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黃怡玲、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盲生資源中心於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召開
「102學年度第1學期全校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
座談會」。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將近50個系
所，大部分開放身心障礙同學選修，讓學生有
多一點機會學習，並逐年改善身心障礙生的軟
硬體設備。
　教務長葛煥昭提醒，身心障礙學生可延長修
業期限至多4年、課程代選協助以及若感到考
試時間不足可提出申請。學務長柯志恩談到，
若身心障礙學生至商管大樓搭乘不到電梯，

可撥打聯合櫃臺電話
2004，將會有專門的
同學提供個別服務，
她也鼓勵同學多利用
職涯輔導組的資源以

規劃未來方向。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學校環境
逐年改善無障礙設施。
　體育長蕭淑芬說明，今年為身心障礙學生在
淡水校園開3班，蘭陽校園1班，並且採用雙教
師制協助同學。盲生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
報告，目前在校身心障礙學生分布情形、已畢
業學生的發展動向，並且介紹可用資源。
　在綜合座談時，公行二陳琦翰希望學校能更
重視無障礙環境的問題。歷史四鍾佳良感謝學
校對盲生的照顧，建議學校的獎狀或畢業證書
能有點字輔助。校長張家宜稱讚同學們觀察入
微，並表示學校將會逐一對問題做出改善。盲
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蘇慧敏呼籲，若大家看到
身心障礙生需要幫忙時，請適時提供協助，也
請同學不要餵食導盲犬。

　【記者呂柏賢、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25日至27日，校長張家宜、高等教育國際
合作基金會執行長陳惠美與國內多所大學校
長赴印尼峇里島藝術大學，參加臺灣印尼高
等教育論壇。
　臺灣印尼高等教育論壇中，臺灣共20多位
大學校長、副校長參加，增進印尼優秀人才
對於臺灣高等教育、文化、環境之認識，以
提升印尼留臺人才。張校長表示，此次論壇
除與大家分享淡江國際化經驗，並在此行
中，尋回2所失散多年的姊妹校卡查馬達大學
和穆罕默迪大學，近期將安排行程訪問。
　另外，招生組組長陳惠娟及境外生輔導組
專員許雅惠於上月28日前往泗水、雅加達及
棉蘭進行5天教育展招生。陳惠娟說明，由於
當地印尼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蘇北印尼留

臺同學會的協助和淡江校友的幫忙，吸引相
當多的人潮。本校成人教育部舉辦的「僑委
會海外華僑青年語文研習班（印尼班）」成
為招生上的優勢，獎學金和碩博士的入學方
式則是會場上詢問重點。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舉辦
102學年度品管圈培訓課程，於上月23日及30
日共培訓33位教職員。由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
事林清風主講品管圈輔導要領、QC七手法運
用實務、問題解決型 QC Story等課程，並分
享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得獎案例。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表示，藉此訓練使輔
導員對於QC手法更為了解，並加以輔導各單
位，並對參與培訓課程之學員進行測驗，成績
均達及格標準。品管圈競賽自去年開放學生參
賽後，今年亦持續開放。品保處會在平日晚上
開班教授品管圈課程，歡迎學生踴躍參與。白
滌清也提醒，本週一（7日）下午2時起，將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8屆淡江品質獎、第5屆
品管圈競賽兩項活動說明會，歡迎全校同仁參
加。事務整備組組員黃慶文表示，若未來有遇
到運用品管手法的問題，樂於傳授給組員。

商管學院金融市場實務課程 巨擘開講
　　【記者蘇靖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導】商管學院於102學年度增設「金融
市場實務講座」和「金融市場趨勢講
座」2門院共同科目。本學期2學分的
「金融市場實務講座」率先登場，由財
金系副教授顧廣平授課，透過臺灣證券
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
易所，以及集中保管結算所等單位資金

贊助，邀請多位金融界巨擘蒞校，
傳授實務經驗分享和暢談未來金融
趨勢，讓淡江學子在未來職場更具
有競爭力。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
表示，「開設講座課程，有助於
學生了解金融服務現況外，更能

