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林雨荷、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4月
26日，優久大學聯盟各校秘書長、主任秘書、
統籌中心工作人員等約130人到校參加「優久
大學聯盟行政效能業務執行經驗分享會」，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張校長感謝各校嘉賓蒞
臨，以及私校協進會和優久聯盟的支持與協助
外，並向大家介紹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由本校校
友捐助興建並邁入第五波發展，張校長表示，
本校將進入68週年，希望藉此會讓各校藉此交
流，以持續私校精進行政服務品質與績效。
　本次由秘書長何啟東擔任引言人，說明本校
全面品質管理的運作和永續發展，並以工學院
為案例強調「行政必須輔助、支援學術」，接
著由化學系校友、現任臺北醫學大學主任秘書
施純明主講「北醫大發展與行政管理」，介紹
北醫大的校院管理模式；而學教中心執行長潘
慧玲以淡江經驗談「從校務經營的視角談行政
效能的提升」。另外實踐大學主任秘書胡寶麟
在分享該校行政效能，以「企」字分析，意指
人要止步，應走向制度化，學校經營應逐步邁
向企業化管理。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以「從競
爭優序談行政作業效率」為題，強調「魔鬼藏
在細節裡」外，針對品質與時間提到，在初期
若能縝密規劃日後會縮短修改時間。綜合座談
中，潘慧玲認為，網路校園應與各系所網路課
程逐步整合。優久大學聯盟統籌中心執行長崔

文慧說，透過各位的分享，相信大家都有收
穫，期望共同努力提升各校行政品質。

生活的意義，並在有能力時回饋社會、造福人
群，讓獎學金的意義得以循環。」且期待未來
也能與所有三德校友保持聯繫。
　獲頒獎助學生懷著感恩的心送上感謝卡片，
並允諾將善用獎助金。
台北市校友會頒發同心獎助學金
　【本報訊】4月22日，本校台北市校友會在
臺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106學年度
第二學期同心獎助學金頒贈典禮」暨「受獎學
生學習心得報告」，此次同心獎學金共有日文
一柯鈺琴、大傳四陳筠喬、中文四張鼎沅等19
人受獎，每名1萬元；會中另頒發張茂椿老師
獎學金1萬5千元予機械碩二葉桓銘。
　前校長林雲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

長彭春陽亦受邀全程參與觀禮，對受獎學生的
成績報告、學習心得分享、未來學業和生涯規
劃等內容，讚譽有加之外，也給予他們規劃上
的建議。受獎學生均表示，會善用獎學金外，
未來在自己有能力時將會回饋母校幫助社會。
　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劉子經表示，同心獎助
學金主要提供給大一新生申請，一次補助八個
學期，每學期頒發一次，期望透過同心獎助學
金帶給同學經濟實際助益，並激發學生潛力鼓
勵向上。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於4
月24日在ED601，邀請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
所教授林榮日，以「中國高等教育的戰略思
維」進行演講，逾30位師生參與。本次演講主
要探討的就是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下，中國是如
何面對這些問題，又是以如何的對策因應。林
榮日提到在快速發展下的中國，高等教育其實
出現許多挑戰，像是高校負債運行、生源品質
下降、讀書無用論等現象，為了提升高等教育
的水準，將全國各大學依照城市規模、學校的
文化歷史等因素，由政府提撥經費優先補助，
復旦大學即為其中之一，希望能讓這些大學迎
頭趕上，成為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
　院長張鈿富表示：「復旦大學是中國知名大
學之一，很難得邀請到林教授分享關於中國的
教育體制與規劃思維。在未來也將有更多機會
與復旦大學交流。」
　教育學院教管博士三丘安辰說：「在臺灣都
會以就學率，來看該系應該投入多少資源；但
反觀中國，他們會長期追蹤校友的發展，積極
投入，栽培更多的人才。臺灣也有幾所大學也
是會追蹤校友的就業發展，你會發現這些大學
普遍都能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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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李綢& 台北市校友會頒獎學金 學子受惠

