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學期期中考為22日至28日，
考前開放B119教室供
溫書：今日（15日）
至19日（週五）開放
時間為晚上6時10分至
10時；20日至21日為
上 午 8 時 1 0 分 至 下 午
5 時 。 本 次 期 中 考 修
習「中國語文能力表
達」者應參加「中文
能力測驗」，修「資
訊 概 論 」 者 應 參 加
「資訊能力測驗」，
請依期中考試小表安
排時間應試。而修習
「英文（二）」者參
加 「 英 文 能 力 測 驗
（二）」，另於期中
考 後 第 二 週 隨 班 舉

行，上述測驗均請務必攜帶2B鉛筆應試。
　教務處提醒同學，應考時務必攜帶學生證
（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並遵守考場
規則。學生證遺失者，請於考前攜帶身分證及
照片2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發；應考未帶
證件者，請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記者李亞庭、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上週
的教學觀摩週中，外語學院、大陸所和電機系
對外交流，以觀摩學習、研習營和企業參訪方
式，豐富校園生活並增廣見聞。
　外語學院由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帶著院
內16位同學於上月30日，參加為期9天的2013
「北京之春－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研習
營」，學生隨班上課，並進行兩岸學生座談會
與當地文化交流。林盛彬表示：「參加北京之
春的活動，不僅讓兩岸學生彼此交流，在文化
上亦能相互切磋，最重要的是知道他人如何學
習，進而反思自己。鼓勵同學可多參與這樣的
活動，感受兩岸不同的教學方式。」英文四何
逸媺分享道：「對岸學生很嚴謹，相當有實事

求是的精神，在求知與求真上很積極，對專業
領域十分專精，和臺灣廣角式的多元學習不
同，是很震撼的經驗。」
　大陸所則與財團法人愛與和平基金會於上月
30日至本月2日，在北投會館舉辦「2013第二
屆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以「立足兩岸，放
眼國際」為主題，甄選出53位兩岸三地知名大
學優秀學子參加，並邀請陸委會主委王郁琦、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
臺北教育大學教授莊淇銘、大陸所教授蘇起、
愛與和平基金會董事長鄧文聰等，進行專題演
講、實務經驗分享，並與學子互動、問答。
　2日開幕典禮時，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出
席並頒發感謝狀予演講者。大陸所所長張五岳

表示，本次研習營是知性與軟性的結合；知性
的部分，邀請國內最具代表性各政、經、學界
的人士，每場以演講及互動的方式，促進交
流，在軟性的方面，則安排淡水人文之旅和寧
夏夜市體驗。
　研習營中，除進行演講外，並有「釣魚臺問
題的機遇與挑戰」兵棋推演，從操演中學習危
機處理和應變能力；亦安排至立法院、海基
會、中國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的中央黨部參
訪，加強學員對民主政治以及兩岸事務的了
解。企管四熊珮伃分享道：「本研習營能直接
和兩岸三地學生交流產生火花，是富有意義的
一個活動。」

　另外，電機系於3日進行「教學卓越
計畫─庫卡股份有限公司參訪」，由電
機系助理教授鄭吉泰率領21位學生前往
參觀，當天由庫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廖啟新親自以簡報介紹、實地操作與有獎問答
方式，介紹工業機器人。電機博一陳怡君分享
說道：「這次的參訪中，除訝異臺灣製作機器
人的技術並不輸給國外，也對德國科技工業感
到佩服，就如同董事長所提，『臺灣並不輸在
技術，而在細節的處理』，這真的值得讓人細
細思索。」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6日在淡水、
蘭陽校園同時舉行學系博覽會，讓來校參與大
學甄選入學面試的同學，提早認識本校！淡水
校園學生活動中心的「2013淡江大學學系博覽
會-淡江書卷節」，共超過5千人次參與，校
長張家宜蒞臨開幕，致詞時表示本校是國內歷
史悠久的私立大學，培育學生的專業力和團隊
合作能力獲各界肯定，「希望能藉此博覽會了
解本校的學系特色和創新能力。」而蘭陽校園
的學系博覽約有7百人次熱烈響應。
　淡水校園學系博覽會共有35學系、7個社團

