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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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三)
09:10

資管系
B302

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柴惠珍
量子運算發展及資安威脅

12/19(四)
14:00

文學院
O504

數位藝術家／城氏互動設計工作
室負責人王連晟
「科技藝術創作」演講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正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秦伊瑩
U n c o v e r i n g  h i d d e n  d e t a i l s  o f 
materials with soft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ies

12/17(二)
14:10

產經系
B507

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沈伯洋
如何抵抗統戰？

12/18(三)
10:10

商管學院
B713

豐田公司部長強龍
雷克薩斯在大陸的行銷經營策略

12/18(三)
13:10

理學院
C010

淡江大學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
「水溶性卵殼膜之製備條件與量
產」研究計畫成果發表

12/18(三)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未來敘事工場創辦人彭啟東
科幻作家與未來學家的距離

12/19(四)
10:10

會計系
B713

會計師鄭旭然
存貨放大鏡

12/19(四)
16:10

通核中心
B429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心理健
康諮商系講師王佩辰
你立的遺囑到底有沒有效？

12/20(五)
10:10

中文系
L401

小說家／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教
授楊明
文學敘事與IP應用

12/20(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永續暨品
牌發展副總經理劉麗惠
從傳統媒體到電信科技產業－新
聞人的轉型與挑戰

12/20(五)
14:10

經濟系
B505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弘仁
A s y m m e t r i c  B u s i n e s s  C y c l e s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An 
Application of Two-Tier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經濟不確定性及非
對稱景氣循環：雙層隨機前沿模
型的應用

12/20(五)
18:10

通核中心
B513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心理健康
諮商系講師王佩辰
生命療癒花園之旅

大學共建共享
雲端圖書系統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培養對生態及環
境的重視從小札根！12月7日本校與鄰近7所
小學聯合舉辦「2019生態永續淡水宣言」-校
園SDGs環境永續工作坊成果發表會，除進行
「ArtCop工作坊」成果發表，更由7校學生代
表共同發表宣言，針對「政府」、「學校」及
「個人」層面提出行動方案：政府應以綠色能
源代替火力發電、進行物種生態保護及山坡地
維護；學校應多種樹、落實環境教育並減少資
源使用；個人則應少用塑膠製品、減少垃圾與
各種廢棄物、盤點個人的碳足跡。
　為使淡水地區小學生建立起環境永續觀念，
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於今年9月底到11月初，
陸續與淡水周邊淡水、鄧公、文化、新市、興
仁國小、與石門區乾華國小及八里區米倉國
小，進行「ArtCop工作坊」，針對國小周邊
環境進行魚眼圖繪製，並帶領師生進行「便利
貼腦力激盪」，思考在環境永續的行動上，政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想有個特別的
耶誕和新年禮物嗎？圖書館將於12月18日分別
在總館2樓大廳，及臺北校園5樓分館舉辦期刊
圖書轉贈活動，數百冊精美期刊圖書等著您。
　曾於上學期參與活動的歷史四盧耀崧分享：
「上學期透個這個活動獲得幾本英文期刊，讓
我透過閱讀期刊強化英文能力的同時，也降低
了購買英文教材的成本，期待這類活動多多益
善！」參考組組長林秀惠說明，「12月是充滿
愛與温暖的季節，希望透過贈書活動讓師生在
圖書館品味書香之餘，還能感受佳節的氣氛，
歡迎師生自備環保袋前往選取。」活動詳情
及期刊目錄，可至圖書館網頁（網址：http://
www.lib.tku.edu.tw）查閱。

