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書法教育，這次能夠聽到張炳煌的課程，
感到非常榮幸。」他對數位e筆的呈現感到驚
豔，認為可先用數位e筆工具來磨練學生書法
基本功，再進階使用毛筆書法，讓學生更得心
應手。半嶺通男希望，這20位學生在未來可以
成為沖繩及臺灣在書法文化交流的橋梁。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
報導】1日下午2時，日本
沖繩縣14所學校共20名學
生參觀文錙藝術中心，這
些學生是從日本沖繩縣36
所學校的96名學生中遴選
出來組成「沖繩縣高級中
學文化聯盟」，特地來校
學習書法藝術，由文錙藝
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展示數
位e筆外，並講授書法課程
及點評他們事先提供的書
法作品，現場還安排數位e
筆體驗和揮毫練習。
　張炳煌首先說明數位e筆
的優點後，示範數位e筆的
使用方式讓同學們實作，
現場討論氣氛熱絡，可看
出他們對數位e筆感到有興趣。
　來自沖繩北部農林高中的岸本瑞希說：「這
是首度來臺灣，覺得淡水校園很大很像博物
館，自己的高中也有一般書法課程，但沒有類
似e筆工具，因此很喜歡e筆。張老師對我們的
書法作品的建議很好，如運筆方式等，收穫良
多。」本次沖繩縣高級中學文化聯盟的團長半
嶺通男說明：「之前就聽說淡江大學致力於推

新生報到率97.10%走穩

颱風過後 回復校園ing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年輕世代的生
活已不能缺少APP，「淡江i生活」APP提供淡
水校園生活相關實用訊息，如公車動態、即時
影像、建築物對照、校園分機、校園地圖等，
幫助大一新生盡快融入新鮮人生活，開展大
學生活的新旅程。「淡江i生活」APP自2012
年上線，據資訊處統計至10月1日止，下載安
裝數已突破9萬人次，達9萬730人次，累積使
用次數則突破1千4百萬人次，為1452萬7512人
次；相較2014年9月與2015年9月同期的使用人
次，去年為74萬6127人次，今年已破百萬人
次，為108萬2377人次，顯示新生對「淡江i生
活」APP的使用需求提升。
　其中「我的課表」仍是最受歡迎功能，「淡
江Wi-Fi」居次，「考試小表」位居第三。大
傳二俞季潁認為，考試小表的功能十分方便，
不需要紙本通知資料，就能隨查隨知，「但是
希望能新增淡江周邊美食地圖，提供更多樣的
用餐選擇，發掘淡水校園隱藏美食。」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劉家伶蘭陽校園報
導】日前蘇迪勒、杜鵑颱風襲臺，造成淡水校
園和蘭陽校園設施多處災損，為使校園因風災
過後的正常運作，事務整備組組長吳美華、節
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安全組組長曾瑞光等
人共同檢視校園交通、教學設施，並清除道路
障礙與器材修繕，以回復校園樣貌。圖書館因
漏水造成部分書籍受潮，圖書館館員也立即整
理書本和曬書，提供學生良好的讀書環境。
　上月28日，蘭陽校園因受強烈颱風杜鵑侵襲
停電，留宿師生們因為強大風雨而受困宿舍。

經向臺電人員與自來水公司了解受災情況後，
發現短期內恢復水電的機率甚低，為考量師生
安全、生活機能不便等因素，蘭陽校園決定在
上月30日停班、停課一天，同時也請授課教師
自行擇期補課。交換生政經二咪優說：「停電
真的造成生活上很多的不方便，期待校園盡快
恢復正常。」
　另外，原定上週三舉辦「中秋師生聯誼晚
會」延期到本週二（6日）晚間舉行。目前淡
水校園和蘭陽校園均在積極回復中，若同學發
現校園他處損害請通報總務處。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與財團
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青島科技大學
氣候變遷與能源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共同主辦
的「2015海峽兩岸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論
壇」以「氣候變遷與能源永續發展之調和」為
主題，4日至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岸
相關產官學研學者及專家逾200人共襄盛舉。
　本次論壇由科技部、教育部、環保署、陸委
會、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中國工程院能
源與礦業工程學部等單位指導，4日的開幕式
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主持，現場有新北市副市

長陳伸賢、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董事長簡又新、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克昌、青島
科技大學校長馬連湘、本校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為活動致詞；5日（週一）上午10時50分由本
校校長張家宜進行閉幕致詞，並介紹2016年論
壇主辦單位北京科技大學團隊。
　何啟東表示，本校已在兩岸學術交流方面深
耕多年，本次是在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
事長簡又新推薦下與本校合作舉辦。活動目的
在於建立兩岸專家學者的交流平台，藉由腦力
激盪，找出永續發展之路。承辦活動更能提升

