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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

新北市
教育局

推國際教育行動

赴正德國中、鄧公國小辦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記者劉蕙萍、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於日前與新北市教育局合辦「淡海國際教
育園區」，藉由國際教育策略聯盟，建構教
育資源與高教領域的長期合作模式，特啟動
「新北市推動國際教育行動方案」，期待擴

大培訓學校國際教育推動能量。
17日，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協辦「國際教育」
活動，在「教師專業發展」主軸下，於淡水區
正德國中推廣歐盟相關知識，由歐盟中心主
任、歐研所所長陳麗娟、教授卓忠宏、副教授
崔琳3位教師授課，預計有40位中小學教師參
與研習。陳麗娟表示，為推廣認識歐盟，課程

內容包括歐盟經貿、歐俄關係等時事，期能
增加中小學教師國際觀。當天綜合座談，陳
麗娟將與正德國中校長賴來展討論後續合作
方式。卓忠宏表示，以蘇格蘭與加泰隆尼亞
為例，講述公投議題及其
箇中歷史淵源，期待引起
教師們對於探究歐洲情勢

本校獲BSI頒個資管理啟航獎
11日，BSI英國標準協會舉辦「2014 BSI
GRC管理策略年會」，會中BSI台灣分公司總
經理蒲樹盛（左）頒發予本校「個資管理啟航
獎」，由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右）代表領
獎。（圖／品保處提供）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於11日出席
「2014 BSI GRC管理策略年會」，本校榮獲BSI英國標準協會表揚，並由
BSI台灣分公司總經理蒲樹盛頒發「個資管理啟航獎」予以肯定。
今年BSI資安議題年會邁入第十一屆，為協助與世界接軌，BSI依據每年
全球趨勢，訂定年會討論議題。本次在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除了有專題演講外，並在會中表揚由BSI遴選當年度卓越客戶，吸
引近400位產官學研界專家與會。
白滌清於會後發表獲獎感言，本次因學校全體同仁在齊心協力下，建立
與執行個資保護機制，成功導入了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並通過BS10012國
際標準驗證，因此獲BSI頒授「個資管理啟航獎」。

封德屏出書
重溫文壇十載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於6日在彭園會
館新店分館舉辦「2014歲末聯歡晚會」，校長
張家宜、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EMBA執行長
林江峰、教務長鄭東文、商管學院9系碩士在
職專班在校師生及畢業校友等皆出席活動，人
數逾500人。
張校長致詞時特別提及淡江的三化，尤其強
調未來化的重要性，同時期許所有EMBA學生
打開自己的視野，進而創造美好成功的未來。
聯歡晚會活動以才藝爭霸賽穿插抽獎活動的形
式熱鬧展開，EMBA執行長林江峰表示，藉由
才藝大賽凝聚各系向心力與師生情感，希望所
有在場師生與校友都能共享歡樂。
商管學院9系碩士在職專班各個卯足全力，
將表演以歌唱、舞蹈、演奏精彩呈現，最後由
師長及嘉賓評選出前3名。保險學系系主任繆
震宇與系助理熱情上臺與表演同學齊聲舞動，
以「小蘋果」摘冠。在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李
仲彬粉墨登場同舞下，公行系碩專班以「ㄍＧ
沒影」奪得亞軍。國企系國際行銷碩專班的

（攝影／盧逸峰）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校友、
《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將2003
年以來，11年間為《文訊》寫的「編輯室報
告」，結集成《荊棘裡的亮光－文訊編輯檯的
故事》由爾雅出版社出版，從中可見10年來臺
灣文壇的發展，也讓讀者重溫這個時代共同的
文學記憶。
封德屏曾獲中興文藝散文獎、中國文藝協會
文藝工作獎、金鼎獎雜誌最佳編輯獎、圖書特
別貢獻獎，封德屏現為紀州庵文學森林館長。
她感性地表示，「《文訊》能有今日的發展要
感謝的人太多了」，她在編輯檯的故事，則有
說不盡的歡笑與淚水，書中118篇，皆記述著
文學的發展蛻變與轉折，「也是自己與《文
訊》一同成長的故事，在《文訊》編輯室看著
文壇的人事物的興衰，感觸良多。」
「記錄臺灣文壇訊息和文化動態一直是我帶
領《文訊》前進的目標」，在史料的蒐集與保
存上，也不遺餘力，同時照顧關懷年長的作
家、老師和提攜後輩，呈現《文訊》扶老攜幼
的精神與態度。
封德屏語重心長地說：「雜誌出版的經營其
實並不容易，行路至今，《文訊》走得總是孤
獨寂寞，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才顯得我們格外
耀眼且獨特，目前正朝著資料中心數位化，自
動化的目標前進，希望以後能供大家使用。」

