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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曉》是蕭仁徵的水墨綜合媒材的抽
象風格作品，運用宣紙材質加上色彩渲染
效果，成為層疊的厚重感，表現春天散發
的新鮮氣息。蕭仁徵是抽象水墨畫的前輩
大師，曾參加很多重要國際級大展，如法
國巴黎、巴西聖保羅雙年展、西班牙伊比
薩雙年展等。現任新東方現代畫會會長。

藝輝守謙系列作品

開學迎新始業式 境外生相見歡

教學
卓越

上月15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104年度第2學期
大陸研修生始業座談會」，本學期有來自中國
大陸16所學校，共181位研修生來本校就讀，
會中安排各系助理、師長與學生互動交流，且
有8位在校生擔任學伴，提供研修生在生活與
課業上的協助。成教部執行長吳錦全、榆林學
院圖書館副館長張建娥、東莞理工學院副教
授黃旭其等師長與會，與160位研修生一起討
論。張建娥和黃旭其均感謝有此合作機會，希
望研修生們能在淡江好好學習。
吳錦全致詞：「非常歡迎同學來校就讀，希
望大家在就學期間，除了注意自身安全及健康
外，還有部份課程因設定為一學年，學習銜接
及修課規定需要留意。」他鼓勵學生利用4月
教學觀摩週，踏訪臺灣，若有疑問則可尋求學
伴及師長協助，期許大家求學順利。
大傳一伍梓盈說，「座談會讓我更加了解本
科系的教學方向及內容，也能更快速地融入校
園生活，利用大傳系課程的學習資源，來提升
自我能力，也會利用課餘時間遊歷臺灣。」

新浪潮畫展II開幕 感受創作新活力

文錙藝術中心舉辦的「2016新浪潮繪畫展II」邀請多位80後年輕藝術家參展，於上月25日來
校開幕並合影留念。（攝影／盧一彎）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舉辦的「2016新浪潮繪畫展Ⅱ」於上月25日在
文錙展覽廳開幕，這是由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
光教授策展，與23位80後的年輕藝術家展出大
膽創新內涵的作品，本校行政副校長胡宜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講師陶文岳、文錙藝
術中心主任張炳煌、駐校藝術家李奇茂等人出
席與會，現場近40人一起交流創意發揮。
胡宜仁恭賀展覽順利外，且希望文錙藝術中
心的展出陶冶本校教職員工生的身心靈。李奇

茂表示，本次作品是以年輕創作者為主，透過
他們的作品展現跨世代對話意涵。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何堯智代表所有參展
人，感謝本校提供文錙中心場地，並鼓勵和支
持年輕創作者。張炳煌指出，文錙中心成立超
過15年且與臺灣美術發展息息相關，本校雖無
美術科系，但持續有藝術大師講座、展覽等課
程，歡迎全校師生多到文錙中心親近藝術。
本展展期至23日止，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前
往觀賞，感受年輕藝術家活躍的藝術創作。

會」，於上月20日在總統府前南廣場盛大舉
行，由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文化
部藝術發展司司長梁永斐，各界
代表等14人擔任開筆官，齊聚一
堂，揮毫「天賜平安長歡樂、春
來猴勁振書風」，接著交由14位
全國學生書法比賽優勝者擔任書
傳生，振筆寫下「羊毫已寫名書
作，猴動更添景氣豐」，象徵書
法傳承。張炳煌說明，開筆活動
是源自清代封筆之制，當時的開
筆儀式是祈祝國泰民安，他說：
「開筆大會已延續24年，是書法

上月21日，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左一）前往高雄，主
持永安天文宮與中華民國書學會合辦的「46屆全國書法比
賽」。該活動邀請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右二）、高雄市市長
陳菊（右一），參與傳藝活動，當天現場張炳煌揮毫寫「平
安」，期許國家安穩順遂，蔡英文落款在旁。（文／陳照
宇、圖／文錙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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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本校課程所助理教授張月霞主持
特優教師課程觀課交流
資管系碩生黃偉倫、電機系博生溫
泯毅
103-2特優教學助理教學經驗分享
資圖系碩生唐雅雯、會計系碩生江
宜珊
103-2特優教學助理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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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3/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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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餐會中，大家交流校園生活
心得並自拍留念。（攝影／閩家瑋）

