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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老師是著名的水墨畫家，詩、畫、
篆刻都精，為新安畫派的掌門人，傳承了
筆墨的法度與規則，點染雲煙與山水林木
的靈氣貫通一致，描繪出古今相通的畫
意，周澄老師曾任教臺師大、臺藝大等藝
術系所，現為臺灣山水畫協會理事長、中
華畫院國畫院副院長及本校駐校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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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未來情境教室示範揭幕
時光機互動遊戲 體驗未來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所主辦
之「洞悉未來情境教室揭幕式暨示範教學」活
動於16日在I201舉行，由校長張家宜、未來學
所所長陳國華、稽核長白滌清、學務長柯志
恩、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及國
際長李佩華一同拉下彩球為儀式開幕，逾50位
一、二級主管與師生參與同賀。張校長在致
詞時表示，「未來化是校務發展計畫的重點之
一，期望未來結合教室開發出一套完整的未來
學課程，將未來化深入落實每位師生。」
陳國華分享教室命名為「iF.Room」，「i」
又有imagination（想像力）及innovation（創
新）含意，「F」則象徵Future（未來），並

說明教室以5個投影布幕與互動白板及可移動
式桌椅增加師生互動性。在情境示範教學中，
由未來學所助理教授宋玫玫帶領，將未來學觀
念應用於「時光機」遊戲，利用投影與音樂營
造出1985年的時空，讓與會者扮演生活在2015
年與1985年居民角色，以時代差距，提出未來
想像的問題，場面互動熱絡。
本次也頒發「2030創意大未來圖像競賽」獎
狀與獎金，獲得獎金1萬元的第一名建築碩三
許恆魁分享，作品以物聯網的生活方式為主
題，設計出未來環境。他表示：「很開心作品
能受到評審青睞，而『iF.Room』整體空間充
滿未來學觀念，期待以後學生能多加利用。」

EMBA歲末聯歡 各班秀才藝拚冠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於12日在彭園會館新店分館舉辦「2015歲末聯歡晚會」，校
長張家宜（中）、前校長陳雅鴻、林雲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等師長、學生及校友出席，
逾500人共襄盛舉。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致力培育心靈卓越之人才，除深耕專業知識，還
著重人際互動及形塑良好品德，期勉大家學習領導團隊、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盼能在各領
域中成為發揚淡江精神卓越菁英。各系碩專班大秀才藝結合創意巧思精彩演出，最後由企
管碩專班以「舞行者」獲冠軍。（文／李宜汀、圖／商管碩士在職專班提供）（文轉3版）

本校在I201設立為
「洞悉未來情境教
室」，於16日舉行
開幕儀式，由校長
張家宜（右3）、未
來學所所長陳國華
（左3）等人，一同
拉下彩球為儀式開
幕。現場還進行時
光機遊戲，讓與會
者感受洞悉未來情
境教室互動功能。
（攝影／閩家瑋）

【本報訊】104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完
成，結果均為「通過」。接受評鑑之跨領域學
分學程有「全球發展學院國際經貿事務學分學
程」、「淡江大學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
士學分學程」、「淡江大學精算學分學程」及
「商管學院產業電子化學分學程」。
為提升本校各學程之整體教學品質，依據本
校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和跨系所院學分學程
評鑑規則之規定，針對該學程設置後之第四年
開始接受評鑑，受評學程除提出現況報告外，
評鑑委員亦實地訪評，提出改善意見與建議。
國際經貿事務學程，是全英語授課由政經系
與語言系共同設置，以強化學生參與國際經貿
專業能力；凡修習本學程者須修畢必修9學分
及選修12學分以上，即可取得學程證明書。政
經系表示，本次評鑑中評委肯定課程和師資安
排、學生對課程滿意度高等，評委建議可增加
行政資源提供更好的服務。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學程，主要是
整合諮商輔導與企業管理專業知識，提供學生
具備跨領域能力，由教心所和企管所合作，本
校碩博生均可申請，凡修畢教心所和企管所各

本校資訊王APP奪第二 點名系統佳作

期中預警函 寄出479封

更廣。現已在Google Play上架，希望大家能下
載使用，期能蒐集更多意見建議利於修改。」
資旺盃 Android 程式設計賽 24組最後拚創意
資工系與友旺科技公司舉辦「第六屆資旺盃
Android 程式設計競賽」，共全國26所大學70
組參賽、24組在工學大樓中庭進行決賽，最後
是朝陽科技大學資管四劉依庭以「老頑童（腦
玩通）夢想騎跡」拔得頭籌，本校資工四林君
龍與王崇銘組成以「U+ 智慧雲端點名系統」
得佳作。劉依庭說：「以銀髮族為對象結合健
身車與arduino晶片控制器，藉不同運動模式
及情境提升銀髮族專注力，感謝老師們協助與
指導。」林君龍解釋：「以iBeacon技術協助
教師開發點名系統，只要學生開啟藍芽功能，
便能在一分鐘內點完名，省時且更精準。」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英文一梁智
軒於11日參加由朝陽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舉
辦的「第5屆全國技職院校英語拼字競賽」，
在3百位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奪得第二名，
並獲獎金2千5百元。梁智軒在賽前兩、三週
內背完比賽參考用書《字彙的

