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落實
「個人資料保護法」，陸續為教職員辦理
系列「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課程。
近日聘請BSI公司開班授課「BS 10012個人
資料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課程，培養秘
書、同仁等通過「BS 10012主導稽核員」
認證，將協助校內內稽工作，目前已有26
位秘書及12位同仁取得主導稽核員證照。

　本校於9月9日至16日，進行第一次內稽
作業。品保處秘書孔令娟表示：「第一次
內部稽核整體表現不錯，會將稽核中發現
的問題統整後，傳達給各單位，以期改
善。此次內部稽核目的為改善缺失，減少
在外部稽核時發現問題。希望能順利完成
目標，通過BS10012認證」。

師生趴趴GO

姊妹校維也納大學校長來訪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姊妹校奧
地利維也納大學校長Prof. Heinz W. Engl 伉儷
於24日下午，由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主
事徐麗天陪同蒞校參訪。外賓們參觀宮燈教
室、海事博物館及圖書館等相關設施後，對
本校優美的環境及完善之軟硬體設備印象深
刻。
　隨後，外賓們參加由校長張家宜於覺生國
際會議廳主持之座談及簡報，本校一級學術
主管均出席與會，席間雙方交流熱絡。張校
長幽默地表示該校創校已近650年，本校則近
65年，在臺灣本校雖屬歷史悠久，但相對於
該校則顯年輕。該校校長當場邀請張校長出
席維也納大學650年校慶，更希望未來兩校
能持續加強師生交流。在座談結束後於覺生

國際會議廳宴請外賓，席間外賓們與本校參
與主管交談甚歡，為此次參訪畫下美好的句
點。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
納，創立於1365年，是現今全世界最古老的
德語大學，也是中歐規模最大的學校之一，
與本校於2000年11月締結為姊妹校，成為本
校第57所姊妹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
示，該校自與本校簽署姊妹校至今已有16名
學生來本校就讀，本校亦有23位學生至當地
攻讀德國語文、國際貿易及歐洲研究等課
程。自成為姊妹校以來，不論是國際學生的
交流或是學術課程的研究探討，該校與本校
之間交流一直十分熱絡。中文系教授盧國屏
即曾於99學年度赴該校擔任交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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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楨以理性探勘生活中的感性
2013新生特刊
APP電子書

　【記者葉睿涵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建置
之「淡江軟體雲」，包含授權及專業軟體，
如：Office、Adobe、Visual Studio、SPSS、
SAS..... .等。「淡江軟體雲」提供之軟體版
本均為本校取得之最新版本。讓師生在需要
使用時，不受限時間、地點，可使用個人電
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或智慧型行動
設備，安裝軟體雲上之各類軟體資源及服

務，不必擔心軟體安裝、更新及漏洞問題。
　請至本校首頁「常用連結」，點選「淡江
軟體雲」，辦理申請手續，待您的桌面開通
完成後即可使用。有關申請、連線操作及注
意事項等，請參閱「淡江軟體雲」網頁說明
（網址：http://cloudweb.tku.edu.tw/）。如有
軟體雲相關問題，歡迎來電教學支援組之軟
體雲服務隊（分機：2129）。

淡江時報

Android版本QR Code在淡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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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SB認證課程下學年開跑3版

松濤女宿摩登時尚風 活動中心重塑生命力

邀張校長參加650年校慶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30(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副
教授林沛群
我的仿生機器人研發歷程

9/3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講師陳一
瑋
硼中子捕獲腫瘤治療(BNCT)的
原理及臨床應用

9/30(一)
15:10

管科系
B605

波蘭AGH科技大學Dr. Andrzej 
M.J. Skulimowski
Future Trends and Scenarios i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10/1(二)
10:10

戰略所
T505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
國家安全戰略高階講座：關係導
向的中國大戰略思維

10/1(二) 
10:10

 財金系
L204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陳釗而
Intertemporal Relation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10/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央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徐  翰
Spin crossover in the Earth's lower 
mantle

10/1(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梁振
儒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現地化學氧化
整治技術應用

10/1(二)
15:10

師培中心
H115

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老師李秉
勳
我是誰!你是誰??國中孩子想什麼

10/1(二)
19:00

職場達人社
E305

紅陽科技執行總監黃聖儒
目標管理

10/2(三) 
10:10

財金系
B713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10/2(三)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李夙敏
職場人際關係

