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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昂剖析產業趨勢浪潮

（攝影／蔡晉宇）

北區

綠色大學聯盟
本校主辦 首場論壇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將於28
日（週二）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綠色
大學聯盟106年度北區場論壇，研討「吃和淡
江— 用嘴巴做環保」主題。會中預計由校長
張家宜主持開幕式及閉幕綜合座談，總務長羅
孝賢將主講「淡江邁向綠色大學」；兩場專題
演講，則由良食究好執行長吳季衡談「從產地
到餐桌的整合」，秀明自然農法協會理事長陳
惠雯主講「食農、食藝與食育」。
活動承辦人總務處組員楊信洲表示，本校為
國內 50 所大專校院成立的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發起學校之一，今年將在北、中、南舉辦多場
論壇，第一季北區活動由本校主辦。此次主題
以關懷「飲食」與「環境」為出發，以「用嘴
巴做環保」彰顯本校落實「生活即環保」，對
環境教育的努力。活動邀請食農教育實務工作
者分享寶貴的經驗，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請電話報名，校內分機2228。

薩國國會議長來校
解析區域情勢

薩爾瓦多國會議長葛耶哥斯（前排右三）
致贈藝術瓷磚予拉美所，由副教授王秀琦（前
排右四）代表接受。（攝影／蔡晉宇）

學生關切兼任教師權益
遞交學校連署書
【本報訊】日前有媒體報導本校解聘不具本
職兼任教師事件，秘書長何啟東回應：「本
校一切以系所之課程結構及學生職涯需求為考
量，皆依相關程序提聘，尚無報載本校不續聘
200位不具本職兼任教師之情事。」秘書處並
發布書面聲明，表示感謝兼任教師在教學上的
努力和付出，有關依教育部政策了解兼任教師
是否具備本職以納入勞基法之過程，很遺憾造
成兼任教師、社會大眾疑慮。聲明書全文請見
淡江時報網站。
另外，上週有師生在校內召開兩場記者會以
及網路連署，24日在福園表達訴求，而後步行
至行政大樓遞送連署書，盼學校給予承諾。訴
求包括：停止辭退未具本職兼任教師，已口頭
遭退聘者應釋回其原課程；勿強迫專任教師超
鐘點教學；反對推行大班化教學、併班授課、
取消課程的措施。學務長林俊宏現場代表回
應，傾聽到師生訴求。目前，教育部已來校視
察，系所正依三級三審聘審作業進行中。活動
在林俊宏接下連署書後結束。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為讓來校參
與個人申請入學面試同學提早認識淡江，教
務處招生組將於4月1、2日在淡水、蘭陽校
園舉行「學系博覽會」，8院、42系在各系
館，為來自全臺各地家長、學生說明學系
特色、課程規劃等諮詢服務。招生組組長黨
曼菁表示：「期許各系能此機會充分展現
特色，面試考生同時，吸引其選擇本校就
讀。」
各院系師生除了帶來學系介紹、發放
DM、提供諮詢服務，並協助指引家長、考
生等參觀校園。其中，中文系舉辦小型成果
展，將有系上特色研究室、社團等成果刊物
展示；大傳、資傳系則以學生畢業製作等影
音作品呈現特色；數學系舉辦座談會，展
示海報、簡報說明；電機系設置諮詢區，
安排師生解說，並展示成果海報及辦理4場
學系特色說明會；機電系將以壁報方式展

宗教是人類生活的依託，多元融合的社會中，
自然有著不同的信仰環繞在身邊，而你對伊斯蘭
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清真寺、古蘭經，或是不吃
豬肉？這些對創立「台灣穆斯林青年會」、土木
（攝影／蔡晉宇） 碩二蔡昌旻來說，卻是日常不過的事情。

簡報和影片介紹。
蘭陽校園的全球發展學院將在學生餐廳1樓
設置攤位，介紹4個學系特色及住宿學院、社
團及大三出國成果展等內容，另外，在強邦
國際會議廳舉辦8場說明會，歡迎家長和學
生一同前往聆聽。本報製作「學系博覽會專
刊」見本期二版。

