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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輝守謙系列作品

8組籌備特色活動 廣邀校慶主題標語

【本報訊】為慶祝明年本校創校66週年，66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於23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並與臺北校園和蘭陽校園同步
視訊，由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家宜校長主
持，並邀請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長羅森、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會長陳定川、退休聯誼會理
事長林雲山出席。

陳定川感謝母校的邀約，將全力鏈結校友力
量，讓66週年校慶活動圓滿；林雲山亦提供多
項建議希望校慶活動能盡善盡美。張校長感謝
校友、退休人員對本校的支持，希望結合各單
位創意和校友力量，讓大家看見淡江特色。
本次籌備會分為8組以涵蓋與66週年校慶相
關之所有校內外事務，慶典活動自105年1月

淡江電視臺３０年
回味珍貴畫面

1日起至12月31日止，包含學術活動、校慶叢
書、國際交流、社團、體育、公關文宣、藝
文，以及校友等各種活動類型。
各組業務報告中，學術活動組由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擔任召集人，將舉辦各類型學術研討
會；校慶叢書組召集人是行政副校長暨籌備委
員會總幹事胡宜仁，將出版校慶相關書籍；國
際交流組召集人是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計
劃邀請國際及大陸姊妹校大學校長或副校長參
加校慶活動外，並舉辦「世界校長論壇」；社
團活動組召集人由學務長柯志恩擔任，將舉辦

6院實地訪評全通過

【記者林妍君、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日
前，外部評鑑實地訪評作業均已完成，各受評
單位之外部評鑑委員認可結果均為「通過」，
後續將彙相關資料，依評鑑程序遞送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及報部認可本次自我評鑑結果。

張校長訪視商管和工學院座談系所發展

商管學院和工學院舉辦「104學年度第1學期
校長訪視座談會」，張校長率3位副校長，各
別由兩院院長和各系系主任，說明下學期標竿
學習對象和未來發展，以進行課程改革。張校
長勉勵，系所是大學的心臟，而系主任扮演重
要角色，盼大家善盡責任讓新進教師了解系所
發展，提供更好教學品質及研究環境。
商管學院於18日舉行第二場校長訪視座談
會，本次是由國企、財金、產經、經濟四系系
主任簡報說明，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主持。
國企系系主任蔡政言以臺大國企系為標竿系
所，將以AACSB認證要求，調整系必修課
程、院共同科，增加選修彈性與科目。財金系
系主任李命志以政大金融系為標竿系所，預計
增加職涯規劃與職場競爭力的講座課程。產經

本校大傳系
實習媒體「淡江電視臺」於19日舉辦「淡
江新聞三十 淡大與淡水」紀錄片首映與系列活動，逾
160位畢業影棚助理與校友返校參與。「淡江電視臺」是國內
第一個大學實習媒體，30年間透過一則則報導，為淡江大學與淡水
小鎮留下珍貴的發展歷程影像與傑出傳播人才的成長身影。30年來在大
傳系育才不輟的趙雅麗教授、與創設影棚的第一任指導老師前華視總經理關
尚仁副教授，紛紛分享帶領影棚的甜蜜與汗水，贏來笑語滿堂。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75年10月淡江新聞開播時剛接任行政副校長，後來設置美食
廣場後，特別於美食廣場播放，讓全校都可以看見，自己與淡江新聞也一同成長。感謝創
辦人的遠見及歷屆系主任與教師的努力，才能培養實力堅強的系友，足見系友們深刻的情
誼，在畢業後也能回饋母校，歡迎系友常回母校。首映後，張校長致贈蛋糕，校友們圍聚
品嘗，溫馨的茶會讓校友共敘情誼久久不散。（文／秦宛萱、圖／大傳系提供）

韓光州全南大學來訪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22日，韓國光
州全南大學經營科特性化優秀部，由部長Lee
Sang Joon、助教Kim Jae Hyung及執行人員Kim
Mi Kyung與25位學生蒞校參訪，除了參觀本
校宮燈教室、覺生紀念圖書館、海事博物館
外，由國際長李佩華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
報，歡迎該校師生來訪。李佩華期盼，兩校未
來能締結姊妹校，以促進兩校交流互動。
國際處還安排國企系系主任蔡政言與企管系
系主任楊立人，介紹本校商管課程特色。在問
答時間中，同學表示對本校商管課程感到興趣
且詢問如何進入本校就讀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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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書教室開放

