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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移師雲門
張校長贈畫林懷民

第 153 次行政會議移師雲門劇場舉行，雲
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前排右四）與張校長
（前排右三）及主管們合影。（攝影／蔡晉宇）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153次行政會
議於10日移師淡水雲門劇場舉行，一級單位主
管出席。校長張家宜特別贈畫予雲門舞集創辦
人林懷民，該作品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以行草書寫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
行〉，搭配水墨畫家孟昭光繪製女舞者的翩翩
舞姿。
開場時，張校長說明此行為敦親睦鄰，與林
懷民創辦人會談時，了解雲門歷經八里原址火
災意外後，在淡水重新再起，集結海內外不同
國籍的民間捐款，打造永續基地的過程。張校
長指示，今年為本校第五波開展，以人類發展
史為例，從中尋找本校特色定位，並說明第五
波之意義，盼會後大家積極展開行動，聚焦討
論第五波核心價值。
會議通過「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六條修
正草案、「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修正通過
「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女聯會歡慶婦女節
陳叡智接任理事長

張校長（中）與女聯會幹部合影留念。
(攝影／林俊廷）

身障生座談
借鏡筑波大經驗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視
障資源中心於7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本學期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由
教務長暨盲資中心主任鄭東
講 師 吳 純 慧 。 文主持、學務長林俊宏、總
(攝影／陳柏儒）務長羅孝賢等近百位家長與師
生參與。鄭東文表示，本校輔導身障生擁有
良好制度及優良傳統，在盲資中心及全校同
仁努力下，盼讓身障生有更妥善照顧。透過
座談交換意見，希望在演講中有所收穫。
會中各處室說明服務宣導，註冊組表示身
障生修業年限可延長四年；總務處為提供更
優質的無障礙環境，暑假前將有大幅調整。
並由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系助理教授
吳純慧以「筑波大學身心障礙學生輔導體系
與實務」為題演講，說明該校障礙科學系
（類似特教系）擁有豐沛專業師資，且為全
日本輔導身障生的重點學校。除投入大量經
費及設置一級單位輔導身障生，最特別的是
開設通識課程、不同障礙類別專業講習來培
訓「學習輔助學生」，以同儕力量協助身障
生，並強調彼此「對等」協助的態度。
綜合座談中，教師提出上學期有監考人員
誤判特殊生違規並未當場告知該生一事、亦
有學生提問替代課程相關問題，鄭東文逐一
回應，也將進行後續處理。

【記者杜歡、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為銜
接第3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02－105
年）與107年高教深耕計畫，教育部實行106
年度延續性計畫，日前核定本次共33所學校
獲補助，其中本校獲補助6千萬元，相較去
年增加1千萬元，是本校獲補助金額近9年來
最高。據教學卓越辦公室統計資料顯示，本
校自教卓計畫推動以來已獲近5億元獎助。
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向來秉持「持續
改善」的精神來辦學，在去年教育部訪評極
為重視學校的硬體設施及軟體成效，審查委
員當時相當肯定本校學生學習環境及學習成
效，如：遍布校園的學習空間「學思域」。
在教育部補助總經費未提高的情況之下，這
次能獲得更多補助雖感意外，也備感榮幸。
教育部審查委員對於本校提升教學品質及
學習成效的綜合意見中指出，本校各項品質

為迎接8月的世大運舉重賽事，「106年全
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暨2017臺北世大運測試
賽」於4日起一連3天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開
賽，並於6日圓滿落幕，共頒出16面金牌。校
長張家宜於6日蒞臨現場觀賽、為選手加油！

（攝影／何瑋健）

表現及各級學生投入職場比率之表現
的均衡、穩定，並大力讚揚本校「未
來學」之領域優先性，亦逐年建立相
關之論述書籍及應用模組。
稽核長白滌清表示，本校今年度教
學卓越計畫配合教育部，主要重點關
注五方面。一是校務研究。二是學習
成效，便於檢核學習成效。三是創新
轉型，為教學卓越計畫重點，將結合
教務處與學教中心力量重點關注。四
是學習輔導，承接學習成效管考，尤
其關注外語學習。五是畢業生流向調
查，包含畢業生工作情況與畢業生對
於母校課程規劃及教學內容之回饋。
未來品保處將串接校務發展計劃方向
與教育部方針，提升學校品質。

