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為慶賀淡江時
報發行1000期！慶賀茶會於上月23日，在臺北
校園校友聯誼會館盛大舉行，校長張家宜偕同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蒞
臨，此外前校長暨本報前發行人張紘炬、本報
前社長黃輝南、ETtoday東森新聞雲社長蔡慶
輝、立法委員柯志恩，及易遊網董事長陳甫彥
等逾120位校友師生到場共襄盛舉。張校長致
詞表示，淡江時報的意義不僅是校園媒體，更
是校內與校外聯繫的重要管道。她分享，淡江
時報於民國78年更名時擔任行政副校長，「從
第1期到1000期我都有參與，也與淡江時報一
同成長。」張校長肯定本報對人才的培育，同
時也感謝歷屆社長的付出，並承諾短期內將持
續發行紙本，期望時報能秉持全面品質管理的
精神，持續精進。（文轉四版，特製作「1000
期茶會特刊」見本期二版。）
第11屆國際芥川龍之介學會研討會6日開始
　【本報訊】慶祝66週年校慶，日文系與國際
芥川龍之介學會將於6日、7日於覺生國際會議
廳、驚聲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2016第11屆國
際芥川龍之介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有兩
岸、日本、韓國等近百位相關研究學者蒞校研
討。會中將以「芥川龍之介與村上春樹的比較
研究」為研究主軸，研討芥川龍之介的作品。
　負責人日文系副教授彭春陽說明，芥川龍之
介是日本知名度前5名的小說家，其作品《羅
生門》、《竹林中》更是日本高中生必讀經
典；他表示，本研討會是二度在臺舉行，去年
赴日與該學會會長宮坂覺爭取本校主辦權，
「因自身研究該作家逾30年並為該會理事，希
望與本校村上春樹研究特色結合，期盼各國學
者在會中交流研究觀點，歡迎踴躍參與！」

　【記者林佳慧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視障
中心點字校對專員詹
美娟，日前經本校推
薦後，獲選為新北市

105年度身心障礙模範勞工，於上月28日接受
新北市市長朱立倫親自頒發獎金及獎座。本次
是從各界推薦的58位參選者中，評選出10位，
詹美娟謙虛地表示，很幸運能夠獲獎。
　詹美娟在本校服務已有20多年，在視障資源
中心協助進行教育部高中職及大專點字教科書

校對及印製的工作，也是教育部委辦盲用電腦
教育訓練講師，擔任104查號台客服人員與支
援各類國家考試入闈點字翻譯及閱卷；她雖全
盲但學有專長，具備點字書校對、盲用電腦教
學，以及電話客服技能。她常協助並持續關心
身心障礙教職員工生，為他們解決課業疑難。
　她分享，因自小失明深刻體會到視障生求學
的不便與學習資源的缺乏，因此希望能為他們
提供相關的學習資源。她感謝本校提供工作機
會可以發揮所長，並很高興能為大家服務，希
望能為有需要的教職員工生提供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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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一)
13:00

教卓辦公室
B130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ZUVIO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工作坊

5/2(一)
13:10

航太系
E309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副研
究員郭志禹
漫談風機，風與我國離岸風場發展現況

5/2(一)
14:00

大傳系
O504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
險管理副總經理曾耀德
企業導師請益-企業轉型與公關危
機管理

5/2(一)
15:00

資工系
T212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協理梁冠雄
企業導師請益-物聯網技術趨勢與
應用發展

5/2(一)
19:00

課外組
E410、E409

104學年度社團認證咖啡館

5/3(二)
9:00

教發組
B302e

本校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
英語授課教師課程觀課交流

5/3(二)
13:00

歷史系
L205

古意墩文物公司顧問尤家瑋
企業導師請益-漢代玉器美術賞析

5/4(三)
13:00

經濟系
B606

宏一媒體創辦人黃文弘
企業導師請益-那些年，我創業成
功的失敗經驗

5/4(三)
18:00

國際大使團
O306

退休大使呂慶龍
看臺灣外交官如何在沒有邦交國的
情況下行銷台灣

5/4(三)
12:00

英文系
FL204

本校英文系教授邱漢平主講
文學群組討論會

5/5(四)
10:30

資圖系
L306

獨立出版聯盟理事長劉霽
企業導師請益-獨立出版社與實體
書策展經驗談

5/5(四)
11:00

運管系
B118

運輸管理學系系友職場座談會

5/5(四)
12:00

教務處
覺生國際會

議廳

本校教務長鄭東文主講
104學年度榮譽學程推展意見交流
座談會

5/7(六)
8:00

資工系
緯創資通

資工系企業參訪-緯創資通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一)
13:10

化材系
E820

中原大學化工系助理教授楊大毅
Magnetic polymer composites: 
design,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5/2(一)
14:10

