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24日上
午10時至12時將於B216電腦實習室，擧辦106
學年第1學期「iClass學習平臺」導入工作坊第
7梯次課程，亦為本學期最後一次的導入工作
坊，本次研習時數將匯入教師歷程系統，列入
教學研習紀錄。
　由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主講，將說明如何
使用「iClass學習平臺」進行課程單元設計與
教材上傳、作業與評分、考試功能、點名功
能、師生討論與互動，本次研習時數將匯入教
師歷程系統，列入教學研習紀錄。
　資訊處規劃透過師生使用iClass的學習資
料，運用出席、作業、練習題、小考及前學期
成績等資料，搭配分析建模，未來可提供先期
預警資訊，提供教師教學的參考，讓教師適時
掌握學生學生狀況，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目前參與導入課程之專任教師已達3成以
上，期望下學期專任教師的參與率可達五成，
資訊處呼籲各系所教師積極報名，報名時間
從即日起至22日中午12時止，報名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FKJX1070124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郭婞淳要來囉！還記得去年夏天在
淡江創下世大運世界紀錄壯舉的舉重選手郭婞淳嗎？2017年8月23
日，本校邀請2017世大運舉重女子58公斤級金牌得主郭婞淳與教練
林敬能印製手模。體育處將於15日上午10時30芬在體育館四樓舉辦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郭婞淳選手破世界紀錄手模揭幕典禮」，校
長張家宜帶領一級主管，及國訓中心何維華副執行長、郭婞淳、林
敬能出席典禮，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禮。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很榮
幸邀請郭婞淳、林敬能為本校印製手模，感謝秘書長何啟東、總務
長羅孝賢、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的協助與規劃，完成手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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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本校
研究水準，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及產學合作、
創作及展演，人力資源處於8日公布106學年
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通過名單，包含學術期
刊論文、創作及展演、學術性專書、研發成
果授權或移轉、產學研究計畫，以及學術
期刊論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共獎助
227位教師、總獎勵和補助金額達14,333,330
元，將依「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規定給
予獎勵。
　在學術期刊論文方面，總計通過369篇，
其中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加發獎勵計27篇、
各類別通過篇數中，SSCI、SCI通過291篇、
A&HCI通過1篇、EI、THCI Core、TSSCI
通過76篇、本校期刊通過1篇。創作及展演
上，國家級演出有3件和縣市政府2件；研發
成果授權或移轉則有4件；產學研究計畫達
32件、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
數方面有2件獲得獎勵。106學年度專任教師
研究獎勵資訊請見右圖，各項獎勵通過名冊
詳見人資處網站。
　因《輯錄體解題研究》一書，獲得「學術

性專書」獎勵的中文系教授陳仕華說明：「這
本書是我長久以來研究的成果，本書從傳統
目錄學的角度書寫，傳統目錄學的體制非常豐
富，其中一個體制就是敘錄的體制，又稱做解
題、提要，提要又分成三個表現方式，分別為
綜述體、傳錄體、輯錄體，因輯錄體沒人做，
等於本書補充了中國傳統目錄學之提要的體
系。」陳仕華也對於獲得獎助表示，感謝學校
的幫助，讓很多研究學術的教授們得到更大的
鼓勵，這也足以說明淡江大學是重視學術研究
的，對於提升淡江大學的聲望也極有幫助。
　以「臺灣客家女性就業的社會階層與家庭組
合」和「非洲客家研究計畫」獲得「產學研究
計畫」獎勵的歷史系助理教授林嘉琪表示：
「感謝學校的肯定，也很謝謝學校願意關注這
些客家在學術的發展議題上，『非洲客家研究
計畫』是與系上另外一位助理教授李其霖一同
合作的，主要是在研究何時開始有客家人移民
非洲、移民的歷史、每個階段移民潮的特質，
重構、書寫客家人移民的心路歷程。」

郭婞淳手模15日揭幕典禮

淡江時報改雙週發紙本
　【本報訊】為符合讀者多元閱讀習慣和發展
媒體數位匯流趨勢，本報發行人張家宜校長指
示，淡江時報自106學年第二學期，即1060期
（107年2月26日出刊）起改為雙週發行紙本，
電子報每週發行，網站新聞將更即時更新。
　本校自民國42年起發行英專週報，其後歷經
數次更名、改版，民國78年命名為「淡江時
報」，29年來一直是全國各大專院校中相當具
有規模的校園報，也是各大媒體取材的來源。
淡江時報近年隨數位化調整面貌，已經由紙
媒擴展為一元多用的媒體平台，民國85年全
面電子化，民86年成立新聞網站，目前瀏覽
數量達46,782,855人次，民國89年增加電子
報訂閱，訂戶約215,923..民國102年在「淡江
i生活」App設置淡江時報專區，瀏覽量已達
36,829,417。歡迎師生主動訂閱電子報，或上
淡江時報網站閱讀。（網址：http://tkutimes.
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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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大學藝文鏈結

