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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更感謝系上教師協助，如工程教育認證持續6
年推行和舉辦研討會，會努力耕耘各項系務。
　財金系主任陳玉瓏表示，入圍即是對系上師
生努力的肯定，感謝校友的支持，將以平常心
面對，配合學校發展方向持續推動系務，當下
目標是做好招生工作，奠定穩固的基礎。
　會計系主任顏信輝感謝系上師生的努力及校
友的支持，才能在眾多系所中獲得入圍的肯
定。他表示將更扎實的進行既有規劃，包括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加強校友連結，以及提升淡
江會計在臺灣會計界的學術地位。
　統計系主任李秀美感謝系友無私付出，歷屆
系主任、全系師生及行政團隊奠定良好的基
礎，目前正積極規劃課程提升學生資訊化能
力，同時與系友合作推動「深度資料力培訓計
畫」及校外實習，致力學用無縫接軌。
　戰略所長李大中對於本次入圍表達高興和感
謝，他感謝系上師生和校友的協助，獲得再次
入圍的肯定，將會全力以赴準備接下來的複審
簡報，展現所務推動的成果。
　未來學所首次入圍，所長紀舜傑感到榮幸與
喜悅，感謝學校肯定，希望藉此讓未來學推動

　【張瑟玉、林薏婷、潘劭愷、陳維信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為帶動系所間良性競爭，4
月18日依「系所發展績效衡量構面及指標」
公布「第七屆系所發展獎勵」複審之系所名
單：未來學所、航太系、財金系、戰略所、
統計系、會計系、資工系、電機系（依筆畫
順序排列）；將於5月13日下午1時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複審審查會議，入圍系所將在
會議中進行系所成果簡報，以爭取年度獲獎
單位。獲獎系所將於第81次校務會議頒獎。
　電機系主任楊維斌感謝能再度入圍第七屆
系所發展獎勵，同時感謝系上教師的貢獻和
歷屆系主任的經營，讓電機系連續6年獲此
佳績，會再更努力推動系務，展現系上教師
之共同成果。
　資工系主任陳建彰感謝系上老師協助入圍
本屆系所發展獎勵，雖然評量每年會有微
調，但藉此機會讓系上教師更主動關注系上
事務，讓大家更有動力幫助發展系務。
　航太系主任陳步偉以「感恩和努力」回
應，感謝學校提供系所獎勵方式，檢視和促
進系務推動及觀摩入圍系所的系務推展；他

　要開拓人生三度空間：知識的

寬度、做人的厚度、思考的深

度。不能因為害怕挫折而喪失理

想，一輩子都要不斷努力，厚積

薄發。充分準備才能發光發熱，

不斷沉澱才能爆發力量。

－萬德集團董事長莊文甫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台灣新聞攝影
協會所舉辦的「第十二屆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於4月15日公布得獎作品，本校經濟系／法文
系校友張良一榮獲「年度最佳新聞攝影作品
集」、「新聞人物類」第三名、「圖文特寫
類」第三名，以及「自然環境與科技類」第二
名四項大獎，大傳系校友林俊耀作品「帶妳去
看一片風景」獲系列照片優選。 
　擔任評審的大傳系兼任講師劉子正說明，一
般攝影記者多因工作而拍攝，且大部分侷限在
台北市，張良一的作品反映出臺灣各個議題的

不同面向，且議題的切入點非常精確，所以評
審們決定將年度最佳作品集頒給他。
　張良一說：「已經過了需要透過參賽來獲得
自我肯定的年紀，會參加攝影比賽，其實只是
藉由參賽把自己在前一年的作品做個整理與回
顧，能夠得獎固然感謝評審的肯定，但開心一
天就好，畢竟身為一個影像工作者，明天還是
要背著相機工作；當然，我還是會持續藉由影
像來呈現對土地等議題的關注。」
　林俊耀則感謝拍攝對象一家人的信任，能夠
在環島的途中完整記錄，用影像來訴說他們的

故事，對一個攝影記者來說，意義重大且深
遠，希望能夠透過這個作品，讓大家看見他們
勇敢活著與愛的力量。未來在攝影規劃上，目
前正準備出國唸書，希望去找尋現階段攝影道
路上遇到問題的答案，將來自己能夠用更精準
的呈現方式，去用影像說故事。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是臺灣第一個以專業
新聞攝影為主，全程公開評審，迄今已累計上
千位參賽者及近萬件精采作品；透過大賽得獎
作品的發布、展覽、出版及座談，也建立許多
精采討論，持續帶給新聞攝影圈刺激與思考。

