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委員會校友建議增進產學合作
　【記者曹雅涵、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104
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於上月29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教
務長鄭東文主持，除業務單位進行工作報告
外，並討論科目異動、增設就業學分學程等27
項提案。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表示，未來擬降低畢業學
分數及開課學分數；雖減少學分數，但在專業
課程內容要加深加廣，以強化課程品質，鼓勵
各院所系應視產業趨勢和社會需求，提出在職
場對學生有幫助的課程。校友代表是台北市校
友會前理事長陳兆伸建議母校，應加強培育兩
岸外交、經貿人才；業界代表匯豐商業銀行總
經理暨臺灣區總裁李鐘培建議，母校應提升國
際競爭排名及增進產學合作的重要性。
教務會議將提前畢業排名放寬為10%內
　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於6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教務
長鄭東文主持。會中，各所系提案將與姊妹校
進行的合作案：電機系擬與昆士蘭大學簽訂雙
聯學制、航太系擬與美國UCF大學簽訂3+2雙
聯學制、商管學院與昆士蘭理工大學簽訂碩士
1+1雙聯學制、日本政經研究所擬與日本同志
社大學簽訂雙聯學制等。
　105學年度起，本校將增設5個學分學程，其
中是數學系、資工系、統計系、資管系將共設
資料科學學分學程；全發院設文化觀光學分學
程；化材系設高分子材料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企管系設餐飲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教科系設
碩士班數位學習就業學分學程。
　本次會議通過本校學則之提前畢業修正案，
凡大學部學生應修必選修學分全部修滿、每學
期成績平均80分以上、操行80分以上，且排名
為該系該年級該班學生數前之百分之十以內，
即可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4位應屆
畢業外籍生榮獲教育部和外交部之「104學年
度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畢（結）業生傑
出表現獎」，國企四何希瑞獲智育類、國企四
沙路易得綜合類、航太四芮卡拉獲服務類，以
及水環四藍希得到體育類，已於6日接受公開
表揚。
　來自薩爾瓦多的何希瑞在校成績優異，連續
3年每學期成績全系第一因而獲推薦，他也曾
於去年11月協助本校申請霍特獎參賽資格。何
希瑞感謝學校的支持，「第一時間獲知得獎消
息，心裡感到非常高興，回想以往學習的心路
歷程，這一切的努力都值得了！」
　同樣也是薩爾瓦多籍的沙路易擔任外籍同學
聯誼會會長，並積極參與志工服務，他表示，
這次得獎完全出乎意料，在參與志工服務過程
中感受幫助別人的快樂，還能增進與臺灣學生
的互動，鼓勵大家應多參與社團活動，累積人
脈關係。
　聖多美普林西比籍的芮卡拉是該國在臺學生
會副會長，協助該國學生適應在臺生活。獲知
得獎消息後她感動地分享，雖然航太系的課業
繁重，但從未想過放棄服務他人的工作，因為
在幫助他人的同時，自己也獲益良多。
　索羅門籍的藍希從小熱愛足球，曾為本校奪
下大專盃足球賽第二名，對於得獎他感到與有
榮焉，他感謝球隊教練黃子榮的教導，一起為
球隊為校爭取榮譽。藍希目前朝世足賽的夢想
邁進，希望能成為足球場上的頂尖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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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7(二)
12:00

教發組
E238

本校教心所副教授李麗君
教 學 研 究 系 列 研 習 Ⅲ : 統 計 軟 體
SPSS輕鬆上手

5/17(二)
14:10

教科系
L105

天地多媒體公司行銷企劃林子揚
企業導師請益-剪接技巧與經驗分享

5/17(二)
19:00

建築系
G508

本校建築系退休教授何德仁
平板儀之地形測繪與運用

5/18(三)
10:00

德文系
FL411

文藻外語大學德文系助理教授薩百
齡、Ingo Tamm
德語戲劇教學工作坊

5/18(三)
14:10

航太系
E811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部門風電技術中
心工程師林章生
風機動態系統監控簡介

5/19(四)
13:00

企管系
B505

劇場戲劇編導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兼任講師林乃文
企業導師請益-傳統藝術工作的面
貌與職涯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6(一)
8:10

保險系
B603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處經理朱宏彬
人壽保險保單規劃實務

5/16(一)
13:10

國際學院
T310

前駐日代表副徐瑞湖
從日本政經角度準備外交官考試

5/16(一)
13:10

化材系
E820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系助理教授羅世強
利用官能性導電高分子製備多功能生
物電極材料