產經系
B511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產
業顧問劉坤靈
全球創業趨勢及產業選擇

5/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助
理教授王偉成
航空替代燃油製程開發

5/2(一)
18:00

教學支援組
B218

SAS外聘講師唐立人
SAS Visual Analytics大數據實戰講堂

5/3(二)
10:00

國企系
B312

金融研訓院測驗中心所長楊博凱
金融人才適性分析

5/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陳良益
Carrier Separation Efficiency for 
Heterjunction Hematite Photoanode 
in Photoelectrochemical System

5/3(二)
15:10

土木系
G315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秘書長顏世禮
物業管理趨勢與發展

5/3(二)
19:30

資圖系系學
會

B712

作家水ㄤ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成立的心路
歷程分享

5/3(二)
14:10

經濟系
B713

滾石集團總經理段鍾潭
臺灣流行音樂的機會與挑戰

5/4(三)
10:10

財金系
B7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前董事長黃添昌
信托業概論

5/4(三)
13:10

航太系
E787

華航航務處標準組組長郭曉曄
民航法規實務運用

5/5(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前駐波利維亞代表大使張文雄
國際禮儀

5/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華梵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副
教授嚴建和
以成本模式設計製程能力指標抽樣計畫

5/6(五)
9:00

環安中心
鍾靈中正堂

環安推動人教育訓練(2)-新型態的社
會信任體系在「花蓮好事集」的實踐

5/6(五)
10:00

教學支援組
B206

叡揚資訊顧問鄭榮家
專案管理實務/流程

5/6(五)
14:00

資圖系
L302

飛資得醫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陳惠玲
圖資領域的學與用：以醫學資訊為例

5/6(五)
14:00

歐盟中心
E302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助理
教授王思為
莫內計畫-歐盟學術專題講座系列:
從法國認識歐洲

5/6(五)
10:10

美洲所
T306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蘇彥斌
秘魯的反對黨與社會運動

榮譽生張靜宜
四版

　飯店管理的成功關鍵在落實「Team 
Work」，好的團隊合作必須讓員工、
部門各司其職，抗壓性、情緒管理都是
重要的特質，除了要求員工展現出最專
業的一面，更始終認為，職場成功的關
鍵就是「把工作當成自己的事業。」
　　　－義大天悅飯店董事長王俊典

2016歐盟論壇研討綠色永續

文錙盃書法賽獎金6千快報名

雙主修輔系11日起申請

英文三張靜宜日前抱回「第21屆中國日報
社—21世紀可口可樂盃全國英語演講比賽」
榮獲二等獎，讓我們來看她的學習故事。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科學教育
中心於上月27日，由化學系教授陳曜鴻、化學
下鄉活動計畫聯絡人高憲章帶領化學系校友、
學生逾14人，參與在新北市立中正國中舉辦的

全民科學日活動，本次「酸酸的捧油」是以油
脂酸價為題進行實驗，總計約1,500位學生參
與實作，現場亦透過網路視訊連線29校、轉播
實驗畫面。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一)
10:10

觀光系
強邦國際會議廳

飛亞旅行社執行長吳昭輝
用網路行銷全球-我專帶老外玩臺灣

5/6(五)
8:10

政經系
CL307

C o r r a d o  N e r i ,  P h . D . ,  A s s o c i a t e 
Professor, University Jean Moulin Lyon 3, 
France Corrado Neri
Displacement, fascination, and 
delocalisation:3 case studies of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ravel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學校要聞版 1

1500國中生體驗行動化學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9日，教
育學院舉行「104學年度校長訪視座談會」，
校長張家宜率3位副校長出席，由教育學院院
長張鈿富主持，4位所長及2位主任針對標竿學
習對象、課程改革及未來發展方向進行簡報。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透過此機會給予許多新進
教師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建議。在少子化環境
衝擊之下，各校皆面臨招生的挑戰，期望各系
所透過標竿學習，發展出自身優勢。
　綜合座談時，張鈿富補充說明，博士班目前

