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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s the law of life. And those who look only to the
past or the present are certain to miss the future.（改變是人
生的法則，而那些只專注在過去和現在的人，注定會錯失未來。）
－John F. Kennedy，Address in the Assembly Hall at the Paulskirche in Frankfurt, June 26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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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華語數位教室交誼廳啟用
受教育部稱許 本校冀締造臺灣一流華語中心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於
上月29日在臺北校園舉辦「華語數位教室及師
生交誼廳啟用典禮」，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學
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及校內各
級長官皆蒞臨現場。張校長表示，「華語推廣

非常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感謝教育部對華語中
心補助，讓淡江華語進一步提升，相信在全品
管要求下，勢必可邁向新里程碑。」此外，華
語課程面對數位化趨勢，張校長期待華語中心
在Moocs課程上多所進展，透過數位教室建置
來奠定線上課
程的基礎。
此次參與啟
用典禮的貴賓
有教育部參事
邱玉蟾、華語

科科長賴奕帆、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執行
長陳惠美等人。邱玉蟾表示肯定，「淡江大學
華語中心在全臺42所華語中心，可說是優秀典
範，不僅去年申請華語績效管理獎勵獲得最高
獎金，今年在一流華語中心計畫也成功引進外
資高達280萬元，而華師外派計畫更獲教育部
審核通過，預計今年派遣10名華語教師前往日
本。」邱玉蟾同時對華語中心接受教育部第一
次試辦的華語中心評鑑表示讚許，相信會有良
好成果。
成教部吳錦全執行長感謝教育部與校長的大

成人教育部於上月29日在臺北校園舉辦「華語數位教室及師生交誼廳啟用
典禮」，由校長張家宜（左六）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左五）、行政副
校長胡宜仁（右五）及校內各級長官皆蒞臨現場。（圖／華語中心提供）

吳靜怡再會馬德里 歐盟週開跑 談臺歐企業社會責任
獲國藝會補助100萬元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兼
任講師、紀錄片導演吳靜怡以「再會馬德
里」，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5年度紀
錄片製作專案補助100萬元。她拍攝國內知
名佛朗明哥舞者暨精靈幻舞舞團團長賀連華
的舞蹈人生，描述著賀連華忍受類風濕性關
節炎的病痛，融合臺灣本土記憶持續不懈創
作出令人動容的舞蹈作品。
吳靜怡將以不同視角帶出身為經營者、創
作者、婚姻挫敗、母親、親子衝突等女性多
重角色中單純及堅韌的一面。目前紀錄片仍
持續拍攝中，預計明年完成。
吳靜怡表示，「本片除描述賀連華心路歷
程，同時激勵身為創作者的我，從她身上看
見傻勁和執著，以及不妥協的堅持。賀連華
自八八風災後常自籌經費前往部落進行藝術
療育，為臺灣土地貢獻己力。當紀錄片完成
後，希望觀眾從本片中學習勇氣。」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第七屆歐盟週
系列活動自五月份起盛大展開！由歐洲研究
所、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及覺生紀念圖書館歐盟
資訊中心共同舉辦歐盟Horizon 2020計畫說明
會、三場「淡江歐盟企業社會責任論壇」、歐
盟專題學術系列講座，以及與化學系合辦的歐
盟獎學金居禮夫人化學下鄉計畫。

為鼓勵本校境外生的互動與交流，以增進
校園融入生活，境外生輔導組自8日起至6月12
日，連續六週將於每週五中午12時至14時，在
驚聲10樓交誼廳邀請來自本校多明尼加、聖多
美、馬來西亞、布吉納法索、港澳、印尼、宏
都拉斯、俄國、史瓦濟蘭、以色列、海地等外
籍生及僑生，分享自身國家的歷史、建築、服
裝、飲食、音樂等社會文化、及在校園生活的
觀察體驗。
另邀請本校曾赴姊妹校於大三出國、交換生
的學生分享他們在美國、加拿大、大陸、德
國、波蘭等當地的學習和生活情形傳承寶貴的
海外交流經驗，激勵學生善用姊妹校資源增加
國際視野的機會，為學習生涯增添美好紀錄。
詳情至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

