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校數學系校友陳永誠於8日就
任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董事
長。陳永誠曾任台灣金聯公司董事長、中國
時報總主筆、工商時報總編輯、財訊雜誌社
長兼總編輯、國安會諮詢委員等職務。
　在交接典禮上，陳永誠表示，未來將著重
讓企業在櫃買中心籌措資金的管道更多元和
更有效率，希望與財政部共同努力活絡股市
市場。

　寧波諾丁漢大學執行校長陸明彥、副校長林郁兆一行5人
於7日來訪本校臺北校園，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工
學院院長許輝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國際長李佩華等
師長接待。本校曾於上月19日赴陸拜訪該校，雙方初步交
流。該校為中英出資合辦大學，國際化評價高。
　本次該校進行回訪，座談中，由戴萬欽介紹本校辦學理
念、國際化教育特色及境外生學習情形。雙方師長藉此機
會互相交流，互動熱絡。並由戴萬欽（左圖右）與陸明彥
（左圖左）代表兩校簽署「合作意向書」，未來將在學生
交流、學術研究等進行合作。（文／趙世勳，圖／國際處
提供）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基隆市安樂
高中和新北市竹林高中近2百位學生於2日蒞
臨本校參訪，由招生組安排校園巡禮，親善
大使進行導覽，走踏書卷廣場、驚聲大樓、
商管大樓等，還特別參觀圖書館、海事博物
館等本校特色景點。招生組表示，本校經常
有高中生蒞校參訪，此次也依兩所高中個別
提出之參訪需求，特別安排資圖系助理教授
林素聿、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水環系副教
授李柏青分別介紹各學系特色及升學資訊，
期能讓學生更深入了解淡江。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
組於3日舉辦「大陸學生淡江行」參訪活動，
來自臺灣大學、中央大學、文化大學等共11
所臺灣大專校院陸生蒞臨本校。開幕活動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主持，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許
輝煌、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等師生約60人出
席。活動中，他校陸生們與本校師長及陸生
們進行深入交流、提問，下午則安排帶領走
訪淡水校園及淡水名勝景點。
　本校陸友會會長財金二許力緯表示：「過
往他校陸生僅耳聞但不熟悉淡江，藉此活動
是很好的機會將本校推廣出去，也讓我們相
互交流，增進情誼。活動後，許多陸生表達
淡水不僅風景優美，更是適合生活、學習的
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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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email：ab@oa.tku.edu.tw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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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0161022期TamkangTimes http://tkutimes.tku.edu.tw/ 

學校要聞版 1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2(一)
12:00

未來學所
ED201

資訊處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
細說淡江：科技與人性的學習
環境

12/12(一)
13:00

資管系
B607

法務部調查局專員劉秉昕
電腦犯罪偵查實務

12/12(一)
13:10

化材系
E819

納智捷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李昌益
台灣自主品牌建立 （LUXGEN
品牌策略）

12/13(二)
14:00

文學院
O502

BOP Taipei首席顧問湯宗勳
從日本的文化節慶與馬拉松比
賽談起—一個參與者的體驗觀
察分享

教學
卓越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商管碩士在
職專班（EMBA）於3日在彭園會館新店分
館舉辦「105學年度商管EMBA歲末聯歡晚
會」，今年以「金雞報喜，淡江躍起」為
主題進行9系「第七屆才藝爭霸大賽」，9系
EMBA學生穿上舞衣、男扮女裝反串等帶來
勁歌熱舞表演，超過500位師生、校友歡慶
歲末。張校長、前校長趙榮耀、前校長張紘
炬、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宜男等師長
出席，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重視EMBA發
展，藉由舉辦歲末聯歡活動，展現大家才藝
和促進9系交流。林宜男感謝
校友、學生的相挺，捐贈獎品
讓聯歡會氣氛更熱鬧；他說
明，本次增設名片獎，藉由投
遞名片方式，了解校友和學生
近況，並促進未來的招生推
廣。
　晚會時林宜男帶領大家以
「兔子舞」開場後，各系均卯
足全力展現才藝，如反串瑪麗
蓮夢露獲得如雷掌聲、打鼓表
演振奮人心、相撲舞蹈逗趣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2(一)
8:10

