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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螺絲不算小，聚沙成塔不得了。品質格言：

餘姊妹校長來賀 

校慶叢書編撰及出版組

用影像說故事 專書展現淡江軌跡用影像說故事 專書展現淡江軌跡用影像說故事 專書展現淡江軌跡

選擇淡江的    
個理由60

理由11、台灣第1、全球前  
               3名獲頒BS7799資  
              安證書的學術機構
理由12、台灣第1所獲得   
              ISO27001資安驗證
              的學校
理由13、台灣第1所多網整
              合行動校園
理由14、全國第1所自行建
              置SOC資安監控平
              台的大學
理由15、出版國內第1本中
              文盲用Windows學
              習專書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60週
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第1次會議於21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會中通過本校60週年校
慶主題為「淡江六十 保證品質  淡江壯麗 名揚
國際」。並邀請知名藝人、本校法文系校友崔
麗心及合作經濟系（現為產業經濟學系）校友
卜學亮返校主持活動。

會議由校長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家宜主

持，創辦人暨榮譽主任委員張建邦博士也親臨
指導。張創辦人致詞時表示，60年的校慶，不
僅要呈現給學生與校友，更要呈現給社會大眾
淡江60年辦學的成果。

本校60年校慶籌委會分為8組，涵蓋與本校60
週年校慶相關之所有校內外事務。行政副校長
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高柏園表示，60年校慶活
動之內涵包括「慶典活動」與「學術活動」，

慶典活動自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包括體育、國際
交流、校友、藝文與學生活動等；學術活動則配合99學
年度上、下學期之期程，將舉辦各類型學術研討會、名
人講座，並邀請諾貝爾獎得主蒞校演講。

各組業務報告方面，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交流組
召集人戴萬欽表示， 11月6日將舉辦「淡江國際校長論
壇」，邀請世界知名學府、大三出國、交換生與雙學位
計畫等，與本校實質交流的外國姊妹校，共15國45位校
長參加。另外，首度邀請18位大陸姊妹校校長蒞校，參
加「兩岸大學校長座談會」。學術副校長暨學術活動組
召集人陳幹男表示，目前正推行「智慧大樹」計畫，鼓
勵每系邀請3～5名傑出系友返校捐課，提供在校學弟妹
學習榜樣；另外，各學院亦將於2010年底至2011年初舉
辦多場學術研討會。

體育室主任暨體育活動組召集人蕭淑芬表示，慶典活
動期間將舉辦校慶運動會與體育表演會，並聯合真理大
學與聖約翰科技大學，舉辦各項運動競賽。學務長暨社
團活動組召集人柯志恩表示，11月5至6日將舉辦「淡卷
嘉年華」園遊會與表演，並以書卷為主幹搭建燈飾，邀
請張創辦人及張校長點燈，揭開60週年校慶活動序幕。
11月5日晚間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那人、那校、那
歌，美聲傳揚」民歌演唱會，由卜學亮主持。柯志恩指

出，民歌演唱會將以音樂塑造淡江1950年代的意象，彰
顯淡江為民歌發源地的特色，發揚李雙澤精神。

校友處主任暨校友活動及社會資源募集組召集人
薛文發表示，11月6日將舉行「2010 Homecoming 
Day」，邀請校友齊聚相敘。晚間則邀請崔麗心擔任
主持，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淡江之夜校慶晚
宴」。

大傳系教授暨公關及文宣組召集人趙雅麗表示，正
籌拍1部長約30分鐘的「淡江大戲」，詮釋淡江辦學風
格、融合在地情感與淡水城市行銷的電影，以創造淡
江人的感動與自我認同。另邀請金曲獎得主，盧廣仲
與雷光夏分別創作不同風格的紀念歌曲，並製作60週年
校慶MTV，創造屬於淡江大學的獨特魅力。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暨藝文活動組召集人李奇茂表示，除了將舉
辦展覽、揮毫慶賀之外，正邀請西畫名家合作，創作
大幅作品作為60週年校慶的獻禮。

此外，諸位前任校長以顧問身分出席，前校長林雲
山向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會長羅森建議，是否
可能號召校友小額捐款，至校慶日時達到一億元。教
育學院院長高熏芳則提醒學術活動組，校慶期間，各
院系舉辦眾多研討會，易造成日期及場地撞期，應注
意協調，俾便活動更順利圓滿。

