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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繼續進修或升學嗎？多種類課程歡迎您

的加入！成人教育部6月起陸續開設碩士學

分班、學士學分班等課程。碩士學分班包含

大陸所、航太所、財金所；學士學分班包含

圖書資訊管理類學分課程，提供提前修習學

分的機會，即日起至開課前3日受理報名，

修得之學分於取得正式學籍後，可申請酌予

抵免，學分抵免事宜請洽各系所。歡迎專科

以上畢業或高中職以上畢業準備升學者，以

及對課程有興趣之人士踴躍報名，詳情請

洽成教部網站http://www.dce.tku.edu.tw。

（文／陳羿郿）

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1 日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第十四
屆畢業成果展「行動派」4 日至 8 日於黑天鵝
展覽館展開為期一週的展覽，活動總召資傳四
黃子飴表示，「『行動派』代表著察覺、執行
和擴散，希望宣達平時生活中察覺到的體悟，
並化為行動執行，用微小力量改變世界。」校
外展將於 30 日至 31 日在臺北松山文創園區 3
號倉庫展出。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仔細參觀各組成果後指
出，「此次展覽結合了所學專業與社會關懷，
非常值得鼓勵。希望同學也能實踐行動派的核
心意義，任何對的事情，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不要猶豫，馬上付諸實踐。」
　本屆畢展承襲往年，一樣以多組、多元的方

　

知識之海
臺北校園動態

「嗨！不好意思，剛剛還是忙於處理學生
的問題……」電話那頭傳來一聲苦笑，獲得
102年教學特優教師的資創系助理教授惠霖
（圖左後三），總是兢兢業業地教學、真切
地關懷學生，她說，當初放棄在中科院的工
作，回到母校教書，主因是她喜歡學習新事
物，「大學教師的身分，push我不斷努力學
習，不只在資訊專業領域，我也一直學習和
調整與年輕人溝通相處的方式！」

先前也曾獲得「優良導師」肯定，惠霖
說，「全英語的教學環境無論對老師還是學
生，都是很大的挑戰。」蘭陽校園是住宿學
院，對於學生在課業、生活，或是生涯規劃
等問題，都竭盡所能地就近關懷及輔導，就
連晚上時分，她也願意協助學生課業。

課堂上，她總對學生說：「我寧可你們現
在討厭我，也不要你們畢業後來抱怨在我的
課堂學不到東西！」只要修過她的課的同學
都知道，隨堂作業不少，往往第一週第一堂
課就有作業，她也偏好實作課程，萬一碰到
理論及專有名詞很多的課程，會播映相關
影片來加強學生印象。「專有名詞在講解
前，會請學生預習名詞，再請他們解釋。」

惠霖的教學觀是「以身作則」，資創系系
主任武士戎分享，「學生們可以感受到惠霖
老師的敬業態度，在她身上學習到學識以
外的處事道理。」最後，惠霖以學姊的身
分，勉勵學子們多利用校內豐富的圖書資
源，「不要輕易侷限自我，任何類別的圖書
或電子資源都多去涉獵，還有，面對各項困
難及挑戰，努力以赴，絕不輕言放棄！」
（文／卓琦、圖／惠霖提供）

以身作則不斷學習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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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 15 日來校徵才
　機電系與台灣水泥公司產學
合作育才，將於 15 日（週五）
上午 10 時在 E680 舉行儲訓幹

部訓練計畫說明會，本次招募對象不限科
系，歡迎各院所系學生參加，意者請洽機電
系系辦，校內分機 2573。（文／巫旻樺）

生輔組辦尊重智慧財產權演講
　生輔組 6 日於鍾靈中正堂舉辦「尊重智慧
財產權」講座，邀請創建國際法律事務所律
師蔡雅蓯解說智慧財產權相關知識，她介紹
數個侵權案例，以實際事件讓同學了解侵權
行為嚴重性，近 80 人參與。（文／李昱萱）

