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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系博覽會11日登場
讓高中生體驗大學生活 找尋完美學系
各學系課程規劃，以及職涯發展。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為讓學子更清楚本
校學系特色發展，因此各學系將提供試場服
務，以最直接的方式讓學生和家長們了解各學
系相關領域師資及資源，提升招生宣傳效益增
加就讀意願。
活動兩天，
各系均使出渾
身解數以提供
家長和考生相
關服務與諮
詢。文學院5
系、理學院3

無畏寒風卡位戰

校園徵才博覽會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為讓104學年度
即將邁入大學的新鮮人了解本校學系特色，
教務處招生組將於11、12日與蘭陽校園同步舉
行「選擇淡江‧揚帆啟航」學系博覽會，共
有52個學系為來自全臺各地學生及家長說明

系、商管學院12系現場均提供學系書面摺頁
簡介文宣、播放PPT介紹學系特色，此外也安
排系上教師說明學系課程與提供未來就業或
就學方向等諮詢服務，各系學會學生幹部將
提供學習經驗分享。大傳系與資傳系還播放
由系上學生拍攝的學系特色影片，加強宣傳
學生與業界接軌的實作能力。
工學院方面，建築系將在建築系館之系中
庭、系圖側展示大一至大四學生的建築模型
和評圖成果作品，播放大一生「身體異器」
影片外，並開放建築系圖書館供家長了解建
築系相關資訊。
機電系和電機系也將展現各組專題成果展

創意作品，如智慧型復健腳踏器、人形機器
人等。土木系、水環系、化材系現場提供學
系簡介文宣、影片外，並安排系上教師說明
學系課程和未來方向等諮詢服務。資工系和
航太系則以文宣展示，播放學系特色影片。
外語學院中的英文系、西語系、法文系、
德文系、日文系、俄文系6系將分別以文宣、
海報說明各學系特色，其中日文系另與日本
文化研究社合作，社員們將身穿日本服飾為
參加日文系甄試的高中生奉茶。
教育學院是由教科系提供該系的影片簡
介、學生獲獎成果海報，以及學長姊的經驗
分享以交流學習心得。

教學單位評鑑登場 5系所先上陣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於上
月2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103學年度榮
譽學程座談會，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各院院
長、教務長鄭東文、各系系主任，以及榮譽
學程授課教師，與修習榮譽學程學生共107人
一起交流課程意見。葛煥昭表示，榮譽學程
是本校特色之一，且申請人數逐年增加，希
望各院教師能持續鼓勵學生修習該學程。
會中，產經系系主任林俊宏談「科技部大
專研究計畫」經驗，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該計
畫，為將來的履歷加分。法文二陸雨曦說，
本次交流會更了解榮譽學程的方向及計畫。

圖館辦李光耀紀念書展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覺生紀念
圖書館於上月24日到29日在總館二樓閱活區舉
辦「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紀念書展」，展示部
分的李光耀相關著作。《天下雜誌》曾於1989
年專訪李光耀時，給予評價是「以任何標準而
言，李光耀都是世界上罕見的傑出領袖。」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以往展示在閱活
區的系列叢書，借閱率會多出五、六成，顯示
學生借書欠缺的是尋書的動力，而展示主題會
是帶狀書展或是配合時事，歡迎大家常來圖書
館逛逛！」
逛展的西語三周明璇表示：「李光耀生前對
新加坡影響深遠，也值得臺灣借鏡，他的逝世
令人惋惜，圖書館展出相關書籍，即結合時事
又有意義。」

文錙藝術中心於上月26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自由
的旅程』－蘇瓦那與CMO樂團正式啟程演唱會」，近250
名聽眾到場聆聽。演出成員有阿美族人與漢人，團員皆
非音樂科班生，但創作元素多元，融合古典音樂、原住
民古調及實驗音樂等元素，有激昂磅礡的曲風，也有溫
柔傾訴的抒情歌曲，層次分明卻和諧。
演奏時不見樂譜制約，偶爾幽默的串場帶領聽眾輕鬆地享受音樂饗
宴。大傳二江明靜說：「雖聽不懂阿美族語，但在明快節奏中，讓人了
解音樂想傳遞的理念。」安可時，演出團隊加碼三首歌曲，更應聽眾要
求卸除麥克風與其他電子設備，而清唱帶來宏亮的歌聲及精確的音準，
歌唱實力讓人震撼。（文／謝雅棻、攝影／吳重毅）

