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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張校長率團訪姊妹校印尼大學 校友會熱情相迎
　【國際事務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張家宜校
長於3月26日率領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研
發長王伯昌及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赴印尼雅
加達拜訪本校印尼校友會及姊妹校印尼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
　張校長一行抵達雅加達之際，便受到印尼校
友會熱情的歡迎。呂世典理事長、賴律宋會
長、前會長謝國輝及理事黃達宏等六人專程前
往機場接機。並於當天晚上隆重設宴接待，共
有22名校友參加。出席人員包括第29屆金鷹獎
得主周麗燕校友等、我國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
代表處公使葉非比及張淑燕組長、校友范厚祿
副組長等人。校長於現場頒發校友會幹部證書
予呂世典理事長及賴律宋會長，以感謝他們對
於母校的鼎力支持。呂世典理事長在3月初甫
組七人團返校參加2018年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雙年會。
　3日27日，參訪團在賴律宋會長及梁娜妮校
友的陪同下，前往姊妹校印尼大學訪問。印
尼大學係於2017年7月21日和本校締結為姊妹

校，並簽署學交換協議書。該
校成立於1849年，為印尼歷史最
悠久且排名最高的國立大學，
規模宏偉。當日由印尼大學國
際處國際合作事務主管Nurul Tri 
Wirastiningtyas主持座談，該校
特別安任職該校的本校校友武妍
麗(Dr. Nurni W. Wuryandari, M. 
Hum.)等七人與會，武博士畢業
自本校中文系博士班。印尼大學
期待本校教師至該校短期講學或
研究，該校可提供2週住宿，本
校則歡迎該校學生到本校交換或
參加暑期有學分的專業國際學習
營。
　3日27日晚間，我國駐印尼台
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大使陳忠也特別設宴接待代
表團。陳忠大使為本校英文系傑出校友，於
2016年12月奉派駐印尼代表處代表至今。
此行係張校長首次率團赴印尼訪問本校印尼校

友會，受到校友們熱情與親切的款待。本校印
尼校友會未來將會更加大活力，已經表達有意
願在不久後主辦世界校友雙年會。

蔡佳璇與曉韵古
古樂團音樂會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徵」的就是
你！本校職涯輔導組與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於3月28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在學生活動中

心和海報街合辦「2018新北市校園
徵才博覽會－薪里程，徵幸福」盛
大展開，現場邀請93家廠商，提供
4,353個工作機會，吸引逾3,000人
次參與活動，其中2,014人次投遞履
歷，廠商擬錄用634人次，媒合率約
達31.5％。
　活動由本校醒獅團帶來精彩表
演，並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學務
長林俊宏、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
長吳仁煜、就業服務處處長林澤州
共同剪綵揭開序幕，現場湧入許多
即將踏入職場的應屆畢業生駐足詢

問。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淡江連續
21年獲得《Cheers》雜誌2000家企業最愛私校
第一名，這都是因為我們提供優質教學與研究

環境，重視產學合作、校外實習、跨領域課程
及就業學分學程，落實三化教育理念、三環課
程及八大素養，期待這次與新北市政府合作，
讓同學們能快速、順利與職場接軌。」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吳仁煜表示，「淡
江大學的畢業生一向受到企業肯定，所以今天
才有眾多廠商提供職缺。今年為提升徵才博覽
會的媒合率，首度運用VR虛擬實境科技，透
過徵才廠商的工作環境、簡介等影片，讓同學
們體驗與互動，預祝所有求職者都能順利找到
工作。」
　中文四鍾麗萍說：「因為我是華僑生，畢業
後想留在臺灣工作，對旅遊或教育行業特別有
興趣，也在徵才博覽會發現有多間企業錄用華
僑，覺得這場活動很棒。」

