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
於7日邀請到西語系校友、外交部次長劉德立
蒞校演講，主題為「外交生涯點滴」。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工學
院院長許輝煌、拉美所所長宮國威、通核中心
講師黃文智與近40位師生一同參與。
   劉次長首先說明目前外交趨勢與國際變動及
當前政策，並分享30年來外派至宏都拉斯、巴
拉圭、巴拿馬等國家的外交經驗。他表示，因
為抱持著交朋友的心態，就算外派地情勢比較
辛苦，一樣不會拒絕。他強調外交不是單靠外
交部的努力，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結果，結合所
有資源並保持謙虛的態度，要讓互動永續就要
信守承諾。他也向學弟妹們說明，要成為好的
外交人員要豐富自己的常識及知識，了解不同
文化背景、喜好，才能順利交流，人脈的累
積是非常重要的。30年來遇到的困難雖不計其
數，但自己始終保持遇到挑戰要全力解決，人
生才不會以無趣的心情來面對。
   劉德立演講後，校長張家宜設宴款待劉德立
校友伉儷，除上述人員外，另有國際學院院長
王高成、國際長李佩華、戰略所所長李大中以
及外交與國際系主任鄭欽模等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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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4校友雙年會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2018年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將於明年3月2日至4日
在淡水校園舉辦，此次活動由系所友會聯合總
會統籌規劃執行，本校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菁英校友會聯合承辦，活動主題定為「憶68，
淡江人、寰宇情」及「心在淡江、意在超
越」，希望能彰顯淡江樸實剛毅及自我突破的
態度為聯繫本校世界各地校友情誼。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自2006年起分別在美國洛
杉磯、上海、臺灣、馬來西亞、加拿大溫哥
華、大陸東莞舉辦「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
會雙年會活動」，至今已6屆，皆是由各地區
校友會爭取舉辦，除引起海內外校友廣大迴響
外，會後結合當地旅遊，也帶動母校與各地校
友聯誼之效應，每次活動都帶給校友滿滿的感
動及回憶。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表
示：「為配合母校創校67年及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的落成，2018年再度回到臺灣，選在母校與
春之饗宴活動舉辦，更加熱鬧。」他期盼校友
藉由雙年會回到母校，見其蛻變與成長，同時
再一次重溫當年就學時的青澀時代。
　活動報名自即日起至1月31日止，詳情請見
2018雙年會專屬網站公告說明（網址： http://
www.pickafun.com/2018tku/）或洽校內分機
8122~8127。

劉德立分享外交生涯

13系所修正                 案

「英文能力測驗（一）」將於月
日至日之英文（一）實習課課堂上
進行，請同學不要遲到，以免影響自身
與他人權益。本次測驗為統一命題，採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之題型。考題分為聽
力與閱讀二大部分，共題，作答時間
約分鐘。測驗為電腦閱卷，請務必攜
帶鉛筆、橡皮擦及學生證應試。
本次能力測驗不提供補考。
詳情請見英文系網站


學年度新生英文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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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校慶慶祝大會 頒金鷹獎表揚捐款人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慶賀淡江大
學生日快樂！創校67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4日
上午9點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隆重舉行。校
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感謝校友從世界各地回
到淡江，在校慶的日子齊聚一堂、慶祝母校
生日。過去時常去國外大學參加百年校慶，
淡江歷史雖然沒有如此悠久，「但是在臺灣
私立學校中是第一所高等學府，能有如此悠
久歷史要感謝董事會及校友們一直以來的支
持，民間捐款也是本校能持續發展的因素之
一。」金鷹獎至今已31屆，可見淡江25萬校
友在世界各地皆有卓越成就。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的落成，集結校友對學校的向心力，從
奠基時期一路到現今正式邁入第五波，張校
長期許「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籲師
生攜手努力，履行在地責任、深耕淡水，共
創淡江更美好的明天。
　會中頒發第31屆淡江金鷹獎，表揚藍俊
昇、馮啓豐、許作名、鄭道明4位傑出校友，
現場歡聲雷動！學弟妹們為獲獎學長製作慶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
長由國貿系校友陳定川續
任，校長張家宜親自頒發
當 選 證 書 。 （ 文 ／ 林 妍
君、攝影／吳冠樑）