你的故事我的劇本福園即興表演
　人生如戲，生活點滴就是戲劇創作原料！
實驗劇團上週於商管大樓前舉辦戲劇系活
動之一「你的故事我的劇本 your story ; my 
script」，進行即興互動表演，吸引路過同
學駐足欣賞。（文／林妍君）

學生會「小人物大翻聲！」
　學生會於 4 日至 7 日在工學大樓、文學館
前等地點擺攤舉行「小人物大翻聲！」活
動，各項活動以「小人物」的角度出發，盼
藉此讓同學了解到雖然身為小人物，但也有
發聲、表達意見的權益。（文／盧逸峰）

11 日起就貸生學雜費收退費
　自 11 日起辦理就貸生學雜費收退費，財
務處提醒，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亦不得
領取證書，詳見財務處網站（http://www.
finance.tku.edu.tw）。（文／陳照宇）

台北愛樂電台主持人來校分享
　6 日，文錙藝術中心邀請台北愛樂電台主
持人 Zoe Hwang，以「克里姆特與音樂」
為題，分享遊歷外國的經驗，現場另演奏舒
伯特的「野玫瑰」等多首古典音樂，氣氛輕
鬆歡愉。（文／陳照宇）

圖書館 11日
盡現日耳曼風情

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

教學特優教師

德文系萊茵盃知識王奪冠

物理週「即刻認物」理論生活化
　【記者何嘉霖淡水校園報導】物理週「即
刻認物」於 5 日分別在海報街及科學館熱鬧
登場！物理系系主任杜昭宏致詞時表示，
「透過物理能夠了解事物之理，希望本系同
學透過物理週，展現自己熱情活躍的一面！
也希望他系同學能更認識生活中的物理。」
　海報街現場分別以力學、浮力學、電磁學、
電壓學以及能量守恆概念打造 5 個闖關活
動，從遊戲中讓大家輕鬆學物理，還有機會
抽中 iPad mini 3、拍立得 mini8、餐券及行
動電源等精美好禮；科學館則安排有關物理
理論的靜態展覽、6 日邀請中研院院士張石
麟於傳播館 Q306 教室分享「學習及研究之

理工商管  系週 繽紛登場 拚人氣  熱鬧
心路歷程」。
　總召物理二郭宗穎表示，「物理週安排一
連串的活動，希望大家體認生活中物理的重
要。」，物理二游琇閔同學則表示，「透過關
卡認識物理，很好玩。」另外，物理系將於
16、17、23、24 日進行全國大物盃競賽，比賽
內容包含籃球、羽球、排球、網球、壘球及電
競，參與競賽的物理二廖翊安表示，「在球類
運動方面，我們將加強戰術上的討論。」

資訊週展生活科技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你是否發現擦
肩而過的人都低頭使用手機？資工系於 11 日
（週一）起為期一週在新工館中庭舉辦資訊
週，說明生活與資訊科技密不可分，現場安排
相關科技產品讓學生親自體驗。資工系系學會

　商管大樓前的商管福利週攤位上，同學認真挑戰闖關活動
拿獎品！（攝影／吳國禎）

　商管大樓前的「企球傳情」活動，以氣球傳遞滿滿情意。（攝
影／吳國禎）

　海報街進行的「即刻認物」吸引同學玩
電流的磁效應闖關活動。（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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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畢展行動社會關懷

系愛心書入羅東聖母醫院5

玩蝶古巴特 學歐洲工藝

式安排，包含影片、紙卡、
互動遊戲等等，呈現出每組
各自代表的核心理念。像是
其中的「非一班人」組，以
手機遊戲呈現，表達出人們
應該跳脫一般價值觀，活出
自我的生命色彩，此款遊戲
將 來 計 劃 與 Google play 商
店合作上架；「四個媽咪」
組則是以募款、製作周邊商
品、經營粉絲專頁，付諸行
動來呼籲大家關愛需要被幫
助的兒童；而「我愛你」組持續關注在展出前
一週所推行的愛的明信片活動，播出拍攝父