人員、學生代表進行一對一的15
分鐘面談。最後，由黃煌煇總召
集人主持綜合座談，會中有評鑑
委員肯定本校三化五育之辦學精
神，推行全面品質管理以PDCA
提升行政效率，並關懷弱勢學
生，以「淡水老街再生」、「淡
水古蹟博物館的數位典藏」等計
畫落實社區互動，值得為他校學
習的標竿。另有委員肯定本校硬
軟體設施完整，蘭陽校區全英授
課更是難能可貴，顯見國際化推動良好。對本
校的建議上則有可以呈現課業輔導後的成效，
收集校友的意見進而改善課程，確保課程設計
與活動執行確實和社會結合，以增進學生競爭
力；在學術研究質量上，可以增加期刊排名、
引用次數等作為鼓勵指標；可再增加校外實習
人數比例；面臨少子化趨勢可再加強活化教
學。
　本次評鑑委員有：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
工程學系名譽教授黃煌煇為總召集人、輔英科
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校長顧志遠、私立實踐
大學會計學系講座教授郭憲章、前教育部政務
次楊國賜、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元

　【記者楊喻閔、李欣倪、李羿璇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於3月30日進行「第二週期校務評
鑑」自我評鑑，本次由總召集人國立成功大
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名譽教授黃煌煇等14
位評鑑委員親臨淡水校園；而國立東華大學
觀光季休閒遊憩學系教授吳宗瓊等3人則前往
蘭陽校園進行實地訪評。
　校長張家宜率領本校一、二級教學與行政
主管歡迎評鑑委員，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進行評鑑會議。張校長表示，希望從此次實
地訪評中，藉由評鑑委員之經驗給予淡江意
見，讓本校能更進步發展。接著，張校長簡
報說明淡江三化發展、教師與課程特色、縮
短學用落差、推廣跨領域學分學程、推動學
生八大基本素養等，向評鑑委員介紹本校辦
學成果。
　簡報過後，由評鑑委員與張校長、14位抽
選主管進行個別晤談；接下來由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與相關人員陪同
評鑑委員參觀校園，了解本校覺生紀念圖書
館的校史區、機器人展示中心、外語翻轉教
室、學思域空間、IMAC電腦教室、未來情
境教室、紹謨體育館等軟硬體設施。
　下午除進行資料檢閱外，並與教師、行政

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自 3 月 8 日起至 5 月
24 日每周四中午 12 時 10 分在驚聲紀念大樓
10 樓交誼廳舉辦「國際文化萬花筒」（攝影
／丁孟暄）

近8,000人通過
校申第一階段篩選

－臺灣保來得公司總經理 朱秋龍－

沒有100分，100分永遠和自

己保有一步的距離，而這一步

往往格外地難以拉近，唯有不

斷的學，才能讓自己拉近和100

分之間的距離。

　大傳系校友陳貝宇，求學時即擁有豐富的經歷：曾擔任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助理、淡江時報記者，大三時出國交換至美
國沙福克大學（Suffolk university），透過這些經驗，讓她在畢業後展開多彩多姿的海內外工作生涯，包括參與音樂劇
《HAIR》四十週年紀念公演、美國麻州政府實習生、任職NGO、公關公司、TEDxLSE、學生部落客、以及目前的科
技軟體業。多元化的工作讓她吸收不少經驗，也讓她活用了在校學習的知識，在充滿挑戰的職場中，一步步向前邁進。
（文、資料整理／王怡雯、劉必允，圖／本報資料照片）

【寰宇職說】活在當下 活用觀察 陳貝宇的跨文化工作經驗分享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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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周秀芬

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鄭春生、朝
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鍾任琴、國立陽
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黃
雪莉、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楊弘敦、銘
傳大學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呂木琳、中原大
學商學院會計學系教授兼院長劉立倫、國立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紀佳芬、
中原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林師模、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副校長兼教務長
陳志臣、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教授吳宗瓊、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
聘教授黃仁竑、國立師範大學英文系教授陳
秋蘭。

校園安全共同維護
勤務中心撥校內分機2110、2119

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
邀請阮慕驊、李錫錕、徐憶梅

國際文化萬花筒練習外語活動
英、日、法、印、西等不同語言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勤務中心
於3月28日21時接獲驚聲大樓7樓發生女廁偷窺
事件的通報，教官、保全、工讀生、警衛當即
前往堵住嫌犯並報案處理，警方將嫌犯移送法
辦，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說明，該犯嫌經查為本
校已休學學生。曾瑞光呼籲，「校園安全要靠
大家維護、互助，請全校師生發揮守望相助的
精神，若同學有發現任何不對或可疑人士在校
內徘徊，請儘速通報師長、安全組勤務中心，
校內分機2110、2119，或是致電軍訓室，校內
分機2256，防範於未然。而生活輔導室與諮商
輔導組將會接手輔導受害同學。」
曾瑞光指出日前有人於社群網站中，討論本校
校園警衛遇此事件的不作為情形，他表示，校
園警衛以維護校安為主，並無任何公權力，因
此不能進行如逮捕等警察職權，希望藉此讓同
學了解並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曾瑞光也提到近日化學館與游泳館發生多起失
竊案件，提醒同學們注意自己的背包，財物不
離身，慎防遭竊。