畢業生
流向調查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政所
與香港教育大學於6、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共同舉辦「亞太領導圓桌會議二零一七」
（Asia Leadership Roundtable 2017，簡稱
ALR），為期兩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
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德國、挪威、
澳洲、南非、以色列等19個國家、逾70位教
育領導學者與會。校長張家宜、教政所講座
教授吳清基皆出席開幕。張校長致詞表示，
很高興看到亞太教育領導的研究議題及成果
受到國際重視，感謝各位學者把專業知識帶
入圓桌會議，期待此次研討有助於提升相關
研究之國際能見度。
此會議於2010年開始，作為亞太地區研究
教育領導的交流與合作平臺。2016年在新加
坡舉辦時，由教政所教授潘慧玲爭取到今年
主辦權，她說明，今年會議以「七年以來亞
太教育領導知識基礎述評」（7 years on: The
state of the Asian knowledge base?）為題，讓

景

教學
卓越

學習成效
發展重點

學習輔導

臺灣與全球的教育學者反思：自第一屆ALR以
來，從亞太的教育領導經驗中學到什麼，並探
討亞太教育領導力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研究，以
及進行具有高度影響力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參與協辦的教政所助理教授鈕方頤說，藉此
次研討會彙聚了跨國的研究能量，教政所於近
年執行的臺灣教育領導現況和訪談北部32位中
小學校長的研究也在會中發表成果，期待後續
建立亞太知識、經驗及提升國際能見度。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想創業卻不
知道如何培養能力嗎？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將在17日起舉辦5場「創業Rank」創業
知能養成系列課程。
課程邀請Synergy Net 美商廷鴻國際教練李
莉雅、智得互動流通諮詢管理顧問工作室執
行顧問陳承廷、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
會秘書長馬燕萍等5位講師，帶領大家了解新
創商業模式建構策略、市場分析對線守則和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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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轉型

會議首先由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教授Clive
Dimmock、瑞士楚格師範大學教授Stephan
Huber及教政所教授潘慧玲3人進行專題演講，
分別就亞洲領導知識、跨文化比較研究、領導
力研究發展及願景發表演說，會中另安排學者
分組研討，針對跨國計畫，進行不同國家、地
區研究成果的分享與交流。最後由泰國朱拉隆
功大學教授Philip Hallinger回顧過去努力之成
果，並總結亞洲領導知識的建立及未來展望。

品管圈8隊晉級
17日大比拚

香港景嶺書院校長楊明倫（左四）與畢業於
該校且就讀本校5位港生，在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右一）陪同下，7日拜會張校長（左
三）。（攝影／閩家瑋）
戴萬欽心繫學生，承諾同學若在課業等方面遭
遇困難，必盡力協助，並建議同學多多參與社
團活動、開闊眼界，同時規劃安排本校學生至
香港景嶺書院社區服務，進行實質交流。中文
二張彥嵐分享：「有了楊校長的勉勵作為後
盾，未來將會在臺灣好好學習與努力。」

各國青年領袖齊聚一堂，研討全球議題。
(攝影／林俊廷）
「全球經濟」及「全球政治」五大議題。
10日下午至12日進行參訪，參訪行程包
括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三峽老街、台北
101、淡水老街、雲門劇場等地。來自印尼的
國企四何順勇表示，期望利用此次機會發表論
文，並認識各國菁英。他分享：「從他人報告
中，拓展不同類群知識，如碳纖維報告啟發我
對這門學問的興趣。」

網路行銷如何操作等創業相關知識。
此外，24日起共安排3場「創業Do it」系
列實作課程，邀請智活時光有限公司總監陳
維信、奧森影業製作有限公司導演鄧皓元、
福倈鷹航拍資訊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宏達，讓
大家體驗Wiser運動實作、微電影拍攝實作、
VR/AR視界實作，藉此加深未來創業知識
與方向。有興趣的同學可上活動報名系統報
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教學卓越
水環系
E829

演講人/講題
第十河川局局長曾鈞敏
你不能不知道的水利行政

淡水校園

「亞太領導圓桌會議二零一七」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張校長（前排左六）和國際
學者們合影留念。（攝影／何瑋健）