加退選收退費即日開辦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
選後收退費自即日起到20日止。補繳、退費
單已送至各系所轉發給同學（就貸生暫不辦
理），請同學親自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
（B304）或臺北校園D105辦理；補繳費者
亦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納。加退
選後的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另將
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
（網址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財務處提醒，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下
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亦不得領取證書。詳情
可逕洽承辦人劉玉霞，校內分機2067。

圖為本校戰略所於上月進行教學評鑑
實況，由所長翁明賢（立者）率師生進
行報告及應答，前排為三位來自校外單
位的評鑑委員。（攝影／盧逸峰）

榮譽學程意見交流

賢認為，國家安全與外交學分學程是與公行
系、歷史系合作開辦，結合三院資源開課，
協助學生學習，成為本所特色。
上月23、24日，師培中心進行高教評鑑，
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學務長柯志恩等人參與。師培
中心主任朱惠芳表示，讓委員了解實施內容
外，並強調未來教師培育的品德發展，結合
本校品格教育推動和養成。
資圖系於上月26日有
3位評委進行評鑑。資
圖系系主任王美玉說：
「本系評鑑是全員啟
動，由師生合作完成。
其中系友就業率高，受
評委讚賞，分析是因為
系上重視學生資訊整
理、程式寫作、管理組
織等多元能力。」
此外，圖書館館長宋

文錙音樂饗宴
安可唱出震撼感

【記者李昱
萱、王心妤、
曹雅涵淡水校
園報導】本校
「103-104學
年度教學單位
職涯啟航，夢想起飛！由本校學生事務處和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聯合 評鑑」自上月
主辦「2015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於上月2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展開！ 起進入內部評
本次活動吸引上銀科技、正崴精密、玉山銀行、鼎泰豐、晶華酒店等49家廠商 鑑實地訪評階
蒞校擺攤徵才，釋出近2,700個工作機會，即
段，依系所發展特色自訂效標、提出佐證資
使當日風雨大，也不減學生參與熱情，蘭陽校
料。其中，師培中心是由教育部和高等教育評
園學生特別一大早搭車前來參加，校外學生更
鑑中心5位評委來校評鑑，戰略所、亞洲所、
把握機會參訪求職。
資圖系及課程所已於上月執行內評，預計到六
活動中，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月，本校各受評教學單位將陸續完成內部評鑑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學務長柯志恩、新北市
的實地訪評與結果改善。
勞工局局長謝政達、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
戰略所上月19日進行實地訪評，戰略所所長
主任吳仁煜等，蒞臨現場剪綵，為活動拉開序
翁明賢指出，本次以加強結合理論與實務、協
幕。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此次有別以往，學務
助同學就業、精進教師研究案、加深所友情
處特別在徵才博覽會前舉辦一系列職涯啟航週
感聯繫，為主要評鑑項目，藉由評鑑可檢視過
活動暖身，提供同學更多元的職涯輔導方式，
去一年成果，且與師生和校友合作完成。翁明
引起熱烈迴響，希望徵才博覽會帶給同學更多
求職選擇。（文／曹雅涵、攝影／盧逸峰）
（文轉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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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4/7(二)
15:00
4/7(二)
19:00
4/8(三)
9:00

4/8(三)
14:00

師培中心
ED201
經濟系
B608
資訊處
驚聲國際廳
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
驚聲國際廳
資訊處
驚聲國際廳