招生狀況尚佳，今年將邁向30名學生。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表示，未來擬降低畢業學分數及開
課學分數，並強化課程品質。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表示，針對辦公室、教室等空間問題，雖未
能立即給予空間，但會針對此問題進行協調。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回應雙聯學制問題，除
給予肯定並承諾持續推動與姊妹校簽訂雙聯學
位合作。最後，張校長肯定教育學院表現，尤
讚揚對教育環境的敏感度，更表示將全力支援
可行的建議並勉勵同仁持續努力。

張校長訪視教育學院座談

　【本報訊】本校歐盟中心於上月22日在臺北
校園舉辦「2016淡江歐盟論壇－歐盟貿易政策
新趨勢」，近百位人員探討歐盟貿易政策的未
來發展計畫、永續消費、永續產業等政策議
題。本次研討會由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主持，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開幕，歐洲經貿辦事
處處長馬澤璉出席支持，並闡述歐盟貿易新趨
勢與臺歐盟雙邊經貿發展之現況。
　圓桌論壇中，由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大
年、經濟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副執行
長溫麗琪、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總經理黃正

忠，分別就臺灣和歐盟雙邊經貿發展、臺灣綠
色產業與貿易之現況，以及2015巴黎高峰會議
綠色產業發展等，進行精闢的演講，馬澤璉列
席且和來賓們熱烈討論綠色貿易的未來。
　下午，率先由日本一橋大學EUSI所長中西
優美子進行「歐盟與亞洲國家的自由貿易」之
專題演講，接著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貴英
等人進行5篇學術論文發表。西班牙籍學人暨
歐洲議會處長 Francisco Gómez Martos進行「由
歐洲觀點論中國一帶一路的政治與經濟影響」
專題演講，為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就貸生收退費3日開始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就貸
生收退費辦理時間從3日（週二）至20日。補
繳、退費單於3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
收，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B304、
臺北校園D105、蘭陽校園CL311辦理；補繳費
者亦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
退選後的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另傳
送電子郵件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
站（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未
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5學年度第一學
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出納組另
開放夜間及假日辦理作業，淡水校園3日至6日
下午6時至8時止；臺北校園3日至6日下午5時
至7時、7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書法研究室與中文系共同舉辦「2016年文錙盃
學生e筆書法比賽」，凡本校學生皆可報名，
報名至2日（週一）止，9日至13日在書法研究
室分時段舉行，請依個人時間前往。比賽採即
席創作，當場發指定書寫內容後使用e筆書畫
工具進行比試；冠軍可獲獎金6千元，歡迎踴
躍參與，詳情請至書法研究室網站查詢，（網
址：http://calligraphy.tku.edu.tw/main.php）。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欲於105學年
度修習雙主修和輔系的同學請注意，申請時間
為11日至24日止，申請表須請兩系系主任簽核
後於申請截止日前繳回原系彙整，相關辦法及
申請表可至教務處註冊組網頁查詢及下載。
　另外，學生修讀雙主修的審核成績標準改
為，前一學期所修習學分達15學分以上，且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者，得以申請雙主
修請同學快把握機會申請。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外
語學院與覺生紀念圖書館合辦「當莎士比亞
遇見塞萬提斯」開幕式，本次邀請英國文化協
會處長蘇小真、西班牙商務辦事處處長任博瀚
共襄盛舉，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主持，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校內
一二級主管、師長們參與盛事。

　蘇小真表示，今年逢兩大文學巨擘逝世400
週年，驚訝臺灣有許多莎士比亞讀者，很高興
能在淡大與大家一起慶祝。任博瀚強調塞萬
提斯著作中的國際觀，希望能將書中的飲食文
化介紹給讀者，也是讓文學作品永存的最佳方
式。戴萬欽分享自身閱讀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
作品的經驗；宋雪芳則提到，本校在世界閱讀
日中，提供兩大文學家200多本作品外，有影
音、電子書等，歡迎到圖書館感受文學氣息。
　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表示，這兩位大師的作
品不限於書本，還有許多非書資料，能使學生
學習方式更多元；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談到，
本次活動帶動學生學習風氣，還將西班牙文學
介紹給師生；英文系副教授王緒鼎稱許本校在
兩大文豪的藏書豐富，希望學生能善加使用。
擔任現場口譯的英文四陳彥伶認為，這書展可
讓文豪們的作品展示給師生，讓更多人親近。

