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日本
山口大學、印度昌迪加爾大學日前藉由通信
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各成為本校第196、197
所姊妹校。
　 創 校 逾 2 百 年 歷 史 的 日 本 山 口 大 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位於日本山口
縣，前身為1815年成立的私塾「山口講堂」，
1949年轉制為國立大學，目前已擴展成為一所
綜合性大學，擁有人文、教育、經濟、理、
醫、工、農、共同獸醫、國際綜合科學等9個
學部（相當於學院）及大學院（相當於研究
所）設有11個研究科，並設有附屬醫院，目
前學生人數逾1萬人。本校文學院與該校教育
學部交流密切，曾於2013年簽訂院級「學術交
流協議書」。
　位於印度的昌迪加爾大學（Chandiga rh 
University）為2012年成立的私立大學，以研
究、創新和創業精神為宗旨，期能培養具有
領導力、國際視野的學生。擁有來自印度29
個行政區及全球29個國家逾1萬7千人學生，是
當地最具民族和文化多樣性的大學之一，且
已與全球逾30國、150多個大學建立國際夥伴
合作關係。設有工程、管理、計算、教育、
酒店管理、製藥科學、生物技術、建築、商
業、法律研究等15個學院。

淡水校園
日 期 / 時

間
主 辦 / 地

點
演講人/講題

2/20(一)
14:10

數學系
S433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蕭朱杏
Bayesian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Practice

2/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助
理教授周宏隆
Study  o f  Ca ta l y t i c  Reac t ion  
Mechanisms on Ceria-based 
Surface

2/21(二)
14:10

產經系
B511

于江創意有限公司執行長于席正
引入心理學的效用理論

2/21(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律大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何瑞富
告訴你一個秘密

2/21(二)
15:10

水環系
E829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副組
長陳永祥
讓老闆直接點頭的水利專業簡報

2/21(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前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
工程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2/22(三)
10:00

財金系
B712

合庫金控董事長廖燦昌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2/22(三)
12:1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經濟系專任教授萬哲鈺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發表:學
習品質與成效之提升-以總體經
濟學為例

2/23(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助理教授潘
宏裕
Thresho ld  e f fec t  i n  Log i s t i c 
Regression Models for removal 
experiments of Fish Populations

2/24(五)
10:10

歷史系
L212

荷蘭Radboud大學歷史系博士候
選人Tim Riswick
History, what is it good for? A 
Dutch Perspective

2/24(五)
10:10

會計系
B712

教育部會計處處長黃永傳
前進國家公職之路

2/24(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林言彌
傳直銷產業之ERP與App整合─
案例分享

2/24(五)
13:10

歷史系
L307

荷蘭Radboud大學歷史系博士候
選人Tim Riswick
H i s to r i ca l  Demography :  An 
Introduction

2/24(五)
14:10

產經系
B505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教授黃台心
An Extension from Network DEA 
to Copula-Based Network SFA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人的好
幫手！「淡江i生活」APP，自2012年上線至
今，累積使用人次即將突破3千萬人次大關！
今年1月中旬更新增「電腦／網路維修」功
能。負責開發該APP的資訊處四等技術師王啟
全表示：「該功能須連上淡江Wi-Fi網路才可
申請淡江財產電腦設備報修服務，近期也將在
『公車動態』功能中，推出『學生專車』動態
資訊，方便學生查詢指南客運淡大、公館往返
車班。歡迎師生們持續踴躍使用淡江人的專屬
APP！」
　「淡江i生活」APP提供淡水校園各式實用
資訊，包含公車動態、即時影像、安全校園資
訊、校園分機、淡江時報等。據資訊處統計至
本月14日止，累積使用次數為2千993萬8469人
次，下載安裝數已突破13萬人次，達13萬5968
人次。使用次數最多的功能為「 淡江Wi-
Fi」，以755萬9205人次居冠，其次是「我的
課表」達750萬4569人次，「考試小表」則以
465萬2837人次位居第三。中文一周俊成表
示：「常使用『我是學生』功能，資訊即時同
步更新，避免到教室才發現『停課』情形，對
我而言是個十分方便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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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本校安捷產學合作

姊妹校再加碼
締約山口 昌迪加爾大學

注意！增驗證碼功能
加退選今日開跑

教師指定用書
預約書區借用更便利

「大學一圓機師夢」

淡江i生活邁向3千萬
校產電腦用APP報修

以優先參與企業實習甄選，還能獲得企業提供
之獎勵金。學程協助學生與職場無縫接軌，且
完成實習工作者，經各企業評估合格後，有機
會進入企業工作，期待提升學習能力及就業競
爭力。」
　「東元工程商業人才就業學分學程」開放工
學院大學部學生於大二下學期或大三下學期前
提出申請，修習基礎課程、商務課程、實務課
程及校外企業實習課程，總學分數達24學分，
學生亦須取得TOEIC 500 以上證書，方可取得

