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近期與澳洲昆士蘭
理工大學、波莫納加州州立
理工大學締結為姊妹校，目
前姊妹校增加至112所。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同時
簽署了經濟學系、財務金融
學系、國際企業學系和產業
經濟學系四系的「4+1」雙學
位計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國際長李佩華表示，目前正
進一步研擬與兩校學生的雙

學位事宜，希望給同學更多
元的學習機會，並透過密集
的交流，強化學生未來國際
合作的能力。

李佩華表示，往年大多是
系對系模式的雙學位計畫，
這次與昆士蘭理工大學能夠
一次達到4個系的雙學位計
畫，相信對學生會有相當大
的幫助。

另外，此次負責協調與波
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簽約

的建築系主任賴怡成表示，
這次合作有賴正在該校擔任
教職、本校建築系系友吳和
甫的居中協調，該校建築系
目前在美國業界評價有第二
名的水準，尤其在永續建築
方面擁有美國西岸最大的再
生工作研究中心，除了探索
建築的新材料，也投入區域
建物的改造，在跨領域合作
的發展相當蓬勃。

10/3 (一)
10:10

公行系
B701

明沂律師事務所律師林邦棟
數位內容著作權之基本問題及侵權

10/3(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台灣靜電放電防護工程學會秘書長林群祐
積體電路產品之靜電放電測試及防護技術

10/3(一)
12:30

課程所
T502

正德國中校長陳浩然
Connecting Classroom Online Community之分享

10/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Prometic BioTherapeutics公司副總裁陳敦厚
生物科技的現狀及展望

10/4(二)
10:10

財金系
L204

台大財金系教授胡星陽
Attention Effect on the Ex Date – Evidence 
from Taiwan 

10/4(二)
10:10

公行系
B312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
台灣政治制度下的環境政策

10/4(二)
12:00

數學系
S104

數學系主任張慧京
精算學分學程說明會 – 針對數學系學生
跨領域說明

10/4(二)
13:00

法文系
C011

法文系兼任講師吳坤傭、詹文碩
譯．藝．意．義

10/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交大電物系副教授陳煜璋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of Nanoscale 
Junctions and their Device Applications(奈
米接面的電熱性質與元件上的應用)

10/4(二)
14:10

水環系
E830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組長張廣智
永續的理念與調適策略

10/4(二)
19:00

諮輔組
文錙音樂廳

知名藝人何戎
大咖研究所音樂講座「勇敢開新局，大
膽走新路」

10/4(二)
19:00

盲生資源中心
B302A

杏靈醫學基金會心理師張純吉
性別文化專題講座- 網路世界的親密關係

10/5(三)
18:00

職輔組
Q409

福斯國際頻道網絡星空傳媒集團衛視
STAR TV人力資源管理專員伍珍儀
「悠游職場非夢事 – 面試禮儀與職場溝
通技巧」就業講座

10/6(四)
10:00

企管系
B704

開平餐飲學校創辦人夏惠汶
台灣餐飲發展瓶頸- 中餐廚師國際認證困難

10/6(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工研院電光所專案經理王建評
LED固態照明技術發展及產業應用

10/6(四)
16:00

德文系
T404

自由譯者呂若伶
上完口譯課了，然後呢 – 口譯/筆譯員
的專業養成與實戰守則

10/6(四)
18:00

盲生資源中心
B302A

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視障者資深就業輔導
員李婉君/就業情報雜誌高級顧問高宜君
職涯二部曲 – 促進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
生就業講座

10/6(四)
13:10

經濟系
B709

永豐商業銀行金融市場處財務行銷部環
球行銷科業務經理鄢欽瑞
從神話/無敵艦隊/貝倫塔與山姆大叔的
情感糾結淺談金融市場的藍海

10/7(五)
10:00

法文系
S101

法國在台文化協會主任Herve Dematte
如何準備法文檢定考試le DALF A2,B1?

10/7(五)
10:10

大傳系
O202

中國時報資深記者高有智
如何作一個好的深度報導

10/7(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國企系助理教授高哲盛
產品美學與功能屬性兩難取捨之消費者選擇研究

10/7(五)
13:30

管科系
L510

View Sonic優派國際系統BU資深產品開
發經理林瑞華
智慧大樹：平板電腦之產品專案管理開
發流程之研究

10/7(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胡均立所長
Sources of Bank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 A Disaggregation

10/7(五)
15:00

法文系
T314

大陸廣西民族大學法文系系主任楊令飛
法國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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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10萬獎勵金  　教長吳清基12月亦將召見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專題：環保救地球 　2建築系友競圖勇奪亞軍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輔導考照績效斐然  張校長嘉勉         團隊

3版 服務中小學　蘭陽社團才藝多

資訊處推網路優惠

淡品獎今說明會

品管圈競賽報名 培訓輔導員助陣

【 本 報 訊 】 本 校 資 訊 處 為 提 供 全 校
師生更經濟實惠的網路服務，規劃速
率更高、價格更便宜的多樣化網路優
惠方案，除費率較目前價格優惠10％
至14%外，亦同時推出下載及上傳速率
為20M/4Mbps、50M/5Mbps兩款新方
案。自即日起備齊證件可至網路管理組
（T109）辦理申請，詳情參考網站。
（http://adsl.tku.edu.tw）

