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5日晚間在文
錙音樂廳，珍愛一生一世系列音樂會，邀請
小提琴家歐陽慧剛、王晟耘、中提琴家巫明

俐、大提琴家陳俐亨、鋼琴家蔡世豪一同演
出。曲目多元，為莫札特、民謠選曲及匈牙
利音樂家杜南憶的作品。

　開場以鋼琴四重奏演出莫札特：第一
號Ｇ小調登場，鋼琴與弦樂器交錯演
奏，表現出節奏速度感。接著演出《草
螟弄雞公》、《你是我的生命》、《快
樂的出航》三首耳熟能詳的民謠作品，
各段以不同主樂器演出，風格各俱。安
可曲演奏校歌以祝賀63週年生日快樂，
為音樂會最高點。保險二吳宣亞最喜歡
莫札特作品的鋼琴四重奏，演奏者撥弦
動作巧妙生動！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2013第18屆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本校成
績卓越，共獲2項第一名、3項第二名、2項佳
作與1項優勝！指導3隊獲勝的資管系教授暨育
成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看見學生的用心與
堅持，非常感動與欣慰。」此競賽由經濟部工
業局、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及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共同舉辦，全國大專院校共982隊報
名參加，348隊入圍決賽，競爭激烈。
　資管系「『遊』你真好」勇奪「兩岸交流組
二」第一名與「產學合作組一」第二名、「揪

團網-社群廣告媒合暨巨量資料分析
平台」榮獲「產學合作組二」第二
名和PKI／電子認證應用組第二名，
「不N機」入圍「產學合作組三」及
「死亡工廠」入圍「資訊技術應用組
四」獲得佳作。
　教科系「星聚點新進員工教育訓練
電子書」奪得產業電子書實務應用組
第一名。此外，資訊處「於四大超商
申購淡江大學成績單-使用自然人憑
證」參與金證獎，贏得「自然人憑證
應用組／社會組」優勝。
　首度參賽即獲獎的教科系「星聚點
新進員工教育訓練電子書」，以真人
來描寫星聚點員工的工作日誌，兼具
實用、教育和服務目的。教科四詹渝
崴說：「很感謝老師的幫忙、提點，
才能獲得這項榮耀。」指導老師教科
系教授徐新逸談到，非常感動能夠獲

此殊榮，也期許將來能多參與競賽。
　「『遊』你真好」與中國中科院合作，以輿
情分析結合騰訊微博，打造兩岸旅遊網站新面
貌。組長資管四李亞庭說：「這一路走來很辛
苦，感謝許多幫助我們的人，得獎是意料之外
的驚喜！」
　資訊處以服務學生製作專案，讓學生申請成
績單流程更加便利。資訊處專案發展組四等技
術師朱家璁表示，服務學生能夠獲得肯定，並
且能為校爭取榮譽，真的非常開心。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於13
日下午2點在I501召開學雜費第2次審議小組會
議。此次會議主要討論規劃書的支用計畫是
否符合調漲學雜費的目的以及支用計畫內容
是否符合學生需求，兩者間和學雜費調漲是
否有關連。財務長陳叡智表示：「教育部原
本告知的基本調幅為1.77%，本校擬提出3%作
為調漲，但於7日教育部函知私立大學校院協
進會基本調幅更正後為0.75%，由於本校校務
評鑑受評之5個項目全數通過，結果優良，且
系所評鑑全數通過，得擬訂學費自主計畫，
其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度上限放寬基本調幅
之2倍，本校擬提出以1.5%為調整學雜費收費
基準之申請。估計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費收入
約可增加1,900萬元，將用於增加獎助學金、
充實院系所儀器及設備、學生活動器材及設
備、更新多媒體教室及電腦實習設備、更新
教學空調設備工程、擴充網路主幹設備及充
實圖書及資料庫等。」
　若依1.5%的調整方案，各院學雜費漲幅約
7~8百元。會議結果，全員通過規劃書的內