　上月27日，本校科學教育中心在新北市立中正國中時，以「酸酸的捧油」進行實驗，同學們
爭先上臺，了解油脂酸價的意義與成分。（圖／林佑燐提供）

文學大師轉印版畫DIY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於上月2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6
第二屆微電影徵選賽成果發表會」，本次以
「我與村上春樹」為題，經過評選後由俄文一
溫貞菱與溫羽圓的作品「國境之南，太陽之
西」奪下首獎，龍華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
媒體設計系葉宥彤等8人所製作之「孤独くい
の野獣」和輔仁大學傳播學系紀廷萱等3人的
「村上春樹－睡」分別奪下第二、三名。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片長僅1.5分鐘卻
有描述出南臺灣綠意盎然之感；以輕快音樂、
抓住蝴蝶結尾畫面等讓人印象深刻，獲評審認
同而得獎。得獎名單請見村上研究中心網站。

微電影國境之南奪冠

（攝影／陳柏儒）

考古生活節親子摺紙趣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海博館於上月
23、24日在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參加「2016新
北市考古生活節」，首次與長榮海事博物館、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合作擺攤，除安排通關密
語、有獎徵答等互動活動外，親子DIY摺紙船
最受歡迎。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這是三
館第一次合作，未來盼能共同行銷海洋環保教
育和推廣海洋知識。」工作人員之一的中文二
劉育倫分享：「與小朋友們互動摺紙船、說明
海洋知識，他們的熱烈回應很有成就感！」

（圖／海事博物館提供）

（攝影／戴先怡）

上月28日圖書館二樓閱活區的文學大師轉印
版畫DIY活動，30位同學享受文學氣息。活動
中，介紹世界閱讀日和兩位文豪的生平後，大
家紛紛拿起文豪畫像和格言內容轉印木板上。
資圖三黃琬淩表示：「本次活動了解世界閱讀
日並搭配手作版畫，讓我覺得很有趣。」5日
（週四）下午4時還有一場，詳情見活動報名
系統。（文／廖吟萱、攝影／陳柏儒）

邁入數位匯流
二版

本報發行1000期了，在走過63年的發行歲
月裡，從手工拼板到行動載具的新媒體時代
中，歡迎一起見證本報發展與成長。

世界閱讀日 悅讀 經典

　當莎士比亞遇見塞萬提斯主題書展，於上月25日
開幕式中，英國文化協會處長蘇小真（右二）、西
班牙辦事處處長任博瀚（左二）出席，與本校校內
一二級主管、師長共襄盛舉。（攝影／鍾子揚）

莎士比亞
塞萬提斯

66週年校慶

時報1000期茶會
媒體雲冉冉上升

（攝影／盧逸峰）

詹美娟獲新北身心障礙模範勞工

淡江美展開展 展出7旬書畫家作品
　文錙藝術中心慶祝66週年校慶，於上月28
日起舉辦「淡江美展」展覽活動，文錙中心秘
書顏孜芸說明，本次特選70歲以上書畫家的創
作成果，展出西畫、水墨、書法、版畫等百餘
件作品，展期至6月5日，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觀
賞。（文／陳照宇、攝影／林俊廷）

　研發長王伯昌表示：「本次實驗主題緊扣食
安議題特選擇油脂測試，不僅符合時事也讓參
與者透過樣本蒐集、數據統整等實作，學習分
辨油品好壞，從中可得到更多科學小知識，期
待每回化學下鄉行動皆能撒下科普的種子。」
　本次實驗是先由學生在事前蒐集校內及校園
附近的食用油，再以試紙快速檢測油脂的酸
價，實驗透過酸鹼滴定的原理，來量化油脂的
好壞程度及狀況。高憲章說明，「我們希望學
生透過實驗和科學的精神，了解食品安全及檢
測流程，也讓學生知道食品不能單看表面。另
外透過實驗發現，校內餐廳的用油品質很好，
但校外的餐廳油品逾半數以上都是不合格，結
果非常出乎意料。」高憲章感慨，只有透過實
際檢測，才能讓學生們發現和重視現實。
　此外，化學下鄉團隊於3日配合科技部科學
列車計畫，預計在板橋車站舉行科普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