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1(三)
12:00

員工福利委員會
D211

臺北市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講師邱美珍
居家療癒菜園－種菜真簡單

12/14(六)
14:00

管科系
D303

安悅電氣副總經理徐慶懿
家電產業之零售策略

12/14(六)
14:30

教科系
D325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學科副教授林秀玉
大腦與學習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2(四)
13:10

全創院
CL439

財政部北區國稅宜蘭分局局長林清揚分
強化大專生租稅教育－賦稅業務概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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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9(一)
10:10

電機系
E819

索爾思光電元件研發課資深工程師潘彥廷
下世代高速光通訊半導體雷射開發技術

12/9(一)
14:00

法文系
SG506

法國專業認證導遊趙韻濡
法國導遊經驗談

12/9(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工研院管理師何錦堂
漫談去工研院該準備些什麼？

12/9(一)
19:00

國樂社
L303

外聘教師毛碩麟
音樂人生

12:10(二)
10:10

教政所
ED601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副司長邱玉蟾
教育政策與領導的另一個選擇－教育外交官

12/10(二)
12:10

課程所
ED302

課程所教授兼所長陳麗華主持
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分學程說明會

12/10(二)
13:10

保險系
B701

新光金控新光人壽銀行保險部經理劉光杰
銀行保險發展與專業證照資格

12/10(二)
13:30

國企系
B511

臺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秘書長劉莉秋
4G釋照後電信產業發展趨勢

12/10(二)
14:00

經濟系
B507

意達資產管理公司副總裁盧意
財富管理業務實務

12/10(二)
14:10

數學系
S433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of. Shui-Nee Chow
Finding the Shortest Path by Evolving 
Junctions on Obstacle Boundaries

12/10(二)
14:10

水環系
E830

北科大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陳孝行
前驅滲透的應用

12/10(二)
15:10

物理系
S215

中興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陳光胤
Quantum Signature of Macroscopic 
Dipole Moment

12/10(二)
15:10

師培中心
H115

臺北市百齡高中老師翁憲章
學習共同體在教學現場的實踐

12/10(二)
15:10

通核中心
驚聲國際廳

水環系教授高思懷、康世芳
永續城市的規劃

12/10(二)
16:00

未來所、
通核中心

黑天鵝展示廳

淡水商圈文化觀光協會首任會長、登
峰魚丸博物館館長林國峯
淡水的產業與文化

12/11(三)
8:10

保險系
B509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行會計處經理吳宗泰
培養正確的倫理價值觀，為進入跨國企業做準備

12/11(三)
10:00

教科系
I201

性別教育發展協會理事林煜捷
大學生不可不知的幸福藍圖

12/11(三)
10:10

財金系
B713

華銀保險代理人公司總經理蘇志誠
保經保代概論

12/11(三)
10:10

英文系
B426

英文系講師吳岳峰
觀光旅遊口譯

12/11(三)
12:00

職輔組
Q409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陳志欣
職涯講座-職場溝通藝術

12/11(三) 
19:00

健言社
Q306

健言社指導老師何孟軒
表達能力與就業競爭力的相互影響

12/12(四)
9:00

管科系
B609

中油人資長何麗君
臺灣國營事業之國際行銷策略暨進入國營事業之準備

12/12(四)
10:10

產經系
B607

萬泰銀行消費金融業務管理處經理賴玟瑾
飛越我的百變職場

12/12(四)
12:10

課程所
ED302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住民文教輔
導科科長夏治強
新北市的新住民教育與國際教育政策

12/12(四)
14:00

產經系
T505

愛情公寓總經理林志銘
路社群經營

12/12(四)
14:10

資工系
E819

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林振緯
Data, Virtual Machines, and Computation in 
Heterogeneous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12/12(四)
18:30

圖書館
U301

覺生圖書館組員唐雅雯
掌握商情、洞悉財經–教您輕鬆了解
企業營運、財務狀況與市場表現等

12/12(四)
19:00

歐洲聯盟學社
L206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林子倫
歐盟的環保與綠能－從聯合
國氣候變遷會議談起

12/12(四) 
19:00

健言社
Q306

健言社指導老師何孟軒
從星座血型分析來看待人格特質與方向

12/13(五)
10:10

資工系
T212

易酷科技副總經理鄭明輝
手機遊戲的市場機會與發展趨勢

12/13(五)
13:00

大傳系
O202

導演曾文珍
我是這樣”學習”拍紀錄片

12/13(五)
13:30

中文系
L522

知名作家徐譽誠
五虎崗文學獎30週系列活動-作家講座

12/13(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教授劉錦龍
Fuel Efficiency and Automobile Demand in Taiwan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9(一)
10:00