保險系
B608

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吳宜容
傷害險與健康險核保理賠實務

12/12(一)
10:00

電機系
E787

台達企業本部研發中心資深處
長刑泰剛
節能與環保

12/12(一)
13:30

國企系
B115

中華經濟研究院分析師林蒧均
臺灣製造業產業升級轉型的趨勢

12/13(二)
10:10

俄文系
T704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
授熊宗慧
我的俄國文學翻譯經驗談

12/13(二)
12:00

理學院
C308

淡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秦一男
如何準備一場科普演講－以外
星人為例

12/13(二)
13:30

中文系
L522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
系講座講授王德威
尋找杜甫的六位現代詩人

12/13(二)
14:10

產經系
B702

艾鍗科技有限公司策略長劉恆禎
企業如何取得政府資源

12/13(二)
14:10

經濟系
B712

歐業行動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黃銘世
創新創業與銀髮產業商機 

12/13(二)
15:10

數學系
S433

東海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陳淑珍
LAMBERT W－函數解時滯微分方
程與系統穩定性分析

12/14(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林
瑛珪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12/14(三)
15:10

土木系
E787

明新科技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
主任王華弘
突破自我，讓自己成為國際人才

12/15(四)
12:00

數學系
S433

中興大學應數系教授黃文瀚
山高水深特色點燈活動--計畫
案申請經驗分享工作坊

12/15(四)
13:10

歷史系
L201

于正瓶罐公司總經理簡伶娟
正向思考勝利工作術

12/15(四)
15:10

大陸所
T701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史芳銘
兩岸最新稅法變動對臺商的影響

12/16(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前HP資深副總陳國欽
高薪秘訣-職場五大核心競爭力

12/16(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廣播金鐘獎得主季潔（蔡宜穎）
廣播生態與生涯進路

12/16(五)
10:10

資圖系
I307

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知識
長溫達茂
鏈結開放資料

12/16(五)
12:00

文學院
L522

淡江大學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
唱自己的歌－40年重訪李雙澤

12/16(五)
14:10

經濟系
B506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測
驗中心副主任陳曉珮
如何有效考取金融證照以提升
就業競爭力

 本校攜手寧波諾丁漢大學術合作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人既然活著，就要去做一件非你活著不能做的

事情。如果想要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你必須一

再挖掘自己，及早定義與了解自我價值。

而當你做一件事所花的時間與精力比別人少，

但卻得到比別人高的評價，那就是你的才能。

－臺灣第一人獲選進入「奇點大學」葛如鈞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於4日至8日，在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舉辦「書心相融─煙臺市書法家協會．臺北
甲子書會書法聯展」，並於4日下午舉辦開
幕儀式。本次由兩會共同聯展，56位會員創
作近百幅作品，內容包括楷、行、草、隸、
篆、甲骨各字體，現場還有書法專輯畫冊、
書論研究專書供民眾欣賞。
　中文三許庭溦表示：「展覽裡面有各式各
樣不同的作品，呈現書法的多種面貌，相當
精彩！」