體育室與體適能有氧社合辦「Nike Sport's Day」，於20日在淡水校園操場舉行。參加學生
超踴躍，從司令台邊到跑道上到處都是興奮的報到人潮，Nike公司還贈送每位參加者一件粉紅
T-shirt，穿上粉紅T，隨著Nike健身房教練盡情跳舞、用力揮灑汗水，讓樸素的操場頓時繽紛
了起來。公行二李美樺興奮地說：「這活動實在是太棒了，感覺像是去參加俱樂部，大家都很
High，尤其是教導倫巴的男教練，動作很大，跟著他跳，整個身體都動起來了。」（文／王妍
方、圖／體適能有氧社提供）

粉紅T滿操場 學生揮汗跳舞超high 

孫固：參與社團做中學 人生態度更圓融
（大傳三孫智宣家長）
淡江能連續13年獲得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1，對

孩子就讀的學校感到光榮。目前台灣大學數量多，淡
江除在「專業知識與技術」給予學生教導外，在「團
隊合作」上也給了「實作經驗」，如：我的孩子參加
親善大使後，在社團中學習做人處事，想法也更加成
熟圓融，這就是淡江給予學生獨立思考的學習，讓孩
子對於畢業後的出路有自己的方向。在淡江四年，除
了專業知識，還能學到人生態度，讓身為家長的我很
放心！

施燕月：多元核心課程 激發創新能力
（公行三黃怡蕙家長） 
孩子就讀淡江後開始注意大學相關的消息，才發現

各報章雜誌都對淡江讚譽不絕，《Cheers》雜誌評比

淡江學生具有「創新能力」、「高學習意願」，且連
續13年獲企業最愛第1名。和孩子討論後發現，淡江
提供多元的核心課程，如：藝術學門必須聽數場音樂
會、自然學門學習攝影等，從這些課程看來，學校給
予的教育不只是專業技能，這些核心課程對孩子未來
在職場上的表現，必定激發意想不到的創新能力及附
加價值！

林淑走今：聽講座出國留學 讀書資源充沛
（中文三黃雅雯家長） 
很榮幸我孩子就讀的學校能連續13年獲得企業最愛

私校第1，在整體表現與團隊合作被評選優異，這點
從孩子參加社團就可以看出，無論是人脈拓展還是團
隊精神，孩子的確有很大的成長。淡江活動很多，常
聽到孩子分享聽了講座，大大提升自我價值，也拓展
視野。鄰居與朋友不少孩子就讀淡江，家長間相互交
流分享後發現，朋友的孩子就讀法文系，正準備大三

出國交換學生事宜，淡江果然提供學生最好的資源與
環境讀書學習啊！

楊秀琴：培訓課程豐富 證書為就業加分
（水環四李彥勳家長）
淡江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1名，身為家長感到十分

高興，期盼孩子未來升學能繼續留在淡江。淡江學生
在「穩定度與抗壓性高」有極佳評價，我在兒子身上
也看到他藉由社團培養出自信心，我也親自到校觀賞
孩子合唱團成果發表，他在社團的磨練下，抗壓性與
對事務處理的穩定度都有很好的成長。此外他利用學
校資源參加不少培訓課程與營隊活動，例如CCAPP
的課程，其結業證書在未來的就業職場上有加分作
用，相信這些能力的養成，都是造就淡江蟬聯第1的
原因！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歡慶本校60週
年，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所召集的校慶籌備委員會
「校慶叢書編撰及出版組」，將出版三本刊物慶祝
學校60週年生日快樂，包括《淡江影像60—人事物
的交融》、《美哉淡江畫冊》，以及《鷹揚萬里攝
影集》。高柏園表示，將拋棄傳統文字敘述的方
式，以照片為主，讓影像圖片說故事，清晰展現淡
江建校60年來的成長軌跡。

校慶系列刊物以《淡江影像60—人事物的交融》
打頭陣，該刊物從1月分開始徵集淡江老照片，已
募得一百多件，目前仍持續徵集中。影像圖片以
四波段或英專、學院、大學三階段為編輯時段，以

