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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時人才領袖講堂15日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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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微軟

校長張家宜

總經理邵光華 董事總經理王興 總經理楊晴華

因應66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公關文宣組與天下雜誌將於15日
（週六）14時至16時在誠品信義店6F視聽室舉行「瞬時人才 領袖講堂」活
動，由校長張家宜開幕致詞，天下雜誌主編兼資深主筆林倖妃主持。邀典
範校友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廣達集團雲
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以自身經驗出發，訴說如何應用求學所學與學校資
源，培養出洞察產業變動的觀察力，與瞬時應變競爭力。（文／本報訊）

150次行政會議
意義非凡

張校長（中）、3 位副校長與師長們共同
切蛋糕慶祝第 150 次行政會議，並與象徵
66 校慶之彩繪字板合影留念。（攝影／戴
先怡）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50次行
政會議於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一級主
管出席。
會中，張校長指示重點工作，66週年校慶在
即，請各工作小組按時程進行活動；降低各系
所畢業學分數，應配合未來產業趨勢，透過溝
通及協調來汰換課程；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施工
進度持續中，將在11月5日舉辦募款餐會，希
望各系所能更積極募款，凝聚校友向心力。
此外，張校長指出，10月份遠見雜誌公布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在全國145所大學
中，本校排名第二十一。在五大面向分項排名
中，本校在「社會聲望」排名第十一、「國際
化」排名第四，更是私校第一！張校長肯定過
往方向正確，「本校這兩項排名表現優異，未
來可參照排名作為努力方向。」
專題報告中，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以
「追求卓越，永續發展」為題，說明該院發展
現況及8項因應作為。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
向王高成請教招生策略，他回應，「鼓勵本院
教師在校內外招生、透過媒體提升系所知名
度。藉由系所、校友會提供獎助學金，吸引學
生就讀。」學務長林俊宏報告「扎根與延展－
創新、創意再造學務新藍海」，強調該處所獲
外部機構補助豐實，將致力於完成「淡江104
人力銀行系統」的建置。
會議通過3項提案：包括「淡江大學約聘助
教聘任及服務辦法」修正案、「淡江大學通
識與核心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以及「淡江
大學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淡江大學文化創意產業中心設置辦法」廢止
案。「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修正草
案緩議，由人資處再行研議。
為慶祝第150次里程碑及66週年校慶，秘書
處安排各位主管同慶，以英、西、法、德、
日、俄6語言獻上祝福，並致贈張校長版畫
〈雞鳴報春富貴來〉及花束，和象徵校慶主題
「淡江66、燦爛99」字板合影、切蛋糕同賀。

66校慶系列

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左）、文學院院長林信
成（中）、女聯會副理事長宋雪芳（右）表演穿
越劇。（攝影／鍾子揚）

主編林倖妃

整竣3空間 校慶里程碑

驚聲大樓整建竣工慶祝茶會
國際研究學院舉辦「慶祝66週
年校慶暨驚聲大樓整建竣工慶祝
茶會」於5日在2樓大廳舉行，邀請
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及逾百位師生共同慶
賀。張校長表示，「驚聲大樓歷史悠久，在暑
假完成整建後，不僅設備新穎、帶給師生新氣
象，相信創新和舒適的學習環境，也能讓教學
與研究產出有更好的成果。」國際研究學院院
長王高成說，「感謝校長和全校支持，驚聲重
整後，不僅在二樓大廳電視牆可見外媒新聞，
各樓層也佈置有世界知名建築圖像及國際化意
象牆，另調整廁所男女間數以符合性別比，走
廊裝設安全門及節能燈泡等，為師生提供優質
環境。」活動亦播放短片帶大家一同回顧驚聲

張校長（前排右二）與師長們參觀整修後的驚聲大樓，
學生熱情接待。（攝影／朱樂然）

28位卓越校友獲表揚
【本報訊】為慶祝66週年校慶，中華民國淡
江大學校友總會第10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
第五屆卓越校友頒獎典禮，於1日在彰化縣統
一渡假村鹿港文創會館2樓會議廳舉行，本次
活動安排至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校友企業
參訪，由金鷹校友、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親
自接待，並與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菁英校友會會長
陳慶男夫婦、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
祥、大陸校友聯誼總會副總會長李延年夫婦、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等人，以及與歷屆
卓越校友共進午餐及導覽，共逾百人參與。
大會由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
定川主持，以捐款助人使人快樂的自身經驗呼