全國8校親善大使團 歡慶20展成果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
舉行第2學期「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即
日起至16日受理線上報名。5月15日專為一級
主管開設課程：「無縫接軌在職與退休理財
準備」，邀請臺灣資深媒體記者阮慕驊主講，
同時歡迎系所主管參加；針對二級主管（含
秘書）及基層行政人員開設3門課程，包含4月
30日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李錫錕主講
「 生命只有一次的POWER」、5月14日邀請
曙光角落心理諮商所所長徐憶梅主講「找回內
在平靜的力量～淺談正念減壓」及5月29日則
是由本校資工系助理教授洪智傑主講「下一站
AI」皆將提供蘭陽校園與臺北校園同步視訊連
線上課。
各課程相關資訊請逕至報名系統http://enroll.
tku.edu.tw/查詢及下載。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想練習外語口
說、或是了解各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習俗嗎？
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自3月8日起至5月24日每
周四中午12時10分在驚聲紀念大樓10樓交誼廳
舉辦「國際文化萬花筒」，邀請境外生和交換
生介紹自己國家的風俗民情，此外，自3月12
日起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4時
還有「Chat Corner言語交流活動」，現場聚
集來自各個國家的境外生相互交流、談天，充
斥英、日、法、印、西等等不同語言，氣氛熱
絡。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親善大使團舉
辦二十週年團慶暨成果展，9日在黑天鵝展示
廳盛大開幕，學務長林俊宏到場共襄盛舉，現
場氣氛熱鬧非凡。林俊宏表示，「非常感謝親
善大使團一直以來對於各項校園活動的付出，
除了開學典禮、校慶及畢業典禮，也經常接到
校外單位的邀請，相信他們優異表現有目共
睹，期待未來有更多新血加入，讓親善大使團
持續發揚光大。」
　每5年舉辦一次的親善大使團團慶活動，今
年以「念‧廿」為主題歡慶二十週年，同時回
顧親善大使過往20年的發展歷程及演變，亦以
紅色「風箏」為意象，象徵團員就像放風箏的
人，且因團員們的努力才使得親善像放飛的風

箏翱翔天際。親善大使團團長、企管三曾亭
瑜分享，「透過展覽及簡單的體驗邀請全校
師生們認識親善大使團的多樣面貌，期盼未
來秉持『待人親切有禮，服務盡善盡美』的
精神，用創新的思維
帶領親善大使團越飛
越高。」
　此次團慶系列活動
分為3部分，第一部
分為「品一杯二十年
的純粹」，邀請畢業
學長姐回娘家團聚，
回憶一起共創溫暖的
大家庭。第二部分為
「親善有禮，感謝有
你」，為慶祝20週年
團慶舉辦全國親善交
流活動，邀請東吳大
學、輔仁大學、國立

臺北商業大學、實踐大學、元智大學、國立聯
合大學、國立中正大學一同到校交流，同時觀
摩他校親善大使團的運作與培訓方式，以建
立與他校良好友誼。最後一部分為「Fly High, 