人、事、物為主軸，輔以文字說明；另以3D繪圖或
繪畫展現淡江未來60年之發展願景，預定10月10日
出版。

《美哉淡江畫冊》將分別於5月16日及5月23日
邀請各領域藝術家到淡水校園及蘭陽校園寫生、
創作，記錄校園之美，除於11月3日前出版畫冊，
作品亦將於11月至12月在文錙藝術中心展出。《鷹
揚萬里攝影集》預定10月15日出版，將以攝影的手
法，記錄淡江四季、晨昏、生態等，並搭配雋美文
字，以及簡潔俐落的排版，以嶄新角度詮釋校園獨
特魅力。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4/26(一)

13:00

財金系

B1012

玉山綜合證券經理曾祥煥

期權交易實務操作

4/27(二)

10:10

管科所

L206

華梵大學工管系教授兼人事長鄧振源

從AHP到模糊ANP

4/28(三)

12:30

會計室

E680

國稅局淡水稽徵所審核員黃贏頤

98年度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及如

何節稅相關問題

4/29(四)

4/30(五)

12:10

教發組

I601

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

從電影看教學─心中的小星星(上)(下)

4/29(四)

13:10

經濟系

B302E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專任教授王泓仁

碩博士生如何撰寫論文

【本報訊】總務處為提升行政人員專業知識及工
作技能，自本週起舉辦一系列學習課程，除了總務
處全體同仁均可選課，另開放全校其他單位10位同
仁報名。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總務處自去年11月起研發五
大類25項行政能力指標與問卷，透過三階段調查找
出全處人員平均能力的強弱排序，總務處課程小組
依結果安排系列課程，同仁可根據自己的能力評量
結果，對照開課的教學目標選課。

系列課程首先登場的是27日（週二）晚上6時至
8時，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組長胡延薇主講的「情
緒與壓力管理」，地點在文館L304。5月5、14日則
分別由未來學研究所所長陳瑞貴主講「用『心』溝

通的技巧」，以及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楊明磊主講
「團體合作的關係」。

此外，總務處於「行政人員專業知識與工作技
能調查」統計，分析出5項指標為在職學習加強重
點，包括「口頭簡報技巧」、「海報文宣製作」、
「專案管理」、「行銷企劃」及「企劃編製」等，
前兩項已分別安排於6月1日及8日，分別由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教授莊淇銘及本校資
管系副教授楊明玉主講，後三項則仍於安排中，將
陸續推出。

已經報名「情緒與壓力管理」課程的保管組組員
汪家美表示，希望透過這個課程，學習把壓力轉換
為激勵人心的正面力量，幫助自己工作更順利。

加強專業知識 總務處在職學習開跑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
為執行「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與數位學習
跨校合作計畫（北區）」，於本月15日至17日舉辦
「線上助教研習工作坊」，邀請訊連科技公司專案
經理人林家正等多位業界人士、學者進行專題演
講，共計20所大專院校、51人報名參加。

此次研習主題以「數位學習初體驗」、「線上助
教角色與經驗分享」、「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與經營
設計」、「同步與非同步帶領技巧與實作」為主，
培養教師線上教學技巧與數位學習溝通等能力，為
將來網路學習的趨勢奠定基礎。

參加研習的資工四張佳倫表示，印象最深刻的
是林家正的授課，他將與會老師、同學分組，針對
教學設計及內容統籌進行實際演練，研習過程可以
與各位老師即時分享及討論，有任何問題可隨時提
出，老師均熱心解答，受用無窮。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教務處自99學年度起將取消現場註
冊，未來只要在開學一週內繳費，
即完成註冊手續，無須於開學前來
校辦理補註冊，亦無請假的問題，
教務長葛煥昭說：「取消現場註
冊，不但體恤學生家長舟車勞頓，
亦能節省整日待在現場之行政人
力，省時又省力！」

過去，學生未於規定時間內到
銀行繳交學費者，須於現場註冊日
到校繳費，學校特別匯集各單位於
活動中心為學生辦理各項手續，但
不少家長反映，為此需特地來校，
尤其中南部學生必須提前北上，一
旦錯過還須辦理請假手續，相當不
便。葛煥昭表示，現場繳費人數逐
年減少，因此決定取消現場註冊。

未來繳費期限將延長至開學一週
內，未繳費完成者可利用ATM轉
帳、至指定銀行繳費，或於開學後
來校繳費。家住台中的公行三王力
信說：「暑假時間長，很容易忘記
繳錢，快開學了才想起來，不得已
只得提前北上，或多跑一趟學校，
取消現場註冊後的確可以省下不少
時間，方便多了。」

