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第70次校務
會議於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
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首先頒獎，電機系
機器人研發團隊參加「2013年FIRA世界盃
機器人足球賽」，榮獲3金1銀1銅的佳績，

為校爭光，獲頒獎勵金150萬元；另頒「團隊
研究績優獎」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獎
金150萬、盲生資源中心獎金70萬、風工程研
究中心30萬。會中通過多項提案，包括：籌
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新建工程案。專題報告
部分，稽核長白滌清以「教育部獎補助計畫
金額分與調整方向」為題、學務長柯志恩以
「教育部102年度友善校園卓越學校獎－友
善、有善？持續改善！」為題，及總務長羅
孝賢以「那三年，我們一起追的企環獎！」
進行專題報告，分享本校蟬連第三年獲得企
業環保獎的歷程，並展望環保目標。臨時動
議時，運管系張勝雄教授發言表示，有關學
費調整一案，經聽取學生意見，學生首先建
議更換課桌椅、增設獎助學金。數學系高金

美教授則發言建議連續二一得退學的規定是
否能調整。

　【記者高嘉甫、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郭宇
璇蘭陽校園報導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過生
日了！今日（9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育
館7樓舉行「63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將頒發
第27屆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由校長張
家宜致詞，前校長林雲山、張紘炬、董事陳雅
鴻、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中華民
國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羅森、金鷹校友會會長
侯登見、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北
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松、中華民國校友總
會副理事長陳兆伸、陳双喜、中華民國校友總
會監事長陳正男、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監事長李
述忠等人將蒞會。慶祝大會頒金鷹獎予卓永
財、徐航健、楊思偉、許秀影、楊鎮華、吳錦
昌6位得獎之傑出校友（專訪見2、3版）；另
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代表致詞。
將致贈捐款感謝獎予徐航健、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葉國村等人，以及勸募感謝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1(一)
13:00

未來所／
職輔組
SG314

104人力銀行教育網部專案經理
李銘濬
職場趨勢與態度建立

11/12(二)
10:00

未來所／
職輔組

I501

安格麗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賴明正
未來行業發展趨勢與職涯發展

11/12(二)
18:20

日文系／
職輔組
D303

楊氏速讀補習班執行長楊依儒
品牌經營策略

11/14(四)
12:30

教發組
I301

師資培育中心老師陳劍涵
英該很簡單－英語教學技巧

11/14(四)
14:00

俄文系
FL106

俄文系副教授張慶國
俄語字母與發音的相互關係

11/15 (五)
10:00

保險系／
職輔組

B912

台銀人壽管理部研究員賴素真
保險公司的運作與保險專業能力

11/15 (五)
13:00

化材系
E236

科盛科技區域協理林秀春
Moldex 3D塑膠射出成型模擬軟體
的操作實驗與經驗談

11/15(五)
15:30

運管系
B912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高啟涵
PTV VISSM微觀車流模擬軟體介紹

11/15 (五)
18:30

統計系／
職輔組
B605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品
質系統管理部主任工程師顏文品
統計專業畢業生在高科技產業的工
作優勢及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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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1(一)
13:00

俄文系
FL106

俄文系助理教授那達怡
俄羅斯名著選讀—伊凡．蒲寧

11/11(一)
13:10

師培中心
ED201

台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老師
許芯瑋
灑下改變世界的種子

11/1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暨南大學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系
詹立行
Recent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of Conjugated Copolymers for PSCs

11/12(二)
8:10

管科系
B513

台灣富德名譽顧問林國山         
書畫藝術的投資分析

11/12 (二)
10:00

俄文系
FL106

俄文系助理教授郭昕宜
俄國農民曆簡介

11/12(二) 
10:10

財金系
L204

元智大學會計學系教授吳瑞萱
Do Entrenchment Problems Affect 
Open - Market Share Repurchase

11/12(二)
10:10

戰略所
T505

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莫大華
國家安全與建構主義

11/12(二)
13:10

中文系
L412

淡江大學中文系校友阮麒
翱翔寰宇，邁向國際─淺談華語
語法、詞彙及教學實踐

11/12(二)
14:00

經濟系
B507

新光人壽區經理萬葛良駿
66K新鮮人教你做業務

11/12(二)
14:10

數學系
S433

Professor Weng Kee Wong
(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Optimal Design Techniques for the 
Health Sciences

