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締約美國韋恩州大

藝輝守謙系列作品

東元3餐飲品牌產學合作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劉家伶蘭陽校園
報導】本校將與東元集團攜手產學合作，由
研發處統籌協調。首波先與該集團餐飲事業群
旗下餐飲3品牌：安心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
堡）、樂雅樂、美樂食合作，推出「食品服務
業就業學分學程」和「觀光產業就業學分學
程」，讓本校學生能進入東元集團實習，以縮
短學用落差。研發長王伯昌表示，「感謝校長
張家宜促成，雙方洽談氣氛融洽，達成相互合
作意願的共識；此次先與該集團旗下餐飲公司
合作，未來將納入理工、外語相關科系，讓同
學能進入東元集團實習，將來有機會到國外發

展。預計下學期舉辦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為讓學生了解相關就業學分學程內容，安心
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堡）、樂雅樂、美樂食
合作來校舉辦說明會。企業管理學系於7日在
B713舉辦「食品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說明
會，由安心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堡）部長
郭弘志、樂雅樂部經理凃維玲、美樂食區經理
郭宥翔分享企業實習人才培訓、企業理念及經
營。本校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王伯昌、企管
系系主任楊立人等師長出席。楊立人首先介紹
就業學分學程須修習基礎理論、實務知能課程
及實習課程，亦須完成公司實習歷程，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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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案績優名單出爐

守護神-陳合成的水墨畫
陳合成的《守護神》是畫他的家鄉馬祖的

古樸石造建築民宅。自古以來馬祖的民間建
築屬於閩東建築的源流，渾厚的石造房屋在
陳合成的筆下更是筆筆生花、光影俱備，以
水墨素材將光影的閃動畫得如此精湛，實屬
難能可貴。陳合成曾留學美國密蘇里州芳邦
藝術學院碩士、中華畫院國畫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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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二)
12:00

物理系
S314

簡報一沙鷗創辦人林泰君
簡報，物裡學

1/12(二)
9:10

資圖系
L507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長呂春嬌
創意領導與圖書館創新服務

1/14(四)
10:10

資圖系
L522

臺北市中山女高校長秘書翁憲章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與學

1/14(四)
10:10

東協中心
T511

印度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黃蔚文
臺商在印度的機會與挑戰

1/14(四)
14:10

資圖系
L502

前巴西大學資訊科學學系教授
Prof. Shirley Carvalhedo
檔案學與數位典藏：南美洲的發
展與趨勢

1/18(一)
10:00

電機系
E787

武漢大學資訊學院院長胡瑞敏
多媒體大數據分析技術及安防監
控行業發展趨勢與應用

1/20(三)
10:30

歷史系
L522

Radboud University Professor 
o f  E c o n o m i c ,  S o c i a l  a n d 
Demographic    History Dr.Jan 
Kok
歷史人口學教材與教法:當代的
辯論與未來的願景

█淡水校園    █臺北校園    █蘭陽校園

　2016年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於5日在臺北校園開幕，僑務委員會僑生處處長廖靜芝（前
左五）與巴西、紐澳等國80位學生一起參與開幕活動。（圖／成教部提供）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專題
研究計畫案績優名單出爐。
　根據研發處統計，本次獲獎勵之績優教師共
72人，研究計畫案經費達500萬元以上包括水
環系教授虞國興、機電系教授葉豐輝等10人；
300-500萬包括機電系教授楊龍杰、教授蔡
慧駿等11人；100-300萬元有物理系教授林諭
男、化學系教授王三郎等37人；近5年累計金
額達250萬元有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等14人。
　研究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者，將於27日
舉行的歲末聯歡會中公開表揚，獎勵其研究績
優。關於本次績優名單請至淡江時報網站查
詢。（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由成人教育部
承辦2016年海外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於5日在
臺北校園揭開序幕，會中邀請到僑務委員會僑
生處處長廖靜芝出席，本校將帶領來自巴西、
巴拉圭、阿根廷及紐澳等國家的80名學員，展
開為期21天的探索臺灣之旅。華語中心主任周
湘華表示，這次行程還特地走訪師大僑生先修
部，讓學員觀摩臺灣僑生的上課情形，鼓勵他
們來臺就學；此外，為了讓華裔青年在臺期間
了解社會文化及產業認識，更特別增設參訪中
部科學園區，讓學員對臺灣科技產業有更一步
的了解。
　此次環島行程從臺北出發，遊覽台北101、

