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6月8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79次校務會議，與臺
北校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請喪
假中，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行政副校長
胡宜仁與校內一二級教學行政主管、教職員
生、研究人員代表等出席。在會議開始前葛煥
昭帶領大家默哀追思張創辦人。
　會中，公布第11屆淡江品質獎得主由葛煥昭
頒獎，品質卓越獎得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頒
發獎座及獎金30萬元；品質績優獎得獎單位為
教務處及覺生紀念圖書館，各頒發獎座及獎金
5萬元；此外還頒發「第6屆系所發展獎勵」，
獲獎系所為化材系、統計系、戰略所、電機
系、機電系，各獲獎座和獎金15萬元。
　本次安排2場專題演講，一是學教中心執行
長潘慧玲以「掀起另一波的學教翻轉：網路校
校園新頁」進行專題演講；研發長王伯昌分享
參訪心得說明「美東，南三校參訪心得分享－
師承老美，創立創客」。

紀舜傑演講 AI 未來應用

未來週展師生創意賽作品

微學程護照申請至 6/15 止

學生 e 筆書法賽黃睿朋獲冠

暑修報名選課即日開始

英文 ( 一 ) 實習期末聽力測驗今日開始

員福會手作五餅二魚捲紙

新設衛生用品販賣機

提醒加退選後應補繳費

張心柔與漂鳥樂團 6/13 來校表演

健檢到校諮詢關心同仁健康

 員福會於 6 月 8 日邀請手作生活家劉瑞
恬為校內教職同仁進行以聖經中的神蹟之五
餅二魚的手作捲紙教學。（文／林雨荷）

總務處資產組福利業務提醒同學課外活動
時活用置物櫃，另近日在全校有十處自助衛
生棉購買機的放置點。（文／黃子涵）

請於 7 月 19 日前透過信用卡、ATM 轉帳
或中信託商線上列印繳費單至四大超商、臨
櫃、郵局儘速完成繳費。（文／吳婕淩）

本學期最後一場音樂會，將於 6 月 13 日
晚間 7 時在文錙音樂廳壓軸展開，本次邀請
到張心柔與漂鳥樂團。（文／胡榮華）

於 6 月 4 日舉行健檢後續的一對一諮詢服
務，由榮總醫院安排醫師到校諮詢，針對教
職員們的健檢報告。（文／林郁傑）

於 6 月 6 文錙藝術中心舉行頒獎典禮，駐
校藝術家顧重光頒發冠軍化材四黃睿朋等
13 名同學獎狀及豐富獎金。（文／胡榮華）

網路報名選課時間自 6 月 11 至 18 日，同
學須於前述時間在「暑修課程查詢暨網路報
名系統」完成選課登錄。（文／周浩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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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唱片製作人鍾成虎

不管社團還是自發性的活動，都
是將知識從紙上談兵加以實踐的最
好機會。而且社團是一種生命的體
驗，學習如何跟人相處、如何讓腦
海中的抽象概念真的發生。不要忘
記，每一次改變世界，都是幾個人
開始的。

緬懷與感謝 張建邦創辦人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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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11(一)
10:00

教育學院
ED601

淡江大學講座教授吳清基
大學全人教育的理念與實施

6/11(一)
13:30

育成中心
R103

銘傳大學育成中心、經理傅大煜
商業模式發想與撰寫

6/1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淡江大學博士班王彩惠
探討含CF3丁二炔衍生物不同狀態 的光
聚合度、具低操作溫度之含氟六苯并寇
液晶衍生物及具極性單元交叉狀液晶分
子雙光軸性向列型性質研究

6/1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淡江大學博士班林雅婷
高靈敏度微晶片電泳電化學偵測系 
統及食品新鮮度分析方法之開發

6/11(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理事長楊玲玲
長期照顧與健康未來

6/11(一)
18:00

教育學院
學術研究
諮詢中心 

ED601

臺灣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 
Christian Helmut Wenzel(文哲) 
Is Free Will an Illusion? 

