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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愛膳餐券 第4期送暖計畫啟動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台北市校友
會於上月30日在臺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辦獎學金
頒發儀式，其中包含成績優良、熱心服務、清
寒、同心4種類別獎學金，共96名來自各系的
學生受惠，總金額為新臺幣126萬。台北市校

友會5年來累計幫助439位同學，金額近新臺幣
543萬元。
　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王肇嘉表示，「這些都
是學長姊回饋母校的心意，希望同學未來學有
所成後，也能夠盡力幫助學弟妹，變成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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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8(一)
13:00

資工系、
職輔組
E308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三科
科長吳嘉憲
由智慧家庭看物聯網的發展應用

12/8(一)
15:10

通核中心
SG506

Samsung Electronics Taiwan,經營支
援部人力資源專員陳宜靖
亞洲產業人才市場趨勢

12/9(二)
16:00

資傳系
SG321

中華民國流行顏色協會秘書長陳卓雲
右腦創意啟發與創意

12/9(二)
16:10

通核中心
E312

全球新蛋網副總裁李子畏
面對全球競爭的企業佈局

12/10(三)
8:00

中文系、
職輔組

E514

好力客創意公司Aholic導演彭勇盛
電影與語文表達—如何透過影像來
說故事

12/11(四)
8:00

航太系、
職輔組

E787

花旗環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
振志
職前規劃

12/11(四)
13:00

化學系、
職輔組
C012

科普飛行隊產品經理周文祺
科學智慧教室: 觸控、雲端、
App、3D列印

12/11(四)
13:00

保險系、
職輔組
B708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羅士巽
如何規劃自己的職涯方向

12/12(五)
13:10

通核中心
V101

臺大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峙維
臺灣音樂

教學
卓越

愛心的傳承。」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
彭春陽表示，「有些學長姐經濟並非特別的富
裕，卻願意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幫助學弟妹，希
望這些同學都可以繼續努力。」中文三潘思妮
感謝地說：「我從馬來西亞來臺灣念書。在期
中考前得知自己獲得這份獎學金時，無疑是一
種鼓勵，可以讓自己更有動力繼續加油。」

　為照顧經濟弱勢與家庭突遭變故同學，使其
能順利就學，台北市校友會辦理「淡江愛膳
餐券計畫」邁入第四期，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餐券即日起受理申請至30日止。王肇嘉表示，
「愛膳餐券是為了讓同學能夠用更多的精神在
念書上，不需要花費額外時間在打工。希望這
些同學都能感受到學長姐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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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10月18日是現
代詩高峰的《創世紀》詩刊創刊及「創世紀」
詩社創立一甲子紀念日，60年前英文系校友、
詩人莫洛夫與張默創辦《創世紀》詩刊。在這
天，與莫洛夫詩集《無岸之河》同名的紀錄電
影《無岸之河》同時首映。該片是「詩的照耀
下－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電影系列二作
品，由王婉柔執導，並於11月7至13日在國賓
長春戲院放映，獲得文學界熱烈迴響。
　英文系退休副教授楊銘塗對此表示，早期就
看過洛夫的作品，他的作品具有強烈的跨時代
意義，以簡明扼要的獨特語句勾勒出戰爭的心
境。此外，他也帶領文壇詩風的轉變，是一位
非常優秀的校友。將屆70年創作生涯，87歲高
齡的莫洛夫，9月出版新書《唐詩解構》，堪
稱文壇長青樹。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103年
臺灣閱讀節，覺生紀念圖書館於上週在2樓
大廳與國內知名書局合作舉辦書展。活動期
間，人潮絡繹不絕，校長張家宜亦於2日親臨
圖館，參觀RFID智慧型預約書系統及書展活
動，並於現場購買推理小說《控制》、犯罪
小說《S》等多本書籍。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
「本館上次舉辦書展已是
民國96年，相隔多年再度
舉辦，對提升閱讀風氣
有相當助益，且在天冷氣
候下，還能瞧見許多學生
到此響應，十分欣慰。」
　廠商代表連信元表示：「在
淡江辦書展，賣出的原文書相較
於他校多出不少，4天已售出逾百
本。」通俗文學方面，村上春樹新
作《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是銷售冠
軍，前4天共賣出15本，成語典、
字典等工具書亦有不錯的銷量。

　前來逛展的西語三陳玉芷：「書籍種類
豐富，價格又相對便宜，是前來看展的主
因。」希望原文書的語種能更齊全，嘉惠更
多的外語學院學生。
　此外，出版中心也與典閱組合作，於2樓閱
活區設置近2年出版之教科書、學術專書共17
本，提供瀏覽、借閱，展期至21日。