全民英檢認證要即時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考
將於105年1月9日至14日舉行，教務處自105年
1月2日至8日，開放商管大樓B119教室提供學
生溫書使用。溫書教室開放時間為2日、3日上
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4日至8日下午6時10分
至10時，請同學多加利用。
另外，教務處提醒，凡104學年度第1學期通
過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者，請在第一學期於
105年1月31日、第二學期於9月30日前向所屬
學系、所提出通過認證，始得領取學位證書。
而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位證書將於2月22日開
始發放可至A212領取；「畢業生離校手續查
詢平台」可查詢畢業離校手續相關作業。（網
址：http://sinfo.ais.tku.edu.tw/tkuGrd）
想以輔系或雙主修增進自我實力的同學請注
意，申請輔系或雙主修的申請方式，自105學
年度起改為前一學期成績作為成績審核標準，
欲提出申請者請密切注意教務處網站。

驚聲書城耶誕送暖留犬
驚聲書城舉辦與校園留犬交換禮物活動，於
24日圓滿落幕，校內師生只要寫下對校園留
犬之間的溫馨祝福小語，每天可抽神秘禮物，
吸引許多學生參與，寫下對校園留犬的關懷話
語。驚聲書城感謝大家的共襄盛舉，還有歲末
感恩活動，可持
續關注驚聲書城
FB粉絲專頁。
驚聲書城有豐
富的淡江紀念
品，歡迎前往選
購。（文、攝影
／黃詩晴）

系系主任李順發以元智大國企系為標竿系所，
未來所有必選修課程朝實務化發展。經濟系系
主任鄭東光以中正大經濟系為學習標竿，將強
化核心專業的學習。會後張校長指示，本校以
教學為主，希望兼顧研究品質，盼能盡全力為
本校的長遠發展集思廣益，一起為學校努力。
工學院於22日舉行第一場校長訪視座談會，
是由建築、水環、機電、資工4系系主任簡報
說明，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主持。
建築系系主任黃瑞茂說明數位化、國際化學
習成果，並以設計教學活動為努力目標。水環
系系主任張麗秋提出特色課程為改革方針，並
分析他校水環系與本校的差別。機電系系主任
楊龍杰將落實國外招生，目前與印度學校洽
談。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建議增加最新發展趨
勢新增行動裝置設計、雲端運算等課程。
會中各系新進教師提出研究所招生策略、小
班課程的教學、教學評量等問題，張校長和3
位副校長也回應各系問題以及改善方法，張校
長表示，各系的標竿學習要更加明確，期許發
展跨領域學程，並肯定工學院表現優良。

境外生 冬至會獻歌藝 導師分享輔導經驗

來 自 馬
來 西 亞 的
資工四陳佩
倪，以烏克
麗 麗 自 彈
自唱「Ex's
& Oh's」，
蟬聯四連霸
冠軍。（圖
／國際處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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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29(二)
16:00

█臺北

機電系
E412

演講人/講題
環鴻科技業務處長周宏達
業務銷售與溝通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28(一)
10:00

電機系
E787

12/28(一)
10:10

德文系
T604

12/28(一)
13:10
12/28(一)
14:10
12/28(一)
14:10
12/30(三)
10:10
12/31(四)
10:10

化材系
E819
化學系
Q409
工學院
E787
財金系
B713
東協中心
T511

12/31(四)
14:10

資工系
E819

12/31(四)
16:10

大陸所
T701

12/31(四)
14:10

數學系
S104

演講人/講題
國立宜蘭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吳庭育
應用於穿戴式裝置之下一代無線人
體感知網路技術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特別助理潘瑞娟
培養就業力與充實行動力~從企業
觀點與大學生談個人生涯探索
美國Dow Chemical博士陳碔
液體過濾介質的運用與前瞻
簡報一沙鷗創辦人林泰君
教學簡報大升格：您化學，他變化
本校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
數位遊戲之創新應用發展趨勢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
證券綜合研討
外貿協會專門委員陳廣哲
印度經貿現況與市場開發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教授雷欽隆
SocialDNA: A Social-based System
for Distinguishing Notable Articles
and Authors
芸享科技公司研發經理林品爵
兩岸app產業發展趨勢探討：應用
程式開發者的M型化，以遊戲市場
為例
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理事長
秦玉玲
物流產業的人才與需求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30(三)
20:10

東協中心
D308

演講人/講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資深副總經理劉
景中
AEC對東協主要經濟體之影響，及
臺商對外佈局因應之道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29(二)
10:10