本校在國際上的能見度，不僅延續歷屆累積成
果，更發揮影響力、為論壇奠定更深的基礎。
　論壇中，由簡又新、謝克昌、工業技術研究
院綠能與環境所所長胡耀祖、中國工程院院
士黃其勵進行特邀報告，並探討五大專題，
「2015COP21巴黎會議展望」、「能源市場
自由化與價格合理化」、「再生能源及新能源
技術推廣利用」、「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推動
戰略」、「能資源利用與霾害控制」。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至上月30日
止，教務處統計104學年度日間部新生報到率
為97.10%。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德國語
文學系報到率達100%。
　教務長鄭東文表示，本校招生工作均持續推
動中，如前進高中計畫、接待海內外高中學校
來校參訪、參加海內外教育展等，加上本校獲
得企業最愛私校的肯定和校友們的支持，都有
助於拓展生源，而各學系的招生協助讓新生報
到率保持穩定。鄭東文指出，面對少子化衝擊
的生源減少情況下，將盡力進行資料分析並掌
握各項變數。

　國企系系主任蔡政言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成
績，並表示國企系成立已久，與國企系校友互
動頻繁密切以增進校友向心力，加上系上教師
們熱心支援招生工作，如協助推甄模擬面試，
提升國企系知名度進而增加新生報到意願。
　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認為，應是師徒制關心
與照顧大一新生的形式，建立起好口碑，加上
暑假期間舉辦的新生家長座談會中，是以學長
姊帶領新生的方式拉近距離，提高新生報到意
願。鍾英彥很高興新生能在多種外語競爭下選
擇德文系就讀，希望學生都能在本校德文系求
學期間能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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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5(一)

9:00
育成中心

R103
草舍文化編劇企劃陳維信
策展不GG「逮就補」

10/5(一)
13:00

化材系
E819

三匠集團技術長兼九垚精密
陶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李明烈
陶瓷粉沫注射成形技術 CIM 
(Ceramic Injection Molding)

10/6(二)
12:00

教發組
CL506

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蔡宗伯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一)

10/6(二)
14:00

水環系
E787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服務秘書
長吳陽龍
氣候變遷下的供水策略--
以台北供水區為例

10/7(三)
12:00

電機系
E787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系特
聘教授李三良博士
產學合作機制與經驗分享

10/7(三)
15:00

職輔組
B602

格蕾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黃
怡珮
格蕾國際-電商市場與實體
通路整合策略分析

10/8(四)
14:00

數學系
S104

佳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莊昌善
數理統計在財務金融應用上的
問題

10/8(四)
14:00

職輔組
E819

日本樂天株式會社資料科學
家洪智傑
資料科學家的愛與愁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教授吳思翰
中孔洞氧化矽奈米材料之生
醫應用

10/6(二)
12:00

外交與國際系
未來學所

T306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
系兼任副教授寇大偉
2015 Election &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Britain

10/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副教授林進榮
Self-organized TiO2 
Nanotube Arrays for 
Environment and Energy-
Related Applications

10/6(二)
14:10

經濟系
B713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
企業競爭力與資本市場

10/7(三)
10:10

財金系
B713

金管會銀行局主任秘書莊琇媛
銀行業概論

10/7(三)
12:00

課務組
B218

淡江大學資訊處專門委員錢
太隆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
心能力功能說明會(一)

10/7(三)
14:10

歐研所
T608

英國經濟辦事處經濟組組長
史大慶
Understanding the recent 
refugee crisis in the EU

10/8(四)
10:10

亞洲所
T511

真理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葉
永裕
12年之菲律賓南島經

10/8(四)
12:00

課務組
B218

淡江大學資訊處專門委員錢
太隆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
心能力功能說明會(二)

10/8(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
系副教授林真如
Multiple Comparisons 
with the Best for Supplier 
Selection

10/8(四)
14:00

參考組
U301 

講師趙培志
書目管理工具 - Refworks 
Reference management - 
Refworks

10/8(四)
16:00

大陸所
T701

廈門惠爾康食品有限公司總
經理連監文
兩岸食品企業與工廠管理實
務經驗分享

教學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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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館借閱異動，快看
　【本報訊】覺生紀念圖書館借閱冊數與期限異動，請見下圖，請參閱
《館藏資料借用辦法》。本報二版規畫製作圖書館專題，請見二版。

　【本報訊】由人資處規劃的104學年度第一
學期「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首發將由內政
部消防署防火宣導師資班首席教官林金宏，將
於7日（週三）9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中開
講「活著離開」，系列課程將陸續開課。
　本次課程安排除了精進同仁們的專業領域
外，更呼應生活時事希望大家注重創意發揮和
健康，因此20日將有考試院國家文官學院講座
教師許永政，於9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說
明「改變心智模式」，歡迎有興趣同仁可親
至現場聆聽。針對一級主管、系所主管則提供
「如何改變一所大學，又不失和氣」和「如何
預防及處理過敏、揭開關節炎的秘密等醫生最
困擾的難題」2門課程，有意願者可電洽人福
組，校內分機2184。

