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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於19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
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張校長歡迎新生的加入
外，並表示淡江擁有40多年的身心障礙生輔導機制，
各處室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且逐年增添無障礙設施，
以達確保身心障礙生權益。其他各處室報告關於身心
障礙生服務宣導；並邀請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常務
理事劉永寧，以學習障礙為題進行專題報告。
   各處室針對身心障礙生的服務進行說明：教務長葛
煥昭說明上課安排在無障礙設施完備的教室。學務長
柯志恩說，學務處樂意協助身心障礙生的學務，在社
團認證上可參加一般性社團活動，另可參加盲資中心

的活動來完成認證。總務長羅孝賢提到，會再改善校
園內無障礙環境，並加強同理心宣導活動給予身心障
礙生協助。圖書館典閱組組長方碧玲表示，身心障礙
生在圖書館時可向館員尋求協助，亦可填寫「代理借
書委託書」請他人幫忙辦理書籍借閱。學教中心執行
長游家政則報告，本學期特保留身心障礙生的學習社
群讀書會名額，並提供餐費、影印費等補助。盲資中
心執行秘書洪錫銘說明對身心障礙生的輔導、生活、
心理、職業、課業、輔具等事項，「盼能協助身心障
礙生，邁向獨立自主的目標。」
   綜合座談意見交流熱烈。大傳一廖翊婷表示，花盆
和行道樹仍會阻礙盲生通行，而行人管制區還是有車

輛造成不便；羅孝賢回應，校
園植栽都定期修剪，會再加強
校內車輛禮讓行人的宣導。公
行三黃振洲建議更改資訊系
統，以能結合視障閱讀輔助軟
體使用，並希望授課教師能將
授課內容上傳到教學平臺，資
訊長黃明達表示會增加對身心
障礙生關注，葛煥昭回應教務
處會發函給教師宣導。
   企管三蕭銘寬家長提出，商
管大樓搭乘電梯時常大排長
龍，讓行動不便學生更不方
便，希望宣導禮讓身障生先行
觀念。柯志恩以「忍無可忍」
表達對此問題的情緒，提出
「拍攝不禮讓身障者的學生並
公布」想法，以達警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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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40年體育教授黃德壽  28日出席表揚暨總統餐會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
導】文錙音樂廳啟用即將屆
滿10周年，自10月起至12月
推出5場音樂會與音樂講座，
邀請本屆金音創作獎得主交
通管理系（現為運管系）校
友林生祥與吉他社、詞曲創
作社共同演出。文錙藝術中
心主任張炳煌表示，「淡江
算是民歌的發祥地，能在此
次音樂會中邀請林生祥與本
校社團一起表演，具有傳承
延續的意義。」對於音樂廳
的未來，他認為，即使在經
費和人力上尚有努力空間，
但仍會積極打造充滿音樂氣
息的校園，以培養學生的內
涵。
   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壽華民
說明，過去10年文錙音樂廳
善盡社會責任，除協助校內
音樂性學生社團舉辦每年超
過60場的音樂活動外，並邀
請國內外知名音樂家、表演
藝術家演出超過百場高水準
的音樂會、京劇、相聲等表
演活動，以陶冶文化生活。
其中極佳的音響效果和舒適
的場地和許多音樂家和歌手
共同製作音樂專輯，如林生
祥、台語歌曲大師陳明章、
盲人音樂家王俊傑、名製作
人 鍾 成 達 、 世 界 軌 跡 樂 團
等。

   壽華民說明，接下來的10
年文錙音樂廳將持續更新視
聽設備，邀請具代表性團體
到校演出，努力打造小而美
的音樂空間，並計畫增設廳
外轉播服務，來改善廳內空
間不足問題。德文二張蓉蓉
表示，曾到音樂廳聆聽音樂
會，環境很舒服，但有時會
拿不到票無法欣賞，若增設
轉播服務就能盡情欣賞。
   壽華民表示，雖然淡江