總統府、花東等知名景點，欣賞全臺名勝古蹟
和自然景觀。此外，觀摩團也安排華語課程及
文化體驗活動，例如參觀糕餅製程、體驗傳統
婚嫁，讓學員了解在地風俗民情。

12日歡送退休同仁 歲末聯歡27日將現復古風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為
歡送退休同仁，將於12日下午1時30分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104學年度第1學期榮退同仁
歡送茶會」。會中將致贈紀念品，感謝他們長
久以來對本校之貢獻，亦邀請退休同仁與與會
來賓分享在淡江時的難忘回憶。人資處歡迎全
校教職員生能蒞臨現場，祝福他們未來生活。
　本次榮退教職員共有23位，有中國文學學系
教授何金蘭、副教授倪台瑛、資訊與圖書館學
系教授黃鴻珠、數學學系教授鄭惟厚、土木
工程學系教授祝錫智、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施國肱、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張
裕祺、管理科學學系教授歐陽良裕、英文學系
副教授王藹玲、德國語文學系教授賴麗琇、歐
洲研究所教授鄒忠科、出版中心專員林愛媛、
進修教育中心編纂趙麗瓊、課務組編纂蘇許秀
凰、組員游秀玉、事務整備組工友李程淑貞、
工友白玉珠、工友周月女、節能與空間組技工
蔡美郎、總務組技工李天惠、駐衛警察沈永
和、預算組專員陳旻娜，以及學習與教學中心
編纂羅淑華。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104年度歲末

　本校教職員押花造型設計
班應邀至中山堂參與「花顯
臺灣－臺灣風情押花展」展
出，展期自即日起至3月6
日。本次展出由押花班指導
老師楊靜宜領銜，帶領5位學
員共展出6件作品。楊靜宜表
示，「學員們為了此次參展
皆投入相當多心力。也希望
前來看展的人們，都能藉由
一件件押花作品，看見臺灣
之美。」以平溪天燈為主題
參展的機電系教授李宗翰說：「投入押花學習近4年，過去從未想過自己能跟藝術有所關聯，這
次能在國家級展場展出，感到十分榮幸。」（文／蔡晉宇、圖／押花造型設計班提供）

　【本報訊】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學術副校長Dr.Margaret Winters、
工程學院院長Dr. Farshad Fotouhi等4人，特於
27日蒞校與本校簽訂姊妹校，將成為本校第
186所姊妹校，雙方將洽談雙聯學制等學術交
流合作事項。
　韋恩州立大學創校於1868年，位於美國汽車
製造業中心的底特律市，成立至今有工商、教
育、工程、醫學等13個學院、超過380個專業
學術課程，學生人數達27000名以上，是美國
最大的公立大學之一，同時該校工程學院排名
全美前100名，在學術界享有口碑。
　由於每年度的研究基金超過2億美金，被美
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評為美國國內前50強的研究
型公立大學。

27日簽訂姊妹校

　【本報訊】農曆春節氣息將近，為讓本校
境外生感受春節氣息，境外生輔導組將於14
日晚間，舉辦「104學年度境外生春節師生
聯誼餐會」，邀請近3百位師生齊聚一堂，
感受濃濃過節氣氛，本次還安排精彩的表
演，敬請拭目以待。

境外生14日新春聯誼餐會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將於18日起至4月期間，進行3樓封閉整修工
程，預計重新調整空間，以提供師生更多元、
彈性的學習空間。原有圖書館3樓的參考書調
閱、館際合作取件、歸還，以及參考諮詢等
服務，暫時調至U203，電腦設備、影印機及
閱覽座位則暫停使用。參考服務組組長張素
蓉說：「未來3樓將在現有服務上增加更多服
務，並有更多共享空間，請同學期待。」

圖書館3樓全面裝修

員福會展才藝 女聯會運動班動感落幕

押花班受邀中山堂展出

國中生動手玩生活化學
　本校行動化學車巡迴全臺舉辦系列科普教育活動，於今年首站來到宜蘭舉辦「化學遊樂
趣」，4日來到內城國中小、5日抵達三星國中。現場透過特殊裝置示範小規模的塵爆，講
解「粉塵爆炸」的原因，並指導學生動手玩化學，包括運用交聯反應的「彈力球變身史萊
姆」，透過半透膜原理的「七彩夜市撈蝌蚪」，以及利用滲透作用以及金屬鹽類反應的「海
底花園」，教導學生正確且生活化的化學知識。本次活動受宜蘭縣教育處邀請到縣內偏遠地
區，介紹國內化學產業現況及本校研究成果，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引發學生從事科學研究的
興趣，希望彌補城鄉化學的教育落差。行動化學車將於25日繼續開往五結國中、26日則會到
員山國中服務，帶領學生觀察及探索周遭環境的化學變化。化學下鄉活動計畫聯絡人高憲章
博士表示，「今年化學車持續巡迴全臺偏鄉，不僅推廣化學樂趣，也將服務更多孩子。在本
月底，我們也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的邀請，將到一甲國中、那瑪夏國中講故事、做表演，帶
學生一同作實驗、玩化學。」（文／姜智越、圖／高憲章提供）