創業不是夢 創育中心開講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3(一)
8:10

9國青年領袖聚焦全球議題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於8日至13日在本校舉辦「2017
淡江大學世界青年領袖論壇」，來自9國
15校共40位青年齊聚，研討「世界之前景
（Prospects for the World：Meeting Challenges
with Vision）」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開
幕式，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
華、秘書長何啟東、一級主管等師長出席。
戴萬欽致詞時表示：「今日論壇聚集世界許
多國家之學子，並提供一個交流的平台，多
元探討現今世界所面對的重大議題。」李佩
華則十分歡迎與會學生，期望大家能體驗並
享受在臺灣的日子。
9至10日上午舉行6場論壇，全程以英文發
表及研討「全球治理與民主」、「全球糧
食、能源與環境」、「全球文化與社會」、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求
新求變，在資訊處數位設計組協助下自972
期進行中文電子報改版，去年11月亦配合66
週年校慶，重新規劃網站。為瞭解讀者對本
報的看法，特別製作滿意度問卷，盼藉由意
見作為本報調整參考，此調查表採不具名方
式，網址：（http://ppt.cc/Nhryb）。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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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
7日上午，英文系校友、本校結盟中
學、香港景嶺書院校長楊明倫與畢業
於該校正就讀本校的5位學生拜會校長
張家宜。會中雙方互相寒暄，楊明倫
感性地表示淡江帶給自己諸多回憶還
有奠定教育基礎，並致贈感謝牌予張
校長，以示感謝。張校長則以66週年
校慶紀念文鎮作為回禮，同時歡迎景
嶺書院學生未來報考本校同樣以全英
語授課之蘭陽校區就讀，亦贈予同行
港生本校校訓「樸實剛毅」圖章，激
勵其認真向學。
會後，楊校長一行人前往國際處與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師長座談，

淡江時報滿意度問卷開跑

演講看板

校務研究

Asia Leadership圓桌 19國學者研討教育

探視該校畢業生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
誼會於8日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召開第11屆
第2次會員大會，並慶祝婦女節。校長張家宜
致詞分享，她認為「女人必備5項要素」，分
別為健康的身體、揚在臉上的自信、長在心
底的善良、融進血液裡的骨氣和刻進生命裡
的堅強。即將卸任的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表
示：「四年來，感謝會員們的支持，讓許多
精彩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會中，以多媒體形式回顧去年活動精華，
並針對經費收支，及捐助淡水區急難救助款6
萬元整等進行報告。賓果團康活動備有142份
禮物，包含500至200元不等獎金及大禮，現場
氣氛相當熱絡。事務組組長吳美華表示，女
聯會活動多元有趣，能凝聚同事情誼，也有
助於舒緩工作壓力。最終選出9名理事、2名候
補理事，3名監事。10日召開理監事會，由財
務長陳叡智、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接任第12
屆正、副理事長。人資長莊希豐任監事長。

世大運舉重測試賽@淡江

教部6千萬補助教學卓越

（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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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君平翻轉歌林老品牌
你可能沒聽過憶聲電子公司，但一定知道
「歌林」！本校會統系（今統計系）校友、憶
聲電子公司董事長彭君平於2012年收購歌林品
牌後，在個人家電市場表現成績亮眼，2016年
海內外營收達37億元。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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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http://tkutimes.tku.edu.tw/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品
管圈競賽複審會議將於17日（週五）上午10時
在文錙音樂廳展開。本次有8圈隊自16隊中脫
穎而出晉級複審，包括蘭陽校園的三全圈、國
際研究學院的生存圈、軍訓室的安居圈、人資
處的好傘圈、總務處的皇帝大圈、學務處的救
生圈、財務處的會快圈及企管系的滴答圈。
第三次參賽的皇帝大圈隊以「降低美食廣場
廚餘量」為題打入複賽，圈員總務處楊信洲分
享，「吃飯皇帝大！這是我們圈名的由來，三
次的參賽我們都以學校飲食為主題，希望大家
每天都能吃得環保、吃得健康。」第一次參賽
的國際研究學院，組成生存圈，題目為「提升
國際研究學院甄試報名率」，圈長日本政經所
助理張偉琳表示，「國際研究學院所屬各所皆
為單獨招生之研究所，遭遇少子化衝擊的影
響，將會比系所合一之研究所來的大，因而組
成品管圈，期能解決招生之困境。」
同樣首次參賽的滴答圈，由企管系學生組
隊，以「降低課外組器材租借等待時間」為題
參賽，圈員企管三劉宇翔分享，「我們以學校
可改善之處作發想，讓圈員提出各自點子，最
後以可行性、解決方式等量化指標與討論訂定
主題，希望初次參賽就能旗開得勝！」複審邀
7位校、內外評審，並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觀
摩學習，意者請15日前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保險系
B603