本校受邀赴廈門杭州
研討兩岸高教合作

校友陳永誠

百幅作品多元精彩
書心相融

臺11校陸生來校
大讚學習環境

2百高中生體驗淡江

任櫃買中心董座

經費、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
成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大專
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大專校院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私立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大學校院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之特色成效。
　由於本校曾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
視導機制103年試辦計畫特優學校」肯定，周參
事與陳督學指定前往國際處參訪國際化學習環
境，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說明特色，如：
提供多國語言學習交流的Chat Corner；也赴覺
生紀念圖書館觀看學生學習場域，由館長宋雪
芳介紹圖館RFID預約書系統及今年全新改造環
境等。並參訪特色展場海事博物館。同時各視
導委員分別進行資料審閱或設施參訪。
　除了晤談教職員生，周參事與陳督學也與張
校長、葛煥昭、教務長鄭東文、學務長林俊宏
及國際長李佩華進行整體校務發展交流意見。
晤談後，兩人提出增加參訪地點，前往游泳館
了解無障礙設施及體育館看社團辦公室運作。
　綜合座談中，委員對整體訪視給予肯定。
如：重視多元入學，並扶持弱勢與平衡城鄉差
異、通過ISO認證、配合政府政策編列預算進
行汙水下水道普及、友善的身心障礙生考場、
優質數位學習課程、學務輔導空間寬敞、性別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6日教育部參
事周瑞與督學陳清溪帶領36位視導委員及專
員蒞校進行「105學年度教育部大專院校統合
視導實地訪視」，考核8項統合視導項目。
上午由校長張家宜進行簡報，學術副校長葛
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及相關同仁出席。
張校長致歡迎詞表示，本校長期秉持PDCA
精神，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相信藉由本次視
導，作為持續改善的依據。周瑞表示，淡江
歷史悠久，66年以來辦校績效斐然，在國際
化表現卓越，此次來訪不僅作為訪視，同時
也是學習。
　張校長簡介三化辦學理念，細數獲國家品
質獎、ISO認證、體育績優學校、企業最愛等
榮譽肯定。並說明本校8項統合視導項目（大
學甄選入學招生、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與國際長李佩華於上月29日應廈
門大學邀請赴廈門參與「第十一屆海峽兩岸名
校兩岸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會中，來自
21所大陸高校及16所臺灣高校逾60多位代表出
席，討論兩岸大學之間的合作現況。
　會中，大陸教育部港澳臺辦主任劉錦出席，
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進行開幕致詞，並安排兩
岸各兩所大學副校長進行專題報告，由戴萬欽
主講「兩岸學術交流之現況與前景－以淡江大
學為例」，南京大學副校長鄒亞軍、臺灣清華
大學副校長陳信文及四川大學副校長晏世經，
分別談兩岸高教合作情況。廈門大學黨委書記
張彥也與4位副校長晤談。
　此外，李佩華於2日受邀赴杭州參與「2016
海峽兩岸大學交流與合作研討會」，其中參與
論壇研討「兩岸高校學生管理與服務支撐體
系」。李佩華表示：「廈門與杭州的研討會皆
著重科學研究、學術交流、區域合作與兩岸學
生輔導體制等領域，討論高校發展、國際化教
育與兩岸招生。藉此機會彼此分享經驗，各方
面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也從中建立深厚友
誼，希望雙方未來持續朝長遠發展與規劃。」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產學合
作組為使師生瞭解產業需求及產品開發方向，
並促進產學合作之目的，首次舉辦產業參觀區
間車活動。本學期安排兩個參訪單位，1月12
日下午前往「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其為
國內唯一結合資訊、網路、電信、媒體四大產
業之寬頻應用整合服務商，此活動開放全校師
生參與；1月13日上午將赴「佰龍機械廠股份
有限公司」，其為專業生產紡織機械中之圓編
針織機，近年致力於工業4.0的導入與改革，
獲得台灣機械工業公會評選為12家智慧機械示
範廠之一，此活動開放教師參加。
　產學合作組經理陳立德表示，這次首次舉辦
此活動目的在於安排優質且具前瞻性的企業參
訪，讓師生有機會拓展新的產學合作關係，
未來將定期舉辦。報名至12月30日止，名額有
限，歡迎踴躍參加，詳情參考活動報名系統。

產業參觀區間車開跑

　【本報訊】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將於明年1月
16、17日在商管大樓B302b舉辦「2017歐盟冬
季研習營」，以「了解歐盟 洞悉世界」為主
題，由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臺灣大學國發所
教授葉國俊、歐研所及外交與國際系師資等6
位講者，探討歐盟全球治理、歐元危機、歐盟
的黑天鵝與白天鵝、歐盟與中國等主題。
　陳麗娟表示，今年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發生
重大改變，如：美國總統大選、英國脫歐、義
大利修憲公投失敗等，加上明年歐洲許多國家
領導人將進行改選，許多的不確定性對歐盟勢
必帶來重大影響。期透過擴大舉辦兩天的活
動，以全球治理更大的面向，讓大家認識歐盟
發展特色與時事議題。免費課程，額滿為止，
報名至12月20日止，完成報名並繳交保證金成
功者，有機會享用免費道地的德國風味餐，屆
時將安排學習國際禮儀，歡迎報名參加。詳情
請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歐盟冬令營 報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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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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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後企管系「淡企舞精行」以皮卡丘布偶
裝奪得冠軍；保險系「保險百老匯」扮演西洋
經典明星榮獲第二名，財金系富有動感「金猴
閃閃惹人愛」得到第三名，其他各系則是優勝
獎勵。保險碩專一鄭筑云分享，「大家準備很
久，很開心能拉近同學關係。」財金碩專一李
龍雨認為，「歲末聯歡是很棒的傳統，可在工
作和課業之餘，凝聚大家的情感。」
EMBA慢速壘隊獲2016全國EMBA慢速壘球賽亞軍
　本校EMBA慢速壘隊獲得「2016全國EMBA
慢速壘球賽」亞軍，並取得2017全國EMBA慢
速壘球賽承辦權，明年10月將在本校開打，校