與企業接軌。此外校內教師與業
師搭配的講座課程，以及暑假企業實

習亦能讓學生知悉企業景況。
　課程講師陣容堅強，包括財金資訊公司
董事長趙揚清、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
德、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邱淑貞、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董事長吳壽山、大中票券董事長
關芳春、凱基期貨董事長糜以雍、凱基證券
董事長魏寶生、投資人保護中心總經理吳崇
權、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吳圳益、富
邦投信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林弘立、華銀保險
代理人公司總經理蘇志誠，以及永豐銀行董
事長邱正雄。
　財金系主任李命志表示：「感謝本校傑出
校友前財政部長、現任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
促成此次合作，邀請具有傑出貢獻及聲望卓
越的講師蒞校演講，講題涵蓋金融服務、銀
行、證券、期貨、產險、信託及投顧產業，

藉此機會加強學生在金
融領域的專業知識，
進而培育具宏觀財金
概念人才。」
　顧廣平欣喜地說：
「 講 座 在 開 放 初 選
時，5分鐘內260名
額 即 滿 ， 希 望 參 與
講座課程的同學對於
臺灣金融產業的發展
狀況與架構，能夠獲
得較為完整且全面性的瞭解。不過，沒有選
到的學生別灰心，下學期財金系會開設一門
『金融市場趨勢講座』，再度邀請多位業界
知名專家群蒞校授課，歡迎大家來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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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行銷 張校長參加印尼論壇

亞洲所拉美菁英開學
　【本報訊】本校20名拉美遠朋班於6日來臺
一週，接受密集面授課程，這群亞洲研究所數
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來自瓜地馬拉、宏
都拉斯、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巴拉圭、阿
根廷、厄瓜多、墨西哥等各國在職菁英；其
中，瓜地馬拉外交部次長艾斯比諾沙也去該班
研習。

　本次面授課程包含了亞洲多元文化、中國現
代史、東北亞經濟發展、東南亞國協與政治
民主化、東北亞區域發展，以及東南亞經濟
發展。負責該專班的美洲所安排面授課程之
外，帶領學生品茗臺灣好茶、到平溪十分老
街放天燈、體驗北投溫泉、見識臺灣夜市文
化，並且受邀出席臺北賓館國慶酒會。

教務處港澳招生高教展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招生組
於上月20至25日參與「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及「澳門各中學巡迴講座」宣傳。
　近年來，本校僑生多半來自澳門、香港及馬
來西亞。為吸引當地學生來本校就讀，本校香
港校友會協助招生組於高等教育展回答同學問
題。至於巡迴講座，該組則赴蔡高中學、同善
堂中學及粵華中學等校宣傳。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度榮
譽學程迎新茶會於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教務長葛煥昭、學務長柯志恩等一級主
管到場，與87位申請榮譽學程的新生同慶。
　本學年度共有240位同學申請榮譽學程，張
校長表示，榮譽學程是針對成績優異的學生
提供精心設計的，「榮譽」兩字在英文裡有
自動自發的意思，在參加的過程中和各系最
優秀的同學一起切磋，並在其中產生火花成
為更加向上的動力，形成一個跨系所的成績
優秀學生性團體，勉勵同學在畢業後能以榮
譽學程的光環成為淡江之光，進而成為淡江
的特色之一。