　【本報訊】為縮短學用落差，本學期新設
6門就業學分學程，共與9間企業產學合作。
　大傳系為提升該系學生具備傳播之專業
能力，自本學期起，與台灣大哥大股份有
限公司、公共電視、正聲廣播公司、米兔哥
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台灣女性影像學會
共5家企業合作開辦「創意內容就業學分學
程」，共育傳播人才。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
介紹，這是系上首度開辦的就業學分學程，
是為協助系上學生從新興媒體平台、公民新
聞發展、聲音廣播特色、影視娛樂企業，和
影像藝術的各傳播型態中，以系統化的方式
掌握多元傳媒趨勢和提高說故事能力。凡大
傳系大學部三年級以上，歷年學業總成績班
排名在前百分之五十，對本學程有興趣的學
生均可申請修習，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後
至加退選截止前，檢附相關文件送至大傳系
辦公室申請，詳情請洽大傳系。
　電機系設置4門就業學分學程，為落實學
用合一政策，強化學生實務知識與專業職
能，分別與康舒科技、東元電機及太盟光電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以就業為導向
規劃實務課程，提供學生赴企業實習的機
會。電機系系主任李慶烈說明，「本學年度
啟動的4個就業學分學程，提供完整的基礎
和實務課程，成績表現優異的學生，除了可

　【本報訊】產學合作再添新血！本校與安
捷飛航訓練中心於14日在臺北校園簽署產學
合作備忘錄，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左）、工
學院院長許輝煌、安捷飛航訓練中心董事長
高健祐（右）出席。在航太系開設的民航學
分學程中，加入安捷飛航提供業師、獎學金
及實習機會，讓學生提早接觸飛行實務。
　葛煥昭致詞表示，淡江與華航、長榮等航
空公司已有密切合作，培育優秀航太人才，
此次與安捷飛航訓練中心進行產學合作，
提供學生更多選擇，且透過安捷在飛行訓
練的專業，為對飛行有興趣的同學，建立基
本學能，縮短產學落差，提升學生的職場即
戰力。高健祐說，安捷以建立世界級航校為
目標精進與投入資源，淡江大學畢業生向來
具有國際觀、高抗壓性及高團隊合作等軟實
力，更是屢獲企業最愛私立大學第一名的肯
定，因此安捷優先與淡江大學結盟，盼能讓
更多學生獲得高品質的飛行訓練。
　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表示，產學合作採
「7+1」模式，大學前7學期在校修習相關飛
航課程，最後1學期前往安捷飛航訓練中心實
習，在擬真如機艙的儀錶板操作、機艙空間
操作，熟悉、練習各種飛行狀況，讓同學不
必離鄉背井出國，在校期間可望成為專業飛
行員，畢業後也獲得在安捷就業的機會。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第
二學期網路「學生加退選課程」將於20日（週
一）中午12時30分至28日（下週二）上午11時
30分辦理。自本學期開始，在網路選課系統
（網址：http://www.ais.tku.edu.tw/elecos/）
的登入畫面中，將增加「驗證碼」欄位，同學
須先完成驗證後，始能登入系統選課。各年
級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網
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選課、
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課務組提醒同學，
審慎規劃加退選課程，並對所修習之課程認真
學習。

補助精進專業頂石課程 學習成效再升級 

（攝影／何瑋健）

 「我是臺南人，但很多人以為我是淡水人。」以研究
淡水史、古蹟維護著稱的歷史系榮譽教授周宗賢，當
年因創辦人張建邦一句話，「學歷史或教歷史應該由
近而遠，從自身所處出發，能夠更有親切感，更能理
解所學。」深受感動，開始鑽研淡水史的漫漫長路。

 　資管系校友、時間軸科技共同創辦人暨技術總
監李佳憲於10年前與好友創業，抓住智慧型手機風
靡全球的趨勢，為許多知名品牌打造互動行銷式
APP，成為遠傳電信旗下公司，在電商市場中締造
佳績，2015年營收更突破10億新台幣規模。

淡水活歷史－周宗賢資深鄉民創業夢－李佳憲
４版３版

學程證明。
　「康舒韌體與自動化就業學分學程」、
「康舒電力電子就業學分學程」開放工學院
大學部學生在大三下學期前提出申請，修習
基礎課程、實務課程及校外企業實習課程，
總學分數達23學分，方可取得學程證明。　
　「太盟通訊與射頻元件就業學分學程」開
放工學院大學部學生在大三下學期前提出申
請，修習基礎課程、實務課程及校外企業實
習課程，總學分數達22學分，方可取得學程
證明。
　企管系因應服務業人才需求，與亞太電信
合作推出「亞太電信就業學分學程」，企管
系系主任楊立人說明，在這學程中是以儲備
幹部身分和全職方式，在亞太電信中學習門
市人員和客服人員的職務內容，目前已有4
位本系大四生首度前往實習，只要表現優異
就有機會繼續留職就業。楊立人表示，企管
系開辦暑假實作課程多年，藉由企業實習幫
助學生接軌職場，將持續開拓企管相關領域
企業並促進合作，歡迎企管系學生密切注意
並踴躍參加。只要是企管系大學部三年級以
上，符合大一及大二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0分
以上等資格，對電信業有興趣的學生均可申
請修習，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
截止前，檢附相關文件送至企管系辦公室申
請，詳情請洽企管系。