容，同學可上財務處網頁財務資訊公開專區
http://www.finance.tku.edu.tw/main.php瀏覽審
議小組會議的會議記錄以及學雜費規劃書。
下次公開說明會時間將訂於26日下午2點於驚
聲國際會議廳召開會議。因版面限制，審議
會完整內容之新聞訊息，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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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二)
10:00

教心所
ED201

著名繩著師、演職人員兼作家
小林繩霧
從佛洛依德的性驅力到日本繩縛藝
術

11/21(四)
12:30

課程所
D302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劉冠妙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發展實施：如
何以教育專業走出一條(獨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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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8(一)
10:00

教育學院
驚聲國際
會議廳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學系統科技
學系教授Dr.Curtis J. Bonk
新 興 科 技 與 學 習 創 新 大 躍 進
-MOOCs開放教育新趨勢

11/19(二)
10:10

法文系
FL411

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教授
Shinobu Masamoto 
Promenade historique au centre de 
Paris 

11/19(二)
13:10

法文系
FL411

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教授
Shinobu Masamoto 
À quoi ca sert de la 
maréchaussée ?

11/21(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台北大學統計系教授歐士田
Issues related to studies of dose 
selection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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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越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1(四)
13:10

全創院
CL439

美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國際商務
系法學教授劉瀚宇
智慧財產權對學生之重要性（H）

張校長談品德與環保教育實踐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實踐大學學務長率團24人來校交流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中國大陸研究
所21日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林祖嘉，
以「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導讀與效益評估」發表
演說，大陸所所長張五岳、副教授郭建中及
135位學生到場聆聽。
　林祖嘉說明簽約流程，也針對疑慮做解釋，
並從正反面效益作分析。張五岳表示：「臺灣
是以外貿為導向，相形之下，兩岸的服貿協定
就變得很重要，目前並不是以效益大的為優先
開放，所以服貿政策對臺灣並沒有特別顯著的
效益及很大的衝擊；對於服貿的開放，可以促
進將要簽訂的貨品貿易協議，也藉由兩岸經濟
貿易的自由化，達到亞太區域經濟的整合。」

創育中心企業成立聯誼會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創育中心9日
舉辦跨業聯誼會成立大會暨育成中心成果發表
會，邀請到24位公司負責人參與。校長張家宜
頒發會長當選證書，並感謝歷任主任及老師在
產學合作上不遺餘力，終於成立跨業聯誼會，
讓師生有更多參與機會！此次聯誼會會長由叡
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陳世安當選，資
工系校友的他說：「謝謝大家的支持，希望透
過學校及育成中心做為平臺，帶領大家一同成
長，歡迎大家多多合作交流！」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蕭瑞祥表示，育成中心現今校友企業數目
最多，希望能結合校友資源，幫助廠商更好。

學雜費審議通過 26日公開說明

切磋行動科技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承辦
「102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資訊行政主管研討
會」，14、15日在淡水漁人碼頭福容大飯店
舉行，以「智慧校園‧創新服務」為主題，
邀請全國各大專校院資訊行政主管、政府機
關資訊主管及學術與產業界專業人士等150
人共同參與，針對「行動化」、「雲端」、
「社群」、「巨量資料」四大主軸，共同討
論最新技術、應用及其管理。教育部資訊與
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期勉透過這兩天研討
會，與會的學術與產業界專業人士必能精進
資訊技術及經營管理知識。　
　校長張家宜於開幕致詞時表示，四十多年
前本校推動資訊化，誰都沒有想到日後電腦
可以改變世界的生活模式，尤其是數位行動
生活日益深化。張校長深切期待在產官學彼
此經驗分享下，共同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出
新的藍圖，促進學校重視資訊科技的運用與
效益的產生，加速推動大專校院智慧校園，
以造福於校園所有教職員生，並促成我國相
關產業之蓬勃發展。
　楊鎮華於開幕致詞時表示，隨著科技、軟
體與網路改變，造成許多典範移轉，出現四
大趨勢。資訊教育必須保持它的彈性與機動
性，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整合內部相關規劃與
資源，推動數位學習計畫，包括建置雲端環
境、擴建網路頻寬等，以專業結合教育，全
面推動行動學習與偏鄉數位化。

