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管學院24日院務會議通過

校慶大會 百萬健走暖身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財金系副
教授顧廣平於本學期開設「金融市場實務講
座」，於23日邀請到金管會主委曾銘宗蒞校，
以「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為題演講，逾160人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24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104學年度第一次院
務會議，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主持，各系所
主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俊宏、商管
AACSB執行長林谷峻等師長出席，總計逾70
人與會。邱建良表示，「將強化專業課程領域

　【記者蔡晉宇、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65週
年校慶將屆，25日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主持工作
籌備會議並協調各單位負責事項，訂11月7日
為校友返校日並舉行慶祝大會、5日舉辦校慶
運動會，至於園遊會是否復辦，將視學生會選
舉結果決定；另有「藝輝守謙」展覽，自11月
2日起開展。
　由體育處舉辦的「百萬大健走」活動，22日
中午在海豚吉祥物里程碑前舉行開幕式，持續
的健走活動將為66週年校慶暖身。校長張家宜
致詞時表示，「自2006年紹謨紀念體育館落成
後，就開始鼓勵同仁運動，以『一人一運動』
理念，讓不擅長運動的同仁，也可以用走路方
式健身。體育處這次還幫同仁們準備運動手
環，紀錄每日的步數與手機結合，可以鼓勵自
己更能隨時運動。」張校長祝福大家都能夠成
為「百萬健走達人」。
　參與活動的一、二級主管和秘書將會帶上運
動手環，記錄這一整學期共走了幾步，建立走
路的Line群組、朋友圈，用競賽、排行榜的方

式鼓勵多走路多運動，開幕式中，就已看到用
手機app互相較勁或彼此鼓勵的場面。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本活動鼓勵大家能運
動，希望每位參與者能在105年1月11日前達到
百萬步，換算成每週至少要超過五萬步。只要
成功達標者將在歲末聯歡時正式
頒發百萬健走達人獎項，歡迎踴
躍參與。」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新
增6學分學程，其中2個是跨領域學分學程、4
個就業學分學程，以協助開發學生第二專長並
培育跨領域人才；本校陸續開設跨領域和就業
學分學程，至104學年度共有44個學分學程。
各學程修習人數截至25日止，前三名為「文化
創意產業」376人、「綠色能源科技」302人、
「精算」95人。
　在跨領域學分學程方面，「外文外交」是由

外語學院及所屬各系共同承辦，認定修習科目
共分政治、文化、經貿3群組課程。主要開拓
學生國際視野並具備以外語進行政治、經貿、
文化等外交專項事務能力，只要大學部1年級
以上（含研究生）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
績達總平均70分以上即可申請修讀，目前共有
76人修習。而「外交與經貿碩士」則由國際研
究學院歐研所、美洲所、戰略所、亞洲所、大
陸所五所共同教學，以國家考試科目為學程的

歡慶教師節 獻果謝師恩

新增６學程 開發第二專長

　品保處於於圖書館二樓流通櫃檯右側設立
「教學卓越成果展示區」，說明本校教師創新
教學、學術研究成果，以及學生學習成效。本
次還以「淡江卓越聯盟6超人」說明「產學培
育職場享譽」、「優化師資精進教學」、「優
職人力學習共構」、「國際化師生一起動」、
「資訊化百變雲教學」，以及「千里眼見錦添
五未」的六面向，介紹本校的三環五育的教育
理念與特色。參觀者電機三林翰博表示：「看
完此展覽後對於學校教學卓越計畫有更深的認
識，整體看來計畫執行得還不錯，相信在未來
會有更好的成果。」（文、攝影／閩家瑋）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9 月 2 9 日   星 期 二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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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9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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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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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9(二)
14:10

水環系
E404

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秘書陳永
祥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二)

2跨領域 4就業 培養職涯軟實力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所教授吳樸偉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lloidal 
Crystals and Inverse Opals

9/29(二)
14:10

經濟系
B713

德信證券投信總經理李亞玫
輕鬆理財、 快億人生

9/29(二)
18:30

參考組
U301

講員吳理莉
如何查找論文學術文獻？

9/30(三)
10:00

財金系
B713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
金融市場概述

9/30(三)
14:00

資圖系
L401

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圖書館
館長胡豫湘
榮總醫圖與醫學資料庫

9/30(三)
14:10

資圖系
L2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公
館分館主任呂智惠
資訊空間規劃與改造

10/1(四)
10:10

亞洲所
T511

淡江大學亞洲所所長蔡錫勳
日本企業國際化中臺灣的角色

10/1(四)
14:10

數學系
S104

前北京貝爾實驗室智能網研
發總監羅文彬
發現自己

10/1(四)
15:10

資工系
E819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USA Wang-Chien Lee
Recommendation Services 
for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

