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大陸
福建華僑大學成為本校在大陸第36所
姊妹校！本校與華僑大學於近期以
通訊方式完成簽約，華僑大學為大陸
地區著名華僑高等學府，創辦於1960
年，學校直屬大陸地區國務院僑務辦
公室。1983年，大陸地區當局將華僑
大學「列為重點扶植大學」。
　華僑大學設有26個學院，81個
研究院、所、中心；3個一級學
科博士學位授權點，18個二級
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擁有理
學、工學、經濟學、管理學、
法學、文學、哲學、歷史學、
農學、教育學、藝術學11個學科
門類，形成理工結合、文理滲
透、工管相濟、協調發展的學科
體系。現有21個一級學科碩士學
位授權點，103個二級學科碩士
學位授權點，70個本科專業；擁
有工商管理碩士（MBA）、法
律碩士（JM）、公共管理碩士
（MPA）、金融碩士（MF）、
旅遊管理碩士（MTA）、建築學
碩士（M. Arch）、工程管理碩
士（MEM）、工程碩士（ME）

等8種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並擁有3
個博士後流動站（機械工程、應用經
濟學、土木工程）。 
　華僑大學師資力量雄厚， 有專任教
師1246名，其中高級職稱人員528人，
占專任教師總數的42%；其中具有博
士學位教師有501人，占專任教師總數
的40.21%。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亞洲研究所於14、15日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辦「『2012年總統大
選後美國與亞洲關係』國際研討
會」。邀請中華民國外交部研究設
計會副主任谷瑞生、本校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致詞。兩天共有2場
主題演講、2場午餐演講及6場主題
發表，邀請臺灣、菲律賓、日、
韓、新加坡、印度等約50餘位國內
外學者參與。
　14日邀請美國理奇蒙大學政治系
教授兼文理學院副院長王維正進行
主題演講，由亞洲所所長林若雩主
持，王維正已先於13日在亞洲所進
行大師演講；14日的午餐演講由巴
林王國前駐聯合國常任代表Kassim 
Buallay主講；另有「新世紀美國與
亞太區域之關係」、「美國與亞太
安全」、「美國與東南亞」3個主
題發表。15日的主題演講邀請京都
大學淺田正彥教授；午餐演講由早
稻田大學教授Takehiko Yamamoto
主講；另有「美國與日本」、「美

國與中、韓關係」、「美國與亞洲
經濟」3個主題發表。下午前往淡
水漁人碼頭觀光，並於福容飯店舉
行晚宴。
　亞洲所所長林若雩表示，「此場
研討盛會辦得非常成功，目前亞洲
在世界很多領域佔有一席很重要地
位，亞洲地區多數國家首長的更替

將更促進亞洲各國間的發展，在美
國的平衡政策中，亞洲是很重要的
一個環節。」
　聯絡人亞洲所碩二鄭育哲表示，
「很開心能有機會籌備這次的研討
會，也藉由這次的盛會，讓所內日
本組及東南亞組的同學有機會一齊
同心籌備這次的研討會。」

　【記者夏天然、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於15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101學年度品質圈競賽」，共發
表5圈，由校外及校內組成的7位評審團隊，共同評選
出優勝隊伍。秘書長徐錠基擔任主席致詞時表示，感
謝各位評審協助並很高興本次競賽中有2圈隊學生的加
入，希望大家都能全力以赴，表現最好一面。
　本次邀請到的校外評審有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總
經理蘇錦夥、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楊敏里、大葉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教務長陳美玲、
南開科技大學副校長許聰鑫；校內評審為徐錠基、教