歐盟中心助理周思佳表示，「期待藉由歐盟
週系列活動讓同學感受歐洲文化，且透過臺歐
交流可以互為借鏡或參考。此外，透過研討會
帶來的加乘效果，能近一步發展、延伸到產學
合作，歡迎大家參與及多加利用歐盟資訊中心
相關資源。」
其中，歐盟Horizon2020計畫說明會邀請
歐盟科研架構國家聯絡據點的廖弘民博士來
2015歐盟週系列活動
校，協助教師認識及了解科技部歐盟科研計畫
日期／時間
地點
活動／演講人／講題
案。淡江歐盟企業社
5/7(四) 驚聲大樓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代表李舟生
會責任論壇規劃討論
歐盟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農業協定簡介
T511
9:10
「企業文化與永續經
5/8(五)
驚聲國際廳 歐盟Horizon 2020計畫說明會
10:00
營」與「食品安全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5/14(四) 驚聲大樓
永續經營」兩主題，
所長劉以德
13:00
T503
歐盟文化政策
活動詳情請見歐盟中
5/19(二)
淡江歐盟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驚聲國際廳
心網站（網址：http://
8:30
Forum I & II 企業文化與永續經營
5/20(三) 驚聲大樓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副教授洪秀芬 w3.tku.edu.tw/
【記者何嘉霖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行動化學車配合科技部
10:00
T503
歐洲企業社會責任
eurc/）。
全民科學日與新北市教育局推動的「新北五科星」科學研習
5/21(四)
淡江歐盟企業社會責任論壇
驚聲國際廳
10:00
Forum III 食品安全與永續經營
活動，於上月28日利用網路視訊連線，於新北市板橋忠孝
歐盟獎學金居禮夫人化學下鄉計畫
5月份
－－－
國中同步轉播另外27校學生實驗畫面，共28校近千名學
（化學下鄉獎學金）
生進行「鈣世硬雄」水質硬度實驗。
本表僅供參考，陸續新增資訊以歐盟中心為準（資料來源／歐盟中心）
活動由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長龔雅雯、本校理學院院
長王伯昌、忠孝國中校長游玉英、台灣默克密理博事
業體生命科學處處長廖姿紅、科普飛行隊執行長周文
該計畫帶領盲人遨遊臺灣為主軸，製作盲人
祺共同以滴定裝置進行酸鹼實驗揭開序幕，分別產生
專屬的語音導航。團隊將以聽覺、味覺及嗅覺 上月28日，新北28國中千名
黃、綠、紅、藍4色，象徵歡樂、青春、熱情、理智，緊
為基準點，貼切其需求，更架設專屬網路平 師生一同檢測校內飲用水。
緊抓住主場約百位學生的目光。
臺，提供語音系統讓視障朋友使用，且規劃臺 （圖／高憲章提供）
王伯昌表示，「將化學實驗結合現代雲端科技技術，相當特
灣北、中、南、東部4區塊的旅程，讓盲人體 別！以同時不同點進行水質硬度實驗，透過同步收集各點數據方式整理，上傳顯示至雲端建構
驗臺灣之美。隊長蘇靖雅表示，「身邊有朋友 的網站，讓大家能夠即時看到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會用到的水，從淨水廠透過管線送到各個學
和盲生一同出遊的例子，卻沒有一個工具讓盲 校後，水質卻產生差異，實驗的結果雖然是個參考值，但卻能讓課本的知識活起來。」
生三五成群探索臺灣，是我們參賽的發想，很
化學車計畫聯絡人高憲章補充說明，「實驗結果顯示，雙溪和貢寮國中的水質硬度是這次參
開心入選，這份企畫將在今年8月實踐！」
與實驗學校較低的，而鶯歌與林口一帶的水，相較之下硬度就高很
本校海事博物館於上月25、26日參加由新北市立十三行博
多。」（圖／高憲章提供）
物館在館前陽光廣場舉辦的「新北市考古生活節－動物探索
樂園」，以「創造者的智慧」概念設置攤位，將動物和船相
結合，以體驗、遊戲型式推廣館內特色船艦模型與海洋知識。海博館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館支援自今日（4日）登
專員黃維綱表示，博物館扮演教育功能及使命，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
場的資圖週，在海報街舉辦三場、為期四天介紹電子書資源的推廣
式進行，期待讓參與者從遊戲中學習，進而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活動。參考服務組組長張素蓉表示，「期待透過系列活動來提升電
海博館以大家熟悉的諾亞方舟故事，在活動現場規劃有e筆書法、
子書的閱讀風氣及語言實力，活動另備有超商禮券、文件夾及3C配
親子船艦彩繪、印章收集區，以及有獎徵答。其中，最受民眾歡迎的
件禮袋等獎品，歡迎師生踴躍參與。」
「有獎徵答」活動，海博館準備了船艦圖案的明信片組、茶杯墊及紙
4日，由「HyRead電子書 手指動一動」率先開跑，接續是5、6日
膠帶等320份禮物，且題目隨著不同年齡層的參與者調整難易度，讓
「E起活閱 囧外語OUT！」及7日的「E起活閱 Easy學！」，每日自
大家都有機會獲獎，首日便吸引不少家長和孩子的目光。
上午10時開始，以限時搶答、套圈圈遊戲等互動，盼聚集人潮、鼓勵
海博館工讀生英文四李佩樺表示，「這是第二次參加考古生活節，
同學了解電子書資源及服務。圖書館另辦有加碼活動，於限定時段
推廣海博館的活動很活潑，與在館內工讀很不同，現場也有很多親子
來HyRead電子書攤位，有機會抽超商禮券。活動詳情見圖書館網站
一同參與，更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體驗活動。」（文／陳品婕、圖／
（網址：http://www.lib.tku.
海事博物館提供）
edu.tw/）查詢。