　【本報訊】承葛煥昭校長指示執行「淡江大
學八大素養評量系統之研發計畫」，有效客觀
評量學生的核心能力與八大素養學習成效，由
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谷峻及教務處教師
教學發展組組長李麗君組成團隊，以三年時間
利用本校重點計畫經費，建置「基本素養與專
業核心能力表現查詢系統」，預計108學年度
下學期開放全體大學部學生使用，同時進行滾
動式修正。
　潘慧玲說明，系統目前已完成整體規劃，學
生端子系統已於108學年度上學期進入上線試
作階段，將持續建置教師端及系院校級行政人
員端的介面，提供教學單位總覽並可比較各科
目於基本素養及專業核心能力表現。未來將評
估納入課外活動、非百分制給分課程等其他學
習方式之可能性，使系統更加完整，提供師生
及校方具體資訊，有助精益求精。
　潘慧玲指出本系統「能幫助學生記錄專業能
力與素養培育；或提供教學單位參考，並利用
校務資料庫分析，有助校務經營與評鑑。另可
向社會彰顯本校辦學成效，有益於學生未來就
業及招生。」

嘉義輔仁新竹關西高中生來校體驗淡江特色

米食節享美食抽大獎

呈現八大素養成效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品質保證稽核處針對
教師教學進行問卷調查，即日起至12月30日上
午10時止，同學可從本校網站首頁點選「教學
意見調查」（網址：https://survey.tku.edu.tw/
tas/）或手機掃描QR-Code進入，填寫內容彙
整後將作為任課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不含任
何學生個人資料）。近三學年度各院學生填答
率平均為63%，其中以全球發展學院填答率平
均75.9%最高，其次為商管學院平均70.09%。
為鼓勵學生填答，凡填完問卷者可參加200元
現金抽獎（共100名），歡迎踴躍上網填寫。
　通核中心副教授宋鴻燕表示，同學們填寫的
意見調查當中，凡有鼓勵的話語都值得開心，
也能夠促使教學改善、精進；希望學生能夠理
解，老師們的責備都是出自於善意，切勿填答
情緒性字眼；她也認為，每個學生的學習態度
不同，同一種方式評量教師教學狀況難免不盡
公平，建議學校可以詳加思考評測方式。
　企管系兼任助理教授許睿元對於教學意見調
查則持肯定的態度，他以自己在任教的經驗分
享，認為淡江大多數的學生都算理性，而且通
常上課愈認真的同學，對於上課內容會更積極
提出評論與具體建議，所以他也會從善如流，
對於具體敘明事實或是給予建議的意見多會予
以考量。他也建議學校也可思考開放任課教師
直接於系統上回應的可能性，這樣可促進師生
間更直接且明確的互動，對於提升教學品質及
學習效果都會有相當的幫助。

圖書轉贈迎耶誕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大部分的高中生，
對於大學想要就讀什麼科系多存著觀望的態
度，因此透過參訪了解大學的專業課程便成為
途徑之一。12月9日嘉義輔仁中學逾200位師生
來校參訪，其中就讀自然組的蔣佳哲同學分
享，原來自己的興趣在於廣告，但因認為唸理
工可以解決許多日常生活的問題沒選擇唸社會

淡江UTA締結姊妹校

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右）與UTA國
際副校長Dr. Curtis Andressen共同簽署MOU。
（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海 洋 說 書 家 顏 寧 分 享 「 海 洋 垃 圾 的 環 球 之
旅」，與同學互動熱烈。（攝影／羅偉齊）

淡江音樂季首場「回聲」於文錙音樂廳演
出，長笛手江淑君介紹最後一首曲目「耶誕
組曲」。（攝影／王怡雯）

線，我們誠摯邀請全校師生多多使用，並不吝
給予建議與指教，讓系統能愈來愈好。」
　數位資訊組組長林泰宏介紹，新系統為雲端
系統，除了可使用全球用戶及出版社所貢獻的
書目資料外，其強大數據資源及分析工具為日
後新服務的開發帶來更多可能性；同時也是針
對電子資源等新型態資源設計開發的全新系
統，將以往須由多個系統管理的電子資源整合
為一，提供最新資料供讀者查詢。
　與原系統相比，林泰宏提到新系統強化的功
能主要有五項，一是提供24小時不間斷服務，
滿足讀者隨時隨地查找資料的需求；二是提供
一站式查找功能，透過一個檢索框可查詢圖