　校長致詞後，教務處專員潘劭愷為同學做
榮譽學程修讀手冊說明，幫助同學快速了解
榮譽學程規範及課程規劃。
　茶會安排了輕鬆有趣的團康活動及學長姐
分享時間，由電機三郭維昌及土木四盧偉嘉
帶領團康，讓原本彼此不認識的同學們開心
地玩在一起，場面熱絡有趣。中文二陳韻心
分享經驗，參加榮譽學程最大的收穫就是可
以從各個不同角度看世界，因為和各系菁英
同學一起切磋，從感性、理性不同面向思考
問題。
　運管一蕭語嫣表示，當初因不想平淡地度
過大學4年，因而參加學程。她也提到，除了
想和各系優秀同學一起學習切磋外，更希望
可以培養國際觀和上臺演說的能力。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增
當前最重要的引文資料庫WOS（Web o f 
Science）、Scopus與Google Scholar，尤以
WOS最為臺灣教育單位重視，WOS的功用
在於找到高影響力的期刊和會議論文、得知
有關領域的相關結果、了解最新課題發展趨
勢，幫助開展成功的研究並獲得科研基金、
尋找並確定國際範圍內的潛在合作者以及有
效整合檢索、分析、管理、寫作、投稿等步
驟，提供簡化的研究發表流程。
　即日起圖書館開放提升借閱權限，舉凡本
校碩士班或是博士班的學生若因撰寫論文期
間需要擴大借閱書籍數量，即可向圖書館提
出申請，升級之後碩士生可借閱25冊，期限
是30天並且可續借1次，博士生則是可借閱30
冊，期限是60天而續借可達到2次，有效期限
至該學年結束，新學年仍有需求者是可再提

出申請。申請方式請至圖書館網頁下載「淡
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
提升借閱權限申請單」。

圖館增WOS試用 碩博生受益 
馬國MARA科大31人蒞校訪問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日國
際處接待馬來西亞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RA師生31人蒞校訪問。由國際大使團陪
同參觀宮燈教室、海事博物館及圖書館等相關
設施，並參加由國際長李佩華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主持座談及簡報。
　最後至外語大樓入口大廳與師生交流，該校
師生特別換上當地傳統服飾，表演馬來西亞傳
統舞蹈，女同學優美流暢的舞蹈搭配男同學精

神飽滿的呼喊聲，活力十足，博得熱烈掌聲。
本校則由源社社團同學「以舞會友」，表演原
住民傳統舞蹈，還盛情邀請馬來西亞學生一同
跳舞，全場洋溢熱情的氣氛。透過翻譯，該校
學生Shamim bt Mohd Farees大呼：「簡單卻又
不輕鬆的舞蹈真的太有趣了！」
　他還提到在當地就耳聞本校為私立大學中的
佼佼者，親眼參觀後更加讚賞：「淡江大學簡
直超過我的想像！」

132次行政會議 設置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32次
行政會議於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
張家宜揭示，實施榮譽學程第二年，希望導師
及系主任多加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態，另境外生
陸生逐年增加，也需要理解其可能需求；103
年度至105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之未來架構希望
各院共同討論；因籌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總經
費概估約新臺幣4億8千萬元，預計103年9月正
式動工，其募款工作將由全體師生共同來幫
忙。本次提案通過品質保證稽核處增設「品質
發展組」，主要職掌為校務發展計畫及教學卓

越計畫相關規劃與執行；又設置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適應及推動適
性化輔導學習。會中的專題報告，由財務長陳
叡智及成人教育部執行長胡宜仁分別作「夢想
與務實」、「推廣教育市場的現況與淡江的經
營策略」報告，從財務收入因應少子化帶來的
營運衝擊。
　另修正「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設置辦
法」、「淡江大學淡江菁英金鷹獎選拔辦
法」、「淡江大學校務資訊公開辦法」。

校友桂綸鎂 馬念先 戰金馬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校友風
光入圍金馬！金馬獎於1日公布第50屆入圍名
單，法文系校友桂綸鎂以《聖誕玫瑰》入圍最
佳女主角。今年影后競爭激烈，桂綸鎂在導演
楊采妮的執導下，飾演疑遭性侵、下身癱瘓的
鋼琴老師，角色難度高，關鍵時刻又須具爆發
力，演來絲絲入扣。她去年以「女朋友．男
朋友」奪下金馬影后，能否連莊，值得引頸期
盼。
　此外，教資系（現為資圖系）校友陳玉勳執
導的電影《總舖師》，上映至今一個多月，票

房已經破2.8億元，如今更是一舉入圍「最佳
原創電影音樂」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2個
獎項。陳玉勳提到，「劇中的音樂和歌曲本來
就很棒，能入圍金馬是實至名歸。」而大傳系
校友馬念先以《今罵沒ㄤ》入圍最佳原創電影
歌曲，演員林美秀在片中傳唱這首歌曲，演出
效果很有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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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執行秘

書賴俊男

私校退撫制度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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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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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世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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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0/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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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professor ,Romney 

Institute of Public Managemen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Rex L. 