10/1(四)
16:00

大陸所
T701

台鹽（廈門子公司）董事長羅
志明
在地品牌立足臺灣、放眼中
國， 拓展兩岸三地市場

10/2(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叡揚資訊公司企業電子化服
務事業處經理王淑娟
從人資觀點看資訊人職涯

10/2(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
授劉慧雯
從web2.0到社群媒體:介面
與內容雙元角度

10/2(五)
13:10

產經系
B511

國泰世華銀行投資研究團隊
主管林啟超
失落或崛起？下個世代的機
會與挑戰

教學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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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的「師學對話」櫥窗悄換新裝，採編組以溫暖沉靜的色調與布置，展示校長張家
宜每年致贈新任系所主管書籍；並因應開學季，圓弧書架也展示「大學新鮮人」主題書
目，及本校出版中心近年出版書籍。採編組組長方碧玲說明，該櫥窗營造出溫馨氣氛，而
這些推薦書目希望讓同學在新學期的開始，能啟發學生並發展自身學涯方向，更希望大家
能沉浸在閱讀之中，這些書籍均開放外借，歡迎借閱。方碧玲透露，未來將開放讓學生進
入櫥窗中體驗閱讀，「現在仍在規劃中，請同學們拭目以待。」
　此外，典閱組亦於圖書館二樓大廳舉辦「美味小說在餐桌」主題書展，典閱組組長石秋
霞表示，本次是以《小說餐桌》書中的美味佳餚作為發想，「大家都知道淡江附近有許多
美食，希望大家都來看展，並使用館內提供的便利貼來報好康，推薦學校附近非吃不可的
好料理，給初來乍到的大一新鮮人吧！」（文／卓琦、攝影／陸瑩）

我與ＱＵＴ將辦跨國財金雙碩班

教學
卓越

藝輝守謙系列作品

　何肇衢，高齡84歲，為著名的油畫大
師，長年以淡水景物為作畫主題。擅長
運用色彩及構圖，透過旅行、寫生、觀
察各地景物的光影變化，創造豐富的視
覺語言。淡江夕照是臺灣八景之一，在
淡水各角度都可眺望淡江之美，尤其是
夕照之景最好看，本幅是作者從教堂看
觀音山之淡江夕照的景色。

淡江夕照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24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辦
「搖滾健康樂活一身輕」美食饗宴以慶祝教
師節。校長張家宜（左）、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人與會，一起和
逾百位同仁共享各單位所提供的60道佳餚。
　會中，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右）致贈禮
籃以感謝教師育才的辛勞，由張校長代表接
受，張校長致詞並展示運動手環，鼓勵同
仁：「女聯會舉辦的美食饗宴不僅促進教職員
間情誼，還搭配運動樂活主題，讓身體變得

更健康。」本次亮點是由八個學院院長組成
「八部合音」一起獻唱由文學院院長林信成改
編成的《九月裡的小雨》一曲揭開序幕，蕭淑
芬還帶動全場唱跳、全體同仁齊做紓壓操，體
驗「搖滾健康樂活」。蕭淑芬說：「這次活
動，感謝各單位提供美食，我們安排運動讓
大家紓發壓力，達到身心樂活目標。」德文
系組員柯維敏說：「八部合音的表演讓我印
象深刻，整體氣氛和諧融洽，期待明年的安
排。」（文／蔡晉宇、攝影／李建旻）

女聯會八部合音搖滾全場

藝輝守謙搶先看
　【記者陳照宇、林妍君淡水校
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與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共同舉辦「藝輝
守謙」藝術品展，邀請國內知名
藝術家共102位施展彩筆，囊括西
畫、水墨畫及書法等作品。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會展中的
畫作皆彌足珍貴，期待透過此展凝聚校友們之
間的交流，更盼提升校園藝術氣息，歡迎大家
於11月2日共襄盛舉。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青年交
流協會主辦的第二屆海峽兩岸（福州）大學生
創業創新大賽，740個專案經初賽評審，從中
選出50強專案入圍決賽。本校資傳碩三趙辰懷
以「NeverSolo」作品，榮獲創業創新大賽一
等獎及獎金15萬元。趙辰懷說：「從比賽中看
到對岸的參賽者對於創業有不同的思維，促使
我重新審思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也很高興能
藉此出賽的機會拓展學習視野。」本期另採訪
他為校園話題人物，詳見 四版。