職能培訓課7日開跑

期待增美食地圖

女聯會運動班開幕 韻律暖身

航
太
生
修
護
飛
機

新聞見3版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1日，金馬獎
第52屆入圍名單揭曉，本校校友傑出表現亮
眼！教資系（現資圖系）校友黃銘正導演的紀
錄片電影《灣生回家》入圍最佳紀錄片，英文
系校友朱天文以《刺客聶隱娘》一劇本，與鍾
阿城、謝海盟一同入圍最佳改編劇本。黃銘正
表示，「感謝評審們的肯定，希望這部紀錄片
可以作為觀看臺灣的窗戶，以這群日據時代在
臺出生的日本人故事帶出舊時的臺灣脈絡，他
們是相當珍貴的歷史寶藏。」
　本屆金馬獎決選評審有法文系校友桂綸鎂、
大眾傳播學系校友陳寶旭、塗翔文。

校友黃銘正 朱天文

簡又新 兩岸專家2百人創發能源永續

20高中生驚豔e筆
　運動健走，熱力無窮！本校女教職員聯誼會
於1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排球場舉辦「舞
動生活‧感動人生」開幕式，共有42位學員
參與，由體育教師郭馥滋帶領全場齊做有氧律
動，從伸展等輕鬆的動作開始，之後會加入較
高強度動作，以訓練學員們的核心肌群，現場
還進行體脂前測。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與大家
一起舞動，致詞時表示，「很高興能看到許多
老面孔持續參加活動，更開心看到新學員加入
運動課程，大家一同運動，享受健康。」

　本學期13週運動班課程將由體育教師郭馥
滋、趙曉雯、黃子榮與李俞麟共4位老師為大
家進行每週的「墊上核心運動」、「健走愛
派對有氧」、「活力燃脂體適能」、「健走 
Let's GO！」等運動課程；只要在開幕和閉幕
式時參加體脂指數前、後測且體脂下降前20名
者前20名者，將獲獎品一份。參加課程的資訊
處數位設計組專員張秀榕說：「平常都坐在辦
公室內，有這樣的機會活動筋骨，感到非常有
意義。」（文／蔡晉宇、攝影／張令宜）

我的課表 淡江Wi-Fi 考試小表

3,368,278次 3,320,283次 2,156,013次

　「淡江i生活」APP功能中，累計使用總次數
最高前三名。（資料來源／資訊處、製表／淡
江時報社、攝影／何瑋健）

97.36%

102學年度

96.99%

103學年度

97.10%

104學年度 國企系 德文系100%報到率

淡江ｉ生活破1400萬次

　本校近三年日間部新生報到率。（資料來源／
教務處、製表／淡江時報社、攝影／吳重毅）

沖繩縣高級中學文化聯盟來校書法交流

　1日下午，來自日本沖繩縣14所中學20位高中生來校參訪體驗
數位e筆，他們對數位e筆嘖嘖稱奇，並使用e筆寫下「沖繩」兩
字。（攝影／黃國恩）

大學部
學生

博士班

兼任
教師

專任
教師

碩士班及榮
譽學程學生

職工、研究人
員及退休人員

20冊，期限 30 天，
可續借 2 次

40冊，期限30 天，
可續借 2 次

50冊，期限30 天，
可續借 2 次

30冊，期限60天，
可續借 2 次

60冊，期限60天，
可續借 3 次

30冊，期限60天，
可續借 2 次

出版中心赴大陸參加書展
　【本報訊】本校出版中心為積極拓展本校出
版品知名度，除了經由華藝及中茂公司代理大
陸銷售外，今年4月起還透過「台灣兩岸華文
出版品與物流協會」及業界出版社協助，免付
費方式參與大陸書展，是國內唯一未經教育部
補助參展之大專院校出版中心。
　出版中心目前已參與的有4月浙江杭州書
展、5月天津書展、8月廣州琶州會展、9月安
徽黃山書市臺灣館，透過書展方式在大陸市場
已逐漸建立品牌知名度，目前已有書商透過書
展主辦單位詢問書籍資訊及洽談版權事宜。
　出版中心近期與楨寶公司洽談產學合作案，
希望讓學生可以到該公司參與書籍行銷的運作
實習。

and

入圍金馬獎

（資料來源／圖書館、製表／淡江時報社）

乘雲氣
　羅芳，為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會委員，畫風
氣勢渾厚對藝術內涵深入探索，退休研修老莊，
對人與自然融合有所體會。曾多次赴美進修，在
東西方文化的撞擊下，將技法與理念融入現代水
墨畫中。本件作品受《莊子》影響，以期表達自
先師黃君璧大師學得之畫雲技法，加入自然界雋
永而含蓄山意，抒發出氣壯山河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