5/16(一)
14:10

產經系
B511

台灣高鐵董事長劉維琪
台灣高鐵的財務再造

5/1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副教授陳秀慧
A Hybrid Ring-Opening Metathesis 
Polymerization Catalyst Based on 
Artificial Metalloenzyme

5/16(一)
15:10

國際學院
B302a

立法委員邱志偉
從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談立法院的國
會外交

5/16(一)
16:10

通核中心
N203

幸福果食創辦人楊宜菁
稻田裡的餐桌計劃─幸福果食

5/17(二)
10:00

保險系
L401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行政管理部經理
李贊榮
健康保險核保實務

5/17(二)
10:00

國企系
B312

金融研訓院講師周家卉
外匯市場介紹

5/17(二)
10:10

資圖系
L30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系統資訊科助
理輔導員劉彥愷
電子書服務的選擇

5/17(二)
14:10

經濟系
B713

兆豐證券董事長劉大貝
兩岸證券市場合作的現況與展望

5/17(二)
14:10

資圖系
L30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系統資訊科助
理輔導員劉彥愷
電子書服務的選擇

5/17(二)
14:10

文學院
FL411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陳宜武
從我的跨學科旅程談英文系教育

5/17(二)
15:00

保險系
B505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總經理
梁正德
我國保險業國際化之前景

5/17(二)
15:10

土木系
G315

臺北市捷運局工程師王莉瑛
女性工程師眼中的土木工程

5/17(二)
19:00

學生會
Q306

主持人屠潔
迷路旅行的生活態度

5/18(三)
14:00

電機系
E828

摩豆創意科技執行長郭柳宗
從Softbank,鴻海到和碩談各種工作
職系面面觀

5/18(三)
14:10

參考組
U403

本校非書資料組研究助理許秀媛
如何蒐集歐洲相關數據？

5/18(三)
15:00

資圖系
L201

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唐
山書店總經理陳隆昊
編輯與書店的選書─以獨立書店經營為例

5/18(三)
15:00

保險系
B609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法人事業部
總經理林宜頡
全球個人投資理財趨勢

5/19(四)
12:10

工學院
E819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
授李大嵩
從3G到5G：談行動通訊與信號處
理的協作

5/19(四)
12:10

校務中心
I201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專案經理蕭培元
新媒體輿情與社群行為探勘

5/19(四)
14:00

資圖系
L522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圖書資訊學院教授曾蕾
圖書館領域的使用者體驗設計方法概覽

5/19(四)
14:00

參考組
E314

飛資得知識服務公司業務經理張克群
書目管理沒那麼難：Refworks介紹

5/1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余清祥
死亡壓縮的測量與實證研究

5/19(四)
15:00

資工系
E819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林靖茹
動態網路式多天線系統設計

5/19(四)
15:00

參考組
U403

本校圖書館組員鄭琚媛
ORCID你的學術履歷

5/19(四)
16:10

大陸所
T710

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顏宗海
食安風暴與重金屬汙染

5/20(五)
15:00

會計系
B713

紘通公司財務副總經理張文政
飛向雲端的聚寶盆- 物聯網

張五岳、趙春山
獲一等大陸工作專業獎章

資訊週18日登場

為兩岸發展獻策受肯定！本校大陸所所長張
五岳（右一）、教授趙春山（左二）於11日
獲頒陸委會「一等大陸工作專業獎章」。

遼寧大學黨委書記周浩波一行5人來校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10日，遼寧大
學黨委書記周浩波、教務處處長夏立新、廣播
影視學院院長庚鍾銀、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程麗紅、統戰部兼港澳台辦公室主任佟岩5人
來校訪問，雙方在學制及傳播教育上進行意見
交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介紹本校與大陸
姊妹校交流情形。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兩校建校年代相近，
且均有3萬師生和傳播相關科系，本校秉持國
際化、資訊化，以及未來化之三化教育理念，

透過本次交流期待有更進一步的密切合作。周
浩波對本校大傳系之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等
實習媒體印象深刻，認為可培養學生探索興趣
和實作經驗。周浩波提到，因與淡大有許多相
似之處，參訪時多了親切感，希望遼大也能營
造像覺生紀念圖書館等優質的學習環境。
日本5姊妹校副校長於11日來訪
　【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本5所
姊妹校於11日相偕來校訪問，法政大學副校長
福田好朗、亞細亞大學副校長大島正克、青山
學院大學副校長押村高、明治大學副校長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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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陸高校絡繹來訪促交流