大傳系
Q306

導演蔡銀娟
候鳥來的季節─ 一段追夢的旅程

12/9(一)
10:00

大傳系、
職輔組

I501

調查報導、紀錄片導演李惠仁
如何進行新聞調查報導—我的
危”雞”英雄經驗

12/9(一)
13:00

化材系
E830

英業達（股）公司6-Sigma推進
部經理曾協淳
6 Sigma在臺灣NB產業應用經驗分享

12/10(二)
14:00

保險系、
職輔組
B602

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勞工
保險爭議審議委員莊喬汝
勞工保險爭議審議面面觀

12/10(二)
14:00

出版中心
SG319

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副總監丁希如
一本書的誕生

12/10(二)
14:10

資傳系、
職輔組

L413

非常深藍工作室藝術總監許家華
創意產業策展創意與實務

12/11(三)
10:00

俄文系、
職輔組

驚聲國際廳

臺灣與中亞文化經貿協會秘書長
傅柏翰
臺俄中亞市場的經貿暨文化發展

12/11(三)
13:10

國企系
B616

臺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
專案經理曾威智
故事行銷力量大－實務案例分享

12/11(三)
17:10

資傳系、
職輔組

L304

貓在吃草創辦人暨設計師蘇于寬
企業品牌識別的美學創意與設計

12/12(四)
9:30

管科系、
職輔組
B609

中國石油人資處長何麗君
臺灣國營事業之國際行銷策
略暨進入國營事業之準備

12/12(四)
10:00

資圖系
L212

臺灣大學圖資系副教授謝寶煖
圖書資訊的創意行銷

12/12(四)
15:00

電機系
G315

欣桃天然氣股公司資管部資訊組組長吳佳倫
綠色能源科技－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

12/13(五)
12:10

教發組
 I301

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楊明昱
教學助理研習活動：FUN電影看教學－惡魔教室

12/13(五)
14:00

電機系、
職輔組

T212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資訊科技與行動通訊系主任陳建宏
無線通訊未來展望

12/13(五)
17:10

國企系
B516

臺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專案經理曾威智
故事行銷力量大

12/13(五)
20:00

中文系
L301

臺灣《立報》左右報專欄作家陳良哲
陳映真小說中的都市與鄉土－《萬商
帝君》留下的思索

教學
卓 越

資訊實力國際發光 大中華區唯一學校

入選MOS成功案例 本校職輔表現受矚
Android、iOS版本QR Code在
淡江時報網站提供下載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江學術圈
APP電子書

社團負責人
暢言交流意見

2版

4版

廖述賢專研知識管理

兩岸金融研討 簽學生實習協議3版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三化教育
理念之資訊化再傳捷報！本校日前獲選全球
最大考證中心－Certiport國際證照認證中心之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是大中華區唯一入
選學校，同時在亞洲和韓國又石大學，並列
唯二的大專院校。翊利得資訊公司行銷部總
監陳淑芬說明，翊利得資訊是臺灣獨家總代
理Certiport推動電腦專業認證，與國內160所

大專院校合作。因本校學生長年參加MOS微
軟認證，屢獲佳績且培育多位世界冠軍，共同
提升臺灣學子資訊實力，在國際舞臺發光發
熱，因此首度從合作單位中遴選出優秀者，向
Certiport推薦本校為優秀成功案例。

陳淑芬指出，為符合Certiport的各項審查
規定，多次來校訪查MOS推動內容及相關數
據，以「幫助學生取得高階Office技巧克服

失業率，並找到
具有技術技能的
自信」等主題向
Certiport申請；

經嚴格審查及多次補件後，方獲得「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殊榮，並將本校成功案例放
在Certiport官網分享。關於本校之成功案例請
見Certiport國際證照認證中心網站（網址：
http://www.certiport.com/mos）

本校自99學年度起積極辦理MOS證照服
務，每年舉辦場次多達8場，希望藉此鼓勵學
生更完善地為職涯生活準備，以增加就業競
爭力；為幫助學生獲得專業證書，職輔組開
辦MOS輔導課程，並且栽培選手參加世界盃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年年表現優異。陳淑芬

肯定本校認證教育，尤在經濟不景氣下國際
證照更能增加學生競爭亮點。她表示，自2006
年辦理至今，淡江學生很優秀，且入選世界
冠軍隊並贏得佳績，淡江培育出來的校友陳
智揚、劉文琇等人亦是MOS搶手名師，「從
多年帶隊出國的過程中，似乎與淡江建立起
革命情感，因此對淡江期許很高，希望未來
學生能維持傳統，將MOS世界冠軍繼續留在
淡江。」Certiport國際證照認證中心推動國際
認證在全球有153個國家通用，並翻譯成27種
語言，全球考試人數已經超越1000萬人次。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4日，「102年環境及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年度稽核驗證」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臺北和蘭陽校區同
步視訊。校長張家宜表示，「感謝稽核委員的蒞臨，委員的建議是
本校改進的動力。」此次前來年度稽核淡水校區的林稽核員表示，
本身是工學院校友，因此對實驗室的環境非常熟悉，且「在學生未
出社會前，培養一定的環境安全知識是很重要的。」