得歐盟金頭腦

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論服貿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歐盟獎學金競
賽-歐洲金頭腦之百問大學堂競賽，8日於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最終決賽，由德文一邱泰然 
、古曉珮組成的Deutsch Team過關斬將拿下第
一名抱回8,400元的獎金。本屆歐盟金頭腦考
題更加活化，將歐洲文化常識、近況事態、歐
洲地圖、博物館著名典藏文物等細膩的題目都
納入比賽題庫，初賽約有50組同學捉對廝殺，
12組進入決賽。德文一陳政詠表示，收穫很
多，對歐洲的文化和相關議題平常就很注意，
這次能將所學發揮，拿回獎項也是很開心的事
情。

淡江學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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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五彩繽紛，海
豚氣球飛躍，本校63週年校慶於9日在紹謨體
育館7樓盛大舉行！張校長致詞時強調本校再
度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之卓越學校獎」、
「體育績優獎」，並連續3年獲行政院環保署
「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之榮譽獎座，是全校
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校長張家宜、前校長林
雲山、張紘炬、前校長陳雅鴻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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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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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等貴賓，以及海內外校友共襄盛舉。
　張校長向與會來賓說明三化校務等推動成
效，並指出本校重視教學與學生輔導，因此在
畢業典禮和開學典禮上頒發優良導師和優良教
師，顯示對教學輔導的重視。而且本校持續推
動品德年，希望能將品德教育與環保教育落實
在學生生活中，帶往家庭與職場，讓社會都能
心靈卓越，她表示，」「各界校友的傑出表現

讓母校能蟬聯16年企業最愛私校，我們已將商
管大樓空間已煥然一新，並會逐年美化各大
樓，歡迎各位校友能回到系上交流。」
　會中頒發捐款水晶獎座和感謝狀予本屆金鷹
獎得主校友徐航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葉國村、利挺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長鄭雲
隆等共21位捐款人；另外，張校長、管科系教
授莊忠柱勸募達千萬元以上、校服暨資發處執
行長彭春陽、研發長康尚文、理學院院長王伯
昌等共24位勸募達百萬元以上，各獲贈水晶獎
牌。（完整捐款感謝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
站）
　校友代表陳慶男說：「我代表24萬校友和學
校說聲生日快樂，感謝當時母校教師們的嚴格
指導，讓我在社會上遇到困難時能克服困境，
歡迎大家參加校友會以互相扶持幫助，凝聚更
多向心力。」參與校慶活動的統計系校友會副
會長胡淑珍女士說：「校慶讓各地校友齊聚一
堂，交流彼此的意見，讓學校更加美好。」

　 【 記 者 鄭 文 媛 淡 水 校 園 報
導】實踐大學學務處學務長謝
文宜，12日下午率領該處24位
同 仁 至 本 校 交 流 學 務 工 作 經
驗。本校學務長柯志恩簡報本
校學務工作重點、社團學分化
等運作方式。謝文宜說：「一
直希望能與淡江做交流，終於
如願並藉此互相學習成長。」
　接著由本校學務處各組同仁
分別帶往所屬單位處室進行參
觀介紹，彼此交流兩校的異同
之處。謝文宜認為：「推動社團學分化是件很
棒的事情，大學不該只學專業學科，參與社團
可以培養學生將來在業界上的人際關係、企劃
能力及態度，是種很棒的訓練。」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宜
10日受邀在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
議廳之「2013心靈教育與環境永續」學術研
討會，與臺北科技大學校長姚立德、前臺大
校長李嗣涔與政大校長吳思華進行主題論壇