參與，各系精銳盡出展現特色，並安
排闖關活動與同學互動，如日文系安
排拼圖遊戲、中文系推出象形文字
猜猜看、西語系安排西班牙地理文化
問答等；社團表演則由康輔社開場，
熱情的演出獲得滿堂彩，另有跆拳道
社、舞蹈研習社、烏克麗麗社等社團
上臺表演，展現本校社團的活力與成
果，最後熱門舞蹈社壓軸。會場中最
令人吸睛的是首度現身的吉祥物：宮
燈姐姐和蛋捲王子與大家互動，場面
熱鬧不斷。最後，人氣系學會產經系
拔得頭籌、最大獎iPhone5由產經二葉
芷毓獲得。
　因繁星推薦錄取的管理科學系、現
就讀中正高中的李同學開心地說：
「學長姐們都很熱情親切、且創意十
足，對於淡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陪孩子來參加活動的李媽媽說道：
「各學系創意十足、讓人感受到淡江
的活潑與多元性，對經濟系、國企系
的攤位佈置印象深刻，也藉此活動認
識淡江不同學系。」
　在蘭陽校園中，由各系系主任帶領
教師與學生，在教學大樓學生餐廳以
看板方式陳列各系特色，並安排專人
解說系所特色與教學目標。全球創業

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說道：「因系所不多，有
別於淡水校園招生，我們採取教授與學生團
體面試的方式，各系老師親上火線，在會場提
供新生與家長諮詢，感謝同仁們親力親為的解
說，相信這樣的方式對蘭陽的招生更是如虎添
翼。」
　此次博覽會也特別設立國際事務與大三出國
專區提供個別的諮詢服務。另外社團與系學會
也出席參與，將平時練習的成果大方秀出來，
活力十足的表演和解說，讓與會師生家長皆感
受到蘭陽熱情。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
學院於10日上午10時邀請前美國在臺協會
理事會主席、現任布魯金斯研究院東北亞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以「面對
中國大陸：臺灣未來之挑戰」為題進行演
講。演講之前，卜睿哲拜會校長張家宜，
交換國際情勢意見並獲贈禮物。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推崇，卜睿哲長
期致力於兩岸情勢的觀察及研究，備受朝
野重視，是臺灣的好朋友，很榮幸能邀請
到他。當天除了本校教職員生外，也吸引
許多外校學生，國防部、調查局、外交部
人士等逾百人前來參與，可見此次演講深
受各界的重視。
　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演講中卜睿哲提

及，目前兩岸關係仍然嚴峻，兩岸之間最
大的挑戰有四項：「中國大陸的終極目
標仍是和平統一臺灣」、「臺灣擔憂傷害
到自身主權」、「中國如何看待臺灣問
題」、「臺灣自身之鞏固強化。」
　到了Q&A階段，亞洲所副教授蔡錫勳提
問，日本目前擔憂臺灣在釣魚臺爭議上和
中共聯手，臺灣有無可以藉形勢施展戰術
維護權利的空間？卜睿哲對此回應：「在
戰術上臺灣是可以有作為的。」美洲所教
授陳一新則針對臺灣應優先加入「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還是「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希望卜睿哲
能提供較好的建議。卜睿哲回應：「他
希望臺灣優先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他主要的考慮並非政治的因
素，而是希望使臺灣的經濟能更好，更自
由化。」
　卜睿哲在答覆問題時提到，「美國現在
並不需要和中國大陸簽第四號公報。」他
觀察到臺灣內部對如何和大陸交往尚未有
共識，仍有一些人擔憂臺灣對中國大陸的
讓步，是否會傷害到主權。卜睿哲肯定總
統馬英九目前的兩岸政策，但也認為臺灣
內部應加強形成共識。
　美洲所博二陳奕帆表示，平日時常關
注及研究國際關係，因此參與演講吸取經
驗，「如同卜睿哲所言，國內的兩岸關係
缺乏共識，但若保持正面發展，對臺灣參
加國際組織及區域經貿整合將有助益。」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
能力測驗（一）」101學年度起委外辦理，改
為統一命題，採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之題型，
英文系將於18日（週四）下午2點在E402辦理
「英文能力測驗（一）說明會」，邀請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蒞校說明考試題型與答題技巧。
英文系強調，此測驗為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模
擬題型，測驗僅作為英文（二）能力分班使
用，與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並無關聯，提醒同
學務必攜帶2B鉛筆應試。說明會請至活動報
名系統報名（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flx201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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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6(二)
19:00

