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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辦社團經營與團隊發展學門

社團指導老師座談 學生溫馨獻花 師生互動又驚又喜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上月28
日舉辦99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
談會，為感念指導老師辛勞，在
管樂社悠揚的演奏樂聲中，許多

社團學生湧進會場，向社團指導
老師獻花，感念老師辛勞，在一
片溫馨氣氛中，校長張家宜表揚
績優社團指導老師。蘭陽校園亦
由主任林志鴻主持，以視訊同步
進行。此外，課外組組
長曲冠勇也針對下學年
全國首辦的「三環五育
學習課程計畫」進行說
明。
本校康輔社、樸毅青
年團在100年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評鑑中，分

獲特優及優等，張校長表揚康輔
社指導老師李美蘭、樸毅青年團
指導老師劉彥君。另外同時頒獎
給98學年度校內社團評鑑績優，
共有37個社團、53名教師授獎。
張校長除感謝老師的付出，也提
到本校獲得企業最愛大學生排名
第2，如何持續進步？社團課程是
一大經營方向。希望能夠達成創
辦人張建邦的遠見，將課程與社
團結合，讓每位學生有參與社團
的經驗，在課外組的規劃下，明
年度的社團將有全新氣象。

曲冠勇說明，去年5月，經校長核定
「三環五育學習課程小組」委員，由學
術副校長為召集人，學生事務長為執行
秘書，各院院長、系主任代表及通識核
心中心主任為委員，根據三環五育學習
課程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擬在100學年
度起於通識教育課程中新增「社團經營
與團隊發展」學門，並開設必修「社團
學習與實作」1學分、選修「社團經營與
管理」與「社團服務與發展」各2學分。
研議過程中召開多次會議，以期讓這必
修的學分有超過學分的價值。
會中邀請校長室秘書黃文智分享社團
經驗，曾任多個社團指導老師的他，多
年來以熱情帶隊，提出了經營「內部資
源」的建議，因校內社團多元，而社團
老師彼此應該建立聯繫，共同活絡社團
經營與指導。
建議案部分，西語系系主任吳寬提出社
團國際化，如：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
流計劃，本校表現優越，若能結合社團

校長張家宜頒發98
學年度社團評鑑優
秀指導老師獎。
99學年度社團指
導老師座談會，學
生熱情與彩妝社團
指導老師江雅玲合
影。（攝影／鄭雅
文）

歐盟週

趙雅麗任公廣集團董事長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公廣集
團日前召開董事會，共同推舉本校大傳
系教授趙雅麗出任公視及華視董事長一
職，並於1日正式上任。趙雅麗表示，
被推選為公視董事長出乎意料，但基於
社會責任與實踐公共利益服務，才決定
接下這個職務。
現任大傳系教授兼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執行長趙雅麗，於2006年推動本校文化

創意學分學程，使本校成為推動文創
產業的學術機構先驅，並多次獲教育部
顧問室「創意學院」最高額獎助、經濟
部「學界科專」獎助、教育部「重要特
色領域人才培育計畫」及「教學卓越計
畫」等獎助。另外，她進入視障研究
多年，並成立中華民國口述影像發展協
會，協助視障者克服影像障礙，展現她
應用理論服務人群與弱勢的用心。

社交工程防治 全校400人參與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宣
導資訊安全不遺餘力，已於上月22日、
25日開設全校行政人員社交工程防治宣
導講習課程，本校約400人參與。
授課教師為資訊中心網路管理組技術
師張維廷，透過課程，教授如何分辨網
路釣魚以及電子郵件進行攻擊之常見手
法，如：假冒寄件者、含有惡意程式的
附件或連結、利用與業務相關或令人感
興趣的郵件內容及應用程式之弱點等。
讓參與人員可藉由專業授課，獲取網路

資訊安全上的必備基本常識。他強調，
資訊安全除了資訊人員不斷的努力外，
現已成為每人必備基本觀念。最重要的
是，不要相信眼前所看到的訊息，如：
來路不明的廣告信。另外，也儘量避免
轉寄不重要的信件給別人。而學校也在
今年1至4月已模擬演練。張維廷指出，
教育部也將會在近期進行資安演練。資
訊中心表示，希望藉由這些相關課程，
達到信件開啟率小於百分之十，信件內
容連結的點擊率小於百分之六的目標。