母收到明信片時的驚喜和感動。中文三簡鈺庭
說：「特別喜歡其中的『我愛你』一組，讓我
們有一個管道可以表達出心中的愛，平常很難
得有這種機會。」

　喜歡做手工藝嗎？熱愛動手製作小東西的蘭
陽校園同學們，5 日在開心廚房參與住宿學院
「藝術品味」活動，學習並動手製作蝶古巴特。
　本學期藝術品味主題分為東方藝術及西方藝
術，本次介紹西方的蝶古巴特（DÉCOUPAGE）
藝術，由擅長蝶古巴特拼貼藝術的英美語言文
化學系助理教授莊晏甄主講，她指出，「蝶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與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於 11 日起，聯合舉辦
2015「TKUL 五月歐洲講座 × 日耳曼印象」。
活動包含 5 場系列演講與兩場周邊展覽，邀請
師生一同領略日耳曼風情。非書資料組組長丁
紹芬表示，「當人們提起德國時，第一印象往
往是品牌名車、美學工業設計等，期待此次豐
富多元的系列講座，讓大家瞭解德國在歐洲扮
演動力火車頭的秘密。」
　活動預計邀請本校歐研所所長陳麗娟、臺大
經濟系副教授李顯峰等人，解密從過往到現代
的日耳曼印象。而今年適逢德國音樂家巴哈
330 歲冥誕，總圖非書資料室將展出相關演奏
DVD 與 CD。
　每場活動另備有保溫杯、馬克杯、拼圖等
精美獎品，亦有來自德國的掛耳式咖啡組，
歡迎前往深入了解日耳曼民族。活動詳情
可 到 圖 書 館 網 站（http://blog.lib.tku.edu.tw/
post/2/6390）查詢。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系友、
本報前攝影記者，現任中國時報攝影記者的陳
振堂，參加第四屆台海新聞攝影大賽，以新聞
作品「太陽花學運」，在 13,308 幅參賽作品
中脫穎而出，獲台海重大新聞類優勝。
　陳振堂表示，「第一次獲得此獎十分意外！
作品是呈現 318 學運中反服貿的抗議民眾聚集
在忠孝西路、中山南路口，警方以噴水車與霹
靂小組清空道路時，一名男子面對噴水車仍無
所畏懼，猛烈的水柱在晨光照射下顯露出金色
光芒。」陳振堂認為，拍攝到該類畫面的機會
是可遇不可求的。他很感謝求學期間在攝影社
透過廣泛閱讀書籍、實際操練奠定良好的攝影
基礎，以及之後加入淡江時報社，「從做中學，
培養自身嚴謹的新聞工作態度，對之後在職場
上都是很大的助益。」

土木校友陳振堂
台海新聞攝影優勝

未來學所赴韓
深化未來學交流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所於上
月 28 日應韓國政府單位之科技政策院邀約，
參與「韓國與臺灣年輕人之間趨同的未來」研
討會。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助理教授紀舜傑
帶領 2 位研究生赴韓國與韓國國家青年政策研
究院及當地高中生共 40 餘名學者學子與會探
討。陳國華表示，此為繼 3 月的「亞太地區未
來學網絡」國際會議以來，更進一步地與亞太
周邊國家實行未來學的深化交流，將持續密切
與他國接觸，增進彼此對未來的想像。
　本次研討會以「年輕人未來的預期趨勢」、
「講述未來象徵與臺灣青年新興的社會價值
觀」、「韓國年輕人未來的意象分析」等主題
進行討論，以年輕人的視角觀察未來社會發展
的願景，也透過臺韓之間的社會文化差異，碰
撞出未來可能發展的火花。
　未來學所碩一李秋嬋說：「經過此行發現，
韓國政府對未來政策，在心力、資金等都相當
積極地投入，令我印象深刻。而韓國人在愛用
國貨上表現出的民族性及不因科技發展而犧牲
生活品質的生活態度，值得臺灣借鏡。」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由資管、數
學、西語、機電、資圖 5 系聯合舉辦的「書
入愛心」二手書市集 4 日至 8 日在海報街
舉行。儘管時有大雨，但並未阻擋同學們
對二手書義賣活動的熱情支持。
　活動總召資圖三游博諭表示，「書入愛
心」活動共募得圖書 770 餘冊，義賣所得
已逾萬元，將全數捐贈給羅東聖母醫院，
「我是宜蘭人，羅東聖母醫院用它的善行
感動了我，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活動表示感
謝。」對於未義賣出的圖書，「我們將分
類後，捐給新北市的中、小學。」
　參與義賣活動的資圖三沈育如表示，「工作
人員為辦好本次活動，認真將每一本書編上序