籲校友踴躍捐款籌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會中
除頒發105年度第五屆卓越校友28名當選證書
外，並由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監事、羿
晨機械公司董事長黃進霖進行「隱形冠軍－建
立小而美的企業」演講、晚宴則由彰化校友會
主持活動，熱鬧的薩克斯風、國樂、土風舞等
表演讓大家看得盡興。在張校長和陳定川見證
下，彰化縣校友會與新北市校友會締結姊妹
會，最後，由彰化縣校友會理事長陳世明交棒
台南市校友會理事長李退之，明年校友總會會
員大會將移師台南，由台南市校友會承辦，李
退之歡迎各校友會明年到臺南聚會。彭春陽感
謝陳定川安排本次活動，並協助募款活動，希
望大家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興建共襄盛舉。

張校長（前排左五）、本校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前排左六）共同頒發第五屆卓越校友當
選證書。名單如下：林更生、吳逸楓、簡孟邦、卓卿仁、劉東皋、包心慈、邱素蕙、劉文原、
許梅宴、高毓鍵、鄭瑋玲、徐銘宏、陳憲政、黃進霖、林亮宇、張園宗、顏明裕、廖述嘉、李
俊賢、吳桂陽、鍾炳耀、鍾兆鍼、林志勳、戴學禮、古鴻坤、施忠賢、吳全忠、洪義濱。（圖
／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姊妹校維諾納州立大助理副校長來校交流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美國姊妹
校維諾納州立大學助理副校長Dr. Carolyn
O’Grady於3日蒞校拜訪。
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
華、全發院院長劉艾華、國企系系主任蔡政
言、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
學程主任林允永、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國
際暨兩岸交流組組長顏秀鳳等師長與其進行
座談交流，並由戴萬欽代表學校致贈禮物。
此外，Dr. Carolyn O’Grady也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行說明會，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向
本校有意願前往該校交換之學生介紹相關申
請事宜。
國際長李佩華表示，「該校與本校於1996年
締結姊妹校，目前本校赴該校研修人數高達
37人！而透過座談會讓同學能夠與姊妹校面
對面交流，加速同學對於該校的了解。」未
來更期盼將「淡江姊妹校沙龍」成為系列活
動，視學生需求進行調整，提供學生更優質
的舞臺與國際接軌。

美食饗宴穿越劇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會為慶祝教師節及66
週年校慶於4日午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美食66健康99－美食
饗宴」活動，備有各院提供之66道精美佳餚，校長張家宜、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一級單位主管以及女聯會成員等逾120人共襄盛舉。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很高興活動舉辦至今20多年不曾間斷，盼同
仁一同慶祝並為校慶做準備，祝福身體健康及教師節愉快。
由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和副理事長宋雪芳
開場，帶來生動有趣的穿越劇「子曰子曰」，道出教師節由來。
蕭淑芬致詞時表示，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參與。「健康久久
相見歡」則安排帶動跳及交換寶可夢卡片，氣氛相當熱絡。林信
成表示，活動不僅富含趣味且能增加同仁間情誼，十分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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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遠不知道命運的安排，
或許那個你曾幫助過的人，
會在你跌倒時，扶你一把。
珍惜身旁的人事物，
便會帶領你往正向前進。
－愛情公寓創辦人林志銘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張校長（前排左一）透過 VR 實
境，遠眺淡水河。（攝影／蔡晉宇）

拉美菁英開學
讚臺灣熱情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2日，「美
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一、二年級38位學生抵臺，來校展開為期一週
精彩的面授課程。3日率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歡迎茶會，由班主任宮國威主持，外交
部參事陳昆甫、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等人皆出席，師生相談
甚歡，現場氣氛熱絡。
王高成致詞表示，歡迎新學員加入，並表
示此次面授課程將會為學員們提供一個良好
的機會，帶領全員走訪故宮博物院、國立歷
史博物館及臺北101等地，一同認識與學習亞
洲多元文化。宮國威說，「亞太碩專班一直
致力於為學員們提供了解亞太文化的空間，
也希望藉此機會拉近拉丁美洲與臺灣的關
係。」會後，二年級學生宏都拉斯副總統艾
蕾拉等學員們在淡水福格飯店參加午宴，進
行輕鬆、愉快的交流。本屆新生、瓜地馬拉
國有財產局法務主任賈雅娜談及這次來臺學
習機會表示，「很喜歡臺灣的文化和熱情的
人民，雖然即將面對的課程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已經做好十足的準備迎接挑戰，期待這
次精彩的面授課程。」