沒有音樂相關科系，但音樂
性社團卻十分活躍，文錙音
樂廳經常是社團表演場地的

首 選 ， 歡 迎 同 學 可 以 踴 躍
前來欣賞慶祝系列音樂會。
本次活動完全免費，表演內
容有「十六條絃的嬉戲－中
提琴四重奏之夜」、「淡江
民歌傳承－生祥樂隊音樂講
座」、「淡江民歌傳承－生
祥樂隊演唱會」、「「弦絲
綺舞」世界軌跡樂團流浪之
夜 音 樂 會 」 以 及 「 范 姜 毅
『因為．愛』淡江大學鋼琴
獨奏會」。詳細的表演時間
及地點請見文錙藝術中心網
站（http://www.finearts.tku.
edu.tw/c_index.htm）。

   【記者潘倩彣、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教
育部為表達對全國資深優良教師之敬意，凡
服務滿10年至40年之教師，致贈「資深優良
教師獎勵金」，以獎勵教師的辛勞。本校今
年共有70位教師符合資格，其中服務屆滿40
年者有1位，是體育教學組教授黃德壽，並
於28日（週五）參加教育部舉辦資深優良教
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
   黃德壽的專長領域是排球，授課項目包括
排球、桌球，他認為體育教育可培養學生運
動精神，資工三林和鋟說：「老師上課都是
用互動的方式教我們打球，上課還會分享帶
隊參賽經驗，在體育上有所幫助。」服務滿
30年的教師共有7位：物理系錢凡之、化學

系余良杰、產經系蔡進丁、企管系劉燦樑、
英文系杜德倫、法文系儲善平、大陸所潘錫
堂。（專訪請見三版）
   此外，服務年滿20年的有41位：歷史系尤
昭和、何永成、資圖系馬少娟、宋雪芳、大
傳系王維綱、物理系曹慶堂、土木系楊長
義、葉怡成、機電系康尚文、王銀添、林
清彬、化材系黃國楨、電機系江正雄、莊
博任、資工系黃連進、陳瑞發、王英宏、洪
文斌、航太系王怡仁、張永康、國企系曾
秀美、張俊惠、財金系王美惠、經濟系楊秉
訓、企管系趙慕芬、李雅婷、會計系洪雪
卿、郭樂平、統計系張春桃、蔡宗儒、資管
系李鴻璋、劉艾華、蕭瑞祥、運管系劉士

仙、英文系吳瑜雲、蔡振興、法文系徐鵬
飛、西語系張茂椿、教科系徐新逸、通核中
心黃文智、體育教學組黃谷臣；滿10年者共
21位：中文系顏崑陽、呂正惠、歷史系林煌
達、大傳系唐大崙、土木系張正興、國企系
謝志柔、產經系麥朝成、洪鳴丰、企管系何
錦堂、汪美伶、李文雄、資管系游佳萍、英
文系吳怡芬、王慧娟、西語系何萬儀、俄文
系劉皇杏、亞洲所任耀庭、戰略所黃介正、
教政所楊瑩、體育教學組范姜逸敏、軍訓室
文紹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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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因應國家防災日於21日上午
進行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全校就地演練和僅文學館人員疏散。校
長張家宜到場視察並表示，「在國家防災日的這一天，學校規劃完
整的防災演習，希望能透過實際的演練，提升同學對於災害的警覺
性。」

   9時10分上課鐘響即拉開演習序幕，全校各教室
先播放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影片，說明在教室、實驗
室、電梯等地遭遇災難時的應變措施，傳達「保持
冷靜」以及「蹲下、掩護、穩住」避難3要領。待
影片播放完畢，校內廣播隨即發佈「地震，地震，
全校師生請就地避難掩護」的狀況指令，學生依據
影片的教導，將隨身書包、書本等物置於頭上，
並聽從指令躲藏於桌面下、柱子旁等，待1分鐘演
練結束後便恢復正常上課。而文學館則進行全員疏
散，由文學院院長邱炯友下達疏散指令，館內教職
員生經導師及手持指示牌的指導員引導下，走出教
室並往樓下移動至文館後門停車場集合，隨後進行
人數的清查及安全回報。全程參與演練的英文二詹
嵐茵表示：「由逃生影片的播放到實際的館內疏
散，都傳達了逃生的相關知識，使我了解面對災害
時的自救技巧。」

