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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
專題演講 ( 一 )( 二 )
分組討論及張校長走訪各組
4 組進行結論報告
綜合座談及閉幕致詞
研討會流程。（資料提供／品保處；表／淡江時報 )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將於29日（週六）9
時至16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
宜、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各單
位主管、秘書及教師代表皆出席參加。
此次以「校務轉型‧教學創新‧共創藍海新
策略」為主題，上午邀請IDI朝代國際集團總
裁柯耀宗主講「超級價值力—競爭優勢大升
級」，及實踐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陳龍安
主講「不同凡『想』 —創意與創新思維」，
以探討產學創新與創意教學，增進本校產學合
作和創新教育的了解。下午針對「如何提升本
校未來競爭力」進行分組討論及結論報告，之
後由張校長主持綜合座談。

林健祥包場讚聲民歌40

【本報訊】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林健祥於30日（週日）下午2時30分，在京華
城B1喜滿客影城5廳包場放映「民歌40年紀錄
片」，將邀請校長張家宜、校內一級主管，與
本校國貿系校友李建復、前化工系教授曾憲政
等約200人，一同經驗校園民歌運動在淡江發
聲的紀錄。

訪
復旦大醫學圖館來

復旦大學醫學圖書館聯盟 18 日來訪，與圖書館
館長宋雪芳（中）合影留念。（圖／圖書館提供）
【記者陳昶育、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18
日，姊妹校復旦大學圖書館醫科館副主任周衛
萍率參考諮詢部副主任辛繼賓、附屬眼耳鼻喉
科醫院病史圖書室副主任程杰，與附屬腫瘤醫
院圖書館館長柏樺蒞臨本校參訪覺生紀念圖書
館，與本校圖書館館長宋雪芳、秘書李靜君、
5位組長、國際處組員林玉屏等進行座談。
活動中，安排參訪圖館空間改造成果，如：
「師學櫥窗」、3樓「展翼再現」、5樓的影音
資料展示區和電影欣賞區與 8樓由研究小間改
造的討論室等。宋雪芳表示：「復旦大學醫學
圖書館聯盟，對於總館1樓的密碼牆的設計及
『RFID智慧型預約書系統』非常驚豔。由於
雙方圖館性質不同，藉此機會互相分享經營理
念及實務經驗，收穫良多。對方也力邀至該校
訪問，有更進一步交流。」

美加大河濱分校蒞校交流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18 日來訪，與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左一）等師長交流。（攝影／何瑋健 )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美國加州大
學河濱分校18日在教育部國際司秘書林逸陪同
下，由首席副校長Dr. Paul D'Anieri率領國際事
務協理副校長Dr. Kelechi Kalu、研究生國際事
務副主任Tamra Johnson等一行4人蒞校拜訪。
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秘書長何啟東、國
際長李佩華、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國際處秘書林恩如，與國際暨兩岸
交流組組長顏秀鳳等師長與其進行座談交流，
找尋未來的合作機會，並由戴萬欽代表本校與
對方交換禮品。
此外，會中特別製作影片介紹本校歷史沿革
與發展概況。李佩華表示，此次為美國加州大
學河濱分校初次來訪，安排參觀本校宮燈教室
與覺生紀念圖書館，特別對宮燈教室的優美景
色印象深刻，交流座談時氣氛愉快，雙方都有
高度的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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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圈夢圈晉級全國團結圈總決賽

科技舵手 瞬時競爭力

演講看板

示，「蘭陽校園經常參賽，在呈現手法較為熟練，過程中圈員彼此
連結更緊密，接下來會開始上臺演練並檢視成果報告來準備決賽。」
今年首次參賽的「甜甜圈」以「減少體育課網球遺失率」為主題，圈
員企管四郭奕嬋說，「參加全國賽事的過程，能學習企業組的報告方
式，也見識各界優秀人才，收穫良多。」（文／楊喻閔）