6/11(一)
19:00

課外組
B713

POLYGLOT多國語言習得活動網創辦
人謝智翔
自學語言IN實力，他暢游25國

6/13(三)
10:10

財金系
B712

安侯建業風險顧問部會計師林寶珠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6/13(三)
15:10

未來學所
I20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宗弘
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6/13(三)
15:10

管科系 
B501

昇貿科技董事長李三蓮
供應鏈管理實務經驗分享

6/14(四)
10:10

會計系
B712

偉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麗秀
當會計師遇見大律師-談鑑識會計

6/14(四)
10:00

戰略所
T1201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
士班主任包正豪 
政黨政治與我國政治發展

6/14(四)
12:00

教發組 
覺生國際

會議廳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黃瑞茂 
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分享

6/14(四)
12:30

體育處
HC1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
院長季力康 
國家頂尖運動員的心理訓練

6/14(四)
16:10

大陸所
T701

聯合報資深記者林宸誼
第三方支付與新零售方式　　

6/15(五)
10:10

德文系
E302

清華大學語言中心約聘講師黃嘉瑜
德文系業師演講：口譯這一行

6/15(五)
15:00

教育學院學
術研究諮詢
中心工作坊

ED601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 
culture and creativity/innovation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本報訊】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於5月27日至6
月1日率領本校行政訪問團，赴中國大陸參訪
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及哈爾濱工業大學3
所姊妹校，進行行政業務交流與觀摩。訪問團
成員包括教務處教務長鄭東文、人資處人資長
莊希豐、資訊處資訊長郭經華、覺生紀念圖書
館館長宋雪芳、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和
國際處組員林玉屏。
　胡宜仁一行7人於訪問期間受到吉林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及哈爾濱工業大學3所大陸姊妹
校的盛情接待。訪問團與姊妹校各相關部門主
管代表，就英語授課課程、人力配置與培訓、
資訊系統建置、圖書館管理及校友組織與募款
等議題，交換意見與分享經驗。
　吉林大學由該校副校長鄭偉濤主持接待，
兩校自2001年簽約後，交流互動頻繁、情誼深

厚。代表團一行對吉大圖書館規模及行政服務
中心印象深刻，咸認為有諸多可借鏡之處。東
北師範大學由副校長韓東育接待，兩校副校長
並交換學術交流協議，正式締結為姊妹校。哈
爾濱工業大學則由副校長安實主持座談，該校
以國防工業著稱，兩校簽約於2001年8月，目
前每學期都互相派遣交換生。安實副校長於座
談時，邀請本校參加該校2020年百年校慶。胡
宜仁一行人於停留哈爾濱期間，亦專程拜訪校
友企業「台星國際」，該公司承包哈爾濱中央
大街的改造工程計畫。經由簡報，讓代表團成
員更瞭解哈爾濱城市發展與再造規畫，並討論
產學合作之可行性。藉由本校行政訪問團實地
參訪，進行行政單位雙邊對話互動，增進與大
陸姊妹校在行政領域的交流合作，以為未來政
策管理規劃與精進之參考。

　由淡江大學學生會蘭陽行政中心召集了蘭陽
校園4個系學會及歡愉街舞社、爵士樂社、華
麗旋轉國標舞社、時尚飲品社、建軒宿舍自治
聯誼會、文苑宿舍自治聯誼會等社團，於5月
30日晚間在蘭陽校園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辦
「展翼歡送會」。
　每年五月，蘭陽校園由大一同學籌辦「展翼
歡送會」，歡送即將遠赴國外留學一年的大二
同學以及畢業的大四學長姊，祝福他們往新的
目標邁進，這是蘭陽重要的傳統活動。今年以
「夢想藍圖 翼意飛帆」為主題，希望學長學
姐們帶著滿滿的祝福與學弟妹們一起享受這個
活動，留下美好回憶。
　今年晚會由2名同學化身奇異果姐與香蕉哥
擔綱主持，以清新的口條和活力，帶動整場氣
氛，歡愉街舞社的開場舞，全員到齊熱力四
射；爵士樂社推出2位美女主唱，以大、中、
小提琴配搭吉他及電子琴配樂：華麗旋轉國標
舞社精彩表演後，主持人分別從匿名小卡的盒
子中抽出「有話對你說」小卡片，讀出卡片上
書寫的祝福；中場休息後，由系學會帶來經典
的舞蹈及話劇等節目，祝福學長姐們快樂展翼
高飛。（文／本報訊、圖／蘭陽主任室提供）