演講看板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讓系
所帶動良性競爭，日前依「系所發展績效衡
量構面及指標」公布「第六屆系所發展獎
勵」複審之系所名單：化材系、法文系、航
太系、教科系、戰略所、統計系、電機系、
機電系（依筆畫順序排列）；將於5月15日
（二）下午13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複審
審查會議，入圍系所將在會議中進行系所成
果簡報，以爭取年度獲獎單位。獲獎系所將
於第79次校務會議頒發獎勵。
　入圍第三次的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表示，
能夠入圍對系上來說就是一種肯定，感謝系
上老師、系學會及系友會對活動的支持與協
助，化材系將持續在教學、研究、輔導與系
友聯繫與服務上努力，同時做好招生工作，
讓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學生都能滿意。
　戰略所是唯一入圍的獨立所，所長李大中
感謝系上同仁、同學及校友們的支持與努
力，讓這些成果得以被看見。戰略所希望打
造一個國際事務與戰略的平台，透過各式合
作及實習，讓學生們能有更多的成長。今後
將持續在教學、研究、服務、學生生涯輔
導，校友聯繫、募款及招生上努力，同時也
將持續因應國際變化，關注過去較少被談論
但重要的議題，如非傳統安全及國際經貿整
合等，引領國際局勢脈動。
　連續獲得五次獎勵的電機系今年6度入圍，
系主任李慶烈表示，上任兩年來讓他更為了
解系上發展的面向，也深深感謝系上老師的
付出及同學們的努力，讓電機系在學術及比
賽都有出色的表現，提升該系在國際的能見
度，而系友與系上緊密的連結與大力的支

世界閱讀日展食光記憶

時任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吳再益

一個家庭能夠和諧，秘訣就是

「只能有一本帳簿」！能將家裡

的支出與收入計算管理清晰、得

當，是件多麼有成就感的事，因

此我將這份成就交給我的太太，

我覺得相當自在、愉快！

　本校大陸地區華南校友會會長交接暨春之
饗宴於4月14日在東莞石碣富盈酒店舉行，
新任會長由中文系校友王裕聰（左）接任，
東莞市台協總會總會長蔡俊宏、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等近140人特地前
往觀禮，現場十分熱鬧。彭春陽（右）特地
前往東莞頒發證書。（文／姜雅馨）

　106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3月2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此次主
題為「從心出發，成為AI職場優秀人才」，希望能回應在AI時代中，教學
環境的變化改以學生為學習中心，藉由此次研習會幫助大家在教學和行政
上有創新思維。本次特別邀請夢想學校老師王文華進行專題演講，以「AI
時代我們應該培養的新能力」與現場同仁分享。本報整理內容精華，以饗
讀者。（文、資料整理／陳瑞婧、張展輝、吳潔淩、李羿璇、歐陽子洵、
丁孟暄、攝影／陳柏儒、劉芷君）

王裕聰接任華南校友會會長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特刊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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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鮭魚返鄉座談5/5登場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30(一)
14:10

產經系
B511

淡大產經系副教授洪小文
Progressive Tax and Inequality in a 
Unionized Economy

5/03(四)
10:00

戰略所
T1201

陸軍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羅慶生
中國大陸金融風險對台灣的可能影響

5/04(五)
10:10

產經系
B605

臺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朱建達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Entry: 
Ev idence f rom Reta i l  Gaso l ine 
Market in Taiwan