【記者林奕宏淡水校園報導】新工學大樓及商
管大樓原設於頂樓出口處的吸菸區，即日起移至頂
樓遠離出口處。環安中心約僱人員何兆中表示，教
職員生反應，兩棟大樓的頂樓出入口附近常飄出菸
味，有害健康，經三長會議決議後立即遷移改善。

企管系助教林淑芬辦公室位於商管大樓11樓，她
表示，吸菸區雖已遷移，但仍有許多人於非吸菸區
吸菸，造成附近空氣依然污濁，電梯附近也經常充
滿菸蒂！對此，軍訓室教官尤臺蓉表示：「教官每
天分6個時段加強稽查，且由學生組成的無菸勸導
隊也會加強勸導。」何兆中表示，新舊吸菸區的標
示會儘快標示清楚，菸桶也會從舊區移向新區，希
望癮君子下次看清楚標示再抽菸。

【記者蔡舒帆淡水校園報導】配合一年一度母親
節，會文館推出「母親節家長月899」特惠，提供8
位幸運的在校學生母親或女性親長住宿優惠，5月
8日當天，單人房只要清潔費899元，其他房間則依
清潔費打8折。報名自即日起至4月30日止。

報名人數若超過優惠名額，將於5月4日（週二）
下午5時，在會文館1樓大廳公開抽出幸運者。報名
請帶學生證、身分證及女性親長身分證，至行政大
樓事務組A102室辦理。僑生大傳一陳瑾嫻說：「好
久沒見到媽媽了，難得母親節有這樣的優惠活動，
希望媽媽能藉此來台灣看看我。」

現場註冊取消 舟車勞頓byebye

吸菸區遷移 癮君子注意 

會文館特惠 母親節住宿打折

 北區線上助教研習數位學習

【本報訊】響應4月22日「地球日」及6月5日
「世界環境日」，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特別爭
取參與環保紀錄片《我們的地球》校園播放活動，
預定於5月17日（週一）上午10時，在淡水校園鍾
靈中正堂播出。

該片由BBC和DISCOVERY團隊製作，艾美獎得
主導演歷時五年籌備，於全美上映後首週票房締造
佳績，創下紀錄片最佳影史。影片內容帶領觀眾參
與一場宏偉壯闊的地球之旅，體驗世界各地動物家
族的生活，並記錄地球暖化如何嚴重影響動物的生
活。環安中心約僱人員楊信洲表示，希望藉此增進
全校師生的環保意識，一起為永續環境努力。

播紀錄片 為永續地球努力

（文／陳頤華整理）

淡江六十 保證品質
淡江壯麗 名揚國際校慶主題 60

期中考衝刺 
坐著躺著站著趴著都要讀書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春夏之際，許
多女性的皮膚因季節交替而產生問題，女聯會
特於2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演講，邀請國
際知名化粧品牌Buyer林宜靜蒞校主講「保養
品的真相」，她一針見血地道出女性對口碑的
迷思、保養方法錯誤的認知及過度、不當擦拭
對身體造成的危害，現場女教職員工聽了都驚
呼「難以置信」。

林宜靜以過來人經驗跟大家分享以往她使用
過多保養品所造成的後果，她表示，一般人都
有保養品擦越多越有效果的錯誤觀念，其實市
面上保養品含過多防腐劑及人工香料，這些化

學成分對人體造成極大的負擔，不止膚質變化
產生斑點細紋，甚至影響女性代謝跟荷爾蒙，
造成子宮機能老化。她建議，過濾保養品一定
要親身試用，色澤為乳白色、無過重香味及延
展性佳等較無添加物，可優先選擇。

此外，許多產品主打「歐美」同步上市更應
注意，因氣候有別，適用於高緯度國家的產品
運送至台灣等亞熱帶地區，所加的防腐劑含量
會更高。人事室專員樂薏嵐表示，透過此次演
講才明白購買保養品時，不能一昧追求大品牌
及外觀包裝，應真正瞭解成分，並考量是否適
合自己膚質狀況。

呵護肌膚 女聯會揭保養品真相

累了嗎？不必喝蠻牛啦！休息一下再繼
續，期中考拚了。（攝影／何恭偉）

本月26日到5月2日為期中考週，同學們臨陣磨
槍，不管是圖書館或休憩文化區，到處都是K書一
族，同學們或坐或站，各個抱書猛K，互相討論，
希望來個all high  pass。（攝影／鄭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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