Fly the Kite」，於黑天鵝展示廳藉由相片、服
裝等實體物品，以及專業導覽，讓觀展人對親
善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現場設置體驗區，邀請
觀展人在趣味中有所收穫。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應屆畢業生欲
租借學、碩士服者，即日起可至線上租借系統
申請，登記截止日為27日止，申請單位以系所
或系所單位登錄為原則，逾期未繳納將視為放
棄借用；歸還時請同學至租借系統列印個人保
證金繳費證明，並攜帶全套學位服至事務整備
組辦公室HC308辦理退還保證金。學位服租借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
第三十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公布了主題
曲「BitterSweet」，由國企四郭佐治作詞、作
曲，並由其所組之「芒果醬Mango Jump」樂
團編曲。芒果醬樂團曾獲2017金韶獎創作組第
三名，本屆金韶獎總監、物理三郭家豪表示，
「這次很感謝能邀請到芒果醬樂團為我們製作
主題曲，BitterSweet這首歌曲為每個人帶來正
向、勇敢面對挑戰的精神，同時述說著大家都
有成就自己偉大夢想的能力。」
芒果醬樂團主唱兼吉他手、國企四郭佐治分
享，主題曲創作靈感是來自打工的咖啡廳老
闆，他辭去高薪、穩定的工作，創業開了一家
咖啡廳。「在夢想與現實中拉扯之際，他勇敢
追求自己的理想，儘管追求夢想的路上很辛
苦，但那些苦澀最終會轉化成為最甜美的果
實。芒果醬亦想藉由此曲告訴有熱情夢想的少
年們，面對現實壓迫的你，不要放棄，一定要
勇敢前行。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想懂AI不用
跑太遠！覺生紀念圖書館非書組與本校機器人
研究社於3月12日起至6月30日在總館5樓非書
資料室共同策展的系列活動之一「現代科技機
器學習與體驗：4項樂高遊戲機組」，有透過
NXT機器人教具做出的「夾娃娃機」、透過
手機或平板連線的「遙控走迷宮」、透過樂高
機器人教具套件，應用齒輪原理與物理力學做
出的「機器狗」與由LED組成，透過程式自動
控制能夠規律閃爍的「LED CUBE」，期許能
寓教於樂，增廣師生對AI / 機器人的認識。非
書資料組組長丁紹芬表示，「影片和遊戲比起
書籍更有趣味性，能夠讓同學們藉由簡單的操
作去了解現今AI人工智慧的趨勢。」

自我評鑑 進行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表演藝術
季的第二場音樂會「法式緩慢－繁花似錦繡芙
蓉」蔡佳璇與曉韵古樂團音樂會，即將在4月
10日於文錙音樂廳舉行。特別邀請到曉韵古樂
團團長蔡佳璇，導聆吳家恆，簡志賢和詹慕凡
進行表演，表演中均使用盛行於歐洲文藝復興
時期與巴洛克時期的樂器，有別於鋼琴的大鍵
琴，還有古長笛和木笛，故也取名為「法式緩
慢」，增添了古典音樂會的美感。本次音樂會
更特別還有導聆人來帶領大家聆聽音樂會，邀
請大家一起進入美妙的「法式緩慢」音樂中，
有個浪漫愉快的夜晚。

於 3 月 30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進行「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自我評鑑（攝影／吳冠樑）

2018校園徵才博覽會 媒合率約31.5％

本校職涯輔導組與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於 3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和海報街合辦「2018 新北市校園
徵才博覽會－薪里程，徵幸福」，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學務長林
俊宏、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副局長吳仁煜、就業服務處處長林澤州
共同剪綵揭開序幕。（攝影／張瑟玉）

樂高夾娃娃 機遙控走迷宮

27日止線上租借學、碩士服

金韶30主題曲BitterSweet 
芒果醬樂團操刀

親善大使團 20 週年團慶暨成果展於 4 月 9 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盛大開幕。（攝影／吳冠樑）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經招生組統
計，本校107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通過第
一階段篩選的一般生有7,884人次、原住民有
122人次及離島有64人次，合計8070人次，多
於去年總計的7978人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報名自107年3月29日起至4月10日止，並於4
月21日、22日辦理面試。而為了讓來校參與個
人申請第二階段面試的同學們提早認識淡江各
學系的課程內容與未來進程，教務處招生組將
於4月21、22日在淡水、蘭陽校園舉辦「學系
說明會」，共有8個學院、52個系所在各系館
為來自全臺的家長、學生們說明學系特色、課
程規劃等諮詢服務。

於 3 月 26 日張家宜校長率領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研
發長王伯昌及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赴印尼雅加達拜訪本校印
尼校友會及姊妹校印尼大學 (Universitas Indonesia)（圖／國
際處提供）

於 3 月 12 日起至 6 月 30 日在總館 5 樓非書
資料室共同策展的系列活動之一「現代科技機
器學習與體驗（攝影／丁孟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