海博館慶518博館日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近日，淡水校
園中發生多起失竊案，因本校是開放式校園，
經常會有附近民眾進入校園內散步、運動，難
免會有動機不良之人士進入校園中。安全組組
長曾瑞光提醒，應隨時提高警覺，並留意自
身的隨身物品，即使短暫離開也請將貴重物品
帶在身上，或委託朋友看管，勿將物品留在原
地。若撿到遺失物請送至教官室。

小心財物防失竊

創新創業賽20隊拚冠

王伯昌玩化學
二版

本校行動化學車自2011年啟用至今，在全國
各地中小學深耕科普教育，讓學生在生活中
學化學，快看王伯昌是如何推動生活化學。

本校4位外籍生
獲臺華傑出獎

野耕作、龍谷大學副校長池田勉了解本校國際
化發展，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國際長李佩華等人參與。張校長表示，希
望能增加交換生等學術合作以促進臺日交流。
　4位副校長皆肯定本校國際化成果，雙方在
國際化成效上交換意見，均希望能有進一步合
作的機會。福田好朗感激在臺北校園D321成
立的臺灣事務所，為雙方帶來交流助益；大島
正克提及該校學生於921地震時來臺擔任志工
經驗；大六野耕作希望能加強交換生合作；二
次來訪的押村高讚許本校的大三出國學制。
日本私立大學協會事務局長於9日來校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9日，日本私
立大學協會事務局長小出秀文、日本臺灣教育
中心日本辦公室主任郭艷娜等3人來校參訪座
談，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說明本
校簽訂海內外姊妹校、雙學位合作等推動國際
化的成效。戴萬欽表示，本校與該協會交流已
久，很高興能接待小出秀文等人。
　小出秀文深感淡大是友善開放的校園，他分
享，從淡水校園的宮燈教室、覺生紀念圖書館
中看到淡大重視文化傳承和資訊化教育，對校
外小朋友能在紹謨紀念游泳館中運動，感受到
與社區友善的互動。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7(二)
19:30

EMBA辦公室 
D324

異言堂廣告策略長劉維融
白 板 畫 畫 ， 圖 像 思 考 ! 一 個 b i g 
idea~PPT兩三頁~搞定傳播創意
八九成!

5/18(三)
15:00

戰略所
D302

中共研究雜誌社理事長許勝泰
中共的國安體系與運作

5/21(六)
9:00

保險系
D403

三軍總醫院附設護理之家主任江雅芬
護理之家的經營管理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13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部「105年度大
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無邊界大學推動計
畫」說明會，本校以「人文與科普教育在新北
─讓國際看見」為題，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研發長王伯昌及資圖系系主任王美玉簡報
計畫內容，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一二級單位主管、瓜地
馬拉駐華大使亞谷華、宏都拉斯駐華
大使達比亞與淡水區屯山里里長李永
清等近50人出席。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無邊界大學一
直是本校努力的方向，這次能結合人
文、科普，並利用外語將在地文化傳
播出去，是跨領域的新嘗試，謝謝教
育部對本計畫的支持。王伯昌介紹行
動化學車深耕當地之情形。陳小雀提