11/1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副教授廖奕翰
Harnessing photons to light up lives

11/12(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鼎環境資源事業部經理、信鼎
技術服務（股）公司經理鐘元章
實用的專案管理實務精華

11/12(二)
15:10

數學系
S433

Professor Weng Kee Wong
(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Nature-Inspired Metaheur is t ic 
Algorithms for Generating Optimal 
Experimental Designs

11/13(三) 
10:10

財金系
B713

投資人保護中心總經理吳崇權
產險業概論

11/13(三)
13:10

歷史系
L401

歷史系校友、酒友社美食文化有
限公司羅文林
臺灣的紅酒產業發展與紅酒文化

11/13(三)
14:00

教政所
ED60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林騰蛟
新北市教育政策

11/14(四)
10:00

文錙藝術中
心/文錙藝術

中心

參展藝術家盧怡仲
台灣現代繪畫14名家邀請展講座

11/14(四) 
13:10

歷史系
Q409

古意墩文物公司學術顧問尤家瑋
古玉研究之趣聞

11/14(四)
14:10

產經系
T505

台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昌
我國期貨市場競爭態勢與發展策略

11/14(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國立台北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楊棧雲
Regularization of Loss Function i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11/14(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通訊工程學系
暨研究所助理教授李皇辰
感測網路與自然環境

11/14(四) 
15:10

歷史系
Q409

震旦文教基金會董事吳棠海
古玉紋飾美學的流行與演變

11/14(四)
15:10

英文系
FL204

外籍講師Maile Cannon
1 0 2 - 1 跨 校 視 訊 國 際 化 系 列 講 座
:IELTS雅思高分祕技(全英語演講)

11/14(四)
 16:10

財金系
B511

台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昌
我國期貨市場競爭態勢與發展策略

11/14(四)
 16:30

大陸所
驚聲國際

會議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林祖嘉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導讀與效益評估

11/15(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慈濟基金會人文志業發展處文史
資料組組長賴睿伶
NGO的傳播與人文

11/15(五)
10:10

資工系
T212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
處處長陳國彰
系統思考反直覺

11/15 (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周雨田
Estimating Approximate Factor 
Models via Shrinkage Methods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教學

卓 越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2(二)
18:10

語言系
CL407

美國佛羅里達州甘城中文學校校長
楊美智
遊戲及節慶活動教學應用

研發處育成中心雙喜臨門 期中考18日開始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本報訊】期中考為18至24日，考前開放
B119以供溫書。修習「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者應參加「中文能力測驗」，請攜帶2B鉛
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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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請於考前至註冊組辦理補發；應考未帶證件
者請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獎，感謝對本校的捐贈。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校服暨資發處則安排午宴，於上午12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2013年校慶校友返校
Homecoming Day活動」喜迎校友回娘家。午
後，「老鷹迎小鷹」活動由菁英校友會在雅帝
飯店，由歷屆「老鷹」喜迎今年金鷹獎得主。
　蘭陽校園則於建軒一館前景觀步道舉辦園遊
會，另邀請佛光大學熱音社加入表演。球類錦
標賽決賽，於今日（9日）在籃、排球場一決
高下。總務處為63週年校慶舉辦「這一次。我
欲甲你蘭牢牢」蘭花展。而海報街和書卷廣場
的「蛋捲情人夢」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將於
上午11時在蛋捲廣場開幕。