10/2(三) 
18:30

中文系
L528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鄭柏彥
<<藝苑巵言>>「辨體」方法論

10/3(四)
14:10

產經系
T502

元富證券副總經理陳志偉
風險管理證照與風管就業市場展
望

10/3(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研究組博士陳秀雯
The Augmented Des i rab i l i t y 
F u n c t i o n :  M e t h o d s  a n d 
Applications

10/3(四) 
16:10

財金系
U403

元富證券副總經理陳志偉
證券商風險管理實務守則簡介

10/3(四) 
19:00

文創中心
Q306

黑糖工作室 導演黃嘉俊
「愛與希望的紀錄」-《一首搖
滾上月球》

10/4(五)
10:10

大傳系
O202

三立財經台總監林慧珍
談媒體革命

10/4(五)
10:10

管科系
T505

波蘭AGH科技大學  Dr.　Andrzej 
M.J. Skulimowski
Foresight Support Systems as a 
new class of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演講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榮譽學程週四迎新茶會淡江軟體雲

  西班牙藝術家聯展
開幕茶會上演佛朗明
哥 。 （ 攝 影 ／ 林 俊
耀）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空堂之餘不妨走走校園吧！
節能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今年度重點空間變更之一
為校園閒置空間的活化，使全校師生更能有效利用本校空
間。」活動中心至郵局的閒置空地鋪設木板，並為活動中心
牆面做美化粉刷，牆面的圖案代表著生命教育的意象，期望
成為一個生命教育宣導的場所。
　女宿松濤館，原本公用電話的外庭變成一間明亮的透明空
間，作學生們休憩及放置行李之用，大廳增添一分紫色新氣
象，櫃臺更是打造的如同摩登都市的風格，呈現整潔明亮和
新穎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交誼廳環翠軒替換明亮色系的大沙
發，添設冷氣卡儲值機的便利性。居住女宿西語二劉憶萱直
呼：「環翠軒挺有現代感的，而冷氣卡全換成儲值系統值得
嘉許啊！」。英文四景稚涵表示：「外庭的空間設計更加有
效的利用！櫃臺設計也挺好的！」
　工學院入口至玻璃屋的入口動線更改，玻璃屋門面大開便
於進出。工學院西側入口成為正式入口，刷卡系統亦設於
此。改善無障礙坡道以符合標準。常往工館資中的資圖三孫
賢潔直呼：「每次在上課尖峰期的時候去玻璃屋，進出較為
擁擠，現在大門敞開對行走很方便。」

　教育學院對面的停車場及徒步區採用透水鋪面，能
有效攔截雨水滲入地下使地面不易積水，此設計係參
考本校水環系教授高思懷提供的專業工法。

淡江富翁傳奇iOS 上架
　【記者葉睿涵淡水校園報導】淡江i生活新
增"我是老師"、"我是學生"等圖示，整合學生
及老師們常用功能，包含課表、考試小表、
考試成績、授課表及修課學生等查詢，歡迎
師生多加利用！
　另外淡江時報製作102學年《淡江富翁傳
奇》新生特刊APP電子書，已在iOS平臺上
架，凡持有iPad的全校師生，均可以下載瀏
覽，只要用「淡江富翁傳奇」關鍵字查詢後
免費下載使用，趕快上網下載吧！

前進金門大學推展文創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金門大
學校長李金振已於7月4日蒞臨本校與校長張
家宜簽署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未來兩校
將在學生交流、學術及教學合作、圖書資
源、研究生訓練等方面進行合作。
　　本校於9月3日至6日由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率領研發長康尚文、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
瑞祥以及研發處產學合作組與育成中心三位
經理回訪金門大學、參訪金門酒廠及廈門大
學，以期許未來有相關系所的合作機會。合
作計畫包括開設台商EMBA班、設置金門大學
校園文創區、提供金門大學育成中心協助、
觀光工廠合作、RFID導入庫存管理系統、儲
能應用管理及產銷規畫。