圖館寒假開放時間
iClass學習平臺教師使用達3成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校長陳志誠日前當選中華民國大學院
校藝文中心協會第七屆理事，特與表演藝術
學院院長劉晉立於8日來校拜會曾任該協會
副理事長的校長張家宜，雙方交換對於大學
藝文鏈結機制的意見，相談甚歡。本校長期
耕耘大專院校的藝術文化教育，設立文錙藝
術中心和通識課程人文領域之「藝術欣賞與
創作」學門等，以提升學子的藝文涵養。會
後，陳志誠和劉晉立亦參觀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陳志誠讚賞該中心由校友捐款集資興建
是為典範，並認為該中心所展示的各樣畫
作，充滿著濃厚的藝術氣息，陳志誠也表示
未來欲規劃藉由學校間結盟式的帶狀巡演模
式，活化國內外大學眾多展演空間。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
書館自21日至2月25日，為寒假服務時間。自
15日開始借閱之圖書，歸還日延長至2月26日
後，非書資料、教師指定用書、教職員著作
等特定館藏，仍維持原借閱期限。預約資料
在寒假期間到館者，敬請於保留期限內到館
取件。若無法如期到館取件者，將視同自動
放棄並請自行重新預約。不便於寒假期間到
館取件者，可自行上網啟用「暫停」預約，
關於相關借閱事項，請至覺生紀念圖書館查
詢。（網址：http://www.lib.tku.edu.tw/）

　產經四詹蕙瑀總在自拍影片帶來滿滿自然
活力的開場，大三時赴山東大學中興校區留
學，個性開朗加上熱愛與人交流，於去年
3月在YouTube成立「戽斗星人－老詹」頻
道，藉著拍攝短片分享留學見聞，包括兩岸
校園差異、留學交換生須知，以及在對岸生
活發現的新鮮事。（文／李羿璇）

4版 詹蕙瑀YouTube單片點擊破34萬
　「早安！」飛快地走進辦公室，一路上非常有精
神且熱情地對同仁打招呼，眼前這位身著牛仔褲正
是本校電子系（今電機系）校友、廣達集團資深副
總經理暨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他顛覆一般人對
高階主管形象，已屆耳順之年仍充滿活力，站在公
司形象廣告的年輕員工人形立牌旁，也不覺突兀，
說是雲端界「花甲男孩」亦當之無愧。(文/林妍君) （攝影／周舒安）（攝影／黃毅嫃）

日本博多高等學校師生88人於12日來校參訪，
該校的相撲部特為本校帶來精彩的表演。（攝
影／陳柏儒）

　【本報訊】想要報考英語能力檢定測驗同學
們請注意，TOEIC多益英語測驗，將於3月11
日起全面更新試題題型。
　由於本校報考多益的同學不少，本報自1052
期（106年11月27日出刊）起，推出《多益大
勝利》專欄，邀請英文系助理教授張淑芬及講
師李金安，針對更新後的多益題型進行精闢
的說明，同時提供相關模擬試題及解析供同
學們練習參考，希望能搶先熟悉題目並獲得
好成績。相關內容請至淡江時報網站（http://
tkutimes.tku.edu.tw/）查詢。
　本次多益試題更新為調整考題型式，考題
總數及考試時間不變。更新後題型一樣包含
聽力測驗（Listening Comprehension）及閱

讀測驗（Reading Comprehension）兩大項，
聽力測驗題目包括照片描述（Photographs）
6題、應答問題（Qusetion-Response）25
題、簡短對話（Conversa t ions）39題、簡
短獨白（Talk s）30題共計100題，測驗時
間為45分鐘；閱讀測驗題目包括包括句子
填空（Incomplete Sentences） 30題、段落
填空（Text Completion）16題、單篇閱讀
（Single Passeges）29題、多篇閱讀（Multiple 
Passeges）25題共100題，測驗時間為75分鐘。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組員姚文琦提醒，本校
106學年度第2學期校園考試將於4月及5月各舉
辦一次，均實施新題型考題，想報考舊題型的
同學，請逕至官方網頁報名。