啟事：989期刊出「華航高層蒞校說明民航學程」一文中，分享個人外派經驗者，
應為中華航空人力資源處副總經理鍾明志，特此說明。

　【本報訊】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5年海報
展，以「鳳凰展翼再現：淡江大學圖書館空間改造計畫」為題獲得票選
第一名，這是本校繼2010年後蟬聯票選第一。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說
明，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每年舉辦各類型圖書館海報展，大專校院類圖
書館每5年輪辦一次，2010年是以「QCC Makes Difference: More creative, 
More satisfactory」為主題，此次是以空間改造計畫為主軸，呈現圖書館配
合跨領域研究與學習新趨勢，介紹整體規劃和階段施工所提供的空間與
服務，現場搭配平板電腦展示新空間的運用，讓大家看到圖書館強化空
間改造與創新服務環環相扣的緊密關係。
　石秋霞表示：「參展可與各大專校院分享本校的經營理念與績效外，
也藉此觀摩他館的成果，深深感受圖書資訊界隨時因應時代的『變』，
積極推出許多令人驚豔的創新構想，提供讀者便利服務。」

圖書館空間改造獲票選第一

　女教職員聯誼會
於7日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4樓排球場
為本學期「舞動生
活‧感動人生」活
動進行最後一堂綜
合課程，並舉辦閉
幕式。42人在熱力
舞動後，即為閉幕
式，由女聯會理事
長蕭淑芬頒發全勤
獎13位和體脂下降

前20名獎，蕭淑芬除了肯定全勤表現外，致詞表示，「我們要保持運動的習慣，將健康及快樂
留在自己身上。」文學院秘書江夙冠表示，「運動後整個人神清氣爽，不僅提升了工作效率，
也讓自己的身心狀況保持在最佳狀態。」（文／林妍君、攝影／陸瑩）

女聯會舞動班熱力閉幕

聯歡會將於27日下午1時30分在淡水校園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本次節目主題及活動內容將由
圖書館策劃，圖書館表示，本次將以復古風呈
現，請拭目以待。此外，會中將公布第十屆淡
江品質獎得主，亦將頒發103學年度教師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者績優獎、教師
評鑑傑出獎、教學特優教師獎、104年度服務
屆滿45年資深職工服務獎、104年度服務屆滿
40年資深職工服務獎及103學年度優良助教及
優良職工獎。
　還有眾所期待的摸彩活動，另備有多項好

禮，千萬不要錯過。

得學分學程資格。郭弘志於現場分享人才培育
計畫及海外發展，他說：「實習能讓同學提早
進入職場，也享有保障薪水的福利，同學畢業
後更能直接取得儲備幹部資格。」凃維玲和郭
宥翔則是經驗分享職前規劃，期許同學能將在
校所學的成果，具體展現出來。企管四李聖中
說：「更了解企業內部經營，學程介紹希望能
再詳細清楚。」食品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目前
積極籌備中，將於105學年度開始實施。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於5日舉辦「觀光產業就
業學分學程」說明會。觀光系與東元餐飲集團

推展此學程，以提升學生觀光產業實務知識、
專業技能，以及加強實體操作的經驗及就業
力。本學程總計24學分，從11日起開放報名，
學生須先完成觀光系畢業門檻400小時的「觀
光產業實習」才能提出申請，預計由東元餐飲
集團進行面試，分派學生實習一學期。而取得
此學程資格者，經由東元餐飲集團面試後，可
成為儲備幹部。
　外語學院目前則積極研擬，與該集團合作之
就業學分學程合作內容，預計於105學年度開
始實施。

成教部領海外華裔青年環島
化學車續航

　103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案績優人數。（資
料提供／研發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本校圖書館參加海報展，以平板向與會者說明
空間改造與創新。（圖／圖書館提供）

500萬元以上 10人

300-500萬元11人

100-300萬元 37人

近5年累計金
額達250萬元

14人

宜蘭、高雄

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