 新增６學程 就業無縫接軌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教師
指定用書」服務大改變！該類書籍改在預約書
區第一座左側開架陳列，往後借閱更便利，學
生不須走訪各樓層，資料一處找齊！典閱組組
長石秋霞表示：「此改變主要精神在於提供學
生學習便利服務，進而輔助教師教學，歡迎大
家前往借閱。」
　 指 定 用 書 資 料 可 至 館 藏 目 錄 查 詢 （ 網
址：http://webpac.lib.tku.edu.tw/reserves/
search?theme=tkulib）此類書籍不得預約及續
借，亦無還書寬限期，書上標明教師姓名及可
外借天數，借書則以3冊為限；內閱者圖書勿
帶離預約書區，另提供紙本清單張貼於專架旁
公佈欄供參考。此外，若教師因課程需要有意
申請指定用書，可上網填寫「教師指定參考資
料申請表」。（網址：http://info.lib.tku.edu.
tw/reserve/）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課務
組公告本學期課程補助審核通過名單，「精
進專業課程」通過10門課程及1研習營，「頂
石課程」通過6門課程。課務組組長蔡貞珠
表示：「自本學期開始，開設頂石課程，期
許能提供學生統整與運用所學，在畢業前對
學習績效作總體檢。也因應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開設專業精進課程，提升各學系、學士
學位學程學生專業學科的學習成效。」
　其中「頂石課程」依「開設頂石課程補助
要點」各課程補助以4萬元為限，文學院2門
課程、工學院4門課程。開設「電腦輔助工程
技術與實作」課程的土木系副教授王人牧表
示：「國內高等教育漸轉為重視『產出』與
『學生學習成果』，因此規劃頂石課程，將
教學方式與內容以統整學習之觀念。共動員9
位老師，由學生選擇指導老師的題目，透過
分組實作，促使學生以自我所學的基礎及專
業知識，從多面向和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呈
現、議論、解決實際且複雜的工程問題，期
望可以培養同學創意發想、團隊合作、溝通
協調、自主學習以及統整知識的能力。」
　本學期「精進專業課程」依「推動精進專
業課程作業要點」共補助124,610元，工學院

（攝影／盧逸峰）

共3門課程、商管學院共4門課程及1研習營、外
語學院共3門課程。會計系系主任顏信輝表示：
「本系開設課程、舉辦競試、會考，皆在提升
學生專業學科課程的學習成效以及帶動學習風
氣，打好基礎，才能更上層樓。此外，透過每
年六月期末考後舉辦『記帳士研習營』密集訓
練，讓學生能在大學時期考上記帳士，對未來
考取會計師執照增添信心。」
　開設「計算機韌體實驗」課程的電機系副教
授饒建奇表示：「感謝學校補助課程資金，提
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增加實作經驗，有助
於銜接未來職場。本課程著重於如何撰寫解決
難度更高的問題，希望學生在修課後，能達到
『程式設計達人』的目標。透過實作、展示，
與評比使學生實際感受到程式的創作過程。」

　【記者陳品婕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文錙
藝術中心於即日起至3
月17日舉辦「2017亞洲
國際美術展覽會－台
灣委員會會員展」，
由本校駐校藝術家顧
重光擔任策展人，展
出李錫奇、李重重、
林文強、劉洋哲、陳
張莉等24位臺灣委員
會會員具代表性的現
代藝術工作者共71幅
作品。作品呈現臺灣
在地的藝術本能與民族性，豐盛而多彩。文
錙藝術中心秘書顏孜芸表示：「展覽開幕式
將於22日上午10點30分舉行，歡迎全校師生
踴躍參與，體驗藝術之美！」

臺灣現代藝術創作      文錙揭幕

　觀展者中文一胡榮華表示：「這次展出許多
臺灣藝術家的畫作，表現出臺灣鄉土民情，極
具東方韻味，展現屬於我們民族的文化特色，
非常有親切感。」

文錙藝術中心舉辦「2017 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台灣委員會會員
展」，學生駐足欣賞參觀。（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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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石課程補助名單

精進專業課程補助名單

學院 課程名稱

文
資傳系「畢業專題（二）

大傳系「畢業製作與展演」

工

建築系「建築設計（三）」
機電系「畢業專題」

土木系「電腦輔助工程技術與實作」
資工系「專題實驗（三）」

學院 課程名稱

工
建築系「建築結構系統」

化材系「普通化學」
電機系「計算機韌體實驗」

商管

會計系「會計學（一）進階」
會計系「會計學（二）」
會計系「會計學（三）」

會計系「成本與管理會計」
會計系「記帳士研習營」

外語
德文系「初級德文文法」

日文系「高級日語」
西語系「初級西班牙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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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馮文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