Facer II

Key Issues Facing the U.S. Federal 

Civil Service
10/7(一)

13:10

法文系

T404

籌備飯店創意主廚樊秀玲

做我自己

10/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副教授吳學亮

Enantioselective Synthesis of Chiral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10/8(二)

10:10

戰略所

T505

亞洲所教授陳鴻瑜

東南亞的共同安全與競爭與合作關係

10/8(二)

10:10

財金系

L204

中原大學財金系教授陳怡珮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China
10/8(二)

14:10

法文系

S102

黑眼睛跨劇團藝術總監鴻鴻

卡里耶爾的人生反轉鏡

10/8(二)

14:10

數學系

S433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博士陳宏賓

Group Testing on Graphs

10/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院繼祖

Development of high-performance 

quantum light sources based on II-VI 

semiconductor quantum dots

10/8(二)

15:30

數學系

S433

中國西南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教授王

穩地

Influences of adaptive behaviors on the  

stability of prey and predtors
10/9(三)

8:10

保險系

B509

臺灣金控臺銀人壽業務部副理張育綺

壽險業從業人員應有的職業道德
10/9(三)

10:10

財金系

B713

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邱淑貞

銀行業概論

10/9(三)

10:10

法文系

T406

臺灣保來得業務主任王靜芬

未來生活規劃

10/9(三)

18:00

職輔組

Q409

Career就業情報顧問陳凱蒂

職場禮儀

10/11(五)

10:10

大傳系

O202

金星娛樂協理陳彥銘

電視不是人幹的

10/11(五)

10:10

資工系

T212

新加坡商軟思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陳

大愚

Design Research in  In format ion 

Systems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7(一)

18:40

課程所

D328

臺北市立國語實小校長楊美伶

建構主義課程與教學觀-以數學教

學為例

10/8(二)

18:20

資工系

D50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白敦文

生物資訊技術應用於生技產業之

疫苗開發

10/8(二)

19:10

保險系

D406

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從全球觀點看臺灣房地產趨勢

　商管學院開設「金融市場實務講
座」和「金融市場趨勢講座」，邀請
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左上）、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右
上）、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揚清
（右）等人蒞校講課。（圖／邱正
雄、李述德、財金系提供）

榮譽學程學生喜相逢

　盲生資源中心商館輔導老師蘇慧敏呼
籲，請大家看到身心障礙生時可適時提
供協助，另外也請同學不要餵食導盲
犬。（攝影／林俊耀）

　注意到淡江校園的地面上多了個20公里的限
速標誌嗎？安全組組長曾瑞光介紹：「以往總
是由警衛長在早上7時50分就擔起舉牌警示車
輛的職責，然而效果實在有限，經由討論之後
便決定效仿臺大及政大在地面上顯示限速標
誌。」（文／蘇靖雅、攝影／鄧翔）

限速標誌淡水校園新上路 

研發處產學合作OPEN VDI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於1
日由研發處處長康尚文率領資工相關系所，
並邀請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公司董事長莊英
俊及中美通科技公司董事長楊乾中、總監陳
松林，與代理電子零組件做為整合行銷之瀚
荃集團楊超群董事長服務團隊進行產學計畫
「OPEN VDI」指導。本案將跨領域做產、
學、研，三方合併，將虛擬伺服器增加軟體
空間，並提升伺服器之效能60%，也將伺服器
之空間效用達到最大。研發處王竣騰經理表
示，「未來我們將透過OPEN VDI創造更多新
的應用」。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董事長吳壽山。（圖
／顧廣平提供）

　 校 長 張 家
宜 （ 前 排 左
四 ） 率 一 二
級 主 管 參 加
3 日 的 榮 譽
學 程 迎 新 茶
會 。 （ 攝 影
／蘇奕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