校友張良一林俊耀獲2019台灣新聞攝影大賽5獎

▲視障資源中心師生7人於4月12日參加淡水
區公所「陳澄波畫作《淡水風景》3D立體輔
具」啟用典禮，學生親自體驗立體浮雕畫作。
（圖／視障資源中心提供）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究發
展處視障資源中心輔導老師鄭景仁、林明慧
於4月12日，帶領5位學生參加淡水區公所「陳
澄波畫作《淡水風景》3D立體輔具」啟用典
禮，此幅立體畫是由臺灣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
心以陳澄波畫作為本，製作而成並轉贈給淡水
區公所，希望提供給視障朋友與高齡者體驗藝
術。中文三黃靖騰、陳威辰亦受邀在揭幕儀式
中表演鋼琴與小號合奏，他們突破視聽侷限帶
來精采的音樂演奏，贏得全場讚賞。
　黃靖騰說，這是一場特別的演出經驗，「雖
然我看不見也聽不到，但當下內心知道臺下有
很多人在聆聽、觀賞演奏，覺得很開心、很溫
暖。」他也體驗了立體浮雕畫作，認為觸摸畫
是全新體驗，雖然畫面豐富，但因為有些複
雜，所以在第一時間沒辦法馬上理解，需要經

陳澄波畫作立體浮雕 視障中心7師生受邀體驗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108學年度將
實施12年國民基本教育，面對教育現場如何進
行跨領域的整合學習，課程所於4月27日9時在
臺北校園舉辦「2019素養導向課程深耕與創新
教學-跨域共好研討會」，邀請中小學教師、
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與實務人員分享各領域教學
經驗，討論課程深耕與創新教學理念。會中
新北市教育局代表、日本知名課程與教學專
家、新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一柳智紀
（ICHIYANAGI Tomonori）蒞臨，一柳智紀
將專題演講「能力素養導向的探究學習」。

　課程所所長黃儒傑說明，跨域是指跨學科跨
領域，由於12年國教改革核心在於跨域課程和
教學，因此藉由研討會建立學術與實務對話平
臺，與關心中小學課堂改革的各界人士一同
討論。研討會分為5大主題，黃儒傑介紹，在
「新興課程之跨域與創新」中，主要是和跨領
域學科的教師研討、合作、發展課程和以素養
導向經營教師共同備課社群，達到「共好」理
念；「行動學習與情境教學之跨域與創新」探
討多元載具及利用現有教室模擬情境教學和學
習；「UbD與社會議題之跨域與創新」是討

論學生學習成效來建構教學，並回應社會議
題；「情意層面之跨域與創新」是以創意思
考激發學生興趣及動機，如藝術教育、創客
課程等；「閱讀與翻轉課程之跨域與創新」
是以閱讀和翻轉教育為教學帶來創新。黃儒
傑說，本次還有創新教學的案例交流，歡迎
師生一起關心跨域創新教學。活動詳情可到
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dix201090427）查閱。

跨域共好 課程所27日研討課程深耕創新教學

8系所入圍系所發展獎勵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於4月15日進行教育部大專校院
創新創業扎根計畫進度報告，由本校5組各獲
得新臺幣10萬元補助的創業團隊報告，包括新
創公司品牌理念、營運模式及經費規劃等，育
成中心經理詹健中、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顧
問柳文龍、民生福祉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顧問袁
勤國提供專業意見指導。
　「Jobchain」是階乘科技有限公司，協助用
戶拓展提供媒合服務。「青狂少女有限公司」
是以小米酒為商品尋找合作據點，企圖打造成
臺灣特色觀光伴手禮。「一起畢業」是食筷有
限公司，以環保、共享理念出發，打造具自動
清洗的環保餐具租借機。「Soul Mate」是寵
到家有限公司，針對飼養者提供專人陪伴、飼
養資訊等服務。「睡不飽有限公司」是以講故
事、賣文化來設計產品，例如以鄉野傳說「人
面魚」故事，開發魔術頭巾並增加使用功能。
　Soul Mate團隊成員、化學四陳百新說：「團
隊成員均養寵物，也會遇到照顧不足的問題，
所以以此為題構思創業，希望在創業的過程能
與業師交流，學到更多創業知識。」

創育中心扶植5創業團隊

▲本校5組創業團隊在育成中心指導下，進行
創新創業扎根計畫報告。（攝影／林毅樺）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4月23
日世界閱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與法國語文學
系、歐洲研究所合作，舉辦「遇見法國文學：
經典文學、美食、生活與想像」系列活動，於
4月23日至5月31日在總館2樓閱活區、5樓非書
資料室展出法國文學相關圖書、電子書與影片
等200件館藏，另搭配主題展規劃文學沙龍及
電影欣賞。開幕式將於4月30日下午1時30分舉
行，校長葛煥昭、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外語學
院院長吳萬寶出席，另邀請法文系同學表演法
語詩歌朗讀。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說：「法國擁有豐厚的文
化底蘊，從文學脈絡來看，境內幾處知名城市
令許多遊客趨之若鶩，也流連忘返。而這些城
市孕育過無數來自全世界的作家與文藝創作
者，也發生過許多讓人津津樂道的文學軼事，
期望這次閱讀活動讓大家對法國文學有更多了
解，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詳情見覺生紀
念圖書館網站（www.lib.tku.edu.tw）查閱。