力量》，共背進階且艱澀3千5百個單字字彙。
他開心地分享，高中曾參加過拼字比賽，對
此類競賽很有興趣，這次能夠獲獎非常驚喜。
準備過程中單字水準大幅提升，相信對日後英
文學習很有幫助。

梁智軒背3500難單字 獲全國英文拼字賽亞軍
急求
圖館研究小間設緊

為讓碩博生能安心使用圖書館之研究小間，
日前已在圖書館八、九樓的研究小間門邊新設
「緊急求救鈕」系統，該系統除通報至安全組
勤務中心，還會連接到典閱組辦公室。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為因應不同狀況，
特將緊急求救鈕高度降低，即便遇緊急狀況無
法站立時亦能隨手按鈴求救，請大家安心使
用。（文／李昱萱、攝影／黃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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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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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系
E415
財金系
B701

演講人/講題
經濟部主任秘書王藝峰
淺談水源保育策略
兆豐銀行中山分行科長侯劍秋
房貸業務介紹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21(一)
10:00

12/21(一)
13:10

12/21(一)
14:10
12/21(一)
14:10
12/21(一)
14:10
12/21(一)
14:30
12/22(二)
13:00

12/22(二)
14:10
12/22(二)
14:10
12/22(二)
14:10
12/22(二)
14:30
12/23(三)
10:10
12/23(三)
18:00
12/24(四)
10:00
12/24(四)
10:10

本校再獲綠色績優

12/24(四)
10:10

【本報訊】本校響應綠色消費，今年再度
蟬聯獲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揚為績優單
位，於15日「104年度綠色消費聯合授證表揚
典禮」，由新北市環保局副局長王美文親自頒
獎，環安中心技士邱俊豪代表受獎，接受公開
表揚。本校綠色採購金額達2,900萬，是與輔
仁大學、馬偕醫學院等5所大專院校共同入選
中，金額最高。環安衛委員會執行秘書曾瑞光
表示，很高興能再度獲得肯定，希望大家使用
節能減碳環保商品，一起為環保努力。

12/24(四)
14:10
12/24(四)
14:10
12/24(四)
14:30
12/24(四)
16:00
12/25(五)
10:10
12/25(五)
10:10

期末教學評量今起開跑

演講人/講題

Assistant Professor Division of
Banking & Finance College of
保險系
Business (Nanyang Business School)
B912
Shinichi Kamiya
Egalitarian Equivalent Capital
Allocation
中原大學化工系副教授魏大欽
化材系
Plasma Technology: past, present
E819
and perspectives (電漿技術發展現
況與未來展望)
本校化學系副教授潘伯申
化學系
The synthesis of boron-containing
Q409
compounds via multi-component
reactions
工學院
本校資工系教授張志勇
E787
物聯網的概念及創新應用
鋐鎂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蘇明宏
德文系
從科技業與傳產業談德文系學生未
T505
來出路
圖書館
本校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主講
二樓閱活區 閱讀旅行工作坊4-日本與世界
Client Stecialist甘孟巧、財團法人
參考組
經濟資訊推廣中心執行秘書鄭漢川
U301
掌握數據資料的最佳利器
MAX IV Laboratory, Lund University
研究員黃詩雯
物理系
Soft X-ray RIXS- Introduction,
S215
Applications and a view to the
future
文學院
友信文創執行董事詹鈞涵
O502
由米蘭世博認識文創生態
經濟系
智邦科技董事長黃安捷
B713
創新與行銷
圖書館
本校德文系助理教授鄭慧君主講
二樓閱活區 閱讀旅行工作坊5-丈量世界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財金系
董事長邱欽庭
B713
金融服務業之社會責任
本校大陸所助理教授陳建甫
大陸所
「一帶一路」:中國新的經濟與發
T504
展戰略
教政所
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侯永琪
ED404
世界大學排名
東協中心 AppWorks之初創投合夥人詹益鑑
T511
亞洲創投公司發展模式與策略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aketing and Management
管科系
Sciences,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B605
Pr.Jinn-Tsair Teng
信用貸款對庫存理論的影響
LargitData公司創辦人丘祐瑋
數學系
經營人生的數據大小事─談如何用
S104
數據科學創新、創業
SynerFUN Technology Corp合夥人
資工系
薛景文
E819
用心發現真實自我的旅程
圖書館
本校法文系教授吳錫德主講
二樓閱活區 閱讀旅行工作坊6-馬可波羅遊記
金門酒廠總經理吳秋穆
大陸所
投資專案可行性評估報告以酒業為
T701
例
資工系
奇勤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武吉
E787
資訊系統在半導體產業的應用
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謝智源
產經系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B302G
Envirnment，and Growth