演講人/講題
新光人壽人力資源部協理洪明達
人壽保險業簡介與職涯發展

教育學院 前教育部次長、現任亞洲大學講座教授楊國賜
ED601 大學教師應該知道的教學問題
淡江大學公行系教授林聰吉
台灣民眾心目中的「軍公教」形象：
電話訪問與焦點團體的實證資料分析

3/13(一)
12:00

公行系
SG316

3/13(一)
13:10

保險系
B302A

3/1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3/13(一)
15:10

保險系
L204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周冠男
The Impact of the Insider Share
Pledging Regulation on Stock
Trading and Firm Valuation
臺北榮總醫師陳一瑋
Application of BNCT(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for clinical cancer
patients-Treatment results of clinical
trial in Taiwan and future prospects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洪瑞鴻
壽險經營

3/13(一)
18:10

文學院
L307

淡水心波力書店主人許赫
從詩人到詩的編輯／出版／文創人

3/14(二)
10:00

國企系
B712

3/14(二)
13:10

國企系
B425

3/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3/14(二)
14:10
3/14(二)
14:10
3/14(二)
15:10
3/15(三)
10:00
3/15(三)
13:00

產經系
B511
經濟系
B712
保險系
B505
財金系
B712
化材系
E826

3/15(三)
13:10

通核中心
V101

3/15(三)
14:00
3/15(三)
19:00
3/16(四)
10:10
3/16(四)
14:00
3/16(四)
16:00

化材系
E787
大傳系
O202
通核中心
E787
未來學所
ED601
大陸所
覺生會議廳

璞園建築團隊特助林志鑫
找尋自我，做自己
美商如新公司前台灣區總裁與大中
華地區副總裁周由賢
International Business's impact on
Direct-Selling Industry
成功大學化工系教授吳季珍
Three-Dimensional Nanostructured
Heterojunction Array Photoanodes for
Photoelectrochemical Water Splitting
昱鑫企管顧問總經理簡瑞宏
電子產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諮芮勞務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瑞珠
一例一休 ，新法上路，企業管理政策
淡江大學未來所副教授陳國華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臺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李啟賢
證券業概論
科盛公司技術研發部經理孫士博
利用科學化的創新工具解決傳產的問題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
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余昕晏
音樂、文化、社會－時代的鏗鏘之音
聯華實業公司總經理景虎士
麵粉成分分子結構與其扮演的角色
臺灣漫畫家黃色書刊
「一起看黃色書刊」漫畫講座
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教授吳瑪悧
把藝術當作動詞－環境藝術行動的思索
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執行長黃耀德
互動-行動-感動新媒體-新設計-新思維
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
微軟在亞洲地區發展遇到的困境與未來目標

3/17(五)
14:10

產經系
B505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黃河泉
When Interaction Actions?

繁星招生錄取618人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大
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於7日公布結果，本校今
年提高招生名額至733人，共688人報考，最終
錄取618名，原住民外加名額則是報考8人、錄
取8人。招生組組長黨曼菁說明：「由於今年
大學學測考生人數較去年少，各校招生名額增
加，因此這次缺額較多，但今年整體錄取人數
比去年多。」本次錄取最多人數的學系為英
文系35人，其次為資訊工程學系和資訊管理學
系，各30人。

淡江音樂季開放索票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音樂
季」索票開始囉！文錙藝術中心將於本學期
舉辦系列音樂會，將有4場不同類型的音樂饗
宴，帶你感受音樂之美。首場「『風之歌』－
來自風洞的歌聲」男聲四重唱，將於22日19時
舉行，每場次將於演出前7日，開放至文錙藝
術中心展覽廳索取，每人限2張。文錙藝術中
心組員壽華民表示：「活動邀本校教師、校友
音樂家演出，類型多元，有爵士、重唱、古典
等等，歡迎大家來享受聽覺饗宴！」活動詳細
資訊請至文錙藝術中心網站查詢。

拉美菁英開學 體驗臺灣藍染文化

5日，「美洲研究所
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一、二年級
24位學生來校展開為
期一週的面授課程，涵
蓋臺灣社會與文化、中
文教學、東南亞國協政
經等主題。學員們另走
訪孔廟、三峽染工坊、
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等
地，親身體驗臺灣和亞洲文化特色。一年級、
巴拿馬外交部多邊事務暨合作次長辦公室主任
孟德凡說，「十分珍惜這次來臺交流機會，拉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近師生、同學間的距離，有趣的校外參訪更是
直接體驗到臺灣特有的文化創意，收穫相當豐
碩。」（文／李宜汀、圖／拉美所提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