響應科學日 本校雲端助實驗

7生團隊開發 視障專用語音導航旅遊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參
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徵求的「104年青年壯遊
臺灣－尋找感動地圖實踐計畫」，從25組中獲
得最高獎佳績，獎金4萬元！公行四蘇靖雅、
陳潔心、物理四張崇綸、嚴友志、許晉榕、
陳立穎、資工四鄭湘蓉，組成團隊「LUYM」
（Light Up Your Mind），以「伴我用心遊台
灣」計畫獲評審青睞，是學生組唯二榮獲最高
獎的團隊。

海博帶路 考古船鑑探索海洋

教學
卓越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4(一)
12:00

大傳系
O201

5/7(四)
12:00

教發組
I601

經典雜誌攝影劉子正
淺景深攝影
淡江大學英文系資深助教林倖伃
【英語授課TA培訓課程】英你而美好
－英語授課經驗分享暨期中座談會

教學卓越

淡水校園

力支持，他說，「我們努力締造成為臺灣的一
流華語中心。」成教部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說
明，「在臺北校園增設專屬華語數位教室，運
用獎助設置2間數位情境教室，採購大型觸控
顯示器、平板電腦、無線投影伺服器、追蹤攝
影機等錄播系統，建立友善的人機界面，提高
師生互動教學。」全面改善目前的學習環境，
希望藉由華語數位教室融合優質教學資源和最
新科技，積極推動華語教學數位化，提升本校
華語文教學能見度、廣度及效度，亦期待大幅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張校長有約 今聽取首屆陸生心聲
【本報訊】首批來臺就讀本校的陸生即將於今年六月畢業。
境外生輔導組於4日中午1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與陸生有
約」座談會，校長張家宜、各院所系主管將出席，與應屆畢業
陸生進行面對面座談。本次座談中，將了解他們未來升學和就
業情形，並讓他們分享四年來的學習成果、社團經驗、同儕間
扶持等校園生活點滴，亦可對學校提出建議。此外，會中將介
紹遍及全球的本校24萬校友，皆成為畢業生強力的後盾。