示成果，並在上午、下午各舉辦4場家長說明
會；經濟系、資管系安排老師駐點，介紹系
上簡介和特色；俄文系展出學生參加實習、
夏令營等花絮照及俄國文物；日文系安排系
上社團如歌牌社、日本文化研究社進行小型
表演；教科系現場準備簡介DM還有系學會的
學長姐經驗分享；外交系由系學會準備DM、

本校每年舉行學系博覽會活動，學生向家
長、考生介紹學系特色。（圖／本報資料照）

蘭陽校園學系博覽會活動中，師生向家長、考
生介紹學系特色。（圖／本報資料照）

展現魅力品質」近530人參與。會中揭
曉品管圈競賽前三名由蘭陽校園「三全
圈」、國際研究學院「生存圈」、總務
處「皇帝大圈」獲得。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將邁入第五
波，全面品質管理也將有新構想，因
此今年淡江品質獎停辦，將配合第五
波提出全新面貌。張校長特以去年7
月底赴西安參加兩岸四地校長會議時的
兵馬俑參觀照，說明秦漢時期已有全面
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 24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登場， 品質管理，與同仁互勉持續改善精進。
邀日鑫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盧瑞彥（持麥克
會中，第29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風者）進行專題演講。（攝影／何瑋健）
自強組銀塔獎得主「夢圈」經驗分享，指出比
【記者秦宛萱、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5
賽過程中有人員更動，針對評審建議不斷改善
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24日在學生活
且傳承經驗，並說明如何「提升出國學生通報
動中心登場，此次主題為「發揮個人特質‧
率」。首場專題演講由日鑫創業投資股份有限

訪
姊妹校來

【 記 者 陳 昶
育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6所姊妹校日前來臺灣參加
「2017亞太國際教育協會年會
暨教育展」，國際處特別邀請
各校共12位外賓於24日來校參
24 日，本校 6 所姊妹校來訪，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訪。上午參訪宮燈教室、圖書
欽（前排左五）與貴賓、師長合影。（攝影／蔡晉宇）
館、海博館並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座談會，由國際事務副
大學、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座談中，雙方相互
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率領同仁
了解校內行政及學生狀況並討論學術合作事
及相關系所主管接待。戴萬欽表示，
宜。國企系系主任蔡政言則向來賓說明本校提
十分榮幸能邀請各位蒞臨本校，透過
供之暑期短期遊學方案，並歡迎各校學生踴躍
會議將更加便利大家暢談未來合作等
報名。中午則在福格飯店進行午宴。
各方向。
此外，下午舉行本校與美國天普大學學碩士
本次來訪學校有日本長崎外國語大
雙學位課程及大三出國說明會，及商管學院與
學、日本亞洲立命館大學、法國里昂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合作之法國企業實習說明
第三大學、德國科隆大學、美國天普
會，與本校生進一步交流。

文錙開展 一睹千年敦煌之美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敦煌文化現
交流，傳承藝術。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指
身淡江！文錙藝術中心「絲路拾珍－敦煌文
出敦煌石窟是世界遺產，本次將壁畫數位化推
化藝術展」22日在文錙展覽廳盛大開幕，逾
廣敦煌之美。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副董
60人出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致詞表示，本
事長嚴雋泰盼敦煌文化受到重視。文錙中心主
校雖未有藝術科系，但依舊致力推廣藝術及
任張炳煌表示，此展精緻又具互動性，展出至
美學涵養教學，感謝主辦單位努力，將
4月14日，歡迎全校師生踴躍觀展。
敦煌石窟藝術數位化帶進淡江。
展覽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敦煌研究
院及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等單位
合辦，以敦煌石窟為題，精選石窟壁
畫、塑像藝術結合影片、模型、實物等
互動方式呈現。開幕由舞蹈研究社帶來
現代舞「星空」表演， 中國宋慶齡基金
舞研社以現代舞為敦煌文化
會港澳臺事務部部長陳愛民說，能親自
到敦煌機會不多，藉此展促進兩岸文化 藝術展開幕。（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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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博覽會 週六盛大登場