   軍訓室主任陳國樑對此次演練給予肯定：「逃生是本能，但能夠
安全且迅速的疏散才是此次演練的目的。」並表示，今後會將此次
演練拍攝的影片，放在全校教室的電腦桌面上以供觀看，並會在教
室門上貼製疏散圖，提供學生安全的避難方向。

文錙音樂廳10周年

    即日起，凡手持紙本《868
期淡江時報》或行動裝置中
「淡江時報APP」錄製「我看
淡江時報！」影片，並寄至tkutimes@gmail.
com，即可兌換絕版品《阿蛋與阿薑》漫畫
一本，數量有限，先搶先贏唷！
PS：記得留下姓名及聯絡方式，才能通知
你來領取喔！

世界級機器人研究團隊

精采大學生活 就看淡江時報

身心障礙生家長座談會 交流熱絡

女聯會辦月圓宴

塑身健走快報名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舉辦
的「校園健走‧塑身活動」自10月2日至12月
25日，每週二中午12時20分至1時40分即將開
走。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表示，過去所舉辦
的活動反應都很熱烈，希望校內女性教職員
工能在工作之餘，每週撥出1小時走出辦公
室，除欣賞風景，也能讓自己更健康美麗，
歡迎大家加入健走塑身行列。
   本次除延續以往的健走活動，特增加「塑
身有氧」活動，邀請體育教師郭馥滋擔任指
導老師帶領大家一起做運動，與健走隔週輪
替，來幫助促進健康的目的。活動報名自即
日起到27日（週四）止，歡迎全校教職員工
有興趣者，可前往體育處教學組聯絡人郭馥
滋報名，校內分機2183。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為慶
祝教師節，將於28日（週五）中午12時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師節中秋月圓饗
宴」，將主題設為「中秋‧月‧圓」，有團
圓和圓滿的意涵。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表
示，近幾年來教師節聯誼會，活動相當精
彩，不僅有美味的佳餚，還有趣味競賽，歡
迎大家一同參與。
   在本次活動中，將可品嚐到各單位所提供
的各種佳餚，如教務處的珍珠肉圓、工學院
的桂花蓮子湯圓湯、總務處的「花好月圓-花
壽司」，還有國際處的「相思千里月-南瓜米
粉」、學教中心的「半月沉江」、環安中心
的「秋詩篇篇」和「紅頂藝人」等，現場將
有各種好吃好玩的活動。另外還邀請退休的
教職員工回來齊聚一堂，讓許久不見的同事
再度團圓。

感恩教師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學生反映夏季在
宮燈教室上課時，蚊蟲多會影響學習，因此節能
空間組於今年6月在宮燈教室H105至107教室裝設
紗窗。節能空間組專員盧火財表示，在不破壞宮
燈教室原貌的情形下，特採用橫拉式折疊紗窗，
其設計兼具美觀實用，更希望同學們學習之餘也
可以愛護物品，以降低毀損率。中文四余乃謙表
示，原本以為裝設紗窗會破壞宮燈的傳統美感，
「還好沒有感覺紗窗的存在，而且有降低被蚊蟲
的叮咬。」

宮燈教室安裝紗窗

系列音樂會傳承淡江民歌精神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4(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大同大學電機系教授許超雲
讀書在明理

9/24(一)
10:10

財金系
L204

龍華科大財金系教授侯翰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lnsurance and Banking 
on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9/24(一)
13:10

化材系
E830

臺大化工系助理教授游佳欣
三維系統下之幹細胞與心肌
細胞培養

9/24(一)
14:00

會計系
B515

監察院審計長林慶隆先生/從
公共部門治理、課責談政府
審計制度

9/2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台塑石化麥寮廠區協理吳清萍
安全管理

9/25(二)
12:10

衛保組
SG319

中興保全集團立偉電子公司
AED業務經理陳瑋衍
救救親人~心肺復甦術加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CPR+AED)使用方法

9/2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電公司核能發電處保健物理組
長梁天瑞
福島核子事故說明

9/25(二)
14:10

水環所
E830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特聘教
授兼環安中心主任葉弘德
如何作研究

9/27(四)
14:10

機電系
E830

臺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助理教授劉承揚
自動化工師證照考試推廣

9/27(四)
16:00

大陸所
T701

臺商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
從臺商投資糾紛看兩岸投保協定

9/28(五)
10:00

大傳系
O202

有享娛樂有限公司監製陳寶旭
夢 想 的 起 點 ─ 從 《 逆 光 飛
翔》看臺灣電影未來在華語
電影版圖的角色扮演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6(三)
18:20