2014創意大賽
Do藝yourself！奪冠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7日，本
校文化創意產業中心舉辦2014創意大賽
「Something Different：處處創意Do！」決賽
暨頒獎典禮，共有7隊角逐決賽。文創中心執
行長劉慧娟表示，參賽同學來自不同系級、跨
系所組隊企劃活動，一同激盪創意與學習，期
待決賽的成品呈現。
活動邀請亞洲指標數位行銷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黎榮章、圓方有限公司執行長吳
昆儒等5位業界講師擔任評審。西語三徐佑昇
與英文三林彥妤、賴宣如、吳瑞田的「Do藝
yourself！」贏得冠軍；資傳碩一游立晨、陳
緯庭組隊「白銀二百倆」抱回亞軍；季軍由大
傳三陳彥伶、張琬柔、運管三黃怡禎團隊「我
是奇蹟」奪下。
評審之一的華山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康文玲鼓勵同學，「企劃應著重於可執
行性，且提案須精準地表達、說服聽眾。」
文創中心專案經理楊宜甄說明，「創意大賽向
來鼓勵全校同學參加，有企劃概念皆可參加。
其中，『Do藝yourself！』團隊提案結合淡水
在地風貌、公益與藝術，且熱情的簡報贏得一
致好評。」獲首獎團隊隊長林彥妤高興地說：
「提案企劃希望與大家分享藝術，讓創意不要
被侷限住。企劃最快預計明年暑假實行。」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教學
卓越

主辦/地點

大傳系
C011

12/19(五)
8:00

日期/時間

12/15(一)
10:10

12/15(一)
14:10
12/15(一)
14:10

國際教育／典範
課程教學與教師
專業發展

國際交流
活動

12/15(一)
14:10

建置國際化多元
教學設備及環境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製表／淡江時報社）

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3委來訪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2日
進行國際安全學校再認證期中複評訪視，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開幕時致詞︰「自98學年起
至102學年度，本校總事故率整整少了一半，
而交通事故率從98學年的3.09%逐年下降至
1.42%，是很值得肯定的。」
日本國際安全學校認證中心主席藤田大輔
教授以「日本推廣國際安全學校實際情況」
為題進行演講，從實施經驗中發現，設施定
期安全檢測再加上教職員或學生緊急狀況訓
練最為重要。
總務長羅孝賢在期中成果報告中談到︰
「102學年校內下課時間的體育類傷害提升，
其中以體育館人數相對偏高。對於本次優先
改善議題『周邊交通安全』，事故件數已有
下降，而校內新面臨的問題為『校內失竊及
騷擾』案件，其中竊盜數量從去年12件增加
至103年至今的31件，校內持續加強維護校園
安全走廊，確保緊急通報鈕正常運作。」

成教部領外籍生學華語 遊淡水
成人教育部於4日
帶領約160多位來自
各國的中華語文研
習班學生參訪淡水
校園，並在覺生國
際廳由國際長李佩
華向大家介紹淡水
校園之美，以及本
校教學特色、對外
籍生的照護和獎學
金申請等。
華語中心主任周
湘華表示，「希望
透過這次的戶外教
學之旅，讓來自不
同國家的學生有機會認識淡水，也藉由國際長
的介紹，讓華語研習班學生對淡水校園有更進
一步的了解，增加學生未來的就讀意願。」
下午，還安排淡水古蹟參訪巡禮，遊歷紅毛
城、小白宮等景點，來自印尼的學生高振強表
示，「很開心有機會來到淡水，這是第一次拜

12/16(二)
14:10
12/16(二)
14:10
12/16(二)
15:10
12/17(三)
10:10
12/17(三)
12:00
12/17(三)
13:00
12/17(三)
13:10
12/17(三)
13:10
12/17(三)
14:10
12/17(三)
14:10
12/17(三)
15:00
12/17(三)
19:00
12/18(四)
10:10
12/18(四)
14:00
12/18(四)
14:10
12/18(四)
15:10

12/19(五)
10:10
12/19(五)
10:10
12/19(五)
14:00
12/19(五)
14:00
12/19(五)
14:10
12/19(五)
14:10