TIC競賽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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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學習以不同的方式體驗歐洲各國不
同的美，並邀請本校歐洲外籍學生擔
任主講人現身說法介紹自己國家的風土
名情，讓同學以不一樣的角度欣賞並體
會歐洲，詳細講座內容，請至歐洲聯盟
研究中心網站（http://w3.tku.edu.tw/
eurc/）查詢。
「百問大學堂‧歐洲常識王」出題範
圍包含新聞、網路等媒體可以搜尋到之
歐盟知識、政治、經濟、人文、語言以
及從小到大相關歐洲常識，預賽於今日
舉行，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劉慶聰勉學生以「三創」創業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身處在全球變動
的時代，大學生就是要勇於挑戰！」
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劉慶聰勉勵學生創業，為
「TIC100競賽說明會」揭開序幕，說明會以「創
造力改變世界」為題，於上月28日在鍾靈中正堂舉
行，研發處研發長康尚文及建邦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蕭瑞祥也一同出席，康尚文表示，「同學賺到寶貴
實務經驗！」現場吸引許多對創業有熱情的同學踴
躍參與。
劉慶聰在說明會中提到，全球環境的改變，讓商
業模式不再只是大量生產的組織管理，而是行銷抬
頭的資訊時代，得靠「創意、創新、創業」的「三

創」模式，來建構新的消費模式。劉慶聰說，台
灣目前缺乏產業升級，以及新世代人才的栽培，
「TIC100競賽的目的，就是透過團隊合作及向世界
級大師取經的教學模式，培育出整合型人才，讓台
灣不再只是代工，而是走出自己的品牌！」
機電三解博森表示，一直以來對商業模式的運
作很有興趣，聽了說明會後更確定自己的目標，
「希望可以組隊報名參加，實際操作創業的經營模
式！」蕭瑞祥也在會後為本校首辦的創業競賽宣
傳，將於本月9日起展開報名，「學校資源也會全力
配合同學，機會難得，希望吸引更多勇於嘗試創業
的同學共襄盛舉！」

黃啟智：iPad閱聽生活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由圖書
館舉辦「數位新時代閱讀」系列演講
第一場「iPad、閱聽與生活」已在上月
26日舉辦。邀請艾及第資訊有限公司經
理黃啟智，除介紹軟體，也藉由分享
自己生活上數位產品的運用，並舉例
與聽者分享，藉此拉近參與者與數位
產品的距離，其中也介紹了網路分享
工具Dropbox、QR Code、Podcast和電

本校99學年度大一新生入學學測指考成績，根據教務處招生組統計，大一國、英、數三科成績
達均標人數超過半數以上。統計三科頂標與前標總和人數，其中數學成績理學院、工學院採計學
測及指考數甲；文學院、商學院、外語學院、教育學院採計學測及指考數乙成績；管理學院及全
球創業發展學院，則採計學測及指考數甲、乙成績；本統計提供各院系作為訂定招生條件參考。
（圖、文／陳頤華）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的參與，讓有專業與才藝的同學支援，
相信在國際活動上會有更精采的表現。
跆拳道社指導老師王元聖提到，因體育
館新建劍道場，使電梯無法到達B1，造
成武術性社團場地動線不佳。對此，總
務長鄭晃二回覆，劍道場新建造成出入
口位置改變，但數量並沒有減少，若開
放電梯，會有許多出入體育館的人找不
到路，管理不易。
另外，張校長在會中提到本校企業最愛
大學生獲全國排名第2，並在會後表示，
在調查中，本校在「畢業生素質提升最
多」、「進入職場後畢業生自我提升能
力」這兩項排名都是第1，此為近年來
本校教職員生融入淡江文化，學生及校
友在各行各業表現優異所累積的成果，
「也感謝各企業主對淡江的肯定！」。
但她也提醒，「要謙虛，持續不斷進
步！」也勉勵學生「保持淡江精神！學
校會全方位的為學生創造優質的學習環
境。」