分
享

同理心、速度、創新與邏輯能力4項特質，「在
全力以赴，且持續學習精進。」邵光華指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6週
大數據時代，擁有資訊並不意味著能成功，須
出，母校在專業知識及人際溝通方面，給
年校慶，本校與天下雜誌共同於15日在誠品
具備上述4特質，發掘出數據背後真正價值所
予其扎實的基本功，並針對近來各界「學
信義店6樓視聽室合辦「瞬時人才 領袖講堂」
在，才能邁向成功。」楊晴華則分享廣達集團
用落差」的討論，認為：「學、用是一體
活動，邀請水利工程系（今水環系）校友台
從過去的製造代工，到現在成為全球雲端產業
的，重點是學到什麼，只要是學習，皆能
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英文系校友Yahoo奇
要角的轉變歷程，他表示，「當初轉任到伺服
在未來有所運用。」楊晴華強調「英文能
摩董事總經理王興、電子系（今電機系）廣
器部門的機緣相當突然，但秉著靈活敢變的精
力」的重要性，以及即便身處不同環境，
達集團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3位校友，以自
神，才能掌握住瞬時的產業趨勢。」
對於周遭的人事物，仍要打開「多方學習
身經驗出發，訴說如何應用求學所學與畢業
對談時，由天下雜誌副總主筆林倖妃針對3
的雷達」，保持高度的興致及學習心。
後的多元學習，培養出洞察產業變動的觀察
位校友在大學時期培養何種特質、事業成功關
資管系校友邱立峰聆聽論壇後表示，「3
力，與瞬時應變的競爭力，主管、師生、校
鍵、企業用才標準、個人夢想，以及人生的規
位企業領導人共通特質是凡事做足準備，
友等逾200人到場聆聽。
劃與選擇等問題進行提問，3位校友逐一回應。
並勇於改變。其中又以王興學姐分享洞察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現今社會變化快
其中，王興認為在健言社培養其觀察學習他
數據、要永遠有追求答案
速，如何擁有快速應變能力是各領域管理者
人專長，以及隨時準備好的能力。面對職場，
的熱情，讓我印象最為深
都須思考的課題。本校創校至今66年培育25
她表示，「歷經多份工作，對每份工作我都
刻，並有所啟發。」
萬校友，今日3位傑出校友，在科技業表現相
本報特製作專題，詳見
當優異，雖然並非大學主修科系，但也因此
1016期2版。
充分展現跨領域、多元學習的特質，擁有淡
張校長開幕致詞。
江深厚的DNA。在職場上，其發揮母校培養
（攝影／何瑋健 )
的專業知識、社團所學，相信能帶給年輕人
與學子實用的經驗分享。」
邵光華以一支能偵測人臉情緒及朗讀文件
的「智慧眼鏡」影片開場，強調科技發展的
境界與協助視力障礙族群的用心。他回應觀
眾提問：「目前在科技產業能預見1、2年後
的發展已相當不容易，因此，隨時準備好自
己，不斷放眼未來，是保持高度競爭力的關 15 日本校與天下雜誌合辦「瞬時人才領袖講堂」，由天下雜誌副總主筆林倖妃
鍵。」王興以3支影片指出科技應用關鍵來自 主持（右一），微軟總經理邵光華（右二）、Yahoo 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左二）、
敏銳的洞察力。並強調「瞬時人才」需具有 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左一）3 位校友進行對談。（攝影／何瑋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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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職場後要有「吃虧就是佔便宜」
的觀念，因為事情總有一體兩面，
表面上是吃虧，卻可磨練出一身的技能。
多付出、多充實自己，
因為「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

「夢圈」與「甜甜圈」代表本校參加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舉辦
之「第29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經過區會初賽、實地訪評，日前
取得晉級總會決賽門票，將於11月16至18日赴高雄出賽。「夢圈」前
年曾獲得該競賽銅塔獎，今年再次晉級，並以「降低出國學生未通報
率」為主題。圈長蘭陽校園國際事務及大三出國業務承辦游慶怡表

教學行政革新研討會29日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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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淡江新書發表 極端對比琴聲悠揚
20日，外語學院舉辦《話說淡江》新書發表
會，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
校長胡宜仁、參與翻譯教師及多位師生皆出
席。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表示，「這本書列入
院內教材，且內容翻譯成英、西、法、德、
日、俄語，及中文，共7國語言，希望藉此將
淡水在地傳統的歷史風情讓更多人了解。」
該書以手工書方式製作，並以拉頁形式設
計，負責翻譯教師皆上臺分享參與過程，英文
系兼任講師吳岳峰以「言之有物，教之有方」
自勉，德文系助理教授孫敏學則是說明親自查
閱史料與走訪古蹟遺址，期以使用貼切語句，
讓讀者更有所體悟。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林健祥力挺購入700本書。會後，外語學
院準備西班牙海鮮燉飯、俄羅斯魚子醬和伏特
加等異國美食供來賓享用。（文／楊喻閔）