深耕國際化交流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20日，外交部
禮賓處邀請薩爾瓦多共和國國會議長葛耶哥斯
（Guillermo Antonio Gallegos Navarrete）伉儷
率團來校參訪，並以「薩爾瓦多民主發展及中
美區域和平發展」為題發表演說，吸引近30名
學生參與。此次會談由拉美所副教授王秀琦接
待，開場先介紹淡江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特色，培養深具外語能力之人才，每年吸引不
少外籍生前來就讀。
葛耶哥斯談起薩國內部政經發展，坦言歷經
內戰後，政治分歧始終難以達成共識，加上美
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孤立政策再度影響移民與
經濟利益，未來發展更添變數。此外，葛耶哥
斯讚美臺灣政治制度完善與治安良好，未來與
蔡英文政府長期合作，期望維持邦交良好關
係。美洲碩拉研三李建怡說：「剛好正在研究
拉美主題的論文，藉此機會近距離觀察薩國議
長和參與會談，更加洞悉區域情勢，是一次難
得的經驗。」

大陸所於3月9日邀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
產業顧問兼資深總監陳子昂以「剖析中國十三五規
劃，掌握產業浪潮與台商契機」為題演講。陳子昂
鑽研兩岸產業合作及政經情勢研究長達25年以上，
本報摘錄此場演講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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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長盧瑞彥主講「以儒家思想塑造優質
的品質文化」，他解析管理三構面，認為文化
是人類生活的全貌，品質則是展現文化整體的
亮點，因此可從儒家思想中看到全面品質管理
的關連性，即是重視人性管理。
第二場由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方蘭
生談「個人魅力公關」，以穿插臺語的實例及
幽默說話方式，讓全場聚精會神、笑聲不斷。
他提出「人味、趣味、知味、才味、E味」五
味俱全的魅力特色，幫助塑造個人的專屬魅
力。會議詳細內容，本報將於1034期製作「全
面品質管理特刊」。

風之歌音樂會
鄭啟明大展歌喉

教學
卓越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9(三)
15:00

演講人/講題

教發組 淡江大學運管系助理教授鍾智林
T307 英文授課教師課程觀課交流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7(一)
8:20
3/27(一)
13:10

演講人/講題

保險系 國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B615 理林志強
產險核保實務與案例分析
化材系 中央材料所所長李勝偉
to proton-conducting
E819 Introduction
SOFCs

3/28(二)
10:00

化學系 輔大化學系教授黃炳綜
of a new processing
Q409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the polymer solar cells
國企系 彰化銀行襄理陳盈菁
B712 外匯市場交易實務

3/28(二)
14:10

物理系 臺大凝態中心助理研究員吳恆良
and Reactivity at Material
S215 Structure
Interfaces: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3/28(二)
14:10
3/28(二)
14:10
3/28(二)
15:10
3/29(三)
10:00

產經系
B511
經濟系
B712
保險系
B505
財金系
B712

3/29(三)
10:10

俄文系
Q409

3/29(三)
13:10

化材系
E826

3/29(三)
13:10

德文系
E509

3/29(三)
14:10

化材系
E787

3/30(四)
13:10

水環系
E509

3/27(一)
14:10

3/30(四) 未來學所
14:00
ED601
3/30(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3/30(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大陸所
驚聲
會議廳
3/31(五) 資工系
10:00
E787
3/31(五) 會計系
10:10
B712
3/31(五) 教育學院
12:00
ED601