演講看板

圖館邀您E起閱讀電子資源

日期/時間

5/4(一)
13:10
5/5(二)
10:00
5/5(二)
10:10
5/5(二)
10:10
5/5(二)
14:10
5/6(三)
10:00
5/6(三)
10:10
5/6(三)
12:00
5/6(三)
14:10
5/6(三)
16:00
5/6(三)
16:10
5/6(三)
18:10
5/7(四)
9:10
5/7(四)
10:00
5/7(四)
10:00
5/7(四)
10:10
5/7(四)
13:10
5/7(四)
14:10
5/7(四)
16:10
5/8(五)
10:10
5/8(五)
13:10
5/8(五)
13:10
5/8(五)
14: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城邦集團-PCuSER電腦人主編黃鐘毅
人福組
雲端辦公室：知識工作者的雲端大
驚聲國際廳
腦與智能助理
教政所 中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戴曉霞
ED601
國際高教招生策略與發展
大傳系 平面設計創意總監任家緯
O306
創意管理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中心博士後研究
戰略所
員房思宏
T505
全球環境治理與氣候政治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陳健群
物理系
Approach Atomic Resolution in 3D
S215
structures：Electron Tomography
雙和醫院骨科醫師戴念國
企管系
生命與物質的交會-骨科醫師生技
B713
醫療創業之路
財金系 富邦產險前董事長石燦明
B712
產險業概論
衛保組 台北慈濟醫院中醫師吳佩青
B309
健康小坊－穴道保健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
公行系
員劉昊洲
B614
大學生之職涯規劃：如何準備國家考試
文錙中心 台北愛樂電台主持人Zoe Hwang
文錙音樂廳 克里姆特與音樂
大傳系 學學文創前副理詹偉雄
Q306
電影產業與美學創意分析(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人事室
公行系
主任許文壽
B508
求職技巧與職場倫理
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代表李舟生
歐盟中心
歐盟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農業協
T511
定簡介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社會
產學組
企業服務團隊協理張洪碩
B703
創新創業營運計畫書專家分享
太平洋建設(股)公司副總經理陳清暉
會計系
企業個案研討－爭訟十年未止的太
B713
百(SOGO)案
美商Spectrum HHI公司亞洲區供應
德文系
鏈經理紀天成
H116
跨國性企業面試技巧及所需事項
村上春樹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廖育卿
研究中心
村上春樹文學的姓名密碼
T701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助理
資工系
教授鄭欣明
E819
感知無線電的發展與應用
金門酒廠總經理吳秋穆
大陸所
金門酒廠的經營與小三通後兩岸行
T701
銷策略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開發暨
資工系
服務處軟體架構師何金鎮
E787
Form A to A+～程式開發紀律
經濟系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博士施姵全
B605
Parallel Imports with Free Entry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產經系
訊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慶柏
B511
經濟效益評估－以政府科技計畫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李怡庭
產經系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credit, and
B505
payments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9(六)
10:10

管科系
D408

5/9(六)
14:30

國企系
D307

演講人/講題

國際票券公司資訊部總經理、台
灣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羅天一
企業創新經營模式
東方廣告執行董事侯榮惠
IMC廣告策略分享

人資處辦性別平等宣導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人
力資源處職能福利組在驚聲國際廳舉辦「性別
工作平等」宣導課程，以「性別工作法簡介及
防治性騷擾」為題，邀請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
中心副教授徐佐銘主講，並與臺北、蘭陽校園
同步視訊，總計近90人與會。
會中，徐佐銘說明，性騷擾的舊名為一般猥
褻，除強制性性交外，包括不受歡迎的性暗示
行為和性別歧視的行為及言詞，例如偷窺、暴
露。若對方提出申訴，依客觀第三人及被害人
主觀感受來判別是否構成性騷擾。
徐佐銘解釋「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
作平等法」優先於「性騷擾防治法」，且性騷
擾防治法須在事發後一年內提出申訴，若當事
人中有一方為學生，即便事件在校外發生，亦
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則依
被害人身分及職場認定，例如本校職員在上班
途中被騷擾，適用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但事件
地點發生在校外，則是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此外，僱用員工達30人以上，雇主應訂定性
騷擾防制措施。最後，徐佐銘引用影片指出現
實生活中校園的性騷擾世界，包括令人感到不
適的身體觸碰或過度追求。

免驚重物！投幣式置物櫃開張
置物好便利！本校在工學大樓3樓東側電梯旁、五虎崗停車場一樓
入口、商館一樓導師晤談室門口、操場司令臺下方四個地點設立投
幣式置物櫃。總務處資產組組員汪家美表示，「有鑑於學務處舉辦
班代表座談會時，學生多次反應上體育課時，隨身物品無處可放。
經評估學生需求、使用率及會勘地點後，在淡水校園四處設立置物
櫃，希望能解決同學置物問題，也請同學們多加愛惜使用。」
每處置物櫃各有20格空位，且分為收費10元（10小時內）限開關
一次的日租格、月租金200元不限開關次數的月租格，相關使用規
則及收費標準亦標示在置物櫃上。有關置物櫃安全，汪家美提醒同
學應正當使用，若發現置放危險物品或爆裂物，請自行負起法律責
任，切勿以身試法。
大傳二王子承開心地說：「遇到考試時，背包都不知道該放哪，
現在有置物櫃這個貼心的設施後，確實方便了許多呢！」。（文／
李昱萱、攝影／吳國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