友有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主
持人謝英俊、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林
洲民、臺東縣副縣長張基義、建築系系主任黃

瑞茂等人，他們各
有成就，面對議題
的出發點也不盡相
同，使書中無形
流露出相互辯證
的現象，宋立文
舉 例 ， 「 像 黃 瑞 （攝影／吳國禎）
茂對都更持保留態度，可是丁致成和
高文婷是臺北市政府官員，其實是比
較支持的，這點我覺得非常有趣。」當所有
人出身同一個教室，卻能養成多元的觀點，
能讓讀者感受到建築的擴展與演化。

：「這門課是採小組討論製作專題的方式進
行，遇到問題時，老師以引導的方式訓練我
們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藉由小組
討論與上臺報告讓我們學習團隊合作、溝通
表達想法，這門課會花費不少課後時間在做
資料蒐集與討論，讓我們除了在課堂上學習
外，課後也能自主學習並討論。」

出版中心17書網路開賣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出版中
心於近2年來陸續出版17本書籍，類型涵蓋有
教科書、專業叢書、戲劇譯本、建築及淡江
書系等領域，本學期在驚聲書城專區上架，
另在誠品、博客來網路書店亦可訂購。
出版中心經理吳秋霞說：「中心出版的書
籍皆經過嚴選及層層把關，付出了相當多的
心力，這次推出的書籍可說是一個階段性的
成果展現。」她認為，大學出版中心有責任
傳遞學術上的專業知識，這次推出國外熱門
議題《神經經濟學》，期待讓讀者瞭解相關
知識。
另翻譯作品有《日暮途遠》、《玩偶之
家》，吳秋霞提到，相信有原文對照，能讓
有興趣的同學更容易上手，未來中心也會出
版包括科普或是跨領域的書籍。
驚聲書城表示，以《神經經濟學》、《城
市襌園工作營》2本教科書的銷量最好，常有
學生來預訂、團購。

林仁傑教授水彩 領學子探創作心理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14日邀請臺灣水彩畫協會理事長林仁傑，以
「水彩畫創作心理與美感呈現」為題，進行講
座課程。文錙藝術中心駐校藝術家顧重光致
詞時說：「為呼應文錙2014台灣水彩畫展，特
邀林仁傑分享有意思、多元又便利創作的水
彩畫，並講解臺灣水彩畫史的發展及作品分
享，盼同學能更進一步認識藝術創作媒材－水
彩！」
林仁傑首先說明繪畫心理學家的論述，並表
示透過畫作，可從中窺見畫家的人生歷練、內
心想法，以及當下的心理狀態。而水彩畫能展
現多樣筆法的趣味、創作媒材的普及，以及文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化差異性等，皆使得水彩畫能以靈活多
變的樣貌展現出多元創作。此外，林仁
傑展示了畫家藍蔭鼎、李澤藩、馬白水
及席德進的作品，並詳細地解說使用技
法，且從技法表現來觀察畫家當下的心
理思索。
最後，林仁傑親自示範水彩的渲染技
法，讓現場的同學們嘖嘖稱奇。英文二
陳德潔說：「老師提到許多水彩畫家及
作品背後的有趣故事，例如畫家藍蔭鼎
不受限的使用畫材，也曾利用甘蔗渣來
創作一幅水彩畫，這場難得的講座讓我收
穫滿滿。」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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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10/20(一)
10:10
10/20(一)
13:00

觀光系
CL328
諮輔組
B614
企管系
10/20(一)
、職輔組
14:00
B712
10/20(一)
15:00
10/21(二)
10:00
10/22(三)
10:10
10/22(三)
17:00
10/22(三)
18:00
10/22(三)
19:00
10/23(四)
8:00
10/23(四)
12:10
10/25(六)
8:30

1

畫家鄧國強的水彩作品「奔騰的
扇平溪」，描繪堅實的山澗，溪
水從中奔流而出，透明而閃亮。
水花撞擊在石頭上，白色的飛沫
具有傳神的效果。曾獲水彩金爵
獎及曾任中正紀念堂西畫評審、
中華亞太水彩畫協會常務理事。
（文、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學生會補選