「極端對比」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

欣逢66週年
校慶，文錙藝
術中心於19日
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極端對
比」張正傑大
提琴獨奏會，
邀請大提琴家
張正傑、鋼琴
家暨通核中心
20 日，外語學院舉辦《話說淡江》新書發表會，張校
教授李珮瑜連 長（前排右五）與師生們共襄盛舉。（攝影／陸瑩 )
袂演出「無言
淡江好歌曲報名至11月11日
歌」、「琶音琴奏鳴曲」等6首曲目。
為慶祝66週年校慶，文錙藝術中心將於本
張正傑表示，以身處於極端環境下的我們，
學期舉辦「第二屆淡江好歌曲－詞曲創作
與過去處境極端的作曲家相互呼應，讓觀眾不
大師班暨原創歌曲大賽」，即日起報名至11
僅聆聽演奏會，更透過作曲家的人生經歷了解
月11日止，冠軍可獲得1萬元獎金及獎狀。
「極端對比」傳達「弦外之音」。並以對比方
活動分兩階段進行，12月1日舉行大師班課
式形容作曲家特色：「最富有」的孟德爾頌與
程，12月15日舉行原創歌曲比賽。詳情逕洽
「最貧困」的舒伯特；「聞名遐邇」的樂聖貝
承辦人壽華民，分機2635。（文／陳照宇）
多芬與「沒沒無聞」的莫札特兒子法蘭茲‧莫
札特；「最寒冷」的俄羅斯作曲家蕭斯塔可維
契與「最火熱」的西班牙作曲家卡薩多。法文
三許婕妤表示：「張正傑老師不僅演奏，更講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組14日
述作曲家的故事，讓人印象深刻！」 系列活
受邀參加苗栗國立苑裡高中舉辦的升學博覽
動將於11月3日、12月22日舉行「木笛與鋼琴
會，全國共20所大專校院參展。會中，招生
的爵士對話─塔莉魯賓斯坦與曾增譯二重奏」
組說明本校系所課程及特色，來諮詢的學生
及「雙管『琴』下－雙簧管，低音管與鋼琴之
反應相當熱烈，準備的文宣全數發放完畢。
夜」，可分別於27日（週四）及12月15日至文
招生組約僱人員王薇婷表示，學生最常詢問
錙中心索票！ （文／陳岱儀）
的問題如：各學系畢業出路、獎學金補助

招生組苗栗國苑招生

19 日，大提琴家張正傑（右）與通核中心
教授李珮瑜（左）連袂演出。（攝影／何瑋健 )

兩岸20大學研討高教變革

【記者朱世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學院
與政治大學、東華大學於17、18日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6年兩岸高等教育論壇－『高
等教育質量保障、創新發展及追求世界一流』
學術研討會」，逾20所兩岸大學、近90位學
者、師生共襄盛舉。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本校對岸學
籍生佔全國大專院校總人數排名第三，很高興
能合辦研討會，此次研究具全面性、高瞻性，
倘若會議內容集結成冊，必將吸引各學術單位
關注。」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表示，「研討會內容牽

動高等教育各層面，論文皆為精深研究，感謝
兩岸學者分享知識和經驗，也期望透過活動讓
學生更加了解教育議題及姐妹校間友誼。」
本次研討會討論議題包括對岸高等教育的政
策與規劃、高考變革、境外資金進入校園、師
資彈性議題及大學生境外辦學，亦探討亞洲教
育機制的定位、教師薪資及中美國家的學位研
究，全面性的探究高教議題。
英文四周函葶說，「參與研討會後，對大學
制度和政策方案更加明瞭，身為大學的一分
子，應當積極參與高教相關事務，才能知曉現
今的大學教育方針及他國教育方案。」

等，「透過參與博覽會拓展生源一直是本校
的招生方向，面對面讓高中生了解淡江。」

查

期中教學意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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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5(二)
14:00

建築系
B119

秀老郎多元養老照顧體系執行長邱暉智
銀髮族空間專論-以多元養老服務
模式為例

10/25(二)
15:10

水環系
E829

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副教授陳起鳳
水庫集水區保育與環境信託

10/25(二)
19:20
10/26(三)
15:00
10/26(三)
15:00

國企系
D324
資工系
T212
化材系
E305

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何煖軒
如何進行危機處理之控管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協理梁冠雄
雲端運算結合物聯網技術之現況與展望
鴻海集團Nanoplus廠長林博文
半導體黃光微影製程

10/27(四)
11:30

教發組
I501

國企系副教授孫嘉祈
英語教師出國研習經驗分享(二)

10/27(四)
14:00
10/27(四)
15:00
10/27(四)
16:00
10/28(五)
11:00
10/28(五)
14:00
10/30(日)
18:30

機電系
E828
電機系
E401
觀光系
CL404
財金系
B515
機電系
E811
大傳系
O202

捷力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俊祥
臺灣工具機產業的未來展望
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三課課長吳柏翰
未來產業職場變化-傳統+科技
礁溪老爺大酒店執行辦公室協理王中瑞
如何贏得顧客的心
益登科技副總經理王培煜
關鍵人才與企業未來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副工程師蔡孟昌
綠色節能技術
第28屆金馬獎最佳攝影得主林良忠
劇情片人物拍攝打光技巧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4(一)
8:20