8系所入圍系所發展獎勵

　【本報訊】本校商管學院、兩岸金融研究中
心、國企系將於5月5日（週六）下午1時在臺
北校園二樓中正紀念堂，聯合舉辦之「新國際
環境下如何吸引台商鮭魚返鄉投資座談會」，
由台灣財務工程學會理事長林丙輝主持開幕
式，並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胡勝正、行
政院金管會政務副主委鄭貞茂，以及台灣證券
交易所總經理簡立忠致詞，更有中華經濟研究
院院長吳中書、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李啟賢，以「美國減稅及滬深港股市競爭
下如何吸台商鮭魚返鄉」進行專題演講，同時
與會中來賓進行「台商返鄉投資、匯率避險、
與上市上櫃的路障與牛肉」座談。本次主辦人
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林蒼祥表
示，此次力邀包括前行政院副秘書長賴清祺、
台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昌、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副總經理林瑛珪等八位專業人士與會，將
提供實質的經驗分享，希望對此議題有興趣的
師生前來聆聽。

為村上獻聲 潘彥博獲冠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於4月26日12時30分在鐘靈中正紀念
堂舉辦第三屆「為村上春樹獻聲─村上春樹經
典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賽與頒獎典禮」，期望
藉此活動讓同學們一同感受超越語種、國界的
村上春樹的魅力。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
桂致詞表示：「謝謝大家來參加朗讀比賽，
與我們一起見證優勝者的產生，用不同的方
式、語言來接觸村上春樹，親近村上春樹的文
學。」，約62人共襄盛舉。
　本次競賽分為錄影組與現場組，錄影組是以
錄影的方式參賽，現場組則是當場抽籤決定順
序後上台朗讀，共計有8組，並邀請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文書編輯內田康與知名日文教科書作
者近藤知子作為評審，以語言流暢度、情感表
達、情緒到位、口齒清晰等為評分標準，而近
藤知子也建議同學們可以用抑揚頓挫表達村上
春樹獨特的空氣感。
　會中，參賽者分別以華語、英文、日文、法
文、德文等朗誦村上春樹的作品，並分享自己
選擇此篇章的緣由，最終錄影組由新市國小四
年級莊博宇以英文朗讀的〈夜之蜘蛛猴〉奪得
冠軍；現場組，大傳碩一潘彥博以華語朗誦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榮獲冠軍、亞軍為法文
二劉紀煙以法文朗讀的〈挪威的森林〉、季軍
則由英文二劉姿誼以英文朗誦〈遇見百分之百
的女孩〉獲得。

電郵社交工程防治演練阻詐騙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行政人員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治演練已邁入第十年，資
訊處於4月23日至25日持續舉辦「107年行政人
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治」宣導活動，提醒同
仁避免遭詐騙因而造成損失，並與臺北、蘭陽
校園同步視訊，總計逾470人參與。
　課程中介紹常見電
子郵件內容與主旨、
攻擊方法以及防範方
式等進行宣導，網路
管理組四等技術師謝
丞智說明，詐騙集團
經常利用人性貪小便
宜的弱點，取得不法
獲利，謝丞智進一步
表示，演練時間定為
5月和9月，若遇要求
連 結 網 頁 的 電 子 郵
件，必須再三查證，
不隨意開啟來路不明
的信件。

持，更是讓系上成長的一大動力。除了持續精
進現有的成果，未來系上將持續協助系上新進
教師及同學成長，讓電機系能在穩定中進步。
　入圍的法文系主任鄭安群對此感到意外，
但同時也欣慰於系上師生的通力合作，以及
系友會的大力支持，讓努力的成果得到肯定。
他特別感謝系友會長葉麗珠這幾年積極奔走與
聯繫，促成系上與許多企業的產學合作，協助
系務的順利推動。法文系希望塑造出一個「青
春、活潑、活躍」的形象，同時有別於國內其
他科系，建立一個「實務與文化」特質的品
牌。接下來將持續加強課程的規劃與產學的合
作，讓同學們有更多元的發展與實務的經驗，
強化畢業競爭力。
　同樣入圍三次的航太系主任陳步偉表示，能
夠入圍是學校對系上表現的肯定，同時也能提
供檢視還有什麼不足需要加強的機會。他感謝
全系師生的支持與協助，尤其是學生在暑期實
習與校外競賽的優異表現。未來希望通盤檢視
並進行課程規劃，使能更符合學校三環五育教
育的理念及職場需求，同時在產學合作及研究
案持續強化，讓學生能有更多學習機會。
　第四次入圍的機電系主任王銀添感謝學校的
肯定，該系近年持續推動碩士班課程分流，教
師積極參與產業合作，如經濟部「人才扎根計
畫」，以及個別廠商合作，同時也鼓勵學生積
極參與專業專業競賽，藉以提升學習效率，學
生也不負期望拿下許多獎項。該系同時積極招
收外籍生，促使教學與研究國際化。他同時感
謝系友會在經費及產學合作方面的支持，期望
接下來的一年能有更好的表現。
　統計系主任吳碩傑表示，能獲審查委員的　