423世界閱讀日
圖館遇見法國文學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24(三)
12:00

教發組
I501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鄧玉英
教與學的斜槓進行曲

4/27(六)
12:00

資傳系
O205

光穹遊戲(股)公司工程師葉繁晟
UNITY互動遊戲製作實務(一)

4/27(六)
14:00

文錙藝術
中心
D305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數位e筆書畫系統之應用－書法I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23(二)
9:00

資訊處
B217

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楊明玉
Word課程－合併列印

4/25(四)
12:00

遠距組
I601

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吳雅玲
優良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學經驗分享
研習會

4/25(四)
13:00

遠距組
L102

君邑資訊有限公司講師陳啟維
2019數位教材輕鬆做OfficeMix實作

4/25(四)
13:30

人資處
驚聲國際廳

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專任講師張
凱翔
行為模式分析與溝通技巧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公告，
本學期加退選後一般生和就貸生（家庭年收
入114萬元以下者）學雜費補繳及收退費辦理
時間為4月29日到5月24日，請至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網站（school.ctbcbank.com）繳款；出納
組（臺北校園、淡水校園）夜間配合辦理補
繳、退費，開放時間為5月1日至3日晚間6時至
8時。補繳、退費單將於4月29日由各系所轉發
給同學（提供郵局帳戶者，已於4月20日優先
撥入帳戶），詳情請至學生校級信箱或財務處
網站（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加退選補繳退費29日開跑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處於
4月15、1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3場行政人
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治宣導講習，由網路管
理組四等技術師張維廷以「使用社群服務安全
小撇步」為題，分享網路上常見的詭計，並傳
授防範個資外洩與強化帳戶安全的功能。
　社交工程是指在電腦科學中，與他人合法地
交流，使其操作某些動作或透露機密資訊的
方式，來收集資訊、行騙及入侵電腦系統的行
為。張維廷說明，釣魚信件通常是透過簡單的
溝通和假冒身分，以盜取用戶帳密、取得個
資，提醒大家使用帳戶應提高密碼強度，發現
異狀更應立即變更密碼。張維廷建議，「大家
平時可利用一臺自己信任的裝置或筆記紀錄帳
號密碼，做好帳戶救援準備工作。」
　學務處專任助理顏瑜表示：「原本不知道啟
用兩階段驗證可以大幅提高帳戶安全性，我也
學會啟動雙重驗證以增加額外防護，打算來重
新設定我的帳戶。」

強化資安啟動雙重驗證

　期中考本週登場！覺生紀念圖書館自習室及
各樓層的座位一位難求，多數同學抓緊時間溫
書，研讀課本和筆記內容之餘，也討論習題、
交換彼此理解及疑問，希望在努力備考下，
能獲取好成績。另提醒同學，勿以書本、書包
「占位」。會計二呂盈儒說：「最害怕所有科
目到最後念不完，所以提前幾週開始安排進
度，尤其這次考了很多科，不斷地給自己心理
建設，也鼓勵自己要加油，而在圖書館讀書能
讓浮躁的情緒沉靜下來，希望期中考能有好的
表現。」（文／楊喻閔、攝影／羅偉齊）

迎接期中考全員備戰中

　 管 科 系 熊 貓 講 座 於 4 月
10日邀請歐洲科學院院士
Janusz Kacprzyk演講「兩極
端使用者證詞和意圖下的多
屬性／標準決策」。（文／
鄭少玲、攝影／黃柏耀）

熊貓講座歐洲科學院士開講
2 分 鐘 重 點 新 聞 回 顧

　教育部長潘文忠4月12日
受邀出席教政所舉辦的2019
年永恆、轉化與創新：民間
社會力25週年實驗教育發展
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文
／周浩豐、攝影／黃莉媞）

教長潘文忠致詞教改研討會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於4月
13、14日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第三屆「AI自
駕車程式工作坊」，本次邀請奇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軟體開發處工程師，同時為電機系校友

楊詔羽擔任講師，讓學生動手體驗自駕車程式
開發過程。楊詔羽表示，在母校進修研究所
時，修讀AI相關課程進入該領域，本次受到電
機系副教授周建興的邀約，返校分享AI程式開

▲電機系於4月13、14日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
辦第三屆「AI自駕車程式工作坊」，讓學生實
際運用AI實作。（攝影／馮子煊）