號。前期準備工作雖然辛苦，但活動得到周邊
店家及學校師生的大力支持，能將愛心輸送到
羅東聖母醫院，覺得很有意義。」

　【記者何嘉霖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 2 日
的「2015 第三十三屆全國萊茵盃」獲得佳績，
在德國知識王競賽中完勝文化大學勇奪冠軍，
並在桌球項目拿下亞軍。本次由東吳大學主
辦，聯合全臺 8 所大專院校德文系、歐文系聯
合舉辦之涵蓋動、靜態競賽項目的活動，如桌
球、女籃、男籃、女排、混排，並首次進行「德
國知識王競賽」。此次參與活動同學德文二呂
奕萱同學說：「能夠運用所學和外校交流德語
相關競賽十分有趣，而且女籃練習上能鍛鍊大

家的體力和戰術，是很棒的經驗，希望明年能
夠再參加。」
　德國知識王競賽方面，由德文四周博文等 5
人組隊參加，本次與政大、文化、東吳以及高
應大進行比賽，共分為六組以淘汰制方式進入
爭賽，最後以搶答優先 5 題獲勝。周博文分享，
比賽全程以德文進行，題目均是課堂內容，而
應用所學獲冠，「很高興能獲獎並鼓勵學弟妹
參加和踴躍參與課堂學習，這次比賽是我們開
心且很特別的經驗。」

古巴特是裁剪紙張，以裱貼為製作方式的
工藝技術，在歐洲已流傳近三百年，在 17
世紀時一度曾是歐洲貴族常見的居家飾品
裝飾藝術。」參加活動者可體驗並發揮創
意，用簡單的紙張來拼貼於提袋、筆袋上，
更可以發揮巧思，將相同的技術應用到小
型的傢飾上。
　看到學員們興致勃勃地低頭拼貼圖案，
語言系系主任黃雅倩開心表示，「坊間的
蝶古巴特教學都要收取不低的教學費用，
莊晏甄老師對手工藝術相當有研究，請大

家珍惜這次的學習機會。」語言一周儒婷表
示，「謝謝學校提供學習蝶古巴特的機會，漂
亮又特殊的圖案紙巾，以及各種帆布包，讓人
目不暇給。我們都好感謝莊晏甄老師，讓從前
不知道蝶古巴特的我們了解拼貼藝術，自己動
手貼上的感覺真的很有成就感！」（文／馬雪
芬、圖／蘭陽主任室提供）

百位境外生遊苗栗
體驗客家文化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 2 日與
近百位境外生遊賞苗栗風光，儘管來回路程頗
長，一路上大家談天說笑。大家參觀了古色古
香的南庄老街、客家圓樓、客家文化園區、穿
行於日式木造建築、漫步水濱棧道，並品嘗桂
花冰鎮湯圓等當地小吃，了解客家文化內涵。
來自廣州的英文三孫羽嘉分享，「這次最大的
收穫是和大家一同結伴出遊，並了解客家文
化，雖然沒有看到桐花，但仍不虛此行。」