公行系
D501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沈中元
女厠前總大排長龍-性別主流化
的性別平權

4/17(三)
10:10

財金系
D223

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和廈門大
學教授鄭振龍
兩岸金融交流座談會-非完美信
息下的資產定價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與張校長面對面 教師意見交流
　【記者李蕙茹、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承續
上月與教師面對面座談，本週，校長張家宜率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和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至文學院、商管學院、教育
學院，和全創院與教師進行意見交流。
　全創院在9日下午27位參加教師座談，由全
創院院長劉艾華說明全創院現況，而參加教師
就教學、學生學習及蘭陽校園資源運用等面向
進行意見交流，張校長肯定教師於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之投入，且嘉許已有3位教師
升等副教授，並期望能彰顯「住宿學院」的特
色，與「大三出國」及「全英語授課」齊步發
展為學院特色，活化高等教育優勢。
　文學院於10日下午進行教師座談，由文學院
院長邱炯友說明各系現況特色和未來展望。針
對符合資格修讀榮譽學程人數下降的情形，邱
炯友指出，將增加企業參訪等活動，並邀請原
具資格者能持續參與，以凝聚歸屬感鼓勵再修
習學程；虞國興贊同其作法，表示會建議相關
單位參考。張校長提到文創學程超過千人選

修，但取得學程證書者少，邱炯友強調，未來
將修改課程內容，利於增加取得證書的人數。
現場教師在提升教學評量填寫率方面，建議
可讓學生完成評量的義務後，才具備申請工讀
生、獎學金等資格，張校長表示各院都有此現
象，會將這些建議列入考量。
　11日下午，商管學院近百位教師參與座談，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說明院內的產學合作、研
究成果及系所特色，教師們針對行政、商管學
院空間不足、授課權益等方向提問和建議，張
校長感謝大家提出寶貴的意見，將會針對問題
進行改善。
　教育學院12日下午2時在座談茶會中，教育
學院院長張鈿富以5大項目說明院務發展，並
與標竿學校的教育學院分析比較後，提出「做
好研究所招生」、「強化學生就業輔導」、
「提升學術研究能量」等展望。
　張校長談到學校發展重要指標，勉勵大家共
同努力。在場教師希望全英語教學能有更具彈
性的規劃，並在招生困難問題上意見交流。

校園抽菸罰1萬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為更落實校園
無菸政策，即日起進入禁菸執法期，新北市衛
生局稽查員進入校園取締菸害，將不定期、不
定時依菸害防制法開罰，違規者罰新臺幣3千
元到1萬元不等，並可連續開罰。環安中心執
行秘書曾瑞光呼籲，請同學遵守校園無菸政策
規定，切勿以身試法，共同維護健康的無菸校
園環境。有吸菸習慣的保險一李節強調不應該
在校園抽菸而影響他人，「不該只罰1萬元，
應該再提高罰金藉此警惕！」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5(一)
10:10

財金系
L206

政治大學財管系教授湛可南
M a r k e t  R e a c t i o n ,  R e v i s e d 
Proceed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4/15(一)
13:10

化材系
E830

交通大學應化系助理教授陳俊太
Wetting and Instability Studies of 
Polymer Nanomaterials in Porous 
Templates

