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3(二)
14:00

物理系
S215

淡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薛宏中
利用第一原理方法研究新穎材料之光譜
性質

9/13(二)
19:00

諮輔組
文錙音樂廳

知名藝人小馬
行路萬里，擁愛無限

9/15(四)
14:00

機電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兼副校長顏鴻森
古中國掛鎖面面觀：人文社會、工藝技
術、創新研究

9/15(四)
16:00

大陸所
T505

麗嬰房董事長林泰生
兩岸嬰幼兒服裝市場分析

9/16(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李順發
Intersectoral Spillovers Relative Prices and 
Development Trap

【記者謝佩穎、楊蕙綾、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
100學年度首度開放大陸生來台就讀，本校目前有78
位報到，為妥善協調相關事宜，6日召開「100學年
度大陸新生輔導會議」，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
持，會中討論陸生選課系統及來台適應等問題。

根據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統計資料，陸生資訊相關
科系共計31位，其中17位就讀蘭陽校園；外語學院
英文系是全校最多共15位，日文系11位次之。化學
系系主任林志興說明，「曾有陸生表示本館內資源
完善、設備新穎，這可能是本系招收人數為私校最
多的原因。」

關於軍事課程，依照教育部明文規定陸生不得參
與，不過軍訓室主任陳國樑表示，課堂中碰到兩位
對軍訓有興趣的陸生，只能婉轉告知退選。來自浙
江的資工一朱元豐表示，會尊重不同的教育制度。

在選課方面，由於陸生較晚入學，導致學院核心
課程沒有選到，對此的因應方案，課務組專員蔡貞
珠表示，將請各系助理協助學生填寫志願表，再依
前三志願作分發依據，希望盡量讓陸生得到應有的
權益。戴萬欽表示，未來會持續加強對陸生的各方
協助，並增聘一位專員至境外生輔導組，協助陸生
處理相關事務。談到適應問題，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表示，目前陸生與師生們相處互動良好，希望給
予陸生最直接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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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張校長出訪佛州 推動高教交流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宜以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身
分，陪同教育部部長吳清基率領11所公私立大
學校長及代表，於8月31日至9月2日赴美國佛
羅里達州的奧蘭多，參加2011台灣佛州高等教
育交流發展會議。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是由國立大學校院
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技職教育協會三
個高等教育組織組成，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
會執行長陳惠美表示，張校長擔任基金會的董
事長是無給制的榮譽職，長期為國內外各校建
立交流平台，協助會內118個學校推展國際學
術合作，亦是這次台佛高等教育會議的推手。

大 會 研 討 主 題 「 綠 色 校 園 作 為 生 活 實 驗
室」，由本校總務長鄭晃二擔任與談人之一，

探討綠色校園融入校園生活的種種作法，和美
國Vanasse Hangen Brustlin（VHB）企業能源公
司，以及三所列名於普林斯頓評論中的「2011
年311所綠色大學指引」學校，分享淡江大學
綠化校園之經驗。

張校長於2日下午參觀佛羅里達理工學院，
此校向以工程研究、海洋生物、航太科學、自
閉心理研究等著稱，專業特色甚強，並與當地
高科技公司產業密切結合，因此學生的實務
表現極為突出，是佛羅里達四所最頂尖（top-
tier）大學之一，自從1958年建校以來便對美
國太空計畫極具貢獻，張校長稱讚該校在航太
工程上的特出表現，亦不排除本校航太系未來
與其合作交流的機會。

目前本校和美國佛州的西佛羅里達大學、佛

羅里達州立大學和中佛羅里達大學三所大學有
簽約合作的計畫，每年都會有交換學生前往求
學、互相交流。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快來一睹版畫的新風貌！文錙藝術中心主辦
「心目逍遙-畫的探險故事」，即日起至10月30日展出，邀請金炫辰、劉裕
芳、李佩璋、廖孟鈴、曾俊豪5位新生代藝術家，以獨特的創作風格刻畫版
畫新世界。