本校攜手中華電 徵雲端志工幫盲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視障資源
中心持續規劃「4G行動幫『盲』」計畫，繼
去年與中華電信共同研發的「語音隨身助理
App」，透過雲端辨識技術提供視障者書報訊
息、辨識鈔票及播報天氣等服務。5日在中華
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舉辦「4G行動，志
在幫盲」分享會中，除了發表新研發「4G現
場行動導引」功能，並廣徵協助視障者看物品
之「雲端志工」，期以增進提供視障者再行動
和動態資訊服務。
視障資源中心主任鄭東文表示，「視訊導引
對視障者有相當助益，透過行動載具、雲端
志工提供即時動態資訊及語音回覆，藉此提高
資訊清晰度，期待改善生活不便。」視障資源
中心工程師張金順表示，欲擔任雲端志工可至
FB搜尋「物品辨識」，並設定為好友，即可
透過網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希望更多熱心
朋友共襄盛舉、促成視障者智慧生活。
目前，「語音隨身助理App」下載次數已超
越5,500次，新研發的視訊導引和雲端志工相

12/16(二)
10:00

12/18(四)
16:00
12/19(五)
9:00

訪淡水老街和各景點，也品嚐許多在地美味的
小吃。淡水校園的環境清靜優美，能在高處眺
望淡水河美景，此外，學系種類眾多，也提供
外籍生相當多的照護，若有機會，非常希望能
到淡水校園就讀。」（文／陳羿郿、圖／華語
中心提供）

結合，預計明年初開放更
載。App使用者鍾佳良說：
音隨身助理App操作介面簡
用性高，可以輕鬆地透
語音功能閱讀書籍，
明年新增視訊導引功
能，在辨識建築物上
提高便利性。」

新 下
「 語
單、實
過

12/19(五)
15: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組長
簡昭群
蓄水範圍管理辦法
京華超音波(股)公司研發工程師
電機系 李亞俊
E819
工業用超音波應用與電路設計研
發經驗分享及履歷、面試要領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資工系
陳振炎
E309
軟體產業升級的利器－敏捷方法
臺灣微軟資深顧問施文華
資圖系
企業知識管理資訊系統實務-以微
L307
軟Office System & Office 365為例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教授洪豐裕
化學系 T r a n s i t i o n M e t a l - C a t a l y z e d 2 - a n d
Q409
3-Component Reactions Employing Secondary
Phosphine Oxides as Versatile Ligands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鮑曉鷗
西語系
17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基隆的考
T505
古發掘
戰略所 前國防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洪陸訓
T503
軍事政治學的研發近況與趨勢
Lecturer i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Dr. Jakub Stoklosa
數學系 Semi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s for
S433
Capture recapture Data：Colony
Size Estimation for the Little Penguin
Eudyptula minor
物理系 中研院物理所副研究員余岳仲
S215
離子束分析與運用
Director of Investment Division
Indonesian Economic and Trade
亞洲所
office Mohammad Faizal
T702
The Presence of Taiwan Companies
in Indonesia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總經
財金系
理吳崇權
B713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職輔組 Career就業情報特約顧問歐陽慧蓉
Q409
職場新鮮人的成長與進修
微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國企系
冷耀世
B408
專利權及專利侵害輕鬆談
歷史系 宜蘭縣警局警員胡高子賢
T212
警察特考與擔任警察之點滴談
臺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副
商管學院
所長胡漢揚
B712
金融人才性格測驗解析
資圖系 輔仁大學圖資系助理教授林呈潢
L206
資訊服務與資訊政策
慈濟骨髓捐贈關懷小組資深委員
會計系
宋秀端
B501
醫人之美：骨髓捐贈
俄文系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張士弘
B302A 俄羅斯水產品／臺灣俄羅斯貿易介紹
學務處 生活魔法家陳映如
B713
愛屋及屋－Cleaning man講座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
未來所
心主任高仁山
ED601
前瞻趨勢講座－社經產業趨勢前瞻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副教授沈
資訊處
俊毅
I501
UX在資訊服務系統中的重要性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
數學系
員陳昇瑋
L201
資料科學家象牙塔外的研究事件簿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
資圖系
題中心執秘廖泫銘
L212
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
大陸所 仁寶電腦設計主任鄭博允
T701
仁寶電腦的NB設計與優勢
英文系 淡江大學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主持
I501
第六屆國際生態論述會議
新北市政府發言人暨新聞局局長
大傳系
林芥佑
O202
From Press Room to State Room
易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資工系
鄭明輝
T212
行動遊戲市場之發展與開發經驗談
西班牙納瓦拉公立大學研究員
西語系 Dr.Andres Herrera-Feligreras
T505
西班牙與臺灣關係：政治問題與
文化解套
法務部調查局數位鑑識科科長陳
資訊處 受湛
B302A 數位鑑識－從史諾登事作談因應
作為
台灣金融研訓院測驗中心所長林
經濟系
仲威
B606
金融職涯與職場環境介紹
村上春樹
第四篇作品《雪哈拉莎德》之我見
研究中心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
圖書館2樓
檔案管理局文書檔案資訊組副組
資圖系
長邱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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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講習19日登場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處配
合教育部「各級公私立學校資通安全工作事
項」辦理資訊安全宣導講習，於19日下午2時
邀請法務部調查局數位鑑識科科長陳受湛蒞
校，針對全校一級單位（含）以上主管，以
「數位鑑識－從史諾登事件談因應作為」為題
進行演講。
史諾登事件是由美國國家安全局（NSC）
技術外包人員愛德華‧史諾登，公開NSC正
在發展的美國國家級機密網路監視計劃。