2018外國語文學論壇 橋接兩岸

會計系廣信益群產學合作 肯定本校實習生表現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系與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6月5日下午4時在
商管大樓B302B室，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自
107學年度起，由廣信益群提供會計系大二以
上優秀同學每學年全額學雜費獎學金，大四下
學期有薪實習，畢業後至該所服務兩年，薪

學務處獲淡品卓越獎

行政參訪團與大陸3姐妹校交流

　【本報訊】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5月
26日上午10時01分在臺大醫院辭世，享壽90
歲，家屬決定將於6月21日下午2點30分在臺
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告別儀式。治喪
委員會由前總統馬英九擔任榮譽主任委員，
前副總統蕭萬長、前總統府祕書長吳伯雄、
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前監察院院長錢復、
前考試院院長關中、新北市市長朱立倫擔任
榮譽副主任委員，前副總統、現任中國國民
黨黨主席吳敦義擔任主任委員。
　張創辦人一生對國家社會、民主議事與交
通建設諸多貢獻，將由治喪委員會中四位榮
譽副主委擔任國旗覆旗官，另外，由曾永
權、郝龍斌、陳金讓、陳健治擔任中國國民
黨黨旗覆旗委員。
　本校秘書長何啟東擔任治喪委員會總幹
事、校長室秘書黃文智等擔任副總幹事，協
助家屬治喪事宜，淡江眾多校友、教職員生
皆期望能於告別式當日向張創辦人表達無限
追思。關於公祭參加事宜，教職員工生可向

學生事務處吳玉麗、吳春枝聯繫，校內分機
為2379和2048；各類型校友會致祭請向校友服
務暨資發處登記，電話：(02)2621-5656分機
8122~8127或email：fl@oa.tku.edu.tw。退休人
員致祭統由退休人員聯誼會聯繫，向課務組黃
祖楨登記，校內分機為2370。
圖書館推出張創辦人特展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為紀
念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圖書館特
於6月1日至7月31日於圖書館二樓設
置展區，其中三個書櫃分別展出張創
辦人的著作，如全國第一套未來學刊
物：《明日世界》以及與未來化、資
訊化和國際化相關的刊物，更播放其
影片、照片以及生平，供全校師生在
閱讀張創辦人著作同時，也能藉由影
片緬懷這位教育家。
　秘書長何啟東表示：「淡江大學是全國第一
所由私人興學的學校，張創辦人是具有想法、
理念以及願景的教育家，能在當時創立學校

張建邦創辦人告別式
6月21日14時30分在臺北市第一殯儀館舉行

十分不易，將謹記這樣的創立背景，致使淡
江是一所具有使命感並為國家培育人才的學
校。」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則說：「籌辦特展過程
中發現，能在當時立下長遠辦學計畫和高瞻
遠矚大學的經營理念，是十分了不起的。」

　淡江大學，對張建邦創辦人而言，如同自己的孩子，68年來，他殫精竭慮、盡心盡力，陪著淡江從英專、
文理學院、正名大學，一步步地成長、茁壯。淡江在「樸、實、剛、毅」的校訓引領，「國際化」、「資訊
化」、「未來化」理念的薰陶，以及「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教育環境下，逐漸涵蘊出獨特自由
卻務實的校風。淡江是一所「無圍牆的校園」，一個充滿「自由開放學風」的大學，蟬聯逾20年的「企業最
愛私校第一」則是亮眼的成績單之一。為緬懷創辦人，本報二、三版特別製作「緬懷創辦人特刊」，透過創
辦人的大事記要、校友的文字回憶、英專週報、淡江週報、淡江週刊與淡江時報逾60年時間刊載創辦人為文
闡述治校理念；以及政治實踐、波段建設、與師生互動、校內重要慶典的歷史剪影，以追憶典範在夙昔。