研究多元獎勵逾1400萬

本校再度通過個資外稽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邁入第
五波全球徵聯大賽」至今已收到世界各地校
友、師生投稿，已達破千件作品。因參賽者
踴躍，已將之前電子信箱報名方式改為線上
報名，原徵件信箱自表單公告後將不再受理
徵件，之前使用電子信箱的參賽作品亦受理
轉為線上報名，已投稿者請勿重複送件。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醒，徵稿活動至31日截
止，請把握最後機會投稿。（網址：徵聯大
賽表單填寫網址：https://goo.gl/nmC3bc）

認識船舶之美營，快來報名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認識船舶
之美研習營」報名開跑囉！由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和師資培育中心主辦，以及海事博物
館承辦，將於25、26日，針對淡水地區國小
5、6年學生進行兩梯次寒假研習營，活動時
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17時，透過課程安排及
專業講師，帶小朋友認識船舶功能、種類，
體驗歷史上著名船艦造型與施工外，並親手
製作船舶模型，讓他們有難忘的寒假回憶！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9日，請上活動報名系統
報名，更多活動資訊請至海事博物館網站。
（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
tw/course.aspx?cid=AR20180125、海事博物館
網址：http://www.finearts.tku.edu.tw/page3/
news.php?class=104）
國小書法體驗課程動手操作e筆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將於2月5日在本校舉辦「國小書法體
驗課程」一日的體驗營。本次以美感欣賞及
實際體驗為主，上午場安排本校特有的「e筆
書法課程」，由講師簡介e筆書法，也讓學員
親手體驗e筆書法的操作、試寫e筆書法，可
將練習成果存檔保留；下午場則是「傳統書
法課程」，亦有講師教學工具使用方法，讓
學員嘗試執筆、蘸墨，配合傳統新年即將到
來，也安排春聯體驗，學員可將作品落款帶
走，留下自己的學習成果。

TOEIC更新試題題型

　【記者鄭詠之、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11日
起，BSI英國標準協會分公司由稽核組組長章
鈺帶領稽核小組至本校進行為期兩天的「個人
資料管理制度106學年度外部稽核」，11日上
午於驚聲國際廳舉行起始會議，校長張家宜與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與一
級單位主管出席會議，現場與臺北、蘭陽校園
同步視訊。
　張校長表示，本校於2014年通過個人資料管

理制度驗證並獲頒BS10012證書，每年持續定
期舉辦內外稽核，以管理校內2萬教職員工生
的個資安全，感謝各單位的稽核人員的協助，
讓個人資料能受到妥善的保護。章鈺則說明新
版標準以及此次稽核重點。12日外稽結束會議
中，由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主持，章鈺表示本校
通過此次外部稽核，但仍有8項需改善。胡宜
仁感謝BSI的用心指導和各位同仁長期對個資
安全保護的投入，期待未來能持續獲得認證。

40同仁相偕宜蘭行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大學部學生
通識核心課程第二階段選填志願篩選結果已
於12日公布。對於本次「初選前新增加大學部
學生通識核心課程二階段選填志願之登記」
的選課方式，學生給予意見回饋。中文四林
妍君認為：「我覺得通識選填志願這制度很
好，大家都至少會有一門課可以修，且我認為
在大一、大二時就應先計劃好未來的修課規
劃，選課時也不應一味地去搶所謂的『營養學
分』，需思考什麼課程對自己有幫助。」
　而希望在選課系統多做改善的管科三鄭至
芸說：「選課系統不能填寫開課序號很不方
便。」資工三吳文皓也表達：「我覺得這次通
識選課讓大家有課可上是很好的想法，不過選
課系統不太穩定、填寫介面很不人性化，希望
能改善。」公行三游景隆則希望：「取消驗證
碼、新增選課代碼填寫志願機制。」
　針對通識選課上限只有一門的規定，中文二
游雅涵說明：「我覺得能確保每個人都能選到
一堂通識課的立意很好，但上限只有一門感到
可惜，除了希望能開放能選到一門以上的通識
課以外，更希望能多開通識課，從根源解決選
不到課的問題。」
　面對以上的意見回饋，課務組組長蔡貞珠感
謝大家提供建議並說明，因選課踴躍讓伺服器
承載流量過大而產生如驗證碼出錯、被迫跳出
等狀況，已於第二階段選課中改善，如增加開
課序號輸入等項目。對於希望開放一門以上的
通識選課的意見，蔡貞珠表示，本次是基於公
平原則而改變這樣的通識課選課方式，採一
門通識課為限的標準讓每個人都能選到通識
課，因此目前暫無開放計畫；若想多選修的
同學，歡迎利用加退選期間加修第二門通識
課，也請密切注意選課相關訊息公告。