第70次校務會議 400萬獎勵優秀團隊

63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6人獲金鷹獎

【 記 者 呂 柏 賢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第 2 2 屆 中 華 民 國 企 業
環保獎，本校再度榮獲該獎
項肯定，也榮為唯一連續三
年獲得企業環保獎的私立大
學，6日上午校長張家宜蒙
副總統吳敦義接見，下午1
時於國軍英雄館參加行政院
環保署頒獎典禮，代表領取
「榮譽企業環保獎」獎座；
行 政 副 校 長 高 柏 園 代 表 領
「22屆企業環保獎」獎狀，
張校長於頒獎時分享得獎感
言，「感謝3年前，環保署願
意接受我們以大專院校的身
份報名，當時經由環保署審
慎的評估後將我們列入服務業的類別參賽，
這點也使我們更確信大學其實就是一個服務
業，淡江校區地處山坡、師生人數眾多，因
此我們也更將環保與安全列為優先考量，提
供全校師生一個優良安全的環境學習。淡江
也始終以企業界中全面品質管理的方式經營
學校，不管在教育或生活方面，提倡環境保
育與永續發展的觀念，在人才培育的面也不

遺餘力，將社區服務、
校外服務學習等列入通
識核心課程，也培育學
生多方專業才能，希望
將人才培育的種子散播
於學生日常的學習中，
往後能在企業中成長茁
壯。」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邦中
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參與102年績優育成中心
評選，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年創業組第
二名！在同組二十多家優秀育成中心的激烈
競爭下，脫穎而出！育成中心將於19日前往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7日法國姐妹
校里昂第三大學副校長Jean-Sylvestre Bergé
等4人蒞校參訪、座談，座談由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主持，就增加兩校學生與教授交流，及雙
學位課程進行討論。本校在里昂三大的姊妹校
中，為交流最成功的，本年度有5位該校學生
來本校就讀，該校副校長提出英語教學課程，
期使到該校的學生能更快適應。高柏園表示，
希望由商管學院來推動，讓更多商管學院學生
有機會去國外學習。

淡江學術圈電子書
　【本報訊】淡江時報推出「淡江學術圈-學
術人員專題報導」APP電子書。因應本校創校
63週年，本報彙整898期至907期中各學院18位
學術研究人員的專長領域，在校慶的喜悅中，
一同分享本校學術研究的傑出表現。詳情見淡
江時報網頁：http://tkutimes.tku.edu.tw/

校慶蘭花展
　總務處為慶祝63週年校慶，於7日至9日在黑
天鵝展示廳展出「這一次，我欲甲你蘭牢牢」
蘭花展。展覽現場除了有世界不同品種的376
株蘭花展示，並有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專業
解說員為參觀民眾講解，有興趣的同學可前
往參觀。今年獲得總冠軍得獎蘭花為「萬代
蘭」，因其花開茂密、花色美麗獲獎！（文／
黃怡玲，攝影／鄧翔）

學雜費調整案 週三再審議
　【記者沈彥伶、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財務
處於6日下午在覺生I501召開102學年度第2學
期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由於與會教師與學生
代表認為相關單位所提供資訊不足，無法在會
議中作出結論，故改探討資訊、了解學生的需
求。將在下週三再次舉行審議會議原定13日的
公開說明會延期。
　針對校園內有同學對程序提出疑問，會後財
務長陳叡智表示，調整學雜費程序係依照教育
部規定。審議小組會議的目的是審查學校所制
定的學雜費規劃書及支用計畫，再召開學生公
開說明會蒐集意見，最後由決策小組會議討論

是否將學雜費調整案送教育部審查。「學務處
首頁設有調整學雜費學生意見陳述管道，財務
處財務資訊公開專區亦會刊載會議紀錄，歡迎
同學使用與查閱。」
　學生會權益部長土木三徐任荃表示，學生會
會廣納民意為學生權益發聲。學生議會議長戰
略所陳彥甫表示，學生議會反對學費調漲，但
若一定得調漲的話，將會積極爭取學生福利、
如增加教室空間、爭取獎助學金等。
　因版面限制，審議會對答內容之新聞訊息，
請見淡江時報網站（網址：http://tkutimes.
tku.edu.tw/）