保險系
B609

10/24(一)
10:00

電機系
E787

10/24(一)
10:10

資圖系
L301

10/24(一)
14:00

保險系
B609

10/2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0/24(一)
15:10

德文系
T703

10/25(二)
10:10

俄文系
Q409

10/25(二)
13:00
10/25(二)
13:10
10/25(二)
14:10

戰略所
T606
經濟系
C423
經濟系
B712

10/2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0/25(二)
14:10

產經系
B702

中華全球人才發展協會理事長余正昭
D3專業精神與自我管理

10/25(二)
15:10

水環系
E78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建築科科長張凱堯
河川管理法規與實務（二）

10/26(三)
10:00

財金系
B713

10/26(三)
13:00
10/26(三)
15:10
10/27(四)
13:10

10/27(四)
13:10

10/27(四)
13:10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副總葉日進
火災保險相關議題
資策會數據科技與應用研究所組長邱育賢
基於物聯網之智慧銀髮照護應用及
未來發展
潑墨書房業務總監丁永照
數位趨勢與閱讀行為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研修部
講師陳振輝
臺灣壽險業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東海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張源杰
Recent Progress of Novel Materials Apply to
Photovoltalic and Perovskites solar cell device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
版社副總編輯張曉蕊
台灣出版業的愛與愁—德文系學生
進入出版業該有的心理準備
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
台北代表處代表紀柏梁
俄國觀點關注下的世界局勢
UDN駐北京記者林克倫
從大陸媒體報導看中共對外關係冷熱
福建工程學院教授謝旻良
RBC模型的概念與應用
SUSE台灣分公司業務總監盧木賢
談資訊軟體與服務
交大電子物理系助理教授許鈺敏
Ultrafast Optical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Condensed Matters

國泰世華銀行協理張齊家
信託業概論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開
保險系
發部襄理林貞佑
B601
投資型保險商品的行銷及保費計算
土木系 捷運工程局中區工程處正工程師游澄發
E787
從業主機關看工程-台北市捷運局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業資
數學系
料分析科襄理陳飛穎
S104
保險業資料分析應用
波蘭波茲南科技大學智慧決策系統
實驗室教授Roman Słowiński
管科系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B302a
Research - How to Get Published &
Cited in Academic Journals
歐盟獎學金得主陳君寧
歐盟中心
莫內計畫-2016歐盟經驗分享工作坊－
N203
歐盟Erasmus獎學金說明及留學經驗分享

10/27(四)
15:10

大陸所
T701

寰宇法律事務所主持合夥律師李書孝
台商在中國大陸開發土地及購置房
地常見糾紛與因應對策

10/28(五)
10:10

資圖系
L526

淡江大學資圖系榮譽教授黃鴻珠
圖書資訊學的發展趨勢

10/28(五)
10:10

產經系
B505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李沃牆
金融科技發展的衝擊與因應

10/28(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蕭旭岑
從新聞實務到政治工作的傳播心得分享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採訪】105學年度
第一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至11月
6日止。新版問卷題目更加精簡，並首次提
供手機版網頁，方便同學能隨時隨地使用手
機填寫。填寫內容採匿名處理，與往年相
同，參加填答者就有機會抽中16G隨身碟。
詳請請上網站查詢（網址：http://info.ais.
tku.edu.tw/tas/）。

10/28(五)
09:30

管科系
D221

10/28(五)
10:45

管科系
D221

10/28(五)
13:30

管科系
D223

演講人/講題
淡江大學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
第十二屆臺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
學術研討會
波蘭波茲南科技大學智慧決策系統
實驗室教授Roman Słowiński
Robust Ordinal Regression for
Decision under Risk and Uncertainty
波蘭波茲南科技大學智慧決策系統
實驗室教授Roman Słowiński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 How to Get Published &
Cited in Academic Journals

ChatCorner說外語品咖啡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 對於渴求練習外語口說的你，
還找不到對象嗎？為讓本校生更加了解外國文化及強化外語能
力，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驚聲大樓10樓大廳舉辦「外語聊天室chat
corner」，即日起每週一至週五、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4時會有境外
生在該區服務。目前有英、日、法、韓、西等5種語言，除了練習
外語外還能交到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
為推廣「chat corner」，將於25日（週二）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1
時30分在驚聲大樓10樓國際交誼廳舉行「chat corner咖啡日－說外
語品咖啡」活動，將發送限量1百杯咖啡。活動承辦人境輔組專員
陳慧芝表示，希望讓學生一邊練習外語，一同享用咖啡，歡迎共襄
盛舉。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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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