　同學們以行動支持海報街的「書入愛心」二手書市
集義賣活動！（攝影／李建旻）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配合資圖週多
面向內容及期望學生學用合一的主題，資圖系
在 4 日晚間於鍾靈中正堂播放由該系傑出系友
陳玉勳導演所執導的「總鋪師」，並邀請大傳
系副教授楊明昱擔任影評。
　楊明昱認為「總鋪師」內容架構是以傳統武
俠小說的結構來完成，「片中不論是角色的塑
造與人物性格均符合常人對於武俠小說的價值
觀。」楊明昱也以陳玉勳之前執導的「熱帶魚」
為例指出，「可以發現導演對於人性趨善的描
繪，片中的人物通常都屬於中下階級，但都能
隨著影片的推進，展現出人性的真善美。」
　資圖系系主任王美玉表示：「本片不論是題
材還是內容呈現都非常有創意，我們希望藉由
資圖週的活動來展現畢業校友在外的成果，為
同學們樹立一個良好的學習模範，並鼓勵同學
不要放棄，勇於追夢且築夢踏實。」

楊明昱評總鋪師
「傳統武俠小說結構」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心所傳捷
報，教心所校友彭荻、郭彥汝和碩生朱士炘共
3 人考上 104 年度專技人員高等考試諮商心理
師，他們須向衛生署申請諮商心理師證書後，
就能從事諮商心理師工作。教心碩三朱士炘分
享念書秘訣就是勤做考古題，再從中回溯考題
方向，在應考當天就專讀整理後的精華本，她
表示，目前已在業界工作，雖重返校園唸書的
挑戰相對大，但仍珍惜求學時光。

教心所 3人
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

逗

會長資工二林鈺
程表示，「本次
資訊週除了展現
大 三 專 題 成 果
外，將發展生活
科技相關產品。
這次展現與生活
相關的軟硬體，
還邀請企業和其
他學校相關科系
來校參觀，了解
資工系的學系特
色，歡迎大家踴
躍參加。」

商管福利週愛心義賣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會延
續 3 月份六校聯合義賣的心意，於 4 日起一連
5 天在商管大樓前舉辦「商管福利週」愛心義
賣，商品皆 5 折起。同時加賣「期中 all pass」
活動的高人氣商品，如all pass紅豆水、肉燥麵，
依舊買氣超旺。
　此外，還有 3 項闖關活動，其中以隨機抽問
商管相關問題最具挑戰，全校同學皆可參加闖
關遊戲拿獎品。商管學會會長產經三吳羿儒表
示，「舉辦這個活動是希望全校師生可以藉由
闖關活動，更了解商管學院，也希望同學們可
以拿很多獎品，滿載而歸。」

企管週氣球傳遞情意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搖擺企管週，

來企企管玩ｅ週」，企管週 11 日（週一）在
蛋捲廣場及商館 3 樓前登場。企管系系學會
搶先於 6、7 日舉行企球傳情活動－「讓繽紛
的氣球，傳遞你的浪漫和心意」，工作人員
一齊喊著：「企球傳情，你想偷偷來傳也可
以喔！」等口號，營造歡樂氛圍、吸引人潮
聚集，買氣超旺，第一天即賣出 35 顆氣球。
　11 日起，為期一週的企管週主打文創市
集，有許多可愛的創意飾品，歡迎大家選購。
當日晚上 7 時於 B704，邀請星巴克經理周芷
伃分享品牌經營，現場有免費咖啡試飲。企
管系系學會會長企管二陳紀薳表示：「6 日
起為我們的氣球預購週，11 日起開始通知幸
運兒。企管週有許多精彩內容，歡迎大家共
同參與。」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中）、資傳系系主任孫蒨鈺（右三）與資
傳系師長們共同為畢展行動派揭開序幕。（攝影／黃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