2015兩岸創業創新賽
資傳碩生趙辰懷獲一等獎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科技部104年
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
獎名冊日前公布，本校經科技部審核後補助
676萬8,720元，共計91位教師獲獎，其中化材
系教授黃國楨、化學系教授王三郎、資工系教
授張志勇、物理系教授彭維鋒獲一級獎勵。黃
國楨感謝肯定，未來將朝海水淡化方向深入研
究，彭維鋒則持續深耕同步輻射研究。

外文外交

外交與經貿碩士 跨領域

就業

物理學系就業學習

104學年度新增學分學程

化學學系實務應用就業學習
軟體開發
國際企業俄文

　104學年度新增6個學分學程：2個跨領域、4
個就業。（資料來源／註冊組、製表／淡江時
報社）

主要內容，協助學生準備公職服務的職涯規
劃，歡迎對相關國家考試有興趣的同學向歐研
所所辦洽詢細節，校內分機2703。
　另外，學生可藉由修習學分學程課程來縮短
學用差距，在提升畢業生就業力的4個就業學
分學程中，「物理學系就業學習」由物理系開
設，為強化學生實務知識與專業職能，培養務
實致用能力。「計量與財務就業」從過去跨領
域轉型為就業，由數學系和財金系共同開設，
結合商管及數理專業知識，培養計量與財務基
礎人才，輔助學生到富邦人壽實習，凡修習期
間出席率達八成、且考取人身保險證照，富邦
人壽將頒予獎學金一萬元。
　「軟體開發就業」由資工系承辦，分為基礎
課程與核心課程，基礎課程由資工系、數學
系、資管系、資創系等系師資講授，核心課程
則由資拓宏宇公司安排業師授課。凡對軟體開

發有興趣的大學部大三同學可申請修讀，至今
有43人修習。「國際企業俄文就業」則是俄文
系及國企系培養學生兼具實用俄語與國際貿易
實務及行銷等專業能力。凡對俄文、國貿有興
趣之大二以上學生，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
均70分以上者，可在29日（週二）下午17時前
向俄文系系辦提出申請，校內分機2711。

到場聆聽。顧廣平表示，「金融為產業之母，
為響應教育部金融知識普及計畫，邀請財金專
家進行專題演講與經驗分享，期待學生透過課
堂了解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進行培養專業分
析思考的能力。」
　曾銘宗首先以臺灣金融發展過程中金融產品
缺乏多樣性、國際化程度不足和規模太大導致
市場過於零散，引出發展現況的瓶頸，並以美
國、新加坡和韓國等7國為例，說明如何推行
金融創新。如美國以企業為金融創新的核心，
政府則加強保障個人資料外洩的問題。最後提
出臺灣將成立金融創新辦公室並提供輔導機制
等因應金融創新措施，盼提升金融業競爭力。
　講座中，曾銘宗更強調驅動金融創新的五大
要素，包括行動、社群、雲端、數據和網路，

勉勵同學在培養財務金融專業知能的同時，也
應汲取資訊和統計等相關知識。統計四李鎮兆
表示，對於目前金融業可以突破現況的參考作
法有了更深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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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獎勵
本校91位特殊優秀人才

的研讀份量，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邱建良
另提醒教師補課須遵照教務處規定，務必確保
教學活動的完整性。
　會中，商管學院決議與本校姊妹校澳洲昆士
蘭科技大學合辦「跨國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
專班」，藉引進外國大學課程與師資合作，或
透過雙方共同設計課程、規劃合作教學，盼進
而提升本校國際化辦學的深度。修讀該學位專
班的學生完成所有修業條件，即可取得兩校頒
予的碩士學位。
　商管學院另與福州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簽訂
「學術與教育交流協議」，經雙方同意進行學
生每學年交換生、互訪學習。邱建良強調，
「除了有助師生進行學術交流互惠外，更期待
讓淡江未來發展更具優勢。」
　商管學院於30日（週三）舉辦「昆士蘭大
學教師蒞校舉行碩士1+1雙聯學位說明會」，
相關資訊可至商管學院院網站（網址：http://
www.management.tku.edu.tw/main.php）查詢
雙聯學制。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曾銘宗於23日
來校演講，他以「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為題和
說明臺灣金融商品發展，他以專業角度與大家
分享。（攝影／吳重毅）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分享金融科技創新

教學卓越展區秀6超人

境外生剝柚樂

慶祝中秋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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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體育處舉辦「百萬大健走」活動在
校園開走囉！大家配戴運動手環響應「一人一
運動」，希望大家都能享受運動，成為健走達
人。（攝影／李建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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