金雞報喜 EMBA歲末聯歡5百人熱歌勁舞

（攝影／蔡晉宇） （攝影／盧逸峰）

印象。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透過舉辦手作
DIY活動，讓參與民眾以畫筆來品讀淡水、
『畫』說淡水，進而認識地景文學。過程中，
民眾們非常細心且專注地創作專屬作品，更對
於從一張紙，變成一本小書的過程表示嘖嘖稱
奇！此次我們也特別邀請校友鐘婉綺分享速寫
經驗，讓民眾藉此了解如何在生活中速寫閱讀
風景。」

　【記者陳昶育
淡水校園報導】
本 校 圖 書 館 於 3
日響應由國家圖
書館在國圖週邊
廣場主辦之「105
年臺灣閱讀嘉年
華會」活動，現
場共35項互動攤
位，活動內容包
括閱讀推廣成果
展示、與作家有
約、獨立書店風
景 出 版 饗 宴 、 幸
會 臺 灣 、 露 天 書
牆等內容。
　其中本校以「『畫』說淡水」
為題參展，展出本校及淡水相關
出版品《城市中的森林》、《話
說淡水》，以及淡水維基館等內
容。活動中，由本校大傳系校友
鐘婉綺帶領彩繪明信片與手作小
書體驗，吸引約300人彩繪淡水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3(二)
19:30

商管
碩專班
D324

鼎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兼總經理童遷祥
如何以綠能作為創新增長動力

長張家宜特別在「105學年度商管EMBA歲末
聯歡晚會」中頒贈簽名球棒，期盼明年在全
國賽中再創佳績。林宜男表示，本校EMBA
慢速壘隊是由校友和在校生共同組成，希望
2017年主辦之際能將冠軍獎盃留在本校。

　海博館影片欣賞來囉！12月份主題為
「生命與海」，自8日起至12月31日，每週
四上午10時10分及週六上午11時10分起，
在海博館4樓多媒體放映區播4部電影，片
單請至海博館網站查詢。（文／陳品婕）

生命與海影片欣賞
海博館

 　法文系傑出校友、貫達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創辦人黃世杰，從打造品牌、尋覓臺灣
茶品到造型設計，希望讓大家知道，「用
臺灣人設計的茶具喝臺灣茶，也可以很
潮、很時髦。」

黃世杰的小茶栽堂
3版

平等教育落實、資訊安全完善等項目。委員提
及學生在晤談時建議，暑期先修課程可安排住
宿，另建議可強化跨校性別平等工作坊、同步
與非同步課程增加師生互動、針對不同類身心
障礙生開設不同類型課程、在通識課強化資訊
安全學習等項目。本次視導將於明年2月收到
視導報告初稿，可針對該內容提出申復申請，
最終將於明年6月公布視導結果。

教部統合視導全員參與

105 學年度 EMBA 歲末聯歡活動中，學生為了才藝競賽，費心
巧思打扮，搶著與張校長（後排右三）合影。（攝影／何瑋健）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左一）向周參事（右
二）、陳督學（右一）介紹本校圖書館之
RFID 預約書機系統。（攝影／林俊廷）

總務處組員楊信洲（左一）與軍訓室主任張
百誠（左二）向視導委員介紹本校緊急求救系
統。（圖／環安中心提供）

張校長（左一）率領主管陪同周參事 ( 右一 )
與陳督學 (右四 )參觀國際處。（攝影／林俊廷）

本校圖書館響應臺灣閱讀節，展出《話說淡水》出版品，更舉辦
「畫」說淡水彩繪小書活動，民眾專注創作。（圖／圖書館提供）

文錙藝術中心展出「書心相融─煙臺市書
法家協會．臺北甲子書會書法聯展」，學生
駐足欣賞。（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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