資工系
D503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助理教
授左瑞麟
An introduction to secure 
computing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於20
日舉辦「新境‧心淨學務樂活茶會」，邀請
到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以及多
位一、二級主管和學生到場參與。合唱團以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一
曲為茶會揭開序幕，象徵學校對學生永恆不

變的愛。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學
務處的新環境讓人有耳目一新的
感覺，且本學年度主要推動「品
格教育」，以培養心靈卓越人
才，相信在嶄新氛圍下，學生事

務一定會事半功倍。學務長柯志恩則是感謝
大家的蒞臨、同仁們的協助，並預祝未來推
展學生事務順利。
   柯志恩帶著張校長、高柏園及與會來賓參
觀各組，並說明「學務處用簡單的改裝，帶
給學生一個放心、專心的舒適空間，且此次
改裝的軟硬體設施是和學生社團共同合作完

成，藉此機會可與學生更緊密結合。」她呼
籲同學應共同維護環境整潔，為這塊學生園
地保有最清新的風貌。未來學務處將舉辦一
系列「品格教育」的相關活動，用心靈的角
度去探討各式各樣的主題。
  茶會餐點與學生社團合作：烹飪社準備手工
餅乾、三明治和波蜜啤酒凍等，吧檯研究社
則是現場提供調酒飲料。餐敘時，高柏園表
示，學校提供一個良善的環境，這對於孕育
出卓越人才有實質助益。目前商管大樓的4樓
中庭設有4個公佈欄，將會不定期置入品格教
育等學生事務類的宣導海報。

學務處新境啟用 與學生緊密結合

品保處品管圈 輔導員完訓 首開學生參加競賽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
於12、21兩日舉辦「品管圈教育訓練課
程暨輔導員培訓課程」共有30人參加，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表示，舉辦品管圈
培訓課程，除持續推動本校品管圈競賽
活動增進各單位組隊參加外，並藉輔導
員的受訓內容運用在工作上、輔助團隊
的運作，進而解決團隊所遭遇的問題。
   此外，白滌清提到，今年首度開放學
生組隊參加品管圈競賽，已於21日舉行
第1次教育訓練，「因學生是學校重要
成員之一，且是最直接發現問題的關係
者，透過學生的參加，可讓他們學習

PDCA，更能具備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
相信對就業會有幫助。」若錯過的第1次
訓練課程，可報名參加28日（週五）、
10月5日、19日晚上6時30分在I501舉辦
學生品管圈教育訓練，詳情請洽品保處
或上網查詢，報名網址：http://www.
qa.tku.edu.tw/app/news.php?Sn=7
   本培訓課程由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
林清風主講，分為基礎和進階課程，並
以「品管圈輔導要領」、「QC七手法運
用實務」、「問題解決型 QC Story」和
解析競賽得獎案例-全國團結圈活動等內
容進行說明。

國家防災日 全校演練就地避難3要領

祝
您

 

教
師
節
快
樂

　太陽花花語為光明和隱藏的愛，象徵教師
的傳道解惑為學生注入知識的力量。

女聯會邀你有氧動一動

感謝無私奉獻 70位資深優良教師獲教部表揚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電子
資料庫增加「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
統」，即日起，只要至圖書館網站到「電子

資料庫」使用關鍵字查詢，即可
使用。該資料庫內容包含《大家
說英語》及《空中英語教室》電
視教學節目和雜誌內容所整合的
線上教學，其使用範圍為101年
6月1日至102年5月31日，可藉由
點選自己有興趣的單元進行學
習，歡迎全校師生使用。

圖館增空中英語教室資料庫

　國家防災日21日上午，文學館多
數師生演練地震避難的人員疏散。
（攝影／羅廣群）

　校長張家宜（右二）、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右三）和師生於啟用典禮後在商管大
樓4樓，體驗學務處的嶄新空間。（圖／學
務處提供）

　宮燈教室H105至107裝設紗窗及紗門，降低學生被蚊蟲
叮咬的機會。（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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