鄭東文接任本校人資長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材系

教授鄭東文於10月1日接任人資長，鄭東文
為台灣大學化工博士，曾任本校化材系系主
任，他表示：「人與人的溝通協調將會是最
大挑戰，但希望在過程中得到共識，並拿捏
應對進退。」

面對一個嶄新的領域，鄭東文強調：「會

以行政工作為第一優先。」先以現有的規劃
方向做努力，待執行一段時間，如需要做調
整的地方，將再另做規劃。鄭東文說：「在
目前人資處已經完整的規章、制度之下，期
待讓員工潛能受到激發、福利受到保障，
全校同仁在學校，能有溫馨的工作環境。」
（專訪請見3版）

鄭晃二獲健康城市傑出貢獻獎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依據教務處
統計資料，至9月26日止，今年大學日間部
新生報到率為96.73%，相較於去年微幅降低
0.25%，今年有6系報到率達100%。  

教育學院報到率達100%，文學院與管理學
院達98%；系所方面，報到率達100%為資訊
與圖書館學系、大眾傳播學系、數學系資料
科學與數理統計組、企業管理學系、德國語
文學系、教育科技學系，其中大傳系連續兩
年報到率蟬聯100%。

蘭陽校園全球創業發展學院中，以國際觀
光管理學系98%為最高。此外，報到率相較
去年進步最多為俄國語文學系，達98.33%，
較去年提升了10%。

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大傳系是熱門
科系，能夠讓本校在多所大學中脫穎而出的
原因是校友在業界的表現亮眼，在各領域內
也都會適時的提拔學弟妹，創下好口碑。系

上的導師制度讓師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除
了注重教學也關心同學的狀況，使其能專注
課業而無後顧之憂。

資圖系系主任林信成說，系上今年的狀況
特殊，新開設一班使錄取名額數提高，因此
報名的踴躍度也增加，加上於Facebook透過
「DILS～淡江資圖」的校友平台宣傳，以
及去年資圖系友會歡慶40週年，使知名度提
升。他表示，資圖系畢業後的就業市場穩
定，也是吸引同學就讀的原因之一。

俄文系系主任張慶國認為，去年的錄取率
較為異常，近年都維持在90%以上的水平。
除了最近常辦活動提高能見度，今年系上獲
得全國俄語大專競賽第1名及第3名的佳績，
引起關注。此外，本校俄文系也是全台第一
所由俄羅斯教育部授權，舉辦俄語檢定考試
的系所，國際化的程度可見一斑。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
中華文化總會暨大陸文化部中國
藝術研究院主辦的「第二屆漢字
藝術節」，於上月23日在台北故
宮博物院開幕，邀請中華文化總
會會長劉兆玄、中國文化部副部
長李洪峰、北京大學人文宗教高
等研究院院長許嘉璐、以及本校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親自向嘉賓
解說e筆的數位功能。

此次展覽為「數位ｅ筆」所呈
現的書畫藝術，由熱心傳統與科
技結合的書畫家及淡江大學資訊
工程專家，成立的台灣ｅ筆數位
書畫藝術學會，邀請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主任李奇茂、駐校藝術家
顧重光、張炳煌等多位書畫名家
進行創作。除了一般書畫展的作
品成果之外，展場中也以電腦展
示作品的動態筆跡過程，並設置
數位e筆互動體驗區，讓來賓親自
體驗e筆的書畫功能。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優秀品
質管理，15萬送給你，第6屆淡江品質
獎來囉！即日起報名至31日止。今日
（3日）下午1時10分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SG319舉行說明會，由秘書長徐錠基主
持，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說明
淡江品質獎評審標準、申請書撰寫方
式，也將有第5屆淡品獎得獎單位資訊處
進行經驗分享。

10/7(五)

19:20

國企系

D324

LG行銷總監詹千慧

Consumer Insight

台北校園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
女教職員聯誼會上週三（9月28
日）中午與教師們歡度教師節。
會中合唱團主動獻唱＜感恩的心
＞，感謝師恩。校長張家宜讚
許，美食饗宴辦得越來越好，這
次活動不僅配合民國百年，將桌
子排成「100」的形狀，也符合
學校歲數，共做61道菜。女聯會
理事長高熏芳分享，同仁為此次
的盛宴，使出渾身解數，為呈現
原味，甚至將鍋子從高雄運上來
呢！

姊妹校再添2所 促成四系4+1雙學位

筆漢字藝術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於9月29日下午
1時30分接見「2011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
賽」PowerPoint世界冠軍的統計四廖妤瑄、指
導老師資訊工程系博士生陳智揚及碩士生劉
文琇，並致贈10萬元以資鼓勵。