肯定是歷屆系主任之悉心策劃與領導，奠定
本系各方面的基礎，使學生能並重理論與實
務，結合資訊化發展以因應現今大數據的趨
勢。系上教師將會在此基礎上持續努力，以
使本系的發展能更上一層樓。
第11屆淡品獎初審出爐
　【本報訊】第十一屆淡江品質獎初審通過
名單為教務處、學生事務處、覺生紀念圖書
館（依筆畫順序排列），品質保證稽核處將
於5月17日上午9時1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受評單位複審簡報，下午評審則前往進行
實地評審訪評。本次活動開放全校教職員工
觀摩學習，歡迎踴躍參加，詳細資訊及有意
報名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第32屆「高李
綢獎助學金」暨第13屆「三德獎助學金」頒發
典禮4月25日下午於HC301舉行，由獎助學金
捐款單位「三德慈善基金會」主席高千媛出席
頒獎，校友服務處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
陽、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教育學院院長張鈿
富皆出席。
　本次「高李綢獎助學金」共頒予10位同學、
「三德獎助學金」頒予土木系2位學生，每人
獲獎助學金5萬元，三德慈善基金會迄今累
積頒發突破新臺幣1730萬元、幫助逾300位同
學。高千媛致詞表示，「希望大家以忠孝、仁
義、勤儉的三德精神為準則行事，體會讀書、

上海研討兩岸關係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
院於4月20日至23日，由院長王高成率領院內
教授，前往上海參加第22屆「世界新格局與兩
岸關係：新時代下的國際趨勢與兩岸關係」學
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主要探討「新時代下的國
際趨勢與兩岸關係」、「『一帶一路』與國際
新格局」、「兩岸關係新前景」等三項主題，
同行的有拉研所所長宮國威、榮譽教授熊建
成、歐洲所助理教授許菁芸、戰略研究所所長
李大中、日本政經所所長任耀庭、大陸所副教
授潘錫堂、副教授陳建甫，以及外交與國際系
教授林若雩等，並發表「川普政府下的美中關
係」、「當代歷史發展大趨勢-兼論兩岸和平
發展新願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歐
亞經濟聯盟」的機會與挑戰等九篇論文。
　王高成表示：「此研討會由本院與上海國際
問題研究學院共同舉辦，對於交換彼此的看法
很有幫助，使兩岸維持不間斷的良好合作；
美國總統川普以貿易為主政策動向，對於亞太
地區也有所影響，同時美國積極推動制衡中國
外交政策，並願意和臺灣發展近一步的合作關
係，例如《台灣旅行法》等，所產生的變動將
會影響到整體亞太地區與美、中、臺之間的關
係，非常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國際研究學院教師