總務處推美食APP

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秘書長楊聖弘示範使
用App，由雲端志工協助辨識桌上飲料。（圖
／視障資源中心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人/講題

浩騰媒體執行長黃燕鈴
跨媒體行銷創意分享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陳麗娟
歐研所
「後極權國家改革：中東歐、俄羅
覺生國際廳
斯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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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海國際教育園區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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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海國際教育園區圖像

「醉後藝組」，藉由數種結合創意與活力的舞
蹈表演，帶給現場觀眾豐富多元的視覺享受，
獲得季軍的肯定。（文／李蕙茹、圖／商管碩
士在職專班提供）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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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師獲教學教材獎勵 EMBA歲末聯歡 眾師生粉墨登場

【記者張凱萁、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人
力資源處於日前公布102學年度教學特優、
優良教師、優良助教，及103學年度教學優
良教材獎勵名單，總計85師獲獎勵。教學特
優教師、優良助教另由校長張家宜於103年
度歲末聯歡會公開表揚及頒發獎狀。
人資長莊希豐表示，透過優良教師及教材
的評選，希望能藉此獎勵默默耕耘、付出的
教師，也讓大家能感受到淡江對教學的重
視，且在教師群中，期待優良教師們能帶動
創新思考與教材等示範效果。
依「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8條規定，教
學特優教師每位每月獎金1萬元，教學優良
教師每位每月獎金2千元，教學優良教材教
科書類每位每月獎金3千元、教材教案編製
類每位每月獎金1千元，均另頒發獎狀1面。
依「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第12條規
定，獲選優良助教者，頒發獎狀1面及每名
獎勵金2萬元。獲獎教師名單詳見人資處網
站（http://www.hr.tku.edu.tw/main.php）。

的興趣。此外，自12月起，外語學院與鄧公
國小合辦國際教育講座；課程所於12日舉辦
「全球議題與世界公民」師資培育研習工作
坊，以提升教師的國際教育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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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本週起，在文錙藝術
中 心 展 出 的 「 2014
新浪潮繪
畫展」中，畫家黃揚凱的作品
「舞動島嶼飛魚祭」。
作品將蘭嶼人的躍動感，結
合藍天、白浪、飛魚，把握了
在剎那間的景與人，成為動態
的合成體，二維空間的平面繪
畫也保有持續的張力。（文／
駐校藝術家顧重光導覽、圖／
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舞動島嶼飛魚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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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訂餐，一機
搞定！總務處研發「淡大美食」App訂餐系
統，於11日正式上線，提供美食廣場「低碳便
當」、人氣小吃訂購服務，另有即時臨櫃購買
餐盒數量查詢、及出示當月菜單。訂餐者可預
約時間、憑號取餐，讓師生暖心又暖胃，下載
請至Google Play商店。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本校每日外食人口達數
千人，低碳便當富有環保概念，且校內購置有
高溫殺菌洗碗機、遠紅外線烘碗機，讓師生吃
得安心。今年低碳飲食宣導轉向零售，並推出
App訂餐系統，期待建立便捷、健康校園。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