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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簡訊

書香陶藝渲染世新 吸引多人到場參觀
由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成都
師範學院合辦的「韓安榮教授中國
書畫展」，於民國 107 年 ７ 月 10
日至 11 日在世新大學管理學院一
樓開展，現場吸引許多師生及民眾
前來觀賞。
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皆
主辦「藝文遍地開花」系列活動，
在本學年度則邀請在中國獲獎無

▲展覽現場座無虛席，氣氛熱鬧。

數、書法界知名的成都師範學院教
授韓安榮帶著 40 幅作品來台展出。
此次韓安榮的展覽由書法和中國
山水畫作品兩部分構成，都以筆墨
意 境 體 現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之 精 神，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寄情山
水，瀉意書法，展現了藝術家對自
然的審美態度與個人的藝術情操。
另外同時也展出陶藝專家何毅華

教授的精選作品，探索實用與純藝
術之間的邊界，將傳統陶瓷藝術中
泥的柔美與釉色的澄明之意境帶入
生 活 美 學 中。 在 三 組 純 藝 術 作 品
「逍遙游」、「盛世之彩」、「虛妄」
中遠離陶瓷的實用功能，探討傳統
陶瓷藝術在人類心靈與觀念表達中
的無限可能性，展示現代陶藝多元
化的同時也回望傳統文化。

▲成都師範學院教授韓安榮及何毅華展覽作品。

通識開課不間斷
再開大數據視覺化

107-1 大數據視覺化課程內容（暫定）

通識中心除了於 106 學年度新增傳播大數據學程之外，並
新開多門課程，且在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將加開「大數據視
覺化」課程供學生選課，令通識課程更加豐富。
大數據視覺化課程希望利用簡單易懂的開放軟體或是工具來
介紹數據視覺化 (Data Visualization)，使同學能掌握簡單大數
據視覺化分析的能力。嘗試將各種複雜難解的數據訊息用簡
單、清楚明瞭的圖表來呈現。從社會環境或政治議題、一直到
傳播的重要趨勢，從複雜的數據中得到一些有趣的發現。藉由
圖表的呈現與分析，找出意想不到的有趣見解。
課程將透過課堂講授與業例實作培養學生「人文關懷與環境
生態」、「多元文化與社會脈動」及「在地意識與國際視野」
等多項能力，有興趣選修此門課程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機會。

第一週

課程目標與安排說明與確認

第二週

資料視覺化簡介

第三週

視覺感知與認知

第四週

資料（期末報告資料討論）

第五週

資料視覺化基礎

第六週

視覺感知與認知

第七週

大規模多變數空間資料視覺化

第八週

時變資料視覺化

第九週

期中報告

第十週

期中報告

第十一週

文字和文件視覺化

第十二週

跨媒體資料視覺化

第十三週

視覺化網站介紹與應用 1

第十四週

視覺化網站介紹與應用 2

第十五週

視覺化網站介紹與應用 3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展示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展示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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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講座好評不斷 下學期連莊登場

組隊參加讀書會 閱讀課外書拿獎金
106 學年度新開課程「大師
講座」開課至今已一學年，每
堂豐富課程皆吸引許多學生前
來，除了原來修課學生外，還
吸引許多旁聽的師長和同學，
從音樂人到政界再到作家，整
個學期多周的演講中有豐富多
元的主題。
本課程由崇友文教基金會贊
助開設，其執行長同時也是本
校校友的唐秋鈴，也因為世新
師生對大師講座的熱情，決定
▲曾任行政院長的陳冲至世新大學「大師講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續開此課
座」參與演講。
程，除了上學期帶來精彩演說
的馬以工之外，還加入了商業
週刊創辦人金惟純、劇場團長
兼製作人陳念舟，豪華的大師
陣容，將在每周五的７至９節
上課，下學期的課程同樣精彩
可期。
每學年由世新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所舉辦的「讀書會」活動
同樣也吸引許多學生，為了加
強 博 雅 教 育， 並 提 倡 終 身 學
習，世新大學讀書會於 89 學
▲公益平台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以自身經驗帶 年度由前董事長成嘉玲的鼎力
支持下開啟閱讀大門，歷經校
來豐富的演講內容。

長牟宗燦、校長賴鼎銘，及現
任校長吳永乾的持續推動，至
今持續 17 年之久。
讀書會鼓勵學生最少 5 人
成組，尋找志同道合的讀書夥
伴，一同閱讀課程以外書籍，
每個月至少聚會一次，將討論
內容與成員心得記錄成冊，並
由讀書會推動委員會選拔「績
優學生讀書會」，頒發特優、
優等及甲等讀書會獎助學金與
愛書人獎狀，有興趣同學千萬
不要錯過機會，詳細資訊請依
通識教育中心公告為準。

107-1 演講名單
（暫定）
09/21
金惟純
09/28
馬以工
10/05
陳念舟
10/12
黃一峯
10/19
陳國棟
11/16
郭強生
11/23
優席夫
11/30
樓永堅
12/07
駱尚廉
12/14
彭廣林

106 學年度世新大學讀書會學生組
績優評鑑獲獎名單
等第

編號
特優 S27
30,000 元 S16
S04
S35
S37
S01
優等 S31
12,000 元 S07
S22
S43
S39
S36
S17
S20
甲等 S26
6,000 元 S06
S03
S23
S41

讀書會名稱
我是你的老可愛
假
超級無敵厲害
來氣質一波
推理文學
田中四帶一
來比讀書呀
我有一百種方法讓你和我一起學習
明天再說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
亂世佳人
快樂
皮卡乒乓乒乓乒乓
五無嗚呼
讀書慧眼識英雄
善良做自己
詩經—春秋時期引詩賦詩
一頁篇舟
輕讀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中）特地前來會場給予獲獎
同學鼓勵。

▲ 106 學年度讀書會頒獎典禮，學生組表現優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