政經系
CL306

演講人/講題
The Lightened創辦人黃尚卿
在臺北開一間咖啡廳-從人生與公
平貿易說起

行遠多識說明會快報名

【本報訊】國際處將推出2016年「行遠多識
海外見習計畫」，凡本校在學學生且於下學期
修習「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課，就能提出海
外見習提案。國際處將於105年1月7日舉辦說
明會，即日起，快到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美食不外帶即起集點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與美食
廣場合作舉辦「美廣不外帶，集點抽福袋」，
即日起至105年1月5日下午8時前，凡在美廣內
用或自備餐具，單店單次滿50元即可集章一
點，同張集點卡滿15點即可參加抽獎。限量60
個福袋價值皆高於2百元以上，其中10個「驚
喜獎」市值更超過1千元，資產組組員汪家美
表示：「美廣餐點多元豐富，本活動希望結合
環保概念，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歡迎同學們熱
情響應！」預計將於105年1月7日下午2時於美
廣抽獎，得獎名單將公布於總務處網頁。

傳播館安裝新廣播器

【記者劉蕙萍、秦宛萱、黃詩晴淡水校園
報導】境外生輔導組和華僑同學聯誼會於22
日在亞太飯店合辦「冬至好SING聲─境外生
音樂文化交流晚宴」。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各院院長師長、境外生等約240位一同享
受音樂薰陶，讓同學們大展才藝。
現場共有15組參賽同學在寒冬中飆歌，現
場除境外生自行組隊的歌唱團外，還邀請本
校管樂社進行熱場表演，並在晚宴尾聲進行
抽獎，及頒歌唱比賽前三名及最佳人氣獎。
來自馬來西亞的資工四陳佩倪以Elle King的
「Ex's & Oh's」拿下冠軍，蟬聯境外生歌唱比
賽4連霸，穩坐大學四年來的境外生歌唱大賽
冠軍寶座。擁有一副好歌喉的她，還曾進入
第27屆淡江大學金韶獎決賽，並獲得電視節
目「我要當歌手」的參賽機會，喜愛唱歌的
陳佩倪說：「就算大學畢業將持續唱歌！」

境外生導師23日齊聚交流座談

境輔組於23日舉辦「104學年度第1學期境外
生導師座談會」，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各學院院長、
系主任、境外生導師超過110人參加，會中特
別安排土木系王彥誌及數學系副教授吳漢銘
分享境外生輔導經驗。王彥誌以使用境外生
的語言和常用的通訊軟體與境外生溝通，王

【本報訊】為回應班代表座談會中學生在化
學館聽不到課堂鐘聲的需求，遠距組特於傳播
館加裝4支鐘聲廣播系統，將於下學期正式使
用。遠距組技士于叔仁表示，現在已經完成硬
體安裝，近日內將進行系統檢測，不時會有廣
播聲響，請化學館或傳播館師生們體諒。

臺北校園進行消防演練

22日「冬至好SING聲─境外生音樂文化交流晚宴」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各院院長師
長、境外生約240位一起歡度傳統節慶外，並發掘境外生歌唱才藝。（圖／國際處提供）
彥誌還提到土木系舉辦「English Corner」讓
外籍生可用他們的語言與本地生交流。吳漢銘
則擅長以社群網站、定期餐聚表達關心，兩人
均表示，最大的關鍵就是保持熱忱，才能更拉
近師生距離，適當提供協助。
會中，境輔組組長趙玉華說明，本學期境外
生人數達1872人，學校安排105位境外生導師
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並對課業、交友等相

【記者陳品婕、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
錙藝術中心與中華民國書學會共同舉辦「2015
正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和「2015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書法比賽」，吸引眾多書法愛好者參
加。

期末座談會

交流教學創意 頒獎TA勉勵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21日中午12時在I501舉辦
「104年度教學助理社群期末座談會暨103學年
度第2學期特優及優良教學助理頒獎典禮」，
本次獲獎有特優教學助理5名、優良教學助理
19名。教發組組長李麗君表示，「教學助理是
師生間重要橋梁，在幫助學生進步時，TA也
一起成長，透過今日一同交流學習與教學。」
座談會由特優教學助理得獎者電機博一溫泯
毅分享實驗課的教學經驗，認為透過報告和演
講可以讓學生分享個人創意，藉此刺激學習興

關生活問題提供協助，趙玉華希望境外生導師
鼓勵境外生參加「Chat Corner語言交流」、
「國際文化萬花筒」，以及境外生接待家庭等
活動，可讓境外生更豐富、了解本校校園特
色。另外本次提到陸生實習、學生交流等問
題；戴萬欽回應，陸生在臺實習涉及層面較廣
且須與課程配搭，將會盡力爭取；也提到，可
再思考境外生與本地生交流方式。