陳偉泓分享越南教育現況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24日上午，教
科系邀請該系系友，曾擔任建國高級中學校
長，現任越南丁善理紀念中學（LSTS）總校
長陳偉泓到校演講。主題為「越南中學教育的
突破與發展—以LSTS為例」，教科系主任鄭
宜佳、師培中心主任陳劍涵以及多位教授和學
生一同參與。主持人教科系教授徐新逸表示，
近年來政府新南向政策的蓬勃發展，值得去深
入的了解東南亞地區，這次很榮幸請到陳校長
來分享越南的教育發展概況。
　陳偉泓提及越南近年以跳耀式進步，注重學
生及教育人員的發展。LSTS為越南著名的私
立學校，除成績門檻要求外，還須篩選。從小
學六年級開始，有專門的教學系統，以培養有
具備合作、有創意、動手做的學生。核心課程
著重閱讀與表達、英文、科學研究，並會定期
舉辦各式活動讓學生能學習表達。
　此外，因應國際化趨勢培養學生英語能力，
要求高中畢業雅思英語程度為6.5。該校特別
重視Inquiry-Based Learning（探究式學習），
讓學生能夠做中學，並將翻轉教學等許多新穎
教學模式，確實體現於教學中。於教職員方面
則有固定訓練，如開學前的受訓、定期舉辦工
作坊等，使教師的教學越顯卓越。最後他分享
自身經驗，強調態度決定一切和謙虛學習，要
在每一次的實務中將理論結合，並鼓勵同學增
強英語能力、多加培養企圖心和自信心，以面
對未來職場的挑戰。
　現場學生教科三林宥吟表示，聽完陳校長分
享後收穫很多，自小教育習慣總是被動性學
習，透過這次演講會應更加主動地學習。

本校自 101 學年度起舉辦系所發展獎勵，
圖為歷屆獲獎的系所。（資料提供／品保處、
製表／淡江時報社）

5屆

105學年

104學年

103學年

102學年

101學年

4屆

3屆

2屆

1屆

化學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化學學系      統計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統計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統計學系     會計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土木工程學系      統計學系     會計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歷屆系所發展獎勵之獲獎系所

　覺生紀念圖書館4月23日世界閱讀日舉辦
「食光記憶－日本飲食與文學閱讀地圖」活
動，邀請校長張家宜、圖書館館長宋雪芳等人
參與。張校長表示，這次是為了呼應世界閱讀
日以及世界地球日所舉辦的系列活動，鼓勵大
家多閱讀，也讓全校師生重視環保概念。圖書
館館長宋雪芳說，圖書館自2015年起定期舉辦
世界閱讀日活動，隨著AI趨勢閱讀不應侷限在
教室或圖書館內，而是隨時皆可進行，透過這
次的活動，希望使大家享受典藏書和生活結
合。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帶領日文碩一佩德羅
和日文三谷井研輔以「說料理˙談文學」為
題，為大家講述章魚燒歷史以及日本文學特
色。而在書卷廣場上，安排有日本文化研究社
的茶道展演、資圖系和企管系以及機器人研究
社合作的互動遊戲區。即日起至5月13日止在
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館藏主題展，安排「文
學地景」、「料理小說」、「飲食地景」、
「日本文學名著」的書籍，歡迎全校師生前往
參展。（文／李欣倪、圖／馮文星提供）

本校台北市校友會於4月22日舉辦「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同心獎助學金頒贈典禮」暨「受獎學生
學習心得報告」，共有獎助20位學子。（圖／台北市校友會提供）

優久聯盟成員130人分享精進行政效能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四川農業大學
遂寧百益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張敏院長、院士榮
廷昭共6位於4月26日下午蒞校拜會教科系，由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與教科系教授徐新逸接
待，並與未來所副教授鄧建邦、師培中心陳劍
涵，與國際長李佩華針對農業經濟人才培育與
數位化學習管理進行交流。現場由張鈿富主持
並歡迎嘉賓蒞臨後，以本校介紹影片向與會者
說明淡江特色，李佩華則分享本校國際化成
果。座談中，以「三生三農永續人才培育與教
育技術應用」為題，交流未來可能合作方向，
特別是針對校際交流、交換學生、訪問學者等
項目深入探討，張敏表示，在交流過程中有很
大的啟發，也期許未來有合作機會，希望針對
未來學方面能有更深入交流。

四川農大交流育才

論中國高教思維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位村上春樹獻
聲朗讀比賽，約 62人參與。（攝影／蔡依絨）

復旦大學林榮日

（圖／華南校友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