蔡博藝同額競選

Inside

奔騰的扇平溪

學校要聞版

演講人/講題

行家旅行社董事長海英倫
旅行業服務管理
諮商心理師李政達
自我整合-生涯規劃工作坊
國泰建設經理陳佳延
個人理財面面觀

大林組董事長專屬翻譯秘書
賴鈺喬
日語同步口譯面面觀
文學院 創意人馬克
O303 如何創意思考
台灣民俗信仰學會理事長
歷史系
陳省身
L212
臺灣佛教文化面面觀
資圖系、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家庭傳媒集團
出版中心 營運平臺客服中心經理鍾慧美
B515 出版社客服部門個案分析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
品保處
品管圈教育訓練課程-問題解
I501
決型QC Story
華航學科教師陶建彬
航太系
飛航實務概論（實務講座）－
E787
「飛行原理I」
愛評網副執行長葉卉婷
觀光系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及經驗分享
CL439
-以愛評網為例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
教發組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團體活動
T307
－M & M 1+1≧2
校長張家宜
品保處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臺灣
覺生國際廳 高等教育面臨少子高齡化衝擊
之因應對策
日文系
T212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0(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國立臺北大學通訊工程學系助
理教授鍾耀梁
A Study of Energy-Saving
Transmission for Next-Generation
Multi-Carrier Base Stations

10/20(一)
10:10

水環系
E680

前北水局長、前水利署副總工
程司李鐵民
河川與排水治理之法令規定

10/20(一)
13:10

產經系
L417

萬泰銀行消費金融部協理蔡志宏
金融服務之經驗分享

10/20(一)
20:10

公行系
B703

運管系副教授兼總務長羅孝賢
城市聰明交通與美好生活

10/21(二)
10:00

會計系
B119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
計師陳嘉修
高科技電子產業常見經營模式
及相關風險探討 (一)

10/21(二)
10:10

戰略所
T507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
所長張中勇
國家安全管理之概論

歐洲研究所所長陳麗娟、歐洲
10/21(二) 歐研所
研究所副教授崔琳
12:00 驚聲國際廳
歐洲聯盟與俄羅斯的恩怨情仇
10/21(二)
14:00

參考組
U301

講師許琇媛
Step1.如何撰寫論文

10/21(二)
14:10

水環系
E787

10/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0/22(三)
10:10

財金系
B713

台灣永續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
經理劉嘉俊
低頻噪音室外測量方式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
學系助理教授鄭恪亭
Nano-particles in Liquid
Crystals
惠理康和投信總經理柯世峰
投信投顧業概論

10/22(三)
12:00

職輔組
Q409

法雅克訓練發展課主任孫榆婷
職涯輔導講座「面試禮儀」

10/22(三)
12:10

學發組
I304

文學院組員林泰君
學習策略工坊「等一個人簡報：
魔幻包裝術」-簡報設計技巧

10/22(三)
13:00

國企系
B408

合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梁錦泉
別讓薪水綁架你

10/22(三)
13:10

歷史系
T212

有道傳媒公司總經理周昭安
文化創意產業的規劃與施行

臺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
10/22(三) 商管學院
副所長楊博凱
13:10
B506
金融職涯環境及金融證照介紹
裕隆公司特約俄文翻譯、組織
10/22(三) 俄文系 學工作室研究員蕭中興
15:00
H112
俄語翻譯實務與Luxgen合作經
驗談
講師蔡雅雯
10/22(三) 參考組
閱讀．音樂．圖書館-APP大
18:30
U301
集合
微光現代
10/22(三)
詩人林達陽
詩社
19:00
詩人座談會
L413
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隆
10/23(四) 會計系
從公共部門治理、課責談政府
10:00
B515
審計制度
文錙藝術
10/23(四)
小提琴家暨指揮家歐陽慧剛
中心
10:10
古典音樂任遨遊
文錙音樂廳
10/23(四) 機電系 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
14:10
E819
仿生拍翼式微飛行器之近況
經濟四林聖淳
10/23(四)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坊「上臺報告So
14:10
I304
Easy」口語臺風技巧
10/24(五)
10:10

大傳系
O202

資深媒體人趙心屏
政策行銷與溝通

10/24(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雲端服
務一部經理黃家揚
雲端的Business Model（開發
+維運）

10/24(五)
13:10

歷史系
B426

淡水社區大學古蹟導覽教師羅
文德
鐵道人文及歷史在淡水

10/24(五)
14:10

經濟系
B606

臺灣鄉民協會創辦人黃文怡
淺談臺灣創業生態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講座課後，由臺灣水彩畫協會理事長林仁傑親自
示範水彩的渲染技法。（攝影／盧逸峰）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0/23(四)
18:2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公行系
D326

上海谷成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昌宏
反腐倡廉與走讀幹部的省思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