4/15(一)
13:10

西語系
T701

中央廣播電臺西班牙節目主持人 
Alfredo Soto Juan
中西翻譯問題面面觀

4/1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高師大化學系教授李冠明
Self-assembled Functionalized 
N i co t inamide  Sa l t s  and  B i s
（ m o n o a c y l g l y c e r o l ）
bisphenol-A Nanoparticl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4/15(一)
15:10

西語系
T501

西 語 系 兼 任 講 師  D r . J a v i e r 
Caramés Sánchez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 情緒理
論（πάθος）

4/16(二)
12:00

法文系
B302A

Fun cuisine樂活烹調工作室潘文琦
介紹法式料理

4/16(二)
13:00

師培中心
ED201

臺北市南門國中老師周錦堯
融合的班級經營與實務分享

4/16(二)
14:10

水環系
E830

水利技師公會技師李方中
工程爭議與仲裁

4/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Associate Dean of College of 
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NST) Prof. Xuhui Sun
One dimensional materials for 
nano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4/16(二)
14:30

數學系
S433

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黃士峰
Efficient Importance Sampling for 
Conditional Tail Expectation

4/16(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
授黃介正
政治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4/17(三)
9:00

職輔組
Q409

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 業務總
監郭錦華
ERP認證與就業機會

4/17(三)
10:00

教科系
ED20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
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林立傑
MOOC全球發展現況及趨勢

4/17(三)
13:10

法文系
FL411

文化部文化交流司司長王振台
中法文化交流

4/18(四)
8:10

國企系
B713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副
研究員杜英儀
服務業的創新獎勵政策工具

4/18(四)
9:00

財金系
L206

廈門大學教授鄭振龍
談大陸大學博碩士生入學、研
究與就業

4/18(四)
10:00

產經系
B302D

臺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盧佳慧
Optimal Factor Tax Incidence in 
Two-sector Human Capital-
based Models

4/18(四)
10:00

會計系
B712

聯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處
處長張淑娟
學校沒有教的二、三事

4/18(四)
12:30

課程所
ED302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校長簡菲莉
如何成為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

4/18(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副教
授張宏慶
Adaptive QoS Scheduling for 
OFDMA/SC-FDMA in LTE

4/18(四)
14:10

機電系
E830

交通大學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博士裴廷漢
為結構中的等效光學性質

4/18(四)
15:10

國企系
B912

東方廣告公司執行董事侯榮惠
廣告策略實務

4/18(四)
16:10

女性文學研
究室
Ｌ413

童話創作作家康逸藍
創意童話‧快樂人生

4/18(四)
16:10

大陸所
T701

燦坤內湖店店長詹文琪
兩岸3C、4C通路之比較

4/18(四)
18:10

國企系
B912

東方廣告公司執行董事侯榮惠
消費者洞見-廣告案例解析

4/19(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副研究員陳香如
Effects of Family Composition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教學觀摩週 外語學院大陸所電機 參訪交流不停歇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5(一)
10:00

職輔組
B118

金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顧
問林宏文
產業資料的蒐集與判讀

4/15(一)
10:00

職輔組
O502

澤東電影公司臺灣區總經理陳
寶旭
我的電影記事本

4/15(一)
12:00

職輔組
B309

公平交易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
長胡光宇
產業經濟與公平交易委員會

4/15(一)
15:10

學發組
I304

英文博三葉書吟
「用英文簡報，你也可以！」-
英文口頭簡報技巧

4/17(三)
10:00

學發組
I304

德文四施佩儀
「德國一點通」-德國交換學生
經驗分享

4/17(三)
13:00

職輔組
B601

中國人壽客戶申訴部資深經理
韋俊青
健康保險之詐欺

4/17(三)
18:30

學發組
S106

課程所碩二張夢萍
「統計軟體一把罩」--SPSS進階
教學 （上機操作）

4/18(四)
8:00

職輔組
L407

臺南市立森林兒童圖書館館長-
幸佳慧
換個腦袋-嚴肅又好玩的上一堂
閱讀課

4/18(四)
8:00

職輔組
B428

臺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
所長林仲威
大學學習與報考大型國、民營
企業就業測驗策略