美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與師長合影留念。（圖／拉美所提供）

海博館攝影賽開跑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卷廣場模型致贈張校長。（文／盧宏維）
大樓及參觀各樓層。（文／廖吟萱）
「品保‧校務、卓越」感謝茶會
創作工廠開幕茶會
品質保證稽核處暨校務研究中心於5日在覺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4日舉行
生綜合大樓8樓舉辦「品保‧校務‧卓越」感
「創作工廠Co-Working Space開幕茶會」，
謝茶會，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
由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師長出席。張校長期
校長胡宜仁、研發長王伯昌、秘書長何啟東
勉，「品保處、校務研究中心及教學卓越辦公
揭幕，逾40人共襄盛舉。張校長表示：「感謝
室持續進步，相信日後改善幅度會更大！」
師長與校友協助才能順利成立，此為66週年校
活動由稽核長白滌清帶領來賓參觀辦公空
慶的新里程碑。盼師生透過創作工廠發揮創
間，並以簡報說明暑假期間整修情形。白滌
意，互相學習、激發創新能力。」王伯昌致
清表示：「新設立校務研究中心增加人力，
詞表示：「希望創作工廠能激發師生創意，
辦公空間不足，因此進行整修。除了擴大空
使創意不再侷限於硬體。」系所友會聯合總
間將動線調整更順暢，亦改變出入口位
會總會長林健祥表示：「若有想法可來這討
置 ，
並以大片玻璃門窗讓環境更加
論實踐，讓idea不再是口號。」
通透明亮。此外，亦加裝無
創育中心主任江正雄說明：「『創客』將
線設備，讓手機及電腦可透
成為第四『創』，希望將此精神扎根淡江。
過無線方式投
創作工廠是開頭，將持續擴充發想園地。」
影。（文／周怡
活動安排參觀空間並參訪該中心培育成果，
霏）
翔隆團隊解說無人機。並以3D列印機製作書
稽核長白滌清介紹茶會伴手禮。（攝影／陳柏儒）

張校長（左五）與 3 位副校長為驚聲大樓整
建竣工慶祝茶會剪綵。（攝影／朱樂然）

學校要聞版

（圖／本報資料照、秘書處提供）

印度韓國參展招生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至29日
機電系教授楊龍杰代表本校赴印度孟買參與
「2016年印度臺灣高等教育展」，並參訪孟買
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大學、亞米提大學孟買分
校。楊龍杰表示：「該展由教育部、清華大學
印度臺灣教育中心共同舉辦，邀請全國12所大
學參展，是本校第三次參與該展。印度是近年
推動國際招生重點，藉由展覽增加曝光度，拓
展生源。此行駐印度代表田中光出席支持，亦
前往3所大學介紹本校學系特色、申請入學方
式等，盼提升印度學生赴臺留學之意願。」
上月29日至2日招生組組員李靜宜代表本校
前往韓國首爾參加「2016海外移民及留學博覽
會」並參訪韓國漢陽大學及慶熙大學兩所姊妹
校，以及同德女子大學。
李靜宜表示：「該展由韓國台灣教育中心主
辦，邀全國12所大學參展，是本校首次參與該
展。本校一直很積極地參與海外教育展覽，由
於少子化的衝擊，盼透過招收境外生來增加生
源。透過與當地大學密切互訪，增進彼此交
流，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舉
辦「發現船舶之美」攝影比賽，邀請全校教職
員工生參與，以呈現各類船舶之美為主題。海
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表示：「期盼透過攝影補
捉到讓人親眼目睹船舶與人的互動過程，一起
欣賞展現船舶的力與美。」收件至11月18日，
詳請見海博館網站。