12/25(五)
10:10

大傳系
O202

資深配音師郭如舜
旁白的媒體表現與應用

12/25(五)
13:10

產經系
B309

本校經濟系副教授蔡明芳
臺灣的下一步：臺灣

12/25(五)
14:10

經濟系
B701

富邦人壽富晉通訊處經理曾尚仁
大學的最後一哩路，夢想的起點

12/25(五)
14:30

本校西語系兼任助理教授孫艾雯主
圖書館
講
二樓閱活區 閱讀旅行工作坊7-墨西哥及中美洲
和南美洲II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25(五)
15:10

第185所姊妹校 印度Vel Tech

管科系
D308

演講人/講題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aket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s,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Pr.Jinn-Tsair Teng
供應鏈上不合作和合作的競爭理論

【本報訊】本校與印度Vel Tech大學於10
日藉由通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成為本校
第185所姊妹校，雙方將進行交換生等交流合
作。Vel Tech大學創校於1997年，以計算機科
學與工程、電子與通信工程，以及電氣與電
子工程為特色學科，曾於2014年之GHRDCCSR Engineering College Survey中，獲得
Engineering Colleges Ranked By State第10名。

圖館換耶誕新裝24日贈期刊

【本報訊】12月耶誕季，覺生紀念圖書館處
處換上耶誕裝飾，在1樓採編組櫥窗中也搬出
耶誕樹，並以可愛麋鹿及雪人點亮櫥窗；二
樓閱活區，也有圖書推疊而出的book tree耶誕
樹，還有尋找薑餅屋活動。為讓大家有個豐富
的耶誕活動，將於24日（週四）平安夜節日活
動中，將淘汰期刊和圖書轉贈全校教職員生，
索取地點及時間見右表，歡迎大家自備環保袋
前往索取。（攝影／黃國恩）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蘭陽

教學卓越

12/22(二)
14:10
12/23(三)
10:00

6學分以上，就能取得學程證明書。教心所表
示，評鑑過程順利，評委建議可鼓勵修讀學生
報考國際EAP證照，以增加國際就業機會。
精算學程是由統計系、保險系、數學系合
作，累積修習人數已達221人次，只要修畢必
修12學分和選修9學分以上，就能取得學程證
明書。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表示，本學程課程
內容扎實豐富，讓同學願意花時間投入，以提
升自我能力；評委稱讚課程內容契合理論與實
務，建議部分課程設計微調以符合學生需求。
由資管系主辦的產業電子化學程，修習者須
修畢必修8學分和選修12學分以上，就能取得
學程證明書。資管系表示，本次評委稱許此學
程課程內容隨趨勢調整，建議應加強宣導，以
鼓勵同學就讀。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即日起至105年1月3日
止，學生上網以不記名方式進行評量。欲填寫
者可至學校網站首頁，點選頁面左方「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或是直接連結網址（http://
info.ais.tku.edu.tw/tas/），即可登入系統填寫
問卷。品保處準備獎金，並以電腦隨機的方式
抽出1百位幸運得主，歡迎同學踴躍填寫。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轉贈期刊索取
地點及時間

【記者曹雅涵、閩家瑋淡水校園報導】根據
教務處統計，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二一預
警總人數為479人，與上學期相較減少222人；
而期中不及格二一者有5316人，註冊組已將名
單提供給各系、導師等輔導系統，以持續對學
生進行學習關懷與輔導。註冊組組長姜國芳說
明，103學年度起放寬二一制度，修正為「連
續2次」學期成績1/2或2/3不及格者應退學的
規定。她呼籲，期中預警函目的是要提醒家長
及各班導師，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不佳情形，可
針對學科學習困難方面提供個別諮詢、導師關
懷輔導，「期末考將來臨希望同學能多加努
力。」電機系黃同學覺得，期中預警函具有警
惕作用，收到該函會提醒自己須更加努力。電
機系吳同學則認為預警單為提醒，收到期中預
警不表示會被二一，建議可改為通知學生即
可，不必寄回家中以免引起家長過度反應。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17日，資工系
在工學大樓分別舉行教育部4G應用賽和資旺
盃程式設計賽，全國大專校院晉級組別齊聚一
堂，在此進行決賽。
4G無線寬頻校園應用程式設計賽 6組決賽爭冠
資工系與教育部合辦「2015 4G無線寬頻校
園應用程式設計競賽」，共78組隊伍參加、6
組在本校決賽，最後由清大資工博二張業正團
隊以「後方來車雷達顯示」榮登冠軍，本校資
工碩二黃耀禾團隊以「淡江資訊王」奪下榜
眼。張業正以超聲波偵測後方的來車，以提高
判斷準確度可減少車禍發生機率。
黃耀禾說明：「考試週常看同學詢問考試範
圍及考古題，因此研發此APP，將題庫經由數
位化整合後，不僅方便閱讀、練習且應用範圍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本校4跨領域學分學程評鑑通過

資工系辦教部4Ｇ賽、資旺盃 決賽在淡江

17日的第六屆資旺盃中，全國大專校院24
組團隊來校決賽，各種創意作品現場較勁，
展現程式設計創意。（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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