3/30(四)
16:00

3/31(五)
14:10

德文系
T606

3/31(五)
14:10

產經系
B505

3/31(五)
14:10

經濟系
B912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副局長磊麗薇
企業稅務治理
力麗觀光飯店事業董事長蔡宗易
助理到董事長，開創藍海市場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政治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凱基期貨董事長糜以雍
期貨業概論
微星科技專案業務陳冠吟
跨入職場的第一步-我的企業
實習經驗談
依田公司總經理特助葉益彰
依田公司與核心能量分享
媒體兼任社論主筆與影評人胡慧馨
知己知彼、不戰而勝: 如何在
職場事半功倍
國鼎牛樟芝生技公司總經理溫武哲
生技產業介紹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協理張欽森
水資源與海洋環境工程之過
去、現在與未來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所所長陳信宏
經濟／產業發展新模式與策略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余清祥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Writing Style based on the New
Youth Magazine
逢甲大學資工系講座教授張真誠
Turtle Shell Based Imformation
Hiding Mechanism
安邁進公司創辦人崔震東
兩岸電影市場之差異性與未來
發展
宇柏資訊董事長秦玉玲
自我挑戰與價值創造
會計師胡怡嬅
生涯規劃與職場發展
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吳政達
教育研究與發表
紐約Horace Mann School 高中
專任中文教師傅韻芬
不再藍瘦與香菇－ 美國私立高
中華語教學實例分享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張瓊婷
颱風致死風險因素之剖析
淡江大學產經系助理教授吳金山
思辨賽局

臺北校園
土木系榮譽教授鄭啟明（右一）與好友們
高舉道具酒杯獻唱。（攝影／林俊廷）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來自風洞的
歌聲！文錙藝術中心22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淡江藝術季」首場活動「風之歌」音樂
會，由前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土木系榮譽
教授鄭啟明與好友林家和、吳世祺共組男聲
四重唱，帶來13首精彩表演，吸引教職員生
近百人參與音樂盛宴。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亦出席，戴萬欽更於
會末上台獻花。鄭啟明分享，初入「宇宙光
百人大合唱」團體前，從不聽古典音樂、對
五線譜一竅不通，在3位朋友教導下，獲益良
多，盼透過音樂會，讓觀眾見證彼此友誼並
傳播快樂種子。
以耳熟能詳的歌劇茶花女中〈飲酒歌〉一
曲揭開序幕，表演者手持紅酒杯道具隨拍子
搖擺身體；鄭啟明以〈Because〉對妻子陳瑜
深情獻唱；〈Ratatouille〉由多種語言及不同
曲風構成創意串燒組曲，詼諧地使用人聲呈
現隆隆砲聲；其中，〈中國神話故事—與我
比翼〉由男聲四重唱與其夫人合唱，鶼鰈情
深、羨煞眾人；最後演唱音樂劇悲慘世界中
〈One Day More〉，掀起活動高潮、獲得全
場如雷掌聲。土木碩一林靜分享：「看見老
師用生命在唱歌，真的非常崇拜！並且會學
習老師的精神，持續努力在目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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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二)
19:30

EMBA
D324

演講人/講題

人才天下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偉豪
認真拿起，輕鬆放下-淺談會
展公司經營

國際獲獎鉅片
圖書館盛大開播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非書
資料組「世界萬花筒－國際影展名片欣賞」3
活動開始囉！為推廣各國得獎經典電影舉辦
「影展名片欣賞」，即日起至6月18日止，將
從奧斯卡獎、金球獎、金馬獎、柏林影展等
12個獎項中精選60部電影，每週一至週五在5
樓非書組資料室放映，一天兩場，日場12：
30及晚場18：00開始。非書組組長丁紹芬表
示，非書資料室典藏相當豐富，希望透過活
動，讓讀者欣賞獲獎國際鉅片，也更熟悉館
藏內容，歡迎踴躍參與。
「來借片－抽好禮」活動則至5月31日止，
凡借閱國際影展名片，一片可獲一張摸彩
券，並於結束後抽出10位讀者致贈精美禮
物，國際影展名片精選清單可至圖書館最新
消息查詢。「繪聲繪影來猜題－影展知識大
考驗」於活動期間回答與國際影展相關常
識，並打卡上傳社群網站即可獲贈小禮物，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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