張校長體驗智慧預約書購書趣

ICedu Tech ITS STE首度來臺 教科先驅聚淡江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學
院、資訊社會發展國際協會（IADIS），以及
澳洲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
將於10日至12日共同舉辦「2014 ICedu Tech、
ITS & STE研討會」，並於10日（週三）上午9
時30分在驚聲國際廳舉行開幕式，將有歐洲、
美洲、澳洲、日、印、大陸等多國約50餘篇論
文發表。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說明，IADIS是歐美澳
深具影響力的教育界非營利組織，更在教育
科技領域中居於領先地位，該會所出版的EI期
刊、資料庫等獲各界肯定。
　張鈿富表示，經極力爭取後，該會首度來臺
並在本校舉行，藉由本次研討會舉行，欲使本
校立足臺灣放眼世界，並可再與其他國際性組
織合作，以增進本校國際學術能見度及聲譽。
IADIS設有本次研討會專屬網頁，藉由網址交
換連結可增加本校連結點和網站能見度。
　這3天研討會中將各別研討教育科技、網
路 社 會 、 教 育 永 續 發 展 3 主 題 進 行 學 術 交
流，還邀請葡萄牙公開大學教授Pedro Isaias
演講「Empathy,Empat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Learning」、臺灣師範

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主任張俊彥說明「Cloud 
classroom：The Next Generation」以及教科
系系主任顧大維介紹「From slate to table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for Learning in 
Taiwan」，以解構教育科技現況。會後將安排
國際學者參訪本校及淡水地區，增加學者對臺
灣的美好回憶。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舉辦「2014
新浪潮繪畫展」，於10日開展。此次展覽共19位畫家參
展，展出約70件作品，展品無論用色、題材，或表現手法
皆豐富多元，呈現出現代美學的思維。
　策展人、文錙藝術中心駐校藝術家顧重光表示，本檔展
出作品特色為不同年齡、不拘形式、不限畫風及流派的混
合型展覽，期待將現代藝術的思潮引進校園中，提升淡江

學子對藝術的認識與愛好。17日，將在文錙中心展覽廳舉
行開幕式茶會，展期至明年2月4日止。
　此外，文錙中心主辦「2014-15淡江音樂博覽會」系
列音樂活動，將於18日邀請盧易之舉辦「帶著鋼琴去旅
行」鋼琴獨奏會。11日（週四）起，開放免費索票，意者
請親至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每人限取2張，詳情見網站
（www.finearts.tku.edu.tw）查詢。

文錙推現代美學 10日開展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邦創新育成中心於
上月28日出席由台灣服務科學學會主辦的「資創與文創的
共振－國際服務科學產學交流分享會」。創育中心主任
蕭瑞祥帶領育成中心同仁、培育廠商綠的國際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育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銳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等，一行15人前往交流。
　蕭瑞祥表示，藉由企業實證案例，用科學的步驟去設計
一套服務的需求架構，若證明是可行後，希望未來能夠由
廠商銜接到校內，開設實務課程，這和由學校開設課程的

方向是不同的。
　會中，中山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徐士傑、中山大學劇場藝
術學系助理教授謝榮峰皆發表專題及分享企業輔導個案。
蕭瑞祥透過國際論壇，提出服務科學在實務推動的相關
提問，期待藉由交流會的分享，有助於育成中心廠商應用
「服務科學」在企業服務及商品上。參與交流的新銳公關
總監翁子翔說：「未來產業聯盟的趨勢是跨領域，文創與
資創結合會有更大的發展。」專案經理翁子騏表示，未來
用人會考慮理工背景，期待新思維有助於團隊創新。

創育領5廠商觀摩 體認服務科學趨勢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9(二)
18:00

教政所
D50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兼任
教授蓋浙生
談教育與經濟的關係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9(二)
10:00

語言系
CL439

福山基督長老教會牧師林慶台
我的人生旅程(Part II)My life journey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8(一)
10:10

資圖系
L302

文華技術服務課程及教育訓練講師陳珮婕
FRBR家族與RDA之介紹：基礎篇

12/8(一)
10:10

電機系
E819

英柏得科技業務處長陳光原
NAND Flash之產品應用與挑戰

12/8(一)
13:10

產經系
L417

中華航空公司空服處客艙經理冉祥偉
Happy Learning

12/8(一)
14:00

創育中心
T505

知識遊學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海明明
創新創業講座（四）

12/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原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莊敬
Developing new functional groups installation 
methods:from ground up or degradation