文錙書法賽徵件海內外 增進國際能見度

學教中心21日辦TA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各項校內活動。體育活動組召集人體育長蕭淑
芬，規劃每月有精采的體育賽事，還有百萬大
健走等活動；公關文宣組召集人秘書長徐錠基
預計重新改版校級網頁，並且運用新媒體行銷
校慶活動；藝文活動組召集人文錙中心主任張
炳煌將邀請本校姊妹校提供美術品以舉辦國際
美術大展；校友活動組召集人為校服暨資發處
執行長彭春陽，將有豐富的校友活動。
會中，張校長指示再研議校慶主題標語，徐
錠基邀請大家集思廣益，提供有趣活潑的校慶
主題標語。

顧重光的油畫十二大柿圖是用新寫
實的畫法完成，筆觸細緻，充分描繪
了每顆柿子的精細部分，如同照相機
表現的銳利焦距一般，運用了長時間
的描寫，得到不易達到的效果，呈現
在觀者面前。現任亞洲藝術家聯盟台
灣委員會會長、臺灣美術院院士、中
華畫院西畫院長、本校駐校藝術家。

趣。他提醒TA們站在雙方立場著想，且TA社
群提供一個協調平台，讓大家討論評分標準、
教材製作以及教學議題等。最後，溫泯毅勉
勵教學助理，「除了要進步、提升和強化自己
外，也要讓教學有獨特性和不可取代性，期許
大家的熱誠能帶學生走更好的路。」
獲得特優教學助理的資管碩二蕭禹仲說：
「助教是學生的朋友，幫助他們在課業和生活
上解惑，能得到大家肯定，非常開心！」資工
碩一蔡伊玲說：「聽了學長的分享深有感觸，
也提供給我很多想法和未來的方向。」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2015正體漢字全球書法比賽」是向全球徵
件書法作品，分為寫字組及書法組，8千多件
作品經評選後，選出特優、優選、佳作及入選
等獎，於19日邀請副總統吳敦義在國父紀念館
舉行頒獎典禮，榮獲特優的國外參賽者皆專程
來臺參加典禮及受獎。這些獲獎作品將交由本
校書法研究室收藏，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本次
賽事策劃人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藉由本
次書法比賽，除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外，並建
立本校為正體漢字文化品牌代言人，增加藝術
文化傳統優勢，將持續努力，推動相關活動。
「2015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書法比賽」分為
書法賽和e筆會外賽，共有89名好手報名，經
過初賽後有59名進入決賽，最後選出書法前3
名、優選5名；e筆會外賽取1名及優選5名，於
13日，於13日在臺北校園舉行頒獎。獲得e筆
會外賽第一名的是本校中文系碩一莊棋誠，他
表示：「參加比賽可以和各好手交流，也讓我
了解自己的優、缺點，這次的作品想呈現的是
以較現代化的方式，凸顯文章中重點句子。」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李昱萱臺北校園報導】臺北校園今日
（28日）將舉辦「104學年度第1學期自衛消防
隊演練」，由自衛消防隊長暨成教部執行長
吳錦全指揮，本次演習分成通報班、滅火班
等6個班別依序輪流演練，每個班次均得在場
觀摩。自衛消防副隊長暨總務組組長潘文琴表
示：「希望各位同仁可以確實演練，若真發生
緊急危難時才能冷靜應變。」

臺灣山岳展23日開幕
看見山林生態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即起開辦「臺灣山岳之美－山林生態藝術特
展」，共有水墨、水彩、油畫、版畫、攝影等
90件多元作品。23日上午，校長張家宜、參展
藝術家、校內師長等逾50人一起共襄盛舉。張
校長致詞表示，本次作品透過藝術家之手，展
現臺灣豐富的地理環境變化，讓觀賞者能踏上
靈性的旅途，以陶冶性情及培養美學涵養。
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說明，本次展覽側重觀
眾的共鳴性，將臺灣山林生態融入不同型態藝
術作品。本次參展人之一、臺藝大書畫藝術學
系教授林進忠分享，作品同為環境表達卻有不
同的呈現，不論是忠於原貌或是蘊含個人感
受，都可見其豐富表現內容。觀展人秘書處專
員馮文星推薦，本次展品運用多元的媒材，呈
現多樣且豐富的臺灣山色，值得觀覽。本次展
期至105年1月25日止，歡迎全校師生欣賞。
另外，文錙藝術中心將於31日（週四）上午
10時1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為什麼你要拍紀
錄片？－（為什麼你不看紀錄片？）」講座，
特別邀請紀錄片導演吳靜怡來校主講，歡迎各
位踴躍參與聆聽。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