師學櫥窗畢業閃拍，快來
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於 6 月 14 日、15 日

下午 2 時到 4 時，以及 16 日早上 9 時到 12
時舉辦畢業快閃拍活動。（文／周浩豐）

教師社群180人分享教學經
　【記者陸瑩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與學習與
教學中心於6月7日中午合辦「工學院教師社群
端午茶話會」，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秘書長何
啟東、學教中心教發組組長李麗君、遠距組組
長王英宏及工學院教師與同仁約180名參與。
院長許輝煌首先感謝學校對於工學院教師社群
的支持，同時緬懷張建邦創辦人，感謝他為學
校奠定良好基礎，也十分感謝張校長對於工學
院的支持，還有辛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的老
師們，期待工學院未來可以擁有更好的發展。
　溫馨熱鬧的茶話會不僅有豐盛的美食，還有
教師們熱情地分享經驗，大家或圍坐一桌，或
三兩討論，均以這難得齊聚時光，一起交流心
得，教室外更準備了各個社群成果分享的海
報，吸引了老師們駐足觀看。許輝煌表示，
「茶話會給老師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
讓老師們可以分享經驗，聯絡感情，期待這個
傳統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國際研究學院於 6 日邀請未來學研究所所
長紀舜傑，提供大家在對於 AI 在未來的應
用多一分認識及思考。（文／歐陽子洵）

未來學所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未
來週」，展示未來學教學資料和師生創意競
賽作品，以了解未來學內容。（文／柯家媛）

英文 ( 一 ) 實習期末聽力測驗於 6 月 11 至
15 日 ( 日間部 ) 及 6 月 19 至 24 日 ( 進學班 )
在課堂上進行測驗。（文／曾雅馨）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微學程護照」申請
至 6 月 15 日止，微學程種類豐富，詳情請
見通識教育微學程網站。（文／王怡雯）

商管學院 6/14 辦重點研究成發
商管學院將於 6 月 14 日舉辦 106 學年度

第 1 類重點研究成果發表會，藉研究成果分
享，啟發師生研究動能。（文／ 歐陽子洵）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大條
榮譽學程座談交流課業學習

教務處於 6 月 8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106 學年度榮譽學程推展意見交流座談
會」，30 位榮譽生到場交流。（文／李羿璇）

資、福利皆比照正式員工。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蔡
信夫曾任本校管理學院院長，他在致
詞中特別向同學分享，本校校友在業
界都非常努力，並且提供很多實習與
獎學金，廣信益群每年有不少淡江同
學實習，表現都十分令人稱讚，為了
鼓勵同學全心精進學業、積極向上，
且延攬優秀人才畢業後到公司任職，
因此簽訂此意向書。會計系主任顏信
輝表示，會計系學生在畢業後找工作

多以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為優先選擇，而廣信益
群聯合事務所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讓優秀的學
生們擁有更多選擇，也能達到互利關係。希望
這次的合作能夠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促進未
來能有更多的產學合作！
　在簽約儀式前，先進行碩士生實習成果發表

會，由本學期前往勤業眾信、資誠、安侯建
業、安永四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的同學們發表
期末心得，並由事務所的貴賓們講評指導，進
行雙向交流。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
郭錦蓉表示，淡江大學學生的整體表現她給予
90分的高分，也建議同學可以在實習前，於專
業領域的知識上多學習與複習，將來面對事
情會更得心應手。實習生、會計系碩一鍾明軒
說：「在事務所內不僅能得到很多前輩的建
議，也能更了解實際的運作方式。目前同時在
寫論文和實習，因此在時間管理以及壓力調適
上也是另一種學習。」

會計系於 6 月 5 日與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簽訂產
學合作意向書，提供獎學金和實習等。（攝影／黃莉媞）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蘭陽校園
資訊業務人員紀彥竹，與領中校教官李國基、
林毅豪、宿舍業務黃雅琪、郵務業務林珊如與
語言四周鈺珊、語言二陳欣億、資創四陳銘澤
和洪詠豐組成「三全圈」，於6月6日前往桃園
長庚醫院參加「第31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北
區推行區會選拔發表會」，獲得北區區會之提
名進入全國團結圈總決賽，將於11月進行全國
比賽。三全圈本次以改善蘭陽校園學生宿舍包
裹處理之學生滿意度問題為主要內容。
　紀彥竹表示：「今年是蘭陽校園第四次參與
全國團結圈競賽，累計獲得過兩次銀塔獎與
一次銅塔獎，但仍秉持著持續改善精神，並在
品管圈活動建立傳承，也因每年主題不同，所
以近半數成員都會隨之異動，但因有這樣的傳
承，成員們仍可依PDCA循環來持續精進相關
行政作為，加上有學生參與，使活動更能結合
學生的思維及角度來進行，同時也都能積極參
與並奉獻出自己的精神與時間，讓每次圈會活
動都能有效進行，綜觀整個活動下來，使我受
益良多。」