12/9(二)
10:00

戰略所
T503

淡江大學戰略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室
臺灣安全與國防戰略

12/9(二)
10:10

歷史系
L201

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
策研究所教授李乾朗
談臺北古城

12/9(二)
10:10

資圖系
Q409

2014年臺灣第一屆管風琴大賽冠軍
得主余曉怡
在古典音樂中與資圖系相遇

12/9(二)
13:10

歷史系
B426

淡水文化園區殼牌故事館館長謝德錫
滬尾風華-品味在地人文色彩

12/9(二)
14:10

資圖系
L413

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組組員林曉惠
圖書館自動化

12/9(二)
14:10

數學系
S433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教授鄧惠文
On spherical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1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央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陳永富
Recent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Single-Electron Devices

12/9(二)
14:10

水環系
E787

勢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AE事業處 
CAE技術經理劉佳興
CFD在建築通風與環安應用

12/9(二)
15:10

數學系
S433

交通大學應數系助理教授康明軒
Applications of Number theory in Statistics

12/9(二)
15:10

參考組
U301

淡江大學資管系副教授楊明玉
Step4. 論文排版大作戰

12/10(三)
10:00

財金系
B501

臺灣科技大學財金所助理教授張光第
Evidence of contagion in Global 
REITs Investment

12/10(三)
10:10

資圖系
L306

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組編審許家卉
圖書館自動化

12/10(三)
10:10

財金系
B713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公司董事長廖學茂
保經保代概論

1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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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人脈經營

12/10(三)
13:00

國企系
B408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新
興產業發展研究室主任張偉禮
綠能產業發展現況與實務-新興產
業趨勢與市場

12/10(三)
13:10

歷史系
T212

民視電視台新聞部主任蕭慧芬
媒體專業訓練與工作環境

12/10(三)
14:10

資圖系
L206

知世‧安索帕臺灣使用者經驗中
心副總監陳啟亮
使用者經驗研究與設計

12/10(三)
15:00

參考組
U301

講師林泰宏
ORCID 你的學術履歷表

12/11(四)
10:00

會計系
B515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營運長張嵐菁
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法律責任

12/11(四)
10:10

未來所
黑天鵝展示廳

健康諮詢顧問吳寶芬
快樂吃喝、健康生活

12/11(四)
13:10

歷史系
L308

淡水史田野工作室負責人張建隆
從地方記憶看清法戰爭滬尾之役

12/11(四)
13:10

教政所
ED404

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侯永琪
世界大學排名

12/11(四)
14:00

參考組
U301

講師邱子翎
Scopus 你的學研成果

12/11(四)
14:10

數學系
L201

趨勢科技高級工程師吳啟豪
數學與人生

12/11(四)
18:00

職輔組
Q409

資深媒體人鍾兆辰
職涯規劃，大學四年任你玩

12/12(五)
10:10

大傳系
O202

LUXGEN行銷與銷售協理李昌益
行銷策略與管理：以LUXGEN為例

12/12(五)
10:10

資工系
T212

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部經理林遂興
CRM服務流程與開發

12/12(五)
10:10

西語系
T31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助理教授張凱迪
伊比利半島古典建築藝術巡禮

12/12(五)
14:10

經濟系
B606

國立交通大學產業加速中心專員
高而芬
從社群經濟看全球市場的大改變

12/12(五)
15:10

資圖系
L307

檔案管理局文書檔案資訊組副組
長邱菊梅
國際電子檔案管理發展趨勢

洛夫詩作躍上大銀幕

　台北市校友會於上月30日在臺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辦獎學金頒發儀式，共96生受惠。圖為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副理事長陳兆伸（右三）、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王肇嘉（右四）、校服
暨資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左二）與受惠學子一同合影。（圖／台北市校友會提供）

　張校長於2日親臨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觀103年臺灣閱讀節
書展活動、及 RFID智慧型預約書系統。（攝影／吳國禎）

　 【 記 者 蔡 晉 宇 淡 水 校 園 報
導】教育部今年起實施華語產
業輸出大國8年計畫，成人教
育部華語中心配合執行政府政
策，獲教育部188萬補助，與國
內廠商及駐外單位合作，推廣
華語文教學。
　華語中心再於2日與日本每
日 教 育 株 式 會 社 在 臺 北 校 園
舉 行 簽 約 儀 式 ， 該 公 司 將 資
助近70萬，雙方合作進行明年
度教育部「一流華語中心專案
計畫」，合力推廣臺灣華語教
學。這是中心主任周湘華於上