4/8(三)
14:10

產經系
B119

4/8(三)
16:10
4/8(三)
19:00
4/9(四)
9:00
4/9(四)
10:00

大傳系
Q306
經濟系
B701
資訊處
驚聲國際廳
會計系
B713
文錙藝術
中心
文錙音樂廳
視障資源
中心
SG319
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
T701

4/8(三)
10:00

4/9(四)
10:10

4/9(四)
13:10
4/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4/9(四)
15:00

資工系
I501

4/9(四)
16:10

大陸所
T701

4/10(五)
9:10
4/10(五)
10:10

人資處
I301
資工系
E787

演講人/講題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物
理系助研究員李啟正
First-principles studies in exciton
propagation and quasiparticle lifetime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理事長許芯瑋
品德教育
陽信銀行理財專員吳佳怡
大學四年該如何累積實力及考取證照
淡江大學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
資安趨勢與詐騙手法分析
日本作家多和田葉子
跳躍於文學創作的符碼：文字、聲
音、翻譯
淡江大學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
資安趨勢與詐騙手法分析
北京吉天星餐飲管理集團總經理孫
士軒
在中國12年：打工、投資、創業三
個小故事
漫畫家米奇鰻
淡江小誌市集beta版
陽信銀行經理簡致信
準社會新鮮人的未來：升學或就業
淡江大學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
資安趨勢與詐騙手法分析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資深評量委員王淮
財會從業人員應具備的公司治理觀
知名指揮家歐陽慧剛
古典音樂任遨遊
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主持
畢業生轉銜座談會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賴錦雀
《螢火蟲》的譯與意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博士王价輝
A Fast Algorithm for Cox’s Regression Model
under Nested Case-Control Sampling with
Application to High-throughput Genomic Data
中華民國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
Big Data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廈門長庚醫院醫師陳天心
兩岸醫療系統與制度發展比較外資
在大陸設立與經營醫院的經營醫院
的經驗
聯合心理諮商所心理師林萃芬
職場EQ和情緒壓力管理
新加坡SecureAge公司總經理高浩傑
悠遊安全數據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9(四)
18:40

觀光系
系學會
CL325

淡江大學政經系學生李智祥、ELIV
以立長駐柬埔寨國際志工余博強
鉛著筆尺心心相印分享會

1111 簽約
本報與 人力銀行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於上月26日在商管大
樓B302A舉辦「知己知彼－漫談職前準備」，邀請若水國際營運長
陳潔如分享就業者須具備的能力，近20位學生參與。陳潔如講述求
職者心理層面，她說：「『恐懼』是幻想出來的，求職者應了解自
我，拋開恐懼、把握強項。」
會中，陳潔如以提問讓同學分組討論，現場氣氛活絡。她提醒同
學，由於每間公司文化不同，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友善程度參差不
齊，工作上有可能因此受挫，但即便如此仍要不斷學習，身後也要
有一群支持自己的親朋好友。
視障資源中心輔導老師張閎霖表示，「活動主要是想讓同學可以
了解身心障生在職場中，除了專業能力和正確的工作價值觀，亦提
供同學職業協尋的管道，增強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公行三陳琦翰說：「分享讓我對未來不再那麼茫然，老師提到了
解自己讓我感到尤其重要，唯有認識自我，才能找到真正適合自己
的工作。」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於
日前與1111人力銀行校園事業部合作，無償
授權1111人力銀行在「家教網」、「實習專
區」、facebook粉絲團及新鮮人電子報等所
屬相關網站專區中轉載本報新聞。
1111人力銀行校園事業部業務經理高國維
表示，「本次合作不僅可增加求職者在網站
交流、搜尋資訊的豐富度，我們也將結合本
網站的『媒體人專區』資源，讓企業主也能
看見來自淡江大學的最新動態及重要訊息，
期待雙方皆能提高曝光度。」
淡江時報另與東森新聞雲、Nownews等
外媒合作，根據Alexa網站（http://www.
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TW）分析
臺灣網站排名，Ettoday.net位居第6名、
Nownews.com為第21名。而《數位時代》
雜誌製作2014「台灣網站100強」調查，東
森新聞雲首度擠進臺灣前十大網路，亦拿下
新聞類網站第一名。
本報攝影記者、電機三吳國禎說，時報與
外媒合作，透過網際網路推播校內新鮮事，
期待更多人看見我們的作品，也看見淡江。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培育廠商之一的新銳數位有限公司，於日前成立SOS（Sound of
Silence）新聞募資平台（網址：http://sosreader.com/），第一個專案
《眉角》的募資人數和金額獲熱烈迴響，共計募得逾497萬元，將以
雙月刊發行當代議題雜誌。
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駐校廠商無論是在架構網站、發想創
意、模擬技術等方面，皆以最直接的方式獲得校友們的協助。他
說，創業不是單打獨鬥的事情，此平台透過群體模式，是讓《眉
角》募資達標的關鍵之一，亦提供改變媒體生態的新創服務。
SOS平台創辦人翁子騏說，平台為新聞議題而生，「《眉角》募資
會如此成功，是利用滾雪球般的方式，透過平台擴散內容，加上團
隊成員有多位資深媒體人，順利讓募資計劃引起話題，獲得廣泛的
回應。」
此外，SOS平台再接再厲，於日前推出由國企系校友謝佩穎和大傳
系校友邱美蘭的專案《土地的溫度》，期待創造新聞媒體和讀者雙
方都對彼此負責的經營模式。