三全圈獲全國團結圈北區提名

追思與懷念

　【本報訊】張建邦創辦人辭世的消息批
露後，陸續有淡江人在社群媒體上發文深
感不捨，校友張毓容在臉書上發文「永
懷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我的母校淡江
大學，＃謝謝淡江14年的栽培」，更表示
「我很感恩淡江教會我的事，還有現在的
工作也是因為有淡江的栽培」。戰略所助
理陳秀真以「我們的大家長張創辦人中午
辭世了。大家會感念他一生的卓越不凡貢
獻。」道出對創辦人的感謝與懷念。 
　財金系校友張儷薰也在臉書發文「謝謝
創辦人，慷慨的給了我們自由學風，謝謝
創辦人的善的典範，＃感謝創辦人的胸
懷，＃感謝創辦人的無私大愛，＃感謝創
辦人三化的遠見，＃永懷創辦人我愛淡
江」，她表示自己最喜歡淡江的地方是覺
生紀念圖書館和商管大樓前的福園，覺生
紀念圖書館大廳的迴旋樓梯很美，更從沒
見過視野遼闊無壓力的自修讀書區，桌子
很大，連中正、嘉大都比不上。另外提到
父親也是淡江校友，總愛叫她小學妺，父
親回想當時就讀淡江文理學院西洋語文學
系西班牙語文組時，淡水校園都還是未開
發的水田，只有一學期在宮燈教室上課，
所以多在台北校園上課。淡水校園是創辦
人一塊田、一塊地慢慢買，規劃、建設，
慢慢成了現在的規模。

展翼歡送蘭陽畢業生

　【記者陸瑩淡水校園報導】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USR）辦公室於6月7日下午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辦107年度第一場跨校共學活動，
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並與60多位來自不
同學校不同科系的教師學生一起交流，讓與會
師生更加了解大學USR計畫的意義。
　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主持「淡水好生活計
畫」，邀請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介紹大淡水拍
攝故事，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說明淡江校園探
索包遊戲；淡水區區長巫宗仁以陳澄波戶外美

術館分享創新案例；重建街上香草街屋蔡以倫
希望更多人參與文化活動。資傳系系主任陳意
文介紹「淡水老街的種子計畫」，資傳系助理
教授林俊賢以AR和VR技術導覽淡水；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牧師鄭浚豪結合本校學生
的古裝歷史話劇，看見淡水古蹟和文化內涵；
重建街市集共同發起人程許忠，則以自己從小
生長在淡水的經歷展望未來重建街的發展，期
待引入新生力量讓老街煥發新貌。歷史系助理
教授李其霖希望能將文化活動推行永續。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研究
學院主辦的「2018年海峽兩岸外國語文學論
壇」，於6月7、8日在守謙國際會議廳3樓舉
行，開幕式由外國語文學院院長陳小雀致詞，
首先介紹守謙是由校友集資興建，其次提及AI

USR跨校共學計畫攜手社區發展

　第 79 次校務會議中，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左
二）頒發第 11 屆淡江品質獎得主，學生事務
處獲品質卓越獎。（攝影／施宥全）

永懷創辦人 我愛淡江

　三全圈參加第 31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獲得北區區會之提名進入全國團結圈總決賽。
（圖／三全圈提供）

　圖書館於 6 月
起在圖書館二樓
設置特展，緬懷
張建邦創般人辦
學之理念。（攝
影／廖國融）

人工智慧對外語人才的衝擊，同時
希望藉由此論壇持續建立起兩岸交
流的橋梁。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院
長寧琦在致詞時表達感謝，並表示
此論壇為提供兩岸學者重要的交流
平台，她另外回應語文該如何定位
與發展才不被當作替代工具。廈門
大學外文學院院長張龍海則表示，

本次來到淡江希望能和與會學者多多交流學
習，也歡迎大家到廈門大學交流指導。本論壇
為兩岸大學外語相關學院輪流舉辦，此次共有
6所大學24位教授來臺參與，會議中安排4場主
題演講，並安排3個場地共發表38篇論文。

　（攝影／楊奇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