觀光系協助礁溪 爭取國際花園城市獎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淡江好棒，行
銷礁溪！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紀珊如
將於28日代表礁溪鄉，前往廈門參與「2013年
國際宜居城市大會」國際花園城市獎（Whole 
City Awrad）決選，積極爭取宜蘭縣獲獎機
會。致力推動在地服務的觀光系主任葉劍木表
示，「當鄉公所找上門，義不容辭的一口答
應，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幫忙參與此次競賽。」
「國際宜居城市大會」成立於1997年，獎項分
為花園城市獎、獎金獎及專案獎3類；礁溪鄉
公所於6月提報書面資料，並到英國參與第一

本校獲企業環保獎榮譽獎座

陳彥伶獲文藻盃英語演講亞軍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英文
二陳彥伶於文藻外語大學所主辦的文藻盃全
國四項英語競賽中的「英語即席演講」獲第2
名。陳彥伶是去年本校「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冠軍，在本次文藻盃比賽中，以引導聽眾去思
考講題「What makes a person successful?」其中
的意涵，加上流暢的口條和深度的思考，獲得
多數他校參賽者與教授的肯定。英文系舉辦多
項英語相關競賽，近年來有許多外系生參與，
該系希望學生們能在自我挑戰中，精進語文能
力，並為自己和學校爭取榮譽。

　連續三年企業
環保獎之環保榮
譽獎座。（攝影
／賴意婕）

俄文系20年俄式文化引校園

法里昂第三大學副校長來訪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俄文系20歲
了！舉辦系慶活動。4日由「20週年系慶開幕

▼

階段評選、8月通過初選，即將於本月28日赴
廈門參與決選，屆時將全程以英語簡報及回應
提問。即將前往廈門的紀珊如表示，「雖然自
己不是宜蘭人，卻非常喜歡宜蘭這塊土地，定

期與鄉公所開會，聽他們聊宜蘭的故事，很精
彩。」而決賽時，換紀珊如用英文說故事給評
審聽，更期待能傳回好消息。

典禮暨伏特加品酒會」揭開序幕，校長張家
宜、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北莫協代表助理史
鐸傑等蒞臨祝賀。張校長表示：「俄文系是外
語學院最年輕的系，雖單班制但每年大三出國
人數卻非常多，同學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對當
地生活文化也有濃厚興趣！」大四生的俄羅斯
傳統舞蹈開幕場，曾任第1屆俄文系系主任的
國際副校長戴萬欽以俄文致詞，並高歌同樂，
氣氛熱烈！北莫協代表助理史鐸傑表示，彷彿
回到了家鄉。（攝影／蔡昀儒、文轉四版）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接受頒獎。
　且於6日與公益財團法人沖繩縣產業振興公
社台北事務所簽訂有關促進企業合作協議書，
研發長康尚文代表簽約表示，將更全面地建構
交流平臺，提升臺灣企業與沖繩企業的國際競
爭力，促成雙方企業人力、商情雙向交流。

淡江學術圈
APP電子書

日期/時間 活動地點

9:00 校慶慶祝大會（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9:00
臺灣現代14名家邀請展（文錙藝術
中心展覽廳）

9:00
63週年校慶蘭花展（黑天鵝展示
廳）

9:00
蘭陽校園球類錦標賽決賽（蘭陽校
園籃、排球場）

9:40
淡江大學跨業聯誼會成立大會暨育
成中心靜態成果發表會（R103）

10:00
蘭陽校園園遊會（建軒一館前景觀
步道）

10:30
2013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員大會
（驚聲國際會議廳）

11:00
2013年校慶校友返校Homecoming 
Day 活動（學生活動中心）

14:00
2013年菁英校友會迎新活動（雅帝
飯店）

63週年校慶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