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張人方表示，此次展覽由本校英文系教授楊銘塗推薦的
五位畫家，運用複合媒材，開啟平面創作的獨特性多元體驗，畫風別致，色
彩鮮豔，引領觀者進入想像力奔馳的空間。作品刻畫出創作者在傳統與創新
間的探索心路，別於傳統版畫內容淺顯易懂的表達方式，畫面張力以新穎的
氣息，呈現作者內心觀看世界的角度。展覽於13日上午10時30分，在文錙藝
術中心展覽廳舉行開幕，歡迎共襄盛舉，親身感受年輕奔放的創作力。

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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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為慶祝
成立40週年，將於18日（週日）在活動中心舉
行慶祝大會，並邀請系友回校共襄盛舉。

大會於上午將安排系友舉行三場演講，講者
包括中華電信協理兼數據通信分公司副總經理
簡志誠，財子學堂創辦人兼投資部副總林成
蔭，赫尼曼診所執行長江啟誠，分享電子電機
專業、財經專業及醫學方面相關內容。

演講結束後，將於現場與身在北美地區的系
友進行視訊通話，讓海外的系友也能一同分享
系慶的喜悅。會中也有專題競賽，提供系上同
學互相交流及瞭解產業需求的機會，競賽作品
包括可調式光波儀、智慧型家電用品、影像辨
識技術和雲端技術等。另外還會進行頒獎儀
式，表揚校友對系上的貢獻。

女聯會邀你打肪伏腰  做伙走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工聯

誼會邀請全校教職員一起打肪伏「腰」！本校
女聯會100年度校園健走活動，自本月20日起
至12月20日止，每週二下午12點20分至下午1
點40分，舉辦為期14週的校園健走活動，讓全
體教職員走出健康，戰勝「腰」怪！

每次健走前皆由體育處老師帶著大家實施
熱身運動，再以校園健走方式進行課程，朝
「每日一萬步」的目標邁進。此外，活動第
2週（27日）在N201，除教導計步器使用方
法，更幫參與的教職員測量「身高、體重、腰
圍、體脂肪、BMI」，讓大家能清楚得知自身

的健康狀況，在活動期間，參加人員也可自行
至「體育處網站」進行「總步數」、「總里程
數」、「總消耗卡路里」三項活動指標，驗收
活動成果。

女聯會理事長暨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表示，
舉辦此次健走活動除落實「健康校園」的政
策，也響應張校長重視的工作同仁健康，此
外，透過校園健走活動，讓工作同仁走出辦公
室，欣賞校園美景，也強健身體，而她也特別
感謝體育處在此活動所提供的協助，也呼籲全
校同仁：「大家一起做伙走！」即日起報名至
14日止，請洽體育處體育教學組。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響應節能減碳理
念，加上本校教職員接駁車的使用率並不如預
期，總務處自本月5日起調整接駁車班次，並協商
淡水客運紅28線行車動線，延伸至本校交通車停
車場，可提供平日180班次、假日68班次。

業務承辦人邱進富表示：「希望藉由增開淡水
客運紅28路線公車及延伸路線的方法可以完整落
實師生共乘制，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中文三
吳欣蘋同學表示：「每個禮拜從女宿回家，不但

要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還要走一大段路到游泳
館前搭紅28，真的很不方便，這學期開始搭車地
點改為校車停車場，不但距離變近而且班次增
加，不用等很久，太方便了，我以後都要搭紅28
回家！」

本學年交通車、接駁車及紅28公車班次時刻
表請至總務處網站下載（http://www2.tku.edu.
tw/~ag/enable/jindex.php）。

跨校選課質量提升 7校串聯教學

輔導陸生有一套  78生報到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跨校
課程自98學年開放選修至今，本學年再串
連6校，於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數位
學習人才培訓跨校合作會議，校長張家
宜與6校校長簽約，由過去的3校擴大為7
校，未來本校學生修習數位學習課程將更
有彈性。

本次簽約的大專院校中，除了原先的2
所數位學程夥伴學校（真理大學和聖約翰
科技大學），另外增加4所：中原大學、
實踐大學、元培科技大學及東南科技大
學。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帆說明，4
校加入的特色課程為：實踐大學生活服飾
工藝（初階）、中原大學品質技術、東南
科技大學網路概論及元培科技大學輻射
安全。自100學年度起，由原來19門課，
增為23門課，供本校學生選修。張校長表
示，網路發展迅速，要讓教學不受時空的
限制，以網路教學來提升教育的效益。