　4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一樓同舟廣場舉辦
「守謙牽手同舟薈」-同舟廣場啟用暨慶祝
茶會，會中為淡海同舟會徽及捐款人名錄揭
幕，並同唱淡江三大情歌。（文／丁孟暄）

67校慶精彩圖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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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謙同舟牽手唱情歌

大學。典禮在全體唱校歌聲中結束，禮成後淡
江電視臺把握採訪傑出校友的機會，留存給學
弟妹作為榜樣，未來追隨著成功的腳步前進。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3(一)
10:00

電機系
E787

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正工程
師廖書漢
低功耗廣域物聯網技術與運用

11/13(一)
12:00

經濟系
B1104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
啟發「自我導向學習」的教學經驗
分享

11/14(二)
14:00

水環系
E510

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鄭義雄
污水下水道系統施工工法介紹

11/16(四)
17:10

資圖系
L301

昂舒巴黎行政主廚游東運
作者與書：食譜書的創作與製作拍
攝分享

11/17(五)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楊淑娟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分享：如何
提昇學生的法文文法學習成效？以
大二法文文法課為例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3(一)

13:10
戰略所
T306

大愛新聞記者李雅萍、王以謙
同在亞洲：台灣的機會跟挑戰

11/13(一)
14:00

教育學院
ED305

學習王科技公司資訊長李東諭
台灣數位內容產業之現況與挑戰

11/1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實踐大學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
教授郭家芬
吃出你的競爭力

11/13(一)
16:00

財金系
B708

復華投信投資協理張力文
指數化投資與操作

11/14(二)
10:00

國企系
B712

民視新聞部財經節目製作人林筠騏、
台新銀行數位金融部襄理廖嘉鳳
從一個銅板到第一桶金

11/14(二)
10:10

水環系
E787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
系特聘教授張斐章
水的戰爭

11/14(二)
10:10

保險系
B309

新光人壽風險管理部經理陳昭富
壽險業投資與風險管理

11/14(二)
13:10

產經系
B511

臺灣金控暨臺銀人壽獨立董事陳錦稷
從全球化觀點看台美經貿關係

11/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副教授蔡政達
Frontiers in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Novel 
Nanomaterials

11/15(三)
9:00

創育中心
R103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專任教授徐
新逸、東南科技大學數位遊戲設計
系副教授周雲虎
沈浸式VR之應用與想像

11/15(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兆豐產險董事長梁正德
壽險業概論

11/15(三)
12:00

日文系
FL111

關西大學教授山崎直樹
「外国語学習のめやす」の3x3＋3
の概念を授業設計と評価にどう生
かすか？

11/15(三)
14:10

化材系
G315

良瑋集團-良澔集團董事長尤立春
中小企業經營策略

11/15(三)
15:10

土木系
E787

新北市捷運工程局副總工程司游澄發
從業主機關看工程-以捷運局為例

11/16(四)
10:00

國企系
B713

板信銀行科長李祝慧
選我選我！！我要成為板信人

11/16(四)
10:00

資圖系
L408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學研究所副教
授邱銘心
資訊社會學及健康資訊學

11/16(四)
10:00

會計系
B504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陳振乾
Assurance 4.0  Transformat ion 
Towards Digitalization

11/16(四)
13:00

創育中心
R103

福倈鷹航拍資訊有限公司講師高孟君
無人機攝影建模與VR虛擬實境體驗
課程：3DS MAX & Unity基礎認識

11/16(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串樓口社群平台社長、中央社董事
莊豐嘉
自媒體時代來臨