歐洲常識王今預賽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你想多
方面、更直接以及動態地體會歐洲嗎？
本校歐洲聯盟研究中心「歐盟週」開
跑！期間將舉辦歐盟獎學金及專題講座
活動，首先登場的活動是2011歐盟獎學
金活動「百問大學堂‧歐洲常識王」，
今日（2日）將有56組來自不同領域的人
在驚聲大樓T212參加預賽。
系列專題講座包含歐盟專題講座、歐
盟遊＆學獎座以及歐盟國家介紹講座，
主要介紹目前歐洲各國的趨勢、歐洲文
明與當代價值以及對台灣造成的影響，
分享台灣人至歐洲各國遊玩與學習經

親體驗

子書的相關軟體PDF和E
PUB，也親身示範APPLE
產品的操作及運用。
內容介紹電子書的應用
發展和軟體比較，如國外
使用率非常高的閱讀器，
電充足後可使用14天的
艾及第資訊有限公司經理黃啟智於26日蒞臨本校，向師
E-Ink、版面美工編排較
生們介紹iPad的優點，生動的解說使得聽者對iPad深感興
靈活的PDF、和適用於閱
趣，愛不釋手。（攝影／羅廣群）
讀大量文字，如：小說、
傳記，不僅可以註記、放
大、全文檢索、導讀，還可像傳統文書一樣以蓋頁模式閱讀的E PUB，聽者藉由此場演講更
加熟悉電子書的運用。為了讓聽者更貼近數位產品，演講者也讓現場聽者親自操作iPad。
系列演講將於本週在圖書館二樓的閱活區有2場演講，5月3日由薛良凱先生主講「談閱
讀：從出版、書店、通路、網路、數位閱讀的角度看這個出版新世界」、5日由龐文真小姐
主講「數位閱讀內容何處來：『百年千書』計劃」。此外，綠林科技和聯合知識庫在3日至5
日於圖書館二樓的閱活區展示數位閱讀，包含電子書跟iPad，有興趣參與者別再錯過囉！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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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描寫台灣鄉村風情，名
為﹁牽豬哥﹂，由一位養豬者領
著公豬前往配種。這是從前農村
的景色，現在看來非常懷古，由
文錙藝術中心李奇茂主任以 筆
畫成。欣賞此畫，除了看到李主
任以熟練的線條所勾勒出來的農
人和種豬的形狀，而更令人莞爾
的是豬的口水垂涎而下，一幅滿
足意象。︵圖文／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筆書畫展 ：牽豬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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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一)
13:10
5/2(一)
14:10
5/2(一)
15:10
5/3(二)
13:10
5/3(二)
13:10

演講人/講題

5/6(五)
14:00
5/6(五)
14:10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蘇清源
Synthesis,applications and furthure scope of graphene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許文賢
Excess Electrons Binding to Waters
靈之美心理治療所院長／臨床心理師張艾如
心際大戰首部曲一點亮心中影子講座
英文系講師葉尚芳
TOEIC考試教戰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陳莉榛
心際大戰二部曲一敞開心田全面進攻講座
台灣社會向上發展協會理事長／艾莉絲國
圖書館
際行銷公司發展部顧問薛良凱
典閱組
談閱讀從出版、書店通路、網路數位閱讀
總圖2樓閱活區
的角度看這個出版新世界
機電系 台塑公司美國建廠負責人(退休)賴正漠
E509 工程倫理
物理系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系副教授吳德榮
S215 颱風警報與風險管理
水環所 中技社主任鄒倫
E830 環境保護與資源管理
數學系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源俊
S433 Area under ROC curve type measures without binary gold standard
諮輔組 張老師基金會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林烝增
B617 心際大戰三部曲一心光乍現講座
建築系 田中央工作群主持建築師黃聲遠
Q409 真實的田中央新生代
淡大如來實證社 康博顧問公司董事長周文德
I201
襌行開啟成功之路
微軟技術講師張孝儒
微軟校園大使
微軟校園技術講座-2011世界因你
B712
phone7來
創業研習社 基泰建設董事長陳世銘
L417 打造黃金團隊
財金系 台灣銀行總行高級專員彭敏瑜
B506 銀行業相關證照及銀行實務講座
西語系 VOLTEK電腦公司經理廖容綺
I201
職場生涯漫談
資傳系 遊戲橘子研發顧問饒敏瀚
O306 密技!遊戲提案與企劃攻略
西語系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劉國威
E301 人生路途的轉彎：我的負笈歷程
商學院 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
I501
7-11的創新經營策略
資傳系 台灣科技大學教授江定榮
O205 介紹 Android手機軟體製作流程
資圖系 曾任工研院通訊產業分析師徐愛蒂
L507 工研院產業議題
生輔組 台中總醫院藥師楊東寶
SG319 「用葯安全須知」免費講座
資傳系 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系教授許素朱
E901 互動藝術在人文創意空間之運用
圖書館典藏組 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副秘書長龐文真
總圖2F閱活區 數位閱讀內容何處來：「百年千書」計劃
中研院統計系研究員程毅豪
統計系
Model Selection for Generalized Estimating
B302A
Equations Accommodating Drop-out Missingness
機電系 銳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同林
E830 即時監控系統在輻射防護領域的最新發展
大陸所 司百客生物科技集團總經理林長安
T505 中國農業發展現況
星相社 中華民國占星協會會長林樂卿
E312 神來一筆-測字占卜
淡江國樂校友／亞洲大學資訊多媒體系
國樂社
教授林志豪
SG320
胡琴的學習之路
機電系 生產力中心經理陳進財
B712 工程倫理
產經系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主任王光正
B511 存在不確定下從價稅與從量稅的再檢視