期中退選新制上路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起
課程加退選機制變更，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許秀凰表示，針對期中考試後，因故無法
繼續修習課程的同學，本學期增加網路
「學生期中退選」機制，同學可於本校行
事曆第13週（12月9至15日）週一上午11
時至週日上午10時止，自行上網退選，以
2科為限。
  依「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之規定，
許秀凰特別提醒：各年級學生於加退選時
間截止後，除超修、衝堂、擋修等選課異
常者，須持「學生選課報告」至該組辦理
更正外，其餘退選作業均於第13週網路上
辦理。
  對於此項措施，國企四蔡一民表示：
「期中退選機制可以讓同學有機會重新考
量自己是否適合修習本課程，是個不錯的

機制。」中文三黃怡玲也認為，「這個機
制既方便又快速，只要在家動動手指，不
用找到任課老師就能退選。」戰略碩一陳
彥甫反應，制度本身的設計立意良善，也
的確在維護同學權益，但同學們應對自己
的課業更加負責。產經二曾筱媛則表示，
該機制對有分組作業的課程，將因同學臨
時退選，而導致工作分配上的不均，對整
體團隊合作精神產生影響。
  在教師方面，許多教師正在了解本機制
運作，實作課程多以分組方式進行，在第
13週才自行退選，組員異動帶來的衝擊，
是否導致學生抱怨影響成績表現等，教師
必須預擬處理可能。機電系助理教授劉承
揚表示他尊重學生的選擇，但「開放學生
直接在網路退選，同時減少了老師了解學
生退選的對話機會。」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將
於10月3日（週四），下午6時10分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辦「102學年度榮譽學程迎新茶
會」，該處表示，誠摯地邀請本學期修讀榮
譽學程的新生參加活動。
　為培養優秀學生成為明日之星，本校自101
學年度起開設榮譽學程，透過創意思考並搭

配小班制教學。修讀該學程者使用學術
資源比照研究生待遇，在專業課程加強
深度和廣度，引領學生探索學術知能；

通識課程的規劃讓學生擁有國際視野，並了
解在地文化；課外活動則是培養創意思考、
溝通技巧及領導統御能力。
　修習榮譽學程最大優勢是，凡修畢者畢業
證書上頭便會印有「榮譽學生」4個大字，讓
你在求職路上加分。此外「榮譽學生」畢業
後，可優先錄取本校碩士班，以及可酌予抵
免碩士班學分。截至上週五，本學期已有197
位申請修讀榮譽學程。

女聯會桃李恩情聚溫馨

　編者按：本報委請資訊處數位組修改電子
看板系統功能，目前為測試階段，若需刊登
演講資訊，可透過電子看板系統公告，歡迎
各單位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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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宿松濤館大廳及櫃臺全面翻新。（攝影／賴意婕）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歡
慶教師節！於2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健康養生樂活美食饗宴」，因出訪未出
席的校長張家宜，援例致贈桃李水果表達
對教師敬意，前校長林雲山、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皆到場共襄盛舉，與女聯會同
仁享用養生健康餐點，共度一個溫馨的饗
宴。
　體育事務處體育長暨女聯會理事長蕭淑
芬致詞時活潑表示：「今日相聚後，盼各
位同仁能更加元氣滿滿、衝勁十足。」虞

副校長代表校長張家宜致詞，「現場66道
菜皆為各單位同仁用心準備，就像辦桌一
樣，大家歡聚一堂，並感謝各位的付出與
努力。」
　宴會中女聯會合唱團獻唱〈月亮代表我
的心〉來向全校教師表達敬意與真摯的祝
福。人力資源處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演
唱〈掌聲響起〉、學務處諮商輔導組組員
陳慧玟高歌〈瀟灑走一回〉、體育事務處
專任講師郭馥滋帶領大家做樂活養生紓壓
操，最後在林前校長一曲〈愛你入骨〉的
滿堂掌聲之下，饗宴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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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致贈水果禮籃予校長，由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代表收下。（照片提供／馮富雄）

　張家宜校長（左）與奧地利維
也納大學校長（右）合影留念。
（攝影／馮文星）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校長參觀海
事博物館。（攝影／馮文星）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
「記憶．創造-臺灣留學西班牙藝
術家聯展」開幕茶會，23日在文錙
藝術中心舉行開幕式。校長張家宜

讚賞西語系校友各
方面貢獻，畫展風
格浪漫，相信能給
同學很大啟發。　
　此次展覽為文錙

中心與西語系聯合主辦，臺北當代
藝術館及阿波羅畫廊等共同協辦，
展出水墨畫、油畫、版畫、裝置藝
術等創作。

臺灣留學西班牙藝術家
文錙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