張校長肯定廖妤瑄的表現外，也表達對指

導老師的鼓勵。張校長表示，陳智揚能傾囊
相授輔導學生，實屬難得，因而發給獎金。

學務長柯志恩指出，教育部長吳清基將於
12月7日召見本校「2011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
競賽」台灣區代表學生7名及2位指導老師。
柯志恩笑著說，Office證照課程，一開課就秒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第3屆台灣
健康城市頒獎典禮於日前舉行，本校總務長
亦為建築系副教授鄭晃二，獲得「傑出貢獻
獎」。該獎項初審共邀請24位委員，分成12
組進行審查；再邀請國民健康局長官及學者
專家5位進行複審。

獲獎公告指出，鄭晃二為台灣早期著書說
明尊重在地社區及民眾意識的啟蒙者。他以

自身建築專業，長期致力於推動社區民眾增
能工作；並輔導各地方團體，讓產官學研結
合，將社區概念導入各衛生相關政策。除了
參與中央政府部門政策制定外，更實際深入
輔導新北市健康城市及本校健康校園認證，
成功為台灣健康城市打下良好基礎。在社區
營造的執著與追求理想的實現上，足見其對
這片土地的熱誠，因而獲獎。

殺！「由於電腦教室不足，只能開1班，但看
到學生成績這麼好，未來會盡力輔導。」

據職輔組資料統計，由職輔組所辦理的
Office證照研習課程及輔導校園考照，98學年
度540人，99學年度增至958人。職輔組組長
朱蓓茵指出，數據顯示學生Office證照的需求
及職輔組輔導考照的成效，未來將克服開班
困難，如有Office證照需求的同學，請注意職
輔組公告。

陳智揚談到帶隊經驗，每次全球比賽約60
人，各國初選情況不同，台灣區要經過2次淘
汰才能出賽，加上科技大學實力堅強，是主
要的競爭對手，本校在有限的資源下，能代
表台灣出賽非常難得。劉文琇表示，「近五
年來的MOS冠軍都是淡江學生，讓我們覺得
即使辛苦也很值得。」廖妤瑄表示，明年就
要畢業，目前的規畫是先就業，希望能在職
場上發揮Office專長。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依據教務處 上的導師制度讓師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除

明尊重在地社區及民眾意識的啟蒙者。他以 這片土地的熱誠，因而獲獎。

新生報到率96.73%  資圖等6系達百分百

女聯會61道佳餚 合唱團獻唱敬師

e第
3
代

　　 張校長（左3）接見PowerPoint世
界冠軍團隊及輔導單位：學務長柯志
恩（左2）、學務處職輔組組長朱蓓茵
（左1）、指導老師資訊工程系博士生
陳智揚（右3）、碩士生劉文琇（右2）
及PowerPoint世界冠軍統計四廖妤瑄

（右1）。（攝影／張峻銓）

　 女 聯 會 主 辦
的 國 際 美 食 饗
宴 ， 準 備 6 1
道 美 食 慶 祝 教
師 節 ， 場 面 熱
鬧 。 （ 攝 影 ／
羅廣群）

　北京大學人文宗教高等
研究院院長許嘉璐，試用
數位e筆 電子白板。
（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數位ｅ筆是電腦系統的筆寫應用，利
用電腦筆在手寫板上書寫，可表現從硬
筆到毛筆的各種筆鋒和筆觸粗細變化，
並能夠即時重播書寫的筆跡過程，所儲
存的筆跡檔案極小，方便遠距傳輸及各
種儲存應用。這項新的數位書畫工具已
進行產學合作，第三代「e筆神功」的問
世，於書法教學及
其他的應用皆獲極
高評價。

大陸文化界來訪
貴賓在會場表示，
在數位e筆的互動體
驗區親自體驗後，
深覺十分實用，希
望回國後，可以推
薦給官方推廣漢語
的孔子學院使用。

　中華
民國品
質協會
委員白
賜清，
蒞校為
同仁授
課。
（攝影
／鄭雅
文）

PowerPoint
世界冠軍

筆漢字藝術展神功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
品管圈競賽活動開始報名囉！有
興趣參加品管圈競賽者，可於今
日（3日）下午2時10分至紹謨紀
念體育館SG319參加說明會，會
中也邀請去年競賽得獎單位：　
（蘭陽校園行政、教學單位同
仁）、XO圈（覺生紀念圖書館
參考服務組）、3C精品圈（教務
處課務組、資訊中心、保險系和
日文系同仁）分享經驗。

品管圈競賽活動今年已是第三
屆，產生22組優秀團隊。為讓全

校同仁更能了解品管圈的意義，
品質稽核保證處首次推出的「品
管圈培育課程」，已於上月26日
開始進行，由中華民國品質協會
委員白賜清說明，品管圈活動的
運作方式，並分享品質管理七
手法、及PDCA循環（規劃、執
行、檢討、改善）維持品質等作
法，來培訓品管圈輔導員。品保
處也祭出了輔導獎勵方案，若輔
導員輔導團隊參賽，就可得500
元獎金；若輔導團隊進入前三
名，獎金更加碼到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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