綜觀本次稽核結果，臺北校區在廁所和電腦開機畫面進行環保節
能宣導，並有效督導能源控管，值得表彰；淡水校區應留意對於不
可接受風險的項目，並考量作業管制及應加強危害鑑別內容之完整
性；蘭陽校區則應妥善留存教育訓練之成效評估紀錄。

環安年度稽核驗證 有效控管資能源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委託
臺灣評鑑協會於11日蒞臨本校進行教學滿意
度調查。針對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情
形及本校參與「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活動等調查結果，將作為教育部日後相關議
題分析及獎補助經費之參考。

本校102年度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
費計5,000萬元，主要運用在「確保學生學
習成效」、「改進課程及學程」、「提升教
師教學品質」、「培養學生特色競爭力」、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等方面。詳細計畫
內容及執行成效均公告在本校教學卓越計畫
網頁（http://excellent.tku.edu.tw/）。

本次施測對象包括261位專任教師、55位
教學助理及370位學生，其中施測的教師和
教學助理名單係於前一週確定，學生名單則
由臺評會於施測當日早上隨機抽選學號尾數
來決定，再由各系所立即通知。請教學助理
及學生務必攜帶學生證辦理報到。

本次施測為全天分時段進行，淡水校園
採電腦施測，地點在商管大樓B206、B213
電腦教室；蘭陽校園採紙本施測，地點在
CL408會議室。

問卷調查
學

卓 越
教

【本報訊】中文四傅聖鈞獲得由國際傑人會
中華民國總會舉辦「第21屆傑青獎」，是全國
大專院校十大服務性社團領袖，並將於14日獲
頒獎座、獎金及總統馬英九接見鼓勵。

傅聖鈞自大一起加入種子課輔社，透過服務
機會幫助弱勢孩子，之後於今年暑假擔任柬埔
寨服務學習團團長，前往柬埔寨南部村落展開
為期22天的服務之旅。傅聖鈞認為，跨國服務

經驗是獲獎亮點，並表示，很高興努力受到肯
定，「服務性社團的工作通常籌備時間較長，
尤其是跨國服務從招募、培訓、服務內容，以
及出隊後團員的心理輔導、安全考量等各項溝
通，皆讓我受益良多，這次走出舒適圈，不僅
高度挑戰自我，也加速了成長體驗。」

身為團員之一的統計四張同學說：「在傅聖
鈞身邊能感受到服務熱忱和領導魅力。」傅聖

服務柬埔寨 獲傑青獎十大領袖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於5日
召開「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決策會議」，
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主持，各院院長、財務長陳叡智與4位學生代
表一同出席。高柏園表示，「調漲學雜費可讓
資源再分配，達到社會公平正義，幫助弱勢同
學，且讓學校有更好的辦學發展。」本次決策
會議目的在於學雜費調整提案確認。

學生代表現場反映，希望校方能讓同學充分
了解學雜費用於「有感」實際作為。陳叡智
針對調整學雜費說明：「本校符合教育部調
漲條件，基於辦學需求與合理反應成本，經
過審議會議及公開說明會，於此次決議通過
調漲1.5%，並於13日送教育部核定，希望能儘
早公告。」學雜費調整之用途規劃說明，詳
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址：http://info.
tku.edu.tw/use_layout.aspx）。

學雜費案 送教部審核

133行政會議  　   國際化專題報告

本校獲選全球最大考證中心－Cert iport國際證照認證中心之Microsof t 
Office Specialist成功案例。（圖／摘自網路http://www.certiport.com/Portal/
desktopdefault.aspx?page=common/pagelibrary/mos_success.html#Tamkang）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33次
行政會議於上月29日舉行，校長張家宜主持，
致詞時感謝推動校務發展計畫的單位召集人
和參與者，並鼓勵大家繼續集思廣益；此
外，呼籲各院落實關懷境外生的生活狀況。
　會中，張校長頒發獎牌及獎金5萬元給通識
與核心課程中心教授、現任臺北市婦女新知
協會理事葉紹國，讚揚其在婦女界長年發表
文章，幫助女性解決疑問，為校爭光。接續
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以「邁向國際化之商
管學院」為題，近2年在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
的進展，包括與境外學校交流、推動雙聯學

制等作為。邱建良表示，期望爭取短期內通
過AACSB認證，並計劃於104年開設全球財務
管理英語學位學程，且逐年增設全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張校長建議，可增加與國外大學
交流的比例。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以「媒體匯流與創
新趨勢下，淡江時報的價值」為題簡述時報
演變，並因應現時媒體呈現方式多元化，增
製APP及電子書。學務長柯志恩則感謝淡江時
報，指出本校今年能入選教育部卓越學校，
並獲選為「品德教育特色校園」，有時報新
聞報導作為資料備審，為整體加分。