5/5(四)
18:20

歐盟中心 資深歷史講師廖慧真
D325 巴黎時尚處處流Parisian Style Everywhere

5/5(四)
19:20

歐盟中心 帝道國際執行長／文史實業家張書豪
D325 歐洲文明與當代價值

5/3(二)
13:10
5/3(二)
14:00
5/3(二)
14:10
5/3(二)
14:10
5/3(二)
14:30
5/3(二)
15:10
5/3(二)
16:30
5/3(二)
18:30
5/3(二)
19:00
5/3(二)
19:10
5/4(三)
08:10
5/4(三)
10:10
5/4(三)
10:20
5/4(三)
13:10
5/4(三)
14:10
5/4(三)
14:10
5/5(四)
10:10
5/5(四)
12:10
5/5(四)
10:10
5/5(四)
13:10
5/5(四)
14:10
5/5(四)
14:10
5/5(四)
16:00
5/5(四)
19:00
5/5(四)
19:00

化材系
E830
化學系
Q409
諮輔組
B502
教科系
L102
諮輔組
B617

台北校園

5/7(六)
09:10

保險系
D408

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胡海國
精神健康管理

蘭陽校園
5/3(二)
08:00

旅遊系 白悅休閒飯店執行副總經理余紹君
CL302 旅館業職涯發展

文錙音樂會：

擊力推薦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想感受打擊樂
所帶來的魅力震撼嗎？那你一定不能錯過週三
（4日）晚上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本學
期第2場文錙系列音樂會「E1002 擊力推薦」－
NSO打擊樂首席陳哲輝／1002 打擊樂團之夜。
E1002打擊樂團成立於 1996 年，致力於演
出國際現代打擊樂經典，將新興的演奏型態引
介入台灣，他們單純地喜歡音樂，樂於傾聽不
同的風格，勇敢嘗試各種挑戰；他們的團名代
表著「在一根棒子與兩隻手之間，您將看見我
們的大無限」。此次將帶來多首經典的打擊樂
曲，如傑利‧德梅的「桌子音樂」、彼得‧柴
科夫斯基的「兒童曲集」……等。上週一開放
取票即受到熱烈迴響，欲前往聆賞的師生可至
文錙藝術中心取票，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課程教學評量今開跑
畢業班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課程教

學評量開跑！大學部畢業班科目於今日（2日）
至15日（週日）舉行，大學部非畢業班科目
及研究所科目訂於本月23日（週一）至6月5日
（週日）舉行。只要填畢所有問卷，就有機會
獲得精美4G隨身碟！
問卷透過評分數、寫意見的方式，學生可以
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讓師生之間有更完善的
溝通，填答網址可上http://info.ais.tku.edu.tw/
tas/或由首頁左方點選「教學評量」連結。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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