3/4(五)
9:00

動手動腦玩數學日吸引高中生
上月21日，數學系首度舉辦「淡江大學數學
日」，由系上多位教師帶領45位熱愛數學的高
中生，在騮先紀念科學館進行「科普演講」、
「動手動腦玩數學」及「模擬面試」3活動。
科普演講由吳漢銘副教授以「統計科普以及
大數據的發展前景」為題，闡述當代電腦科
學的發展潮流，而數據分析的重要性也將日漸
升高，並讓高中生了解修讀數學系的前景及優
勢。潘志實副教授以「黃金比例數學科普」為
題，介紹數學與藝術的連結，讓同學了解學數
學也可以學藝術美感，黃金比例和自然界中許
多現象相符，使同學體會自然界中的奧秘。
數學系系學會的成員除了導覽校園外，還帶
領高中生們「動手動腦玩數學」，透過桌遊遊
戲，如「釣魚」的紙牌遊戲，考驗同學們記憶
力，並熟悉相關的專業性數學用語。
在模擬面試上，楊定揮教授、黃逸輝副教授
則個別傳授面試技巧，讓高中生可在申請大學
甄試中累積經驗。
這次的活動，受到學生們熱烈迴響。在意見
回饋上，均認為科普演講及整體活動安排非常
有趣，尤其是「黃金比例數學科普」的演講內
容相當吸引人，另有學生建議，希望往後能繼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林建甫
世界經濟趨勢與臺灣的機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
財金系B712 長蘇郁卿
金融市場概論
航太系
E787
預算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預算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大陸所
T701
亞洲所
覺生國際會
議廳
國際青年交
流團
Q409

華航航機簽派部經理蔡協良
航機簽派與實務介紹
本校財務處專員張佳珍
105學年度預算編列說明會-教學單位
本校財務處專員張佳珍
105學年度預算編列說明會-教學單位
Portwell 瑞傳科技專案經理黃聖嘉
外派印度工作經驗分享
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開幕
「21世紀東亞安全保障與危機管
理」台日學術研討會
不要鬧工作室製作人Johnny國青不
要鬧了！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三)
19:00

教政所
D403

演講人/講題
臺北市立大學教務長丁一顧
教學觀察與會談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三)
8:10

資創系
CL323

演講人/講題
資策會專案經理馬炘沂
IT專案經理做什麼？

工程法律中心談變更設計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工程法
律研究發展中心邀請英國註冊建造師
（MCIOB,UK）與仲裁人（MMIArb）澳洲科
廷大學教授張協儀，來校擔任2週訪問學者，
並於上月24日的「從法律與專案管理觀點看變
更設計」的講座中，說明從工程專案管理與法
律觀點探討變更設計工程爭議之處理，期能
提升工程人員之法律觀點與對工程專案管理
之認識。張協儀現職為澳洲科廷大學高級講
師、註冊建造師、仲裁人外，曾擔任馬來西亞
和澳洲多項建築工程和合同項目與專案之顧
問、發表76篇專業學術刊物，含40篇學術文章
（Thomson ISI-SCI/SCIE and Scopus）等。
續舉辦類似活動及講座。（文／姜智越、圖／
數學系提供）

大學無邊界學習生態計畫 本校獲肯定

【本報訊】本校獲教育部「105年度大學學
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
核定計畫金額91萬元。這次的「B類：無邊界
大學推動計畫」申請上，共有40所大專校院爭

3/4(五)
19:00

演講人/講題

經濟系
B713

取，經審查後本校為獲補助之15校之一，與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為獲選私校。在此計畫
中，本校以「人文與科普教育在新北－讓國際
看見」為主題，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擔任計畫
主持人、研發長王伯昌、文學院院長林信成，
以及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擔任共同主持人，以
淡水地區為核心組成執行團隊，透過本校創新
課程結合當地資源，除了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發
揮師生創意外，並作為淡水區發展之基礎。