　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前排中）協同專案助理於上月4
日至8日訪東京。（圖／周湘華提供）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如火如荼的
2014九合一選舉於日前告一段落，根據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統計，新任縣市長中，本校共
有2位校友當選，分別是花蓮縣縣長傅崐萁，
及新竹縣縣長邱鏡淳，兩人均是連任成功。校
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除了恭喜兩位校友能
夠連任，「傅崐萁縣長是本校金鷹獎得主，舉
辦校友大會時給予相當多的幫助，期望未來亦
能與邱鏡淳縣長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新任縣市議員中，本校共有32位校友當選，
包含基隆市議員2位、臺北市議員8位、新北市
議員3位、新竹市議員2位、桃園市議員8位，
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雲林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花蓮縣、金門縣各1位議
員。畢業於中國大陸研究所的何博文，這次以
政論節目「名嘴」形象初次投入新北市板橋區
參選議員，以該選區最高票當選。
　即將成為全國最年輕村長丁乃非是英文學系
校友，她正積極籌設老人食堂，將供應雲林縣
東勢鄉東南村附近65歲以上老人免費午餐。

9合1選舉 逾35校友當選

本校首創 7-11可申購成績單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前與內
政部、統一超商合作，率先推出自然人憑證申
購成績單服務，並於4日在臺北世界貿易中心
展覽一館103資訊月展覽中，與內政部共同舉
辦「自然人憑證與淡江大學之結合校園推廣記
者會」。現場展示申辦流程，讓大家感受淡江
人獨有全年無休、便利又安全的校園服務。
　本校在校生及校友目前申購成績單除了「校
內投幣式販賣機」、「網路申購系統」2管道
外，現持自然人憑證到7-11超商透過便利生
活站（ibon）辦理成績單申購，經確認身分、
件數及寄送處等步驟後，進行小額付款，約2
至5個工作天，即可收到學校寄發的成績單。

  資訊長郭經華說明，此服務牽涉資訊安全與
金流問題，目前先選擇在7-11超商實行，未
來將持續推動與其他超商合作。另外，自然人
憑證是臺灣最具公信力的個人專屬憑證，歡
迎同學與校友使用便利又安全的ibon申請成績
單，體驗e化的校務資訊服務。
　本校資訊處於去年以「於四大超商申購淡
江大學成績單－使用自然人憑證」為題參加
「2013第18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
競賽」，榮獲優勝獎。前資訊長、中華民國大
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理事長黃明達建議，未來
可持續推廣如代收校園各項小額付款，以展現
淡江更多樣化的資訊服務。

月4日，前往日本東京進行為期5天的實地了解在地教學與市場需求後的大收穫。每日教育
株式會社於1日蒞校參訪，周湘華表示：「希望透過這次合作，建構出臺灣華語教學在日
本的好品牌。」代表簽約的每日教育株式會社常務董事山添彰久則對本校的華語教學表示

高 度 肯 定 ， 他 說 ：
「 臺 灣 華 語 教 學 品
質 良 好 、 但 欠 缺 宣
傳 ， 相 信 在 大 家 的
合 作 之 下 ， 必 能 將
臺 灣 優 質 華 語 讓 日
本學生了解。」

推廣華語 獲教部188萬補助

奪卓越新聞獎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第13屆卓越新
聞獎於3日在誠品生活松菸店B2表演廳舉行頒
獎典禮，共有414件作品角逐15項大獎。本校2
位校友得獎，分別是大傳系校友劉子正以經典
雜誌「兩岸流動」奪得平面類新聞攝影獎（系
列）；大傳系校友李碧蓮以udntv「為青年尋
路三部曲─高教轉骨」拿下電視類專題新聞
獎。李碧蓮表示，「其實很意外能得獎，因為
今年的優秀作品很多，而本次作品是希望能藉
由淺顯的方式來讓觀眾了解高等教育，因此到
了瑞士，南韓等國家取材。」
　首度摘下電視類每日新聞節目獎桂冠的中投
有線電視「中台灣生活網」，其董事長則為教
資系（現資圖系）校友廖紫岑。廖紫岑表示，
「感謝評審將這個獎項頒給我們同仁，對我們
是一個相當大的鼓勵。」

劉子正
李碧蓮

淡江新局開創與挑戰
　為實現本校教育願景，特專訪校長張
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
胡宜仁，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向
全校師生說明本校教育理念，在嚴峻挑
戰下如何開創淡江新局。

專題見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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