書、多媒體、線上文獻等資源；三是可透過系
統可同時查詢東吳與銘傳兩館館藏，淡江師生
可持本校證件至兩所學校圖書館借還書；四是
提供網路書店參考頁面，可自網路書店取得相
關資料，簡化讀者推薦作業；最後則是讀者登
入採用學校SSO認證，除更安全外，還可適用
於校內其他系統，省去重複認證的困擾；五是
採用RWD響應式網頁設計，便於在電腦及各
式行動裝置上使用。他還特別提醒，原系統預
約中的資料不會移轉到新系統，讀者可在新
系統上線後，再重新預約；查詢資料時要善用
「檢索範圍」選項，可以更快速的得到更符合
自身需求的查詢結果。

的雙學位合作推動交換意見。
　UTA成立於1895年，學生約3萬7,000人。該
校EMBA在QS全球排名第98，2002年開始設
置「臺灣課程」，授予碩士EMBA學位。Dr. 
Curtis Andressen及Dr. Jack Fei Yang曾於本年8
月29日來校參訪，對本校印象深刻，此次再訪
即以雙方合作為前提，規劃與本校EMBA進行
雙學位合作，也思考與其他學院的碩士雙學
位、或是4+1的學碩雙學位合作。

　 【 本 報 訊 】 美 國 德 州 大 學 阿 靈 頓 分 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UTA）國際
副校長Dr. Curtis Andressen及EMBA執行長Dr. 
Jack Fei Yang12月9日蒞校參訪，本校由國際事
務副校長王高成偕同EMBA執行長林谷峻、會
計系主任孔繁華與國際暨兩岸交流處秘書林恩
如接待，更代表本校與Dr. Curtis Andressen簽
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成為本校第228所姊
妹校。會後雙方進行交流座談，針對未來兩校

大手牽小手 宣言永續淡水生態
府、學校及個人應該做的事情。活動當天則安
排「世界咖啡論壇」，透過專家及學者們與學
生討論，協助完成最終行動方案。此外，還安
排兩場專題演講，竹圍工作室創辦人蕭麗虹以
「環境藝術的氣候行動策略」為題，分享如何
關心在地環境，並透過與藝術的結合讓環境變
得更好；海洋說書人顏寧以「海洋垃圾的環球
之旅」為題，以海洋垃圾的漂流為引，希望引
起思考如何減少對海洋的傷害，永續環境。
　除了參與活動師生，本校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稽核長張德文、新北市水利局副局長諶錫
輝、科長潘志豪、淡水區長巫宗仁等也到場鼓
勵，諶錫輝與巫宗仁均肯定本校與國小師生們
的努力，並期許政府更積極做好相關措施；何
啟東對於本校能連結周邊小學，共同為環境教
育盡力感到榮幸，未來也會持續初衷，一起共
創大淡水。
　文化國小校長蘇穎群在閉幕式代表7校感謝

本校與周邊國小的積極互動，引導學生重新思
索與環境的關係，讓小學環境教育有更多元可
能。參與活動的鄧公國小林同學表示，參加活
動讓她對於環境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很開
心自己能夠對淡水的環境盡一分力，未來我會
持續參與，希望讓淡水變得更好。」

組。「淡江校園很美是我的第一
印象，參觀過航太系的UAV實
驗室後，讓我對於大學就讀的目
標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方向。但不
管如何，淡江會是我就讀大學的
考量選項。」
　本次參訪分成兩組，社會組安
排於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商管學
院的介紹，自然組則安排進行工
學院簡介，並參觀電機系智慧型
控制實驗室及航太系UAV實驗
室，部分就讀本校的校友也聞風
而至探望師長，並與學弟妹進行
個別分享。本次帶隊的輔導主任