務長葛煥昭、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組組長方碧玲。
　本次參加的隊伍為光圈、卡卡圈、夢圈、時習圈和
普龍宮5圈。光圈說明「降低電燈開關錯誤率」，圈員
均別上綠葉圈徽識別，並提出重新配置線路、貼標籤
等對策。卡卡圈則介紹「降低電腦實習室列印講義時
間」，以紅色制服和閃電標誌表示決心，並以團體列
印、自動雙面列印等為對策說明。夢圈為提升蘭陽校
園住宿學院特色，因此強調在網站關鍵字搜尋中的排
名對策說明。時習圈以提高學生上網填寫教學評鑑的
填答率進行介紹；普龍宮以相聲表演方式報告「簡化
英語能力檢定審核及查詢作業流程」。
　在簡報過後，由評審提問，最後，各評審針對各圈
的表現進行總評。蘇錦夥認為，淡江對品質的堅持不
輸給專業團隊，令人感動的是能將學生的意見納入考
量，建議QC Story手法應用需更精進。許聰鑫表示，
學生能從校園問題找出相應解決方案，體驗出專業思
維，對職涯發展有幫助，可再思考題目的價值性。陳
美玲敘明，學生參賽顯示淡江落實大學自治，但可再
參考其他學校的作法作為標竿學習。楊敏里說明，各
組在腦力激盪時，可多增加創意思考的呈現方式。葛
煥昭強調須強化要因分析。方碧玲讚賞，各組力求完
美的精神值得效法。徐錠基總結，品管圈已舉辦第四
屆，每年都在進步當中，希望能再持續改善精進。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於今日
（18日）12時10分在福園、黑天鵝展示廳舉行「淡江
品德年」暨「品德文化週」開幕儀式。校長張家宜主
持揭幕活動並將帶領全體人員進行宣誓，以「樸實剛
毅、關懷行善、公平正義、尊重生命、自主自律、淨
境淨心、孝親尊長、賞識感恩和公民實踐」，共9項品
德作為宣誓內容。學務長柯志恩表示，品德教育是持
續進行的，但透過此次的宣誓活動，更凸顯品德年的
概念，加深學生印象及了解，後續將有系列的相關活
動來推廣品德教育。
　福園活動現場由童軍團架設「品德精神堡壘」，以
品德年的「學生有品，淡江有德」標語作為宣導品德
教育之用。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說明，透過與學生活動

的結合，讓全校可以更關注品德教育的推廣，因此本
學期將有「誓師大會、3月禮讓天使、4月品格夜店、
5月大師論壇、有你真好、淡江禮記」6個品德系列活
動，盼能建立「學生有品，淡江有德」的淡江品德文
化城。
　而學務處和聯合校友會共同舉辦為期一週的品德文
化週，結合文化週「鐵旅十年，新嚐臺灣」的主題，
將福園旁及商館前的走道設計成鐵軌的風貌，稱之
「品德大道」。沿路設置品德站牌與各校友會站牌，
藉以宣傳品德教育、臺灣各校友會的精神象徵。接著
於12時30分在黑天鵝展示廳進行「品德文化週靜態展
開幕」活動。（文轉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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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松濤有阿尼司
特柑仔店

3版 高雄女中稱霸鍾靈化學王

2版 瓦解病毒尖兵 化學系李世元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9(二)
19:00

公行系
D50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政務副主委李嵩賢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3/20(三) 
19:20

財金系
D223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2013國際經濟與金融情勢

3/23(六)
14:10

保險系
D303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講師殷文玲
透視屋相格局與風險管理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8(一)
13:10

化材系
E830

中原大學化工系副教授陳志吉
Alternating Phenomena in the 
Interfacial Reactions

3/1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助理教授魏屹
(1)Constrained cis-Stilbenes: 
Molecu lar  Des ign& OLED 
Appplications
(2 )B in i t roxy l  Rad ica ls  fo r 
High-field Dynamic Nuclear 
Polarization

3/18(一)
14:10

中文系
L201

導演周美玲
一個同志與女性，如何切入
臺灣電影

3/18(一)
14:10

經濟系
B302E

國泰世華銀行信託部協理張
齊家
信託與財富管理業務介紹

3/18(一)
16:10

軍訓室
學生活動

中心

佳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曾明仁
人生規劃

3/19(二)
13:10

保險系
B505

國泰產險火險部經理何子健
火險核保及理賠實務案例分析

3/19(二)
14:10

水環所
E830

世曦顧問公司正工程師周忠和
環境影響評估實務技術

3/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正大學光機電整合工程所助
理教授呂明諺 
P r o b i n g  P r o p e r t i e s  a n d 
Applications of Nanojunctions

3/19(二)
15:10

俄文系
T601

俄文系第八屆校友呂眉均
沒有食物的天空？

3/19(二)
16:10

覺生紀念
圖書館
U301

參考服務組編審蔡雅雯
期刊Follow me 出版動態

3/20(三) 
10:10

財金系
B604

鉅亨網財金專家、亞太區域治
理與研究學會理事長邱志昌
「財務理論」一定能豐富你
的人生！

3/20(三)
11:10

法文系
T406

臺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柏健生
如何在大學時期培養跨領域
專長

3/20(三)
14:10

數學系
S433

新竹教育大學應用數學系所
教授陳人豪
Exploring ground states and 
excited states 
of spin-1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by
 continuation methods