11/16(四)
15:10

大陸所
T701

王品集團執行長楊秀慧
王品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及歷程

11/17(五)
10:10

經濟系
B506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佐理研究員許薰方
創業chat box

11/17(五)
10:10

產經系
B505

玉山銀行經理彭俊宏
金融就業市場分析

11/17(五)
10:10

大傳系
O202

銘傳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賴玉釵 
跨媒介敘事與文化創意：從《你的名
字》動畫、電影小說及文學地景談起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4(二)
19:30

商管碩專班
D324

臺灣動漫創作協會理事長、智寶國
際開發執行長鄧橋
在東京走跳的日子-談創業

校長張家宜與董
事 長 張 室 宜 、
董 事 洪 宏 翔 、
校友徐航健、陳
定川、林健祥、
莊文甫、前任校
長陳雅鴻、趙榮
耀、張紘炬貴賓
在 吉 時 進 行 剪
綵；而後張校長
與捐贈1億2千萬
元的徐航健校友
共 同 擔 任 揭 幕
人，進行「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興
建 記 」 揭 幕 儀

式。
張家宜校長致詞

說到，「校友的支持是淡江未來發展的重要資
產，淡江培育出的優秀校友活躍於世界各個角
落，希望凝聚校友們的力量，替現在以及未來
的學弟妹們打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而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的落成亦象徵淡水校園之硬體建設
已經完備，而校務發展正式啟航邁入第五波新
世代之開始。董事長張室宜在揭幕儀式中代表

   【記者邱筱涵、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淡
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啟用典禮」於4
日舉辦67周年校慶校友返校日當天上午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隨著醒獅團迎賓表演
熱鬧展開，活動現場嘉賓滿堂，人潮滿滿！
眾人引頸期盼等候進入這象徵第五波開啟的
建物。

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長張姜文錙捐贈學
校新台幣3億元，提供本校設置熊貓講座之
用，張校長表示將善用此基金，期望淡江大
學不論師長、學生都共同努力，以提昇本校
國際學術聲譽，邁向國際頂尖大學行列。
以父親之名守謙為國際會議中心命名的校友
徐航健表示，「希望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能
發揮它的優勢，除淡江教職員生外，同時也
可以提供社會大眾一個良好環境能共享其資
源，發揮會議中心最大功效。」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掛畫校園四季美景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由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張炳煌所精心挑選的9幅畫，包括60
週年校慶時邀請到6位著名西畫家以淡江常
見的四季花卉為題，如顧重光老師的「白梅
花」，與本校在林美山上創建蘭陽校園的精
神一致；盧怡仲老師以宮燈教室旁步道的紅
山茶花為主角所畫「紅山茶花」；劉獻中老
師「非洲鳳仙花」取材自校園常出現的非洲
鳳仙花；吳天章老師「鳳凰花」以6、7月海
報街、大學城旁的鳳凰花為素材；潘鈺老師
以校內山櫻花燦爛的綻放為靈感所繪的「山
櫻花」；陸先銘老師「杜鵑花」以奼紫嫣紅
的杜鵑花為對象等，這些已經掛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的三、四樓供大家雅俗共賞。

加退選補退費開始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
選後一般生及就貸生（家庭收入114萬元以下
者）收退費辦理時間為13日至30日，提供郵局
帳戶者，已於4日優先撥入帳戶，歡迎同學逕
洽出納組。補繳、退費單，將於13日前由各系
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速
至出納組（淡水校園B304室、臺北校園D105
室、蘭陽校園CL312室）辦理；補繳費者亦可
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退選後
之一般生及就貸生（含書籍費及住宿費）學雜
費補繳或退費名單，本處另將E-mail至學生學
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查詢。未完成補
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6學年度第2學期預選課
程，會影響到後續畢業證書領取。