胡明哲為歷史系校友，他很支持學生透過參訪
多方面了解大學的狀況，對於報考大學具有相
當的參考價值。「淡江一直以來都有相當優異
的表現，尤其是畢業生更為企業主愛用。我鼓
勵學生選擇就讀母校，所以每年都藉由參訪讓
他們對淡江有更多的了解。感謝淡江持續支持
本校的參訪活動，未來也會強化參訪活動內容

的聯繫與溝通，讓學生們對淡江能有更充分的
認識。」
　12月12日新竹關西高中70位師生參訪，參觀
文學院及理學院，由歷史系副教授吳明勇、化
學系主任陳曜鴻與物理系主任薛宏中進行介
紹，之後參觀化學系貴重儀器室、物理系掃描
式電子顯微鏡實驗室及先進材料與電子結構實
驗室、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廣播電台、資傳
系數位媒體實習中心，並體驗廣播廣告錄製。
　領隊的學術學程主任張仲良表示，淡江近年
來的表現十分搶眼，尤其在國際化的呈現更是
明顯，是學生們談到私立大學會優先想到的學
校，「本次參訪讓我感受到淡江設備的先進與
獨特，也能理解每年幾乎都會有畢業生就讀淡
江的原因；我會持續安排學生參訪，也會鼓勵
他們優先考量就讀淡江。」對文史感興趣的許
柏詠同學則認為，淡江文學院「文五合e」的
學系組合讓他耳目一新，有別於之前參訪學
校，「我之前對大學其實沒有什麼了解，參訪
後我認為在這裡應該可以開心且有創意的學
習，我會認真思考就讀淡江的可能性。」

淡江音樂季首演 回聲掌聲滿滿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通核中心於12
月12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2019淡江音樂季
首場「回聲Echo Song」，由通核中心主任干
詠穎吹奏雙簧管、臺北市立大學音樂系教授邱
寶民擔任女高音、教授江淑君吹奏長笛、知名
鋼琴家李宜倫彈奏鋼琴，四人協同演奏出多首
古典曲目，近120人前來聆聽這場音樂饗宴。
  演奏會曲目安排多為輕鬆、柔和的爵士曲
風，穿插3首臺灣知名音樂家蕭泰然與陳明章
等人的經典樂曲，讓人彷彿坐在咖啡廳內享受
美好的悠閒時光。三位演奏者精湛的演奏技
巧，搭配邱寶民渾厚飽滿卻優美柔順的嗓音，
將每首樂曲呈現得更加婉轉細膩，令現場聽眾

沈醉其中，尤其在邱寶民透露，她與干詠穎同
樣處於感冒時，舞臺下一片驚呼，佩服其敬業
與專業表現。
  音樂會最後一連演出3首耶誕歌曲，在終曲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進行時，
更邀請聽眾一起合唱，讓現場圍繞滿滿耶誕氣
氛，最後表演者也獻上祝福，希望每個人今年
和明年都能夠圓滿幸福。
  企管四姚嘉松分享，「我來自不同的國家，
很少看見臺灣有特別慶祝耶誕節的活動，能在
今天參與這場充滿耶誕氣氛的音樂會，感到非
常開心。」中文進四張洋則對西西里舞曲印象
深刻，「我有這張唱片，平常也會在家裡用音

響聽，但現場聽起來完全不一樣，更加真實且
動聽，感謝這次老師們的演出，相當精彩！」
  通核中心主任干詠穎感謝大家的參與，她也
預告20日的第二場音樂會『唱 雙簧』將以管
樂搭配鋼琴的組合，呈現美式與法式風格融合
的曲風，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米食節正
式開跑，總務處邀集校內福利業務廠商推出相
關活動，鼓勵全校師生享用在地米食、使用環
保餐具，自12月9日至20日中午12時止，歡迎
踴躍參與。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加入「TKU台
灣米食節」臉書粉絲專頁並分享米食節活動
後，至活動店家消費可獲蓋1枚戳章，自備餐
具或環保袋可加蓋1枚，集滿5枚戳章可參加抽
獎，包括全家禮券、環保餐具及廠商優惠券。
抽獎時間為12月11日(三)、12月17日(二)、12
月20日(五)，中午12點至下午1點文學館旁木桌
區。更多資訊請臉書粉專查詢。
　資工三李函林分享：「我一直以來都是在大
學城附近吃飯，很少去美食廣場用餐，不過最
近朋友揪我一起吃飯還可參與抽獎，就增加了
到美廣的次數，食物品質和其他店家沒有差
別，而且價格更加低廉。」