《如何培養具有心靈素養的頂尖人才》。
　論壇中，張校長表示，「心靈教育應生活
化以成為學生的價值觀，本校的作法，是全
校師生同仁共同建立實踐氛圍。在教師教學
方面，『學術課程』與『校園生活』兩方面
自然地納入心靈與環保的相關議題，開設專
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並將『社團經營』訂
為大一學習的必修課程，落實心靈環保的品
德教育。」讓學校的功能不僅在傳授知識及
激勵學生精進專業，也能引導學生培養思考
能力，並將品德和心靈教育實踐在生活中，
進而塑造成為具卓越心靈的頂尖人才，期待
學生將是未來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關鍵。

文錙音樂會 弦舞在淡江 格子趣徵件創意秀淡水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 文創中心舉
辦的「See!淡水大不同」創意櫥窗主題設計競
賽開跑囉！即日起至12月2日止，請至報名系
統（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本次競賽以徵求淡水特色故事為象徵性主
題，邀請同學將淡水意象轉化成實際縮影，與
前幾次舉辦的工作坊之所做所學做連結與運
用，獲獎的作品有機會展示在文學院3樓走廊
的文創牆上。目的是培養同學「說故事」的能
力，也鼓勵實踐其創意點子。文創中心專案經
理楊宜甄表示，此次競賽讓同學對淡水的諸多
想像有機會轉化成實際展出的物件。「投稿不
限一次喔！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女聯會二手衣義賣得10萬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12至
1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妳的舊愛，我的
新歡，邀您獻愛心！」二手衣義賣活動。校長
張家宜於首日到場進行開幕剪綵，並隨後參觀
會場。校長說：「辦活動的同仁很用心，也很
辛苦，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舉，一同把女聯會
的愛心散播出去。」女教職聯誼會理事長暨體
育長蕭淑芬表示，要特別感謝董事長張室宜及
校長張家宜提供近乎全新精緻的衣裳，商管學
會亦提供大量的健康食品與即期產品一起做愛
心。現場購入兩盒巧克力的國企四趙翊如開心
地說：「東西物超所值，又可以做公益，真的
很棒！」化學系教授高惠春也買了適合自己的
衣服，她說：「用便宜的價錢就能買到喜歡的
東西，這種二手交換的概念相當不錯。」義賣
所得約10萬元，將扣除支出後以淡江大學女教
職員聯誼會名義捐獻慈善機構。

資訊應用競賽 我抱回2金3銀

　「『遊』你真好」勇奪「兩岸交流組二」第一
名，上台授獎開心與評審們和資訊長黃明達（後排
左一）合影。（圖／資訊服務競賽委員會提供）

　實踐大學學務處學務長率該校各組
共24人，於12日來校交流學務工作，
並在福園前合影。（攝影／盧逸峰）

檢視本校學雜費調整指標
根據教育部調整幅度訂定
本校調整幅度

成立審議小組與決策小組

制定學雜費規劃書供審議
小組審議

審議小組是否通過

舉辦學生公開說明會

彙總公開說明會意見提送
決策小組會議

決策小組是否通過送審
學雜費調整案？

檢送資料報請教育部核定

結束

是

否

是

否

　本校審議學雜費之公開程序。（資料來
源／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三大獎見證心靈卓越人才在淡江

全國大專
資訊長

　 校 長 張 家 宜
( 中 ) 與 六 位 金 鷹
得主，左起順發
電腦董事長吳錦
昌，教育部資訊
及科技教育司司
長楊鎮華，臺中
教育大學校長 楊
思偉，鑼洋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事徐航健，上
銀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卓永
財，中華數位關
懷協會理事長許
秀影合影。（攝
影／鄧翔）

　蛋捲節活動開幕，啦啦隊精彩表
演。（攝影／賴意婕）

校友回娘家3版

2版

　珍愛文錙音樂會中，以鋼琴四重奏及弦樂四重
奏曲方式交叉呈現，曲目風格多元。（攝影／蔡
昀儒）

▼

淡江大學校慶

週年

邱泰然
古曉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