意見表達

守謙徵聯31日止

寒假體驗書法船舶營

15日能源與環安外稽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SGS）的稽查員，於15日
分別在臺北、淡水，以及蘭陽校園同步進行
稽核驗證。為響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及本
校致力營造安心學習的校園環境，稽查員除
了書面審查，也將會走訪校園進行考核，
主要針對三項認證：ISO14001環境管理、
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ISO50001
能源管理。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技士邱
俊豪表示，「本校自101年起取得ISO14001環
境管理和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認證
後，並且每年進行年度稽核。而在ISO14001
環境管理的內容，今年增設關於學校關係需
求期望與改善、組織領導等相關範疇；本校
也在105年起推動ISO50001能源管理稽核後，
獲得『106年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銀獎，順利
改善校內的能源消耗與支出。」

　【本報訊】日本博多高等學校（高中）校長
綾部和博率師生88人，於12日來校參訪，由國
際長李佩華在覺生國際會議廳接待，並向他們
介紹本校校園、各學系特色，以及國際化成
果，雙方致贈紀念品相互表達歡迎和感激之
情，交流愉快。博多高等學校於2005年起來校
交流，此行為第三次參訪，該校也與本校日文
系合作並保持密切交流。博多高等學校的空手
道部與相撲部在日是知名的高中社團，於H29
福岡縣中學體育節空手道錦標賽、H29全九州
高中運動會獲得優秀成績，此行特地為本校帶
來空手道與相撲表演，尤其是該校的相撲選手
更於淡水10度氣候下身著穿統相撲服裝，展現
力與美，讓人大開眼界，獲得滿堂彩。會後，
他們參觀校園並對宮燈教室感到印象深刻。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於6日
舉辦「蘭陽風情fun輕鬆一日遊」的員工旅遊
活動，約有40位同仁參加。一行人在冬山河，
體驗了以電動小船或是獨木舟的方式渡河，也
有自費方式租借單車鐵馬溯源。在八甲休閒漁
場享用午餐後，前往宜蘭五大名湖中最大的龍
潭湖欣賞自然風光，散步吸收大自然芬多精精
華以抒發平日辛勞工作的壓力。在最後一站亞
典蛋糕館的行程結束後，同仁們都意猶未盡的
踏上歸程。

在淡江創下世大運世界紀錄壯舉的舉重選手郭婞淳於去年8月在校印
製手模，郭婞淳將於15日來校參加手模揭幕。（圖／本報資料照）

臺藝大校長陳志誠

圖 書 館 日 期 開 放 時 間

總 館

1/21 － 2/7
週一 ~ 週五　08：20 ~ 16：50
週六 ~ 週日　休館

2/8 週四　08：20 ~ 12：00
2/9 －2/22 週五 ~ 週四　休館

2/23 －2/25
週五　08：20 ~ 16：50
週六 ~ 週日　休館

流通櫃台服務至16：30，借書請利用自助借書機；
換證入館至16：40，請於16：50前換回證件。

台北分館

1/21 － 2/7
週一 ~ 週五　13：00 ~ 16：50
週六 ~ 週日　休館

2/8 －2/22 週四 ~ 週四　休館

2/23 － 2/25
週五　13：00 ~ 16：50週
六 ~ 週日　休館

鍾靈分館 1/21 － 02/25 休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陳志誠（左三）於8日蒞校
參訪，與校長張家宜（右三）針對大學藝文鏈
結機制交換意見。（圖／秘書處提供）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為感謝榮退
同仁對本校的辛勤付出，人資處將於16日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6學年度第1學期榮退
同仁歡送茶會，本次榮退教職員共14位，現
場將贈予紀念品並邀其分享在校生活的小故
事。人資處邀請全校教職員撥冗參加，共襄
盛舉，為榮退同仁獻上祝福。

翻轉歲末聯歡       登場

16日歡送退休同仁

　【本報訊】106年度歲末聯歡會將於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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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教學中心
策劃，學教中心表示，本次將以翻轉為元素呈
現，內容豐富精彩，請大家拭目以待。

08
2月

最後機會快把握

10度低溫見力與美

本校的蘭陽風情fun輕鬆一日遊，約有40位同
仁相互交流情感。（圖／人資處提供）

日本博多高中表演相撲

（資料來源／人資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通過6件
3人

獎勵總金額
216,000元

創作及展演

106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資訊

學術期刊論文

通過369篇
177人

獎勵總金額
12,811,020元

通過4件
3人

獎勵總金額
26,310元

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

學術性專書

通過10件
10人

獎勵總金額
500,000元

通過2件
2人

補助總金額
120,000元

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

產學研究計畫

通過32件
32人

補助總金額
660,000元

3版 楊晴華掌雲達居雲端市場龍頭

通識選
填志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