菁英再造營 增能招生力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招生組於
上月20日舉辦「菁英再造-招生宣導培訓營」
中，40位參與者與通核中心講師黃文智一起認
識本校的歷史發展，與台北神經行銷研究室執
行顧問蔡益彬討論神經行銷的方法，跟著招生
組專員陸寶珠行銷淡江。
招生組舉辦這次培訓活動，主要是讓招生協
助員增加對本校的認識外，進而強化本校各項
招生活動能力。熱活招生志工隊的財金一張吉
順說：「這次課程很有收穫，就像講師們提到
的，要先了解高中生的需求，才能提供確切的
解答，更能幫助本校的招生活動。」

女聯會健康動一動 身體猴靈活

丙申新春開筆大會，於上月20日在凱達格
蘭大道前舉行。（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界的重要活動，筆下所書內容是對藝文界未來
的期許。而文錙中心的參與，代表本校重視傳
統藝術傳承，推廣書法活動不遺餘力。」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想記錄淡江校園生活點滴嗎？教學卓越計畫辦公
室舉辦「卓。越；琢。躍」微電影競賽活動，只要透過鏡頭講述在本校學習歷
程，展現課程專業實務、教師諄諄教誨、學生社團、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6
大主題，影片長度以6至8分鐘為限，作品可以劇情片、紀錄片、動畫、MV等手
法呈現，只要是本校在學學生均能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參加，獎金最高有2萬元。
即日起至4月29日開放報名，活動報名表及活動辦法，可至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
流通櫃台左側「教學卓越展示區」索取；或至教學卓越計畫網頁下載。（網址：
http://excellent.tku.edu.tw/ExcDld.aspx）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
導】女教職員聯誼會於上月
25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
排球場舉辦「舞動生活‧感
動人生」開幕式，共有46位
學員參與。開始前由體育教
師郭馥滋帶領全場齊做有氧
律動，大家一起動一動，以
訓練學員們的核心肌群。
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鼓勵
大家：「這次來的都是熟悉
面孔，不用在意最後結果，
能持續出席不放棄運動，才
是最重要的事。」
本學期女聯會舞動生活運動班，於上月25日在紹謨體育館中開
本學期13週運動班課程將
幕，共有46人一起動一動。（攝影／閩家瑋）
將由郭馥滋、黃子榮、趙曉
課程，參與活動的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表示：
雯，以及李俞麟共4位體育教師為大家進行每
「早上4堂課後感到身體疲累，一經這樣的運
週的「活力燃脂體適能」、「愛派對巨星有
動後，能讓我更有力氣進行下午的工作。」
氧」、「墊上核心運動」、「健走運動趣」等

友善校園遞關懷

翰林橋新設無障礙坡道
節能與空間組於寒假時，在鄰近大學城的翰林
橋旁設置無障礙坡道。經過植栽復地後，現已正
式啟用，節能組組長姜宜山表示：「曾有身障
生提出翰林橋階梯不易行走、具危險性，經過討
論、規劃後，即著手進行無障礙坡道的興建，以
提供同學更友善的校園空間。」
圖中人為視障資源中心組員邱存能，他在體驗
後分享，新落成的無障礙坡道能夠提升在淡江周
邊的便利性，之前須繞一圈才能進到校園，現在
方便很多。（文／李昱萱、攝影／姜智越）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蘭陽

淡水校園

從鏡頭看教學卓越 微電影賽獎2萬

張炳煌為準總統揮毫平安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丙申新春開筆 猴勁增添景氣豐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民國
書學會主辦、本校協辦的「丙申新春開筆大

演講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大陸16校研修生來校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根據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統計，本校境外學位生及境外交換
生近2000人。境輔組於上月24日中午，在驚聲
大樓10樓舉辦境外生迎新餐會，現場享用蘿蔔
糕、鍋貼、貢丸湯等臺灣知名餐點，大家彼此
交流校園生活和選課心得外，紛紛拿起相機自
拍，氣氛十分熱鬧。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代表本校歡迎境外
生，並介紹本校各學院特色，他表示，每年來
校的境外生人數漸增，可藉由聯誼機會交流情
誼，戴萬欽、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及各院教師，
與約90位境外生一起同歡。境輔組組長趙玉華
提醒，境外生可善用驚聲大樓10樓場地，如課
業討論、社團交流等。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的交
換生中文系張芮齊說：「會來淡江主要是想進
修廣播電視等相關傳媒課程，除課業學習外，
打算利用課餘時間到臺灣各地旅行。」
成教部舉辦大陸研修生始業座談會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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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