鍾靈分館即日開放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鍾靈
分館即日起重新開放，週一至週五早上十時至
下午五時可使用閱覽區，國定假日、寒暑假
則配合行政單位上班日公告調整異動。閱覽區
採自主管理，本校師生可憑學生（服務）證感
應進入，也請共同維護閱讀環境，注意清潔，
不要在館內進食。書庫區暫時仍不開放，借
還書仍請至總館2樓流通櫃台辦理或投遞還書
箱。相關問題可洽詢流通櫃台值班人員（分機
2281）。

２版 產學合作圈

　物理系特聘教授彭維鋒帶領團隊建造
TPS27A掃描X光穿透顯微術實驗站，對
淡江同步輻射團隊、國內能源材料研究
者提供具國際競爭力的工具，提升臺灣
相關學術研究能量（文／李羿璇）。

　建築系校友顏文豪，就讀淡江時受陳
珍誠老師啟蒙數位設計概念，之後透過
參加國際賽累積經驗，陸續獲得全球設
計界四大獎肯定，更於今年獲得德國紅
點設計最大獎。（文／林雨荷）

彭維鋒 同步輻射先驅
３版 卓爾不群
顏文豪 笑傲Red dot

（攝影／劉芷君） （攝影／潘劭愷）

課程融合CDIO教學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於12
月11日在教育大樓舉行「多元與創新」研習，
邀請土木系副教授羅元隆和助理教授蔡明修以
「融合CDIO模式於土木系新工程教育中」為
題演講，吸引近30位老師參加。
　羅元隆先說明土木系目前的課程地圖和頂石
課程，並提到現行教學上的困難，如學生缺乏
主動學習動機、未來思考能力；在教育部「新
工程教育」的推動下，產生改變契機，進行新
工程教育課程地圖規劃。將課程分成五大課
群，如結構耐風設計課群、營建資訊課群等。
他闡述CDIO概念是讓學生以真實世界產品或
系統為主題，經歷構思、設計、實施、運作的
過程，培養學生成為學用合一的人才；CDIO
概念和新工程教育可做連結，最後他強調土木
所學需要結合「未來學」讓新想法帶來刺激。
　蔡明修則介紹CDIO的目標，大方向是希望
達到與實務結合並且做中學，他提及以CDIO
為課程架構，適合於單一或小團體實現，而在
有限的學期內要完整執行，有一定的挑戰，若
能與業界結合更能體現CDIO精神。

規劃建置評量系統

羅元隆蔡明修經驗分享

嘉義輔仁中學與新竹關西高中來校參觀各實驗室，並於淡江之
聲廣播電台體驗廣播廣告錄製。（攝影／廖國融、潘劭愷）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
書館引進全國首套「大學共建共享雲端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將於12月19日上午10時正式
上線，未來本校師生除了可以更便利的取得
館藏資訊，還能感受新系統所帶來更多便利
與迅速的服務。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明，原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於2000年投入使用，因無法再有重大更
新，難以因應新型態資料管理及使用需求提
供服務，經過邀請優久聯盟伙伴學校慎重的
評選及建置後，決定與東吳及銘傳大學共同
建置，導入新的雲端系統，「感謝所有同仁
們在這段期間的努力，才能讓系統順利上

土木系教授羅元隆於教育學院「多元與創
新」研習分享CDIO概念。（攝影／麥麗雯）

「淡江米食節」開跑，參加活動的同學抽獎
試手氣。（攝影／羅偉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