自駕車程式工坊 學生體驗AI實作

發經驗。楊詔羽認為，「AI是未來趨勢，可以
利用程式設計運用在各個領域中，建議對AI有
興趣的學弟妹除了蒐集相關資料外，仍須具備
程式開發基礎，才更能活用AI技術。」
　兩日的活動中，楊詔羽向參與學生說明人工
智慧介紹以及應用趨勢後，讓他們動手組裝自
駕車模型後，再以Python基礎教學，將撰寫應
用程式運用到自駕車模型中，並安排自駕車訓
練模擬操作，讓學生實際運用AI實作。電機
二邵才獻分享：「因AI是最新的科技趨勢，自
己也對AI領域有興趣，為了學習到更多東西，
所以才來參加這次自駕車程式開發工作坊的活
動，2天的活動內容很實用，收穫很多。」

教心所 26 日研討諮商實務
　教心所將於4月26日上午9時在臺北校園
舉辦「諮商實務的未來與發展」學術研討
會，所長韓貴香表示，會議聚焦在臺灣諮
商服務的未來，以各項議題回應人們需
求，希望能作為各界交流的平臺，歡迎各
屆專家學者蒞臨參與。（文／周浩豐）

女聯會邀黃鉦堯談郵輪旅行
　女教職聯誼會於4月16日舉辦「海上皇
宮世界任我遊」講座，邀請台灣國際郵
輪協會理事代表黃鉦堯分享郵輪旅行，近
60人到場聆聽。副理事長宋雪芳說：「第
一次主持女聯會活動，很開心參與講座，
謝謝講者使我們有機會了解郵輪豐富的行
程。」（文／李欣倪、攝影／黃莉媞）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學院將於
4月22日上午9時舉辦「第二十三屆世界新格局
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邀請上海國際問題
研究院研討全球治理。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
成說明，本校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合作雙邊
研討會達23年，此次由本校主辦，上海國際問
題研究院副院長楊劍率領該院區域研究學者共
9人，與院內教師一同研討世界局勢發展。王
高成指出，本次安排當前國際趨勢與全球治
理、亞太局勢、中國政經與外交、一帶一路與
國際政經發展、當前中美臺關係5場，教師將
以自身的研究專長，以理性的方式相互對話，
並深入探討各項全球性議題。王高成說：「此
次研討會是本校國際化的具體展示，目前兩岸
關係複雜，這次兩岸學者交流將具有意義。」

國際學院22日研討世界局勢

▲（製表／淡江時報社、資源來源／品質
保證稽核處）

機械系、化材系、電機系、
統計系、戰略所

第六屆

土木系、電機系、資工系、
會計系、統計系

第五屆

土木系、電機系、資工系、
會計系、統計系

第四屆

土木系、機械系、電機系、
財金系、統計系

第三屆

化學系、土木系、電機系、
資工系、統計系

第二屆

化學系、電機系、資工系、
企管系、資管系

第一屆

系所發展獎勵歷屆得獎名單

　【本報訊】法文系校友桂綸鎂主演的電影《南方車
站的聚會》日前入圍法國坎城影展主競賽單元，角
逐影后寶座。去年由她獻聲主演的動畫長片《幸福路
上》奪下第55屆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並獲東京、斯
圖加特、首爾、渥太華等多項國際影展大獎。
　《南方車站的聚會》是桂綸鎂與中國導演刁亦男再

次合作，取材自真實新聞事件，講述一位面對誣陷及
通緝的逃犯，將求生的逃亡變成求死的折返跑，並自
我救贖的故事，桂綸鎂更刻意瘦身曬黑以符合劇情需
求。前次合作的《白日焰火》曾獲第64屆柏林影展金
熊獎，也讓桂綸鎂繼《女朋友。男朋友》、《聖誕玫
瑰》連續3年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

桂綸鎂《南方車站的聚會》角逐坎城影展后座

圖為桂綸鎂在《女朋友。男朋友》片中飾演林美寶一角拿下第49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圖／本報資料照）▲

更深更廣，對於本次入圍，本所一定盡全力
爭取最高榮譽。

過專人解釋，才能在腦中浮出想像。
先天全盲的陳威辰說：「因為本來就
沒有看過樹木、山林的樣貌，所以在
觸摸的過程沒有想像的依據，手感仍
是凹凸不平的顏料。不過，觸摸畫還
是一項新奇的體驗。」
　林明慧說：「此次活動是學校與社
區合作的案例，我們是全臺招收最多
視障生的大學，畫作最後落腳在淡水
區公所，不只是因為畫作描繪淡水風
景，對於我們更具有意義。大部分的
藝術表演形式是透過雙眼觀賞，但觸
摸畫的製成是許多團隊的努力，近來美術館策
展注意到視障族群的需求，逐步落實『文化平
權』，令人感動。」鄭景仁期盼觸摸畫成為一
個媒介，讓社會了解視障人士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