演講人/講題

10/11(二)
10:00

臺灣大學化工系教授吳嘉文
水環系
奈米孔洞材料的綠色化學及能
G315
源應用

10/11(二)
10:00

文學院 樂乎乎工作坊創意統籌詹嘉華
B116
數位藝術展演創作

10/11(二)
12:00

淡江大學教心所副教授李麗君
教發組
量化研究：統計方法系列研
E238
習-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0/12(三)
15:10

致信法律事務所律師謝彥安
土木系
工程倫理與土木人常見的法律
E787
盲點

三星統計服務有限公司顧問
教科系 謝章升
L105
調查方法如何幫助你提升就業
競爭力
台成保險經紀人有限公司總經
土木系
10/12(三)
理郭致亮
驚聲國際
18:30
土木工程及跨領域職涯分享－
廳
以水利工程及產物保險為例
10/12(三)
17:30

10/13(四)
10:00

國企系 兆豐證券協理陳清吉
B616 中國投資市場現況分析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1(二)
8:20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講
保險系
師江永正
L412
長照政策與商業保險

10/11(二)
13:00

戰略所 大愛新聞部記者許斐莉
T606 從玩遍天下到國際賑災

10/11(二)
13:30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總
國企系
監楊長春
B511
創業之路經驗分享

10/11(二)
14:10

臺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陳浩銘
物理系
In-situ methodology toward
S215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10/11(二)
14:10
10/12(三)
10:00

OnePassport Technologies
經濟系
Corp.CEO廖本瑜
B712
Big Data 漫談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
財金系
林修銘
B713
證券業概論

10/12(三)
10:00

資工系 VMware資深技術顧問陳建民
E405 分散式虛擬網路的應用

10/13(四)
13:10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數學系
賴寶妮
S104
數學人之職海解密

10/13(四)
15:10

國泰世華分行副理李龍泉
大陸所
由銀行詐騙案說明兩岸金融監理
T701
現況

10/14(五)
10:00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江靜之
大傳系
看／聽到弦外之音－淺談論述
O202
分析研究

10/14(五)
10:10

靜宜大學圖書館參考組組長
資圖系
姜義臺
L526
如果圖書館可以更有趣

10/14(五)
10:10

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蔡明芳
產經系
各國央行給年輕人出的經濟考
B505
題

10/14(五)
12:10

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其霖
文學院
非洲模里西斯的客家移民與社會
L522
文化

10/14(五)
14:10

益昇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
經濟系
慧綠技師施偉凱
B506
智慧建築概略介紹

文錙藝術中心
裝置藝術賽25日截止報名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領航校園，裝
置藝術比賽開跑！為慶祝本校66週年校慶，文
錙藝術中心舉辦66學生裝置藝術比賽，以「領
航」為題，邀請全校師生發揮創意，設計出獨
特的裝置藝術。
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表示：「活動將藝術
結合環保概念，讓學生從中了解裝置藝術外，
盼望能提升藝術的學風。」
參賽人數每組至多5人，限1件作品，可邀
請1名指導老師，將由初選的設計稿或模型之
中選出10件以內作品進入決賽，決賽隊伍可
獲稿費2000元，並於11月21日在文錙藝術中心
廣場前進行作品呈現。報名自即日起至10月
25日16時截止，詳細資訊請上海事博物館網
站（http://www.finearts.tku.edu.tw/news/news.
php?Sn=132）查詢。

生命教育月溫守瑜談創作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典閱組與視障
資源中心合作3日起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光輝10
月－生命教育月活動」，除了有「逆境飛翔－彩繪人
生主題展」、「Wendy異想世界畫展」，5日更邀請
Wendy、德文三溫守瑜分享其創作歷程，逾130人到場
聆聽。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致詞時表示，很高興能與盲
資中心合作，此次展出溫守瑜的畫作，亦搭配展出相
關書籍及DVD，讓師生了解弱勢族群的生命及歷程。
會中，溫守瑜分享，喜歡畫圖的原因是精神寄託，
且能從中找到最真實的自己。作品常使用鮮豔色彩，
表現愉快氛圍，盼能透過自己的畫作傳達正面能量。
德文三溫守瑜（持麥克風者）與學生分享其生命與創作歷程。 英文二王慕荷表示，十分欣賞溫守瑜勇敢面對病痛的
（攝影／陸瑩）
精神，並期望她能創造更多作品以鼓勵更多的人。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