3/21(四)
10:10

會計系
B712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臺灣營運
中心總經理兼財務長龔汝沁
會計實務講座-會計人向前衝

3/21(四)
10:10

文創中心
L412

明基友達集團設計長王千睿
設計當下，思考未來

3/21(四)
12:30

課程所
ED201

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行動
協會許芯瑋
打下改變世界的種子教育行動

3/21(四)
14:10

機電系
E830

中國砂輪執行長謝榮哲
職場達人的思維

3/21(四)
16:10

大陸所
T701

旺報記者韓化宇
如何解讀大陸新聞

3/22(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蕭
明福
Endogenous debt-equity ratio 
and balance-sheet channel: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welfare

3/22(五) 
10:10

財金系
B504

Sopra Group資深顧問Anthony 
John Lee
進入職場與面試應有的準
備，全程英語演講

3/24(日)
9:00

教心所
ED101

諮商心理師陳忠寅
方案設計與撰寫

3/24(日)
13:00

教心所
ED101

救國團專任張老師郭宏基
演講技巧

品管圈競賽  學生 獲好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的全面品質
管理研習會將於22日（週五）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本次主題為「挹注卓越品德，提升服務品質」。稽核
長白滌清表示，校長張家宜曾在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
會、新春團拜中，揭示本學年度為「品德年」，同
時品保處希望在這次研習會中，將「行政服務的重要
性」傳達給與會者，故將兩者連結、以彰顯本次活動
主軸。
　白滌清指出，本次邀請名作家王文華、以「感動服
務的五大祕訣」進行專題演講，他將透過創意思考、
分享企業案例與自身經驗、讓與會者有深刻的體驗與
收穫。白滌清認為，無論在工作或是生活，品質都是
很重要的元素，希望藉由這次研習會提升大家對於服

務品質的觀念。
　往年的研習會是分成2梯次並用視訊的方式與臺北校
園和蘭陽校園進行。今年改變形式，改為一梯次統一
在活動中心舉行，主要是讓所有同仁都能親身體驗，
以增進臨場感。將有超過5百位教職員工參加盛會，共
同為品質管理取經，以更高品質打造淡江。
　本次研習會還有兩大重頭戲，首先公布本屆品管圈
競賽的前3名，由張校
長頒獎，而獲獎圈隊將
上臺進行經驗分享；接
著本屆淡江品質獎得主
學務處，由學務長柯志
恩進行獲獎經驗分享。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抽8G隨身碟

150幼兒參觀海博館 賞春花
　【本報訊】上週淡水校園內出現小
嬌客，淡水松柏幼兒園12、13日至海
事博物館進行校外教學，共有150位
中班小朋友參加。淡水松柏幼兒園主
任張芝菱表示，因配合海陸空主題的
校外教學，安排到淡江的海事博物館
參觀，加上宮燈教室兩側的杜鵑花開
得很漂亮，並結合郊遊賞花之旅。海
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表示，海事博物
館以「分齡導覽」的方式協助民眾參
觀，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不同的導覽
說明。而面對宮燈兩側的杜鵑花開，
小朋友們忘我地大叫：「好漂亮！」
為校園增添活潑氣息。

華僑大學 陸姊妹校簽訂

聚焦品德與服務 王文華談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20(三)
13:00

師培中心
H114

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理事長
蕭麗芬
冒險教育講座

3/23(六)
9:30

教心所
ED101

諮商心理學博士陳恆霖
Coach領導學─理論與實務

亞洲所國際研討會 論美國與亞洲關係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為
了展現淡江特色，本校與采豐數
位合作，針對學校形象以及特色
的創意設計，製作出一系列實用
又具有紀念意義的商品，包括各
式T恤、Polo衫、棒球帽、馬克
杯、各式背包提袋、文鎮、鑰匙
圈、多功能雷射筆、L夾、擺飾
瓷磚、多款文具用品等超過50種
紀念品。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表
示，校園紀念品可滿足各教學、
行政單位在參訪、競賽等活動的
需求，亦能讓境外生帶著淡江特
色的紀念品和友人分享交流。透
過校園紀念品除了行銷淡江形
象，無形中亦能凝聚淡江人的認
同感。高柏園說明，目前正規劃
與異業合作推出精品紀念品，
「校園紀念品可以代表學校精
神，亦能帶動校園話題使其具有
故事意義，讓大家從紀念品中聯想到
淡江，對淡江能有另一層的印象。」
　有意購買淡江校園紀念品，可至驚
聲書城或淡江酷樂網選購，淡江酷樂
網還提供訂製服務，紀念品可印上主