到本計畫期望能「結合在地、回饋社會，將淡
水文化以6種語言為媒介傳播到世界。」王美
玉分享文學院與屯山社區合作拍攝的意義及過
程。會中，播放「石滬」及「德安居」成果影
片，並由張校長致贈感謝狀予李永清，感謝屯
山里的支持。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10日，台北電
影節公布2016年「台北電影獎」入選名單，資
圖系校友、導演黃銘正執導的電影《傻瓜向錢
衝》入圍劇情長片類；大傳系校友、導演蘇弘
恩的《靈山》入圍紀錄片類。兩人在302件作
品中脫穎而出，有望成為百萬獎金得主，頒獎
典禮將於7月16日舉行。黃銘正說：「整部電
影以非常流暢的節奏呈現在觀眾眼前，不僅貼
近生活，更是勵志故事。盼透過演員精湛的演
技，帶給觀眾無限的歡笑。」
　12日，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頒獎
典禮中，華人紀錄片獎由《靈山》奪得評審團
特別獎。蘇弘恩說：「作品是為原住民發聲，
期待給予觀眾不同的視角、不刻意修飾的影像
及呈現最平實的畫面。」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8日（週三）
將帶你認識本校資工系、資圖系、資傳系、電
機系、資管系、教科系、資創系7系特色，將
在學生活動中心推出專題展覽，有雲端智慧借
書查詢與推薦系統、淡江i美食、遠端無線西
洋棋等62種不同主題，讓你一次了解物聯網、
大數據分析等資訊與商務管理應用的發展趨
勢；現場有程曦資訊、叡揚資訊、艾維科技、
鈦思科技，以及五百戶科技等廠商一起參展，
可以看到更多新奇的產品。
　上午9時30分的開幕式中，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將出席
鼓勵學生從事資訊應用研究。這次展內有28組
將角逐冠軍，現場有校外委員到校評審，凡活
動當天到場為喜歡的專題填答投票，就有機會
抽中獎品，趕快到現場為他們打氣。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2016創新創
業競賽暨頒獎典禮」將於19日（週四）10時起
在Q409進行決賽，64隊經激烈初賽後，共有
20隊伍角逐冠軍及獎金3萬元。本次進入決賽
隊伍的創業主題豐富，如戶外型屋頂式吸塵
器、感應貼紙與尋物APP設計、易起GO物小
助手、二手智慧型手機安全認證交易平臺、缺
陷型光觸媒奈米纖維等。產學合作組經理王寒
柏表示，本次賽事不同以往，除了須由師生一
同報名外，工學院首次參加有4組進入決賽，
活動當天各組上臺進行簡報詢答後，下午將選
出冠軍。歡迎大家於當天踴躍觀賽。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海事博物
館因應「518國際博物館日」，將於21日舉辦
慶祝活動。活動有學齡前兒童的親子彩繪、國
小學童的紙船DIY，國中以上居民可參加水手
體驗，現場可著水手服和認識船長工作。海博
館專員黃維綱表示：「透過本活動可讓淡水區
各年齡層居民有不同體驗，希望他們能在博物
館日認識、欣賞博物館的特色，歡迎大家一同
來參與。」報名於16日（週一）開始，請至海
博館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finearts.tku.
edu.tw/page3/news.php?class=104）。

校園無線等你來測試
　【本報訊】為提升校園無線
網路環境的使用品質，資訊處
網路管理組徵求校園無線網路測
試人員，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均
可參加。即日起，參加者自備
Android 4.0.3以上的行動載具設備且下載指定
APP後，即加入測試行列；測試員隨時可在校
園內各區域執行該APP，其資料將回傳至資料
庫中。測試期滿，網管組將抽獎贈送，歡迎
大家踴躍參加。

　沙路易 何希瑞 藍希

芮卡拉

　上週，覺生紀念圖書館二樓閱活區很「法蘭西」，在
「法蘭西印象」講座活動中，近120人次到場聆聽法國的
繪本、時尚、飲食、音樂等生活文化內容，圖書館館長
宋雪芳表示，「希望藉由活動，讓同學們對法國文化層
面有更深入的認識。」（文、攝影／蔡晉宇）

5月歐洲講座亮眼登場

體驗法蘭西風貌

　日本私立大學協會事務局
長小出秀文（右五）於9日
來校。（攝影／陳柏儒）

　本校日本姊妹校副校長於
11日組團來校參訪。（攝影
／鍾子揚） 遼寧大學黨委書記周浩波（右）

10日來訪。（攝影／蔡晉宇）

校外學術賽補助即起申請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師生參
與校外學術競賽，即日起至31日止受理「師生
參加校外學術競賽補助獎勵」申請；補助金依
國際性或全國性的競賽級別給予獎勵，在國際
性參賽方面，補助金每人2,000元；在專業學
術競賽獎勵金申請方面，分學生與教師為獎勵
項目，其他詳細申請方式及辦法請洽研發處。

（攝影／黃國恩、閩家瑋）

靈山、傻瓜向錢衝

入選台北電影節

（圖／大陸所提供）

　校園無線
網路測試APP

　13日「人文與科普教育在新北─讓國際看見」計
畫說明會中，外賓到場支持。（攝影／李建旻）

人文科普教育在新北  6種語言說淡水

105學年度新增5學分學程

（圖／林佑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