4/18(四)
10:00

職輔組
B119

臺大批踢踢（PTT）實業坊超人
氣求職專家黃米卡
金融新貴求職攻略

4/18(四)
15:00

職輔組
L205

古意墩文物公司學術研究顧問
尤家瑋
漢玉研究

4/18(四)
18:30

學發組
I304

學生學習發展組劉欣怡
「我的學習不留白」-研究所書
面審查資料準備技巧

4/19(五)
10:10

學發組
I304

西語四黃宣瑚
「世界很大，只要夠勇敢的
話」--西班牙交換學生經驗分
享，我在歐洲停看聽

4/19(五)
14:00

中文系
L401

法藍瓷品牌公關經理吳依芃
以創意打造傳統文化的現代魅
力 - 法藍瓷的美學風格與文創
實踐

教學
卓 越

教學
卓 越

世界閱讀日 說書競賽快報名

期中考 開始 開放 溫書

　【本報訊】自上週起，覺生紀念圖書館推出
「1對1參考諮詢」服務，針對各學院的論文、
專題、研究報告、新聞數據等作業屬性，協助
校內教職員工生了解和使用圖書館資源與服
務，上週各學院均已完成一場次的講習。參考
服務組表示，會舉辦這樣的服務，除由學院專
屬館員針對該學院特色提供查找說明外，並希
望能協助大家突破查詢資料的瓶頸，以善用圖
書館的資源。本週亦有各學院的參考諮詢講習
課程，歡迎有興趣師生可依所屬學院上網報名
（http://service.lib.tku.edu.tw/）。

　【本報訊】覺生紀念圖書館為慶祝23日的世
界閱讀日，典藏閱覽組舉辦「妙語說書-我的
Book Show」競賽活動，校內教職員工生皆可
組隊參加，報名至22日止，在3到5分鐘內均可
用說唱演奏方式呈現圖書內容。5月2日比賽
當天，將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閱活區開放現
場觀眾投票，最高人氣獎可獲得圖書禮券2千
元，若沒有得獎也沒關係，將有100元7-11禮
券參加獎，現場觀眾還有機會獲得100元7-11
禮券。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表示，為鼓勵大

家閱讀，因此藉由動態說演的方式，讓大家表
達對閱讀的熱愛，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報名詳
情請洽典藏閱覽組陳芳琪，校內分機2659，或
見覺生紀念圖書館最新消息網站（http://blog.
lib.tku.edu.tw/post/2/5506）。
　而女聯會同時響應22日世界地球日和世界閱
讀日，將在24日舉辦《您撥的電話未開機》、
《交辦的藝術》、《被遺忘的時光》閱讀介紹
賞析活動，即日起至22日止限女聯會會員，報
名請洽女聯會聯絡人，校內分機2040。

落實垃圾分類 才有品

　卜睿哲（中）蒞校演講，與校長張家宜（左）、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右）合影。（攝影／林薏婷）

　隨著品德年正式啟動，事務整備組動
員工友同仁一起為校園環境把關，定點
定時將回收物整理，以行動提倡校園環
保工作。事務整備組組長吳美華表示，
工友同仁除了維護校園環境整潔外並協
助環保工作，「垃圾分類是要落實在生
活習慣上，希望大家珍惜物品、落實
分類，一起為環保獻力，以提升品德知
能。」（文、攝影／謝佩穎）

TQM研習特刊

卜睿哲演講：美中不必簽第四號公報

創意熱情 傳遞淡江特色

　6日淡水校園
的書卷節，吸
引很多大學甄
選入學面試學
生了解各系特
色。（攝影／
林薏婷）

18日說明英文能力檢測分班

1對1參考諮詢突破查找瓶頸

會學 系 博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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