非書資料室展新貌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5樓非書資料室以全新風貌與大家見面，其
空間規劃有，「魔笛特區」為6組4人座小團體
區，搭配高畫質的多媒體設備展出各國電影
的必看經典名片；「3C島」提供、iPAD及筆
記型電腦等全新設備，幫助學生來強化外語
能力；重新打造的「影音選」區用來舉辦各
式影展；而「淡江小聚院」以投影效果播放影
片，以及重新塑造「教師指定」區，作為教師
指定資料展示空間。
　15日14時10分下午將在覺生紀念圖書館5樓
非書資料室舉辦「文化•交流•分享」啟用盛
宴，除了向全校師生介紹非書資料室的空間改
造外，現場將有外語學院6個語系推薦電影的
探索展覽活動，歡迎大家前往參與。

專案教學人員聘任案修正通過

校長張家宜 ( 左四 ) 頒發 105 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會
後作業「文質獎」。（攝影／胡昀芸）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招生組
於4日的67週年校慶舉辦「擁抱蛋捲─106淡
江大學生活體驗營」，邀請國立員林高中及
北北基地區各高中學校學生參訪本校，期待
能藉此活動加深學生們對於本校的了解，共
計逾60位學生、家長參與。教務長鄭東文致
詞時表示，淡江大學已經成立了67年了，是
一間歷史悠久的學校，校園環境與設備皆安
全、優質，且附近生活機能佳。面對現今全
球化的趨勢，環境、科技的日新月異，鄭東
文都一再表示國際化是必要的，而本校也非

國立員林高中及北北基地區各高中學生「擁
抱蛋捲生活體驗營」。（圖／招生組提供）

60高中生體驗淡江生活

國際研究學院 7 日邀請西語系校友，外交部
次長劉德立蒞校演講。（攝影／劉芷君）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啟用典禮特邀請捐 1 億 2 千萬元的徐航健校友、陳定川
校友、莊文甫校友等貴賓剪綵。（攝影／吳冠樑）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第78次校務
會議於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一、二
級單位主管、師生代表等出席，並與台北校
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首先，校長張家宜
頒獎，通核中心講師胡延薇榮獲「教育部106
年度友善校園特殊貢獻人員獎」、機電系教
授楊龍杰與資工系教授石貴平編輯《淡江理
工學刊》，於9月被收錄ESCI資料庫，各獲
頒獎牌一面，以資鼓勵；之後頒發認證書予
化學系副教授吳俊弘、西語系助理教授劉珍
綾、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等8人，通過「淡
江大學第三屆職涯導師培訓—CPAS諮詢師校
園培訓班」的初階資格認證；以及105學年度

　【記者楊喻閔、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於1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教
務長鄭東文主持。會議中通過，國企系與電
機系、機電系共同設置「淡江大學東元工程
商業人才就業學分學程」追認案；並通過2
項雙聯學制案：資工系與澳洲昆士蘭理工
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碩士雙聯學制合約案，以
及國企系與廈門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延續簽
訂學生交流同意書案。
　為鼓勵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攻讀本校碩士
班，文、理、工、商管、外語學院等院內系
所、學位學程共提出13項大學部預延生修讀
學、碩士學位規則修正案，通過後將送權責單
位公告實施。「淡江大學校際雙主修修讀辦
法」與「淡江大學校際輔系修讀辦法」也在字
句上進行修訂，希望藉由更詳細的說明，讓同
學在申請時，能夠有所遵循。
　會議中，尚有西語系新增西班牙阿爾卡拉大
學和穆爾西大學留學之境外修習學分採認案、
俄文系新增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和北極聯邦大
學留學之境外修習學分採認案等共40項提案。
　全校學生人數變化，從上月15日報部統計數
據中顯示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人數為26032
人，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人數為25611人，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人數為26619人。

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會後作業「文
質獎」由10個單位獲得。
　張校長表示，近期陸續有單位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會議，非常
歡迎各系所善加利用各大、小會議
室，未來也會訂出使用辦法與規
則；並指示各系所主管多重視教師
教學的提升，建議多利用教學工作
坊，精進教學品質，老師們更要花
心思調整課程。目前，正進行高教