鈞 則 感 謝 評 審
肯 定 、 老 師 支
持 及 鼓 勵 ， 未
來 將 持 續 服 務
精 神 投 入 教 職
工 作 。 （ 攝 影
／梁琮閔）

外語學院與日熊本大學簽約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5日，日本熊

本大學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科長渡邊功、文
學部副部長水元豐文、社會文化科學研究科
教授森正人一行3人蒞校，與外語學院簽訂學
術交流、學生交流契約。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及國際長李佩華均
出席簽約，並安排日文系助理教授廖育卿擔
任口譯，席間除了簽署合約外，雙方互贈紀
念品，寫下密集合作的里程碑。

吳錫德提到2校淵源深厚，頻繁的學術交流
即是最好實證。渡邊功提到，感謝本校全力
支持交流，希望以此簽約為出發點，更期待
未來與其他學院交流。李佩華肯定熊本大學
是優秀的合作對象，同時以簽約時共用一支
筆簽名為例，說明彼此的合作默契與誠意。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為提高教師將
服務學習融入專業課程中，學務處於2日舉辦
「專業融入服務學習經驗分享會」，邀請輔仁
大學企管系副教授周宗穎、中原大學電子工程
學系教授張耀仁專題演講。張耀仁與身心障領
域合作，以專業能力來妥善照顧身心障礙者，
不僅提高生活品質，同時增進其家庭幸福。

此外，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工學院院長
何啟東各別主持「商管人文社會」及「工程科
技」服務學習個案分享會，藉由將服務與專
業結合的構思、尋求合作機會、執行挑戰等經

驗，激發教師在創意發想專業服務的方案。
在個案分享會中邀請保險系助理教授曾妙

慧、教科系教授張瓊穗等人交流；其中，統計
系教授蔡宗儒活用統計諮詢專業、觀光系助理
教授陳維立則介紹休憩旅遊專業知能的服務活
動、聖約翰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杜日富簡介
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課程與服務學習的推廣計
畫、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分享網際服務軟體設
計應用於醫療診治經驗。另外，現場還有海報
展示及反思角落活動，參與者可以手寫、繪
圖、錄影等方式進行心得記錄。

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 6師經驗分享

聽見文錙樂音 療癒身心靈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4日，文錙音

樂聽舉辦「珍愛文錙•一生一世」系列音樂
會第三場《珍愛生活》，以「聽•見」為主
題，邀請長笛演奏、作曲家余昶賢表演。文
錙藝術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本場音樂會風
格跨古典和流行樂，「余昶賢的音樂具有靈
性，且自創曲帶有豐富意涵。」

余昶賢說明，盲人音樂家王俊傑不靠視覺，
用心感受生活，讓他體悟到「原來看世界不
一定要用眼睛。」也因而成為音樂會主軸，
藉由自然、具療癒的長笛音色，演奏簡單旋
律，用聽覺重新認識世界。特別來賓蕭詩偉
形容，後半場音樂溫馨感人，尤其是獻給家
人的自創曲，彷彿聽見余昶賢的生命故事。

文創正夯 營造關鍵人才磁吸效應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文化創意產業

中心於5日舉辦「2013文化創意產業論壇」，
邀請臺藝大文創產學園區處長謝文啓、地圖日
記共同創辦人郭書齊、原金國際有限公司導演
王世偉等人分享實務經驗，並探討人才培育。
文創中心執行長劉慧娟表示，「文創為時代趨
勢，在各界爭先之際，如何培養多元人才，發
展具淡江特色的文創，是本次論壇關鍵。目前
文創課程多開設在文學院，希望從教育著手，
培養臺灣文創新血，並推廣至各系。」

本次論壇共3場次，分別以「從創藝競賽
到創業育成─文化創意人才的階梯式培育機
制」、「築夢踏實─校園團隊的成長潛力與發
展契機」及「第四波的經濟動力─數位文創實
踐的經驗談」主題切入，藉由與談人的產學經
驗，以期讓與會者了解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

展。本次論壇的對談內容將置於淡江大學文
創學習網（網址：http://www.ccci.tku.edu.tw/
index.php/tw/），同時刊登於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發行《創業管理研究》期刊。

網路期中退選 2科為限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
退選作業即日起至15日上午10時止。系統開
放期間，同學可自行上網退選，以2科為限，
逾期不受理。依「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
規定，大學部延修生、碩博士班學生期中退
選後，當學期修習不得少於1科。另外，學
士班4年級、建築系5年級及2年制在職專班學
生期中退選後，當學期修習總數不得少於9學
分。加退選網址（http://www.ais.tku.edu.tw/

elecos/），詳情請洽
課務組。

培養學生就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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