西藏中心邀格西談慈悲

【記者余浩鉻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西藏研究中心於上月23日在商
館B302A舉辦「圓滿的慈悲特別講座」，邀請到南印度色拉昧佛學院
KHENSUR LOBSANG RABGA仁波切、拉然巴格西Geshe Gelek、喇嘛尼瑪
等6人來校，近60人與會聆聽。首先由前任校長張紘炬開場介紹西藏中心成立緣由，
仁波切則以西藏語開示，表達很高興來淡江介紹藏傳佛教。接續由Geshe Gelek以「圓
滿的慈悲與智慧」為題，解說慈悲與萬物間關係密切，慈悲來自於同理心，避免傷
害萬物，智慧則是善待萬物的方法，運用智慧達成慈悲。
他表示，「慈悲可以透過禪修、打坐等途徑達到，且修行可以讓心靜、思緒清
晰，亦讓判斷力敏銳，進而正確決策。」聽眾特別關心修行對腦力的好處，亦對心
靜方法感到好奇，Geshe Gelek回應「不用刻意抑制雜亂的思緒，隨意念發想即可。」
中心主任吳寬於會後分享修行三十多年的經驗，她解釋修行如同早上的陽光照進房

間、照亮地上的灰塵，藉此看清楚內心中雜亂的思緒，且只須心靜思緒即能沉澱。活動
尾聲，由仁波切進行加持，並贈送哈達給每位受加持的聽眾，而善於占卜打卦的尼瑪亦
為聽眾解惑，不吝回答師生感情、事業等提問，現場互動氣氛熱絡。（攝影／黃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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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資源中心助學子職前思考

建邦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廠商之一新銳數位有限公司的SOS新聞募資平
臺（Sound of Silence），圖為SOS平台幕後工作團隊及合作對象。（圖／
SOS平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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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芳開設「圖書館實習」課程，帶領學生研發
教材、陪讀、圖館服務亦獲評委青睞。而評委
提出建議，如定期檢視學生核心能力與社會脈
動連結，以及加強不同領域教師合作等，王美
玉則回應會持續努力。課程所於上月27日進行
自評，課程所所長陳麗華表示，現今高教環境
艱難，除了完成項目指標外，另強調系所特色
定位，將以全球視野、在地關懷與產業合作開
拓新藍海策略為發展重點。

初試啼聲 SOS平台勇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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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沾水鋼筆寫在木板上，
清晰可見運筆墨痕，字形美觀自
有風格。全篇在木紋襯托和佈局
下，雖只取片段，其古樸韻味，
和硬筆特有鋒芒筆觸表露無遺，
展現書法之美。（文、圖／文錙
藝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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