深耕計畫、私校獎補助計畫，明年
則要進行校務評鑑，期望同仁們能

好好落實。
　在專題報告中，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報告「淡
江第五波」，介紹了淡江4個波段的歷程，以及
未來5到10年教育環境將會面臨到的困境，本校
的發展策略以及重點工作，在第五波的願景為
「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
　學務長林俊宏則專題報告「學Young跨五育 
生躍第五波」，說明學務處欲從德、智、體、
群、美，分別設計活動，望能提升學生五育的
素質。本次會議通過「105學年度決算」草案，
以及「淡江大學專案教學人員聘任辦法」等6項
修正案，自107學年起新聘專任助理教授及專任
講師均以專案教學人員約聘方式聘任。

常注重於此趨勢發展，希望學生能與國際人才
競爭。所以每年大三出國都約有6、7千人，本
校學生中也有2000多名外籍生，來自於60幾個
國家。由此可證明在國際化部分的努力，本校
也樂於提供機會，培養學生走出校園，走向國
際。活動內容不僅介紹本校、還安排參加蛋捲
馬戲團園遊會、到海事博物館、文錙音樂廳等
地參觀。活動負責人、招生組組員李星霖還提
醒大家備審、面試需要注意的地方，並列出常
見面試問題，希望能幫助大家沉著的面對面試
官，也邀請到航太四許殷華與學弟妹分享「我

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李星霖說明舉辦的
緣由是：「希望能藉由這個活動讓大家對大學
有更多的認識與想法。」

第 31 屆淡江金鷹獎表
揚藍俊昇、馮啓豐、許作
名、鄭道明傑出校友（前
圖），學弟妹為他們歡呼
（後圖）。（攝影／吳冠
樑、黃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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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時報記
者穿梭在67週
年校慶系列活
動中執行採訪
與攝影任務。

陳定川續任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

預 研 生
修讀碩士

賀背板，並呼喊口號祝賀得獎。
接著頒發捐款感謝獎座和感謝狀
予徐航健等21位捐款人；另頒發
勸募感謝獎座予張校長等24位勸
募人。（完整名單請見淡江時報
網站。）
   校友代表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
會長陳定川致詞時，讚揚本校
於67年來培育無數傑出校友，
肯定淡江人卓越表現是由校長
睿 智 領 導 、 教 授 認 真 教 學 研
究，以及學生和校友們的共同
奮力成果，學校進入第五波之
際、朝向世界大學邁進。陳定川亦提出建言，
「建議學校研究世界級議題、引領趨勢潮流，
例如經濟倫理研究提供政府單位正確的經濟發
展方向；開發世界級產品，使淡江更具國際競
爭力，如太陽能等開發；勤讀諾貝爾獎得主論
文，向國際頂尖大師學習。」盼本校持續懷抱
樸實剛毅精神建立卓越學術殿堂，邁向世界級

創辦人 捐3億熊貓講座
本校董事長張室宜（左）校長張家宜（右）

於 4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興建記揭幕活動
中，代表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
捐贈新臺幣 3 億元，提供本校設置熊貓講座之
用。張校長表示：「張創辦人一直把淡江的大
師都稱為熊貓，所以把這個講座定為熊貓講
座，每年以孳息來邀請國際大師來校演講、到
校駐點，希望軟硬體的建設都完成，我們淡江
的第五波才能更落實更茁壯。」隨後張董事長
接受實習媒體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廣播電台
訪問，感性表示這是近年來最受感動的活動，
相信最高興的應是張創辦人，希望他早日來參
觀代表淡江第五波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熊貓講座的設置，正如興建記載明─本校硬

體設備已臻周備，啟航第五波新世代，應加強
軟體建設，召開國際會議及廣邀國際大師蒞校
演講，以提升國際學術聲譽。為落實第五波精
神，此熊貓講座成立基金專戶，以孳息支應大
師講座待遇，設置「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
儷講座審議小組」，由校長任召集人，聘請委
員組成，由秘書長擔任執行秘書。（文字／邱
筱涵、攝影／陳柏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