在簽約過程中，多位貴賓對淡江十分肯
定！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何榮桂表示，
「一提到遠距教學，就想到淡江大學！」
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也提到：「謝謝我的
母校，我隨時以淡江為榮。」他表示，對
本校「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辦學

理念非常欽佩，希望透過這次計畫的串
聯，提升遠距教學的質和量。

陳慶帆在報告中提到，經3次的跨校學
程及課程的合作會議、教師數位學習專業
研習工作坊和和線上助教研習工作坊等方
式，100學年度跨校選課選擇性更多了。
學生只要透過線上選課系統選課，就可以
跨校上課。陳慶帆說明，淡江是最早做遠
距教學的學校，我們樂於分享遠距教學的
經驗，未來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成長，在數
位學習上能更進步。

修習本校「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學程」
的聖約翰大學數位文藝四史文婷表示，因
為想增加專業，所以跨校選修，「淡江的
華語文學程課程，可以讓我學得更完整，
相信未來華語文學程能結合我目前所學有
不一樣的發揮。」

本校德文三劉芊佑選修真理大學的「觀
光旅遊服務學程」，她指出，遠距教學
課程因為是透過網路上課，所以天氣不好
時可以在家裡上課，很方便！因有出國的
打算加上對觀光旅遊業有興趣，所以才會
選擇觀光旅遊服務學程，希望結合自己所
學，對未來有幫助。

美哉淡江攝影賽徵件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舉

辦「美哉淡江，船舶之美」攝影比賽，徵件日
期即日起至10月21日，參加對象為本校教職員
工、眷屬、退休人員及學生。

本次攝影主題以呈現水上船舶之美與海博館
相關景色為主，象徵浩浩淡江萬里通航等特
色。而這次比賽也祭出近萬元的獎金，吸引師
生參與，得獎作品也將結合校慶活動展出，詳
情請上海博館網頁查詢（http://www2.tku.edu.
tw/~finearts/d1.htm）。

本校僑生輔導績效卓著  獲教育部頒獎

紅28進校園班次變多囉！

來自廣東的資工一劉汭
鑫說：「台灣的教育感覺
比較開放，老師上課認
真，社團的選擇很多元，
例如馬術、網球及壘球這
些都是大陸沒有的，宿舍
環境也不錯，同學們也都
很友善，真是一個書香聖
地。」資工一武冰川建
議，學校能安裝漢語拼音
輸入法，方便使用電腦。

3版全創院開學典禮迎歸國生

本校校長張家宜與6校共同簽訂「教育部大專校院數位學習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
計畫（北區）」，7校共同合作，藉此建立起跨校選修機制。（攝影／梁琮閔）

跨校
合作

本學期淡水客運紅28開進交通車停車場，師
生搭車更方便。（攝影／梁子亨）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
「100年度僑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評
鑑，本校榮獲績優學校獎。在100多所
學校的僑輔業務中，僅3所大學獲此獎
項，該獎22日將於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國際會議廳頒發。校長張家宜表示，過
去僑輔組（現更名為境外生輔導組）的
績效一向卓著，對學生十分照顧，使僑
生凝聚力強，本學年希望在過去良好的

經驗基礎上，對各國來就讀的學生，給
予更多幫助，使學生能夠相處融洽。

99學年共有705位僑生在本校求學，
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解釋，境外生
輔導組提供學習、生活和獎助學金的各
項協助服務，每學期提供近50萬獎學金
和清寒獎助學金，讓學生離鄉千里也能
安心求學；另全力支援馬來西亞同學組
成的醒獅團表演，每學年辦理僑居地文

物展，促進文化交流分享。
陳珮芬指出，從95學年起，境外

生輔導組帶領僑生參訪文化社區及
探視弱勢族群，耕植其愛鄉愛土的
社會關懷，她表示，希望僑生同學
在離開前，能對台灣多一份感情。

近三年來，僑生的人數每年以百
分之15至20的比例成長，陳珮芬認

為，未來安排活動時，會考量不同
的文化背景，讓同學受到更完整的
照顧。

來自印尼的企管碩二黃保勝表
示，在淡江已經有6年的時間，老
師平時就很照顧他們，就像家人般
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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