辦單位提供的圖案文字，並享團購
優惠。歡迎至淡江酷樂網（網址：
http://tkugift.colaz.com.tw/）

淡江紀念品 全新發行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你聽過口
琴「合唱」嗎？文錙藝術中心將於27日下
午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發現口琴
頻道－茱蒂口琴樂團音樂會」。茱蒂口琴
樂團創團以來獲國內外獎項無數，曾破紀
錄榮獲亞太國際口琴大賽3項大獎，將於
當晚表演多首國內外知名歌曲，高水準的
演出絕對不容錯過！如欲參加者請於20日
（週三）起至松濤館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免費索票，數量有限，每人限取2張，詳
情可至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
tw/musichall-20130327.htm）查詢。

　【本報訊】101學年度第2學期的期
中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跑囉！實施
時間至31日（週日）止，學生以不記
名的方式進行，可至學校首頁左方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按鈕進入，或

是直接連結網站（http://info.ais.tku.
edu.tw/tas/）。品質保證稽核處準備
8G隨身碟，以電腦隨機的方式抽出50
位幸運得主，歡迎同學上網填寫。

圖書館代借服務 改線上申請服務
　【本報訊】即日起，
覺生紀念圖書館提供淡
水校園、臺北校園和蘭
陽校園的圖書資料代借
服務已從過去的e-mail傳
送改為線上申請，凡該
書籍在其他校園圖書館
是未借出的狀態時（期
刊及部份限館內閱覽資
料除外），只要到圖書
資料代借系統中，輸入
帳號密碼後即進入「圖
書資料代借申請單」，
並填寫代借書籍相關資

料後，點選「填好了」
按鍵即完成代借申請，
系統收到申請、館員處
理結果及資料已到館皆
會e-mail通知，亦可上
MyInfo功能查詢處理進
度，約2-3個工作天後資
料即會寄到您需要的館
別，提供您外借或在館
內閱覽。歡迎大家上網
使用。圖書資料代借系
統網站（http://info.lib.
tku.edu.tw/ill/）。

茱蒂口琴樂團 20日開放索票

品德大道鳴笛 張校長帶領宣誓淡江9品

　 化 學 系 於 9 日 在 鍾 靈 化 學 館 舉
辦「2013第八屆鍾靈化學創意競
賽」；更打破去年642位參賽之紀
錄，今年全臺近800位學生組隊參
加，更有離島的金門高中前來較

勁，共同發揮創意，角逐金牌。最
後，由高雄女中贏得金牌與獎金3
萬元、臺中一中銀牌、師大附中獲
得銅牌。（文轉3版）（文／沈彥
伶、攝影／劉代揚）

總務處試辦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總
務處自19日（週二）將與「滴咖
啡」、「台南意麵」、和美食廣
場 新 開 幕 的 「 八 方 雲 集 」 試 辦
「環保分級價」，凡校內師生前
往這3家餐廳用餐時，將以取用方
式分3級計價：內用原價、消費達
45元自備餐具抵5元、外帶紙餐盒
（杯）則加收3至5元。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價格分級
制 度 以 鼓 勵 代 替 禁 用 ， 使 用 環
保 餐 具 的 師 生 可 取 得 最 便 宜 的

價 格 ， 希 望 藉 此 落 實 「 低 碳 飲
食」，鼓勵師生至餐廳（商店）
用餐時，能自備環保餐具，未備
餐具者，則儘量內用，以降低一
次性餐具之產生，若試辦成功，
將推及全校。
　承辦單位總務處資產組表示，
本校校內餐廳皆是師生的「福利
社 」 ， 所 有 價 格 保 證 比 市 價 便
宜，歡迎師生力行環保，支持價
格分級制。

　淡江推出系列實用紀念品，除代表
淡江精神外並促進行銷交流。（攝影
／羅廣群）

攝影／林薏婷

　101學年度品質圈競賽首度學生參賽，企管系
卡卡圈以生動方式說明內容。（攝影／賴意婕）

鍾靈化學賽 湧入800高中生

教學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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