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要聞版
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 2014 *
看見淡江

2版 郭忠勝視數學為高度藝術
3版 出版中心12月出版7本書籍
4版 寒假服務隊出動
下鄉送愛心

919期

1

淡江時報－一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中 華 民 國 103年
1月13日
星 期 一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0584 傳 真：02-26214169 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電子信箱：ab@oa.tku.edu.tw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本校申請自我教學評鑑通過
除工學院外 103學年度全校性進行實地評鑑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教學單位自我
評鑑預計將於103學年度實行！品質保證稽核
處於去年8月向教育部申請自辦教學評鑑，並
於同年11月依教育部指示遞交修正版計畫書，
目前正等候教育部回覆。

稽核長白滌清表示，「應該會順利通過，且
自我評鑑計畫也將在正式通過後啟動，預計最
快在下個學期召開說明會，緊接著103學年度
開始，除了工學院已有IEET工程認證外，將
進行全校性教學單位評鑑。」
談到「高教評
鑑」與「自我評
鑑」的差異，白
滌清認為，「高
教評鑑」在時
間安排上較無彈

性，且委員聘請的變數較大，如評審對私校體
系不熟悉，或是專長領域與本校系所發展方向
迴異等因素。相對地，「自我評鑑」能依照本
校行事曆規劃作業時程，且能依據系所發展特
色聘請相關專業的委員；但聘請委員及行政支
援皆須自行負擔。
白滌清強調，為相互制衡、避免放水，在內
部評鑑的評審名單，從提名到遴選階段，皆由
不同單位負責，且期待各系所通過各項評鑑門
檻及標竿；他深信本校辦學符合「全面品質管
理」（TQM）的精神，且各項行政庶務皆有

嚴謹的規劃及執行流程，不易有放水情事發
生。預計在104年6月前完成自評，並由高教中
心「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聘請委員蒞校，進
行檢核及外部評鑑。
品保處專員張倍禎表示，為建置更完善的自
評機制，除了統整相關評鑑實施辦法、要點及
規則於「淡江大學自我評鑑辦法」之外，另在
「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評鑑項目
上，修改為「畢業生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
估」及「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2項，同時
建置各項的指標。

啟動守謙募款 號召大夥捐磚
榮退茶會
歡送榮退同仁 感謝付出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7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辦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校長張家宜（右五）、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一）、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右一）、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員工福利委員會主任
委員宛同，及近百位在校同仁皆參與盛會。張校長首先向退休同仁致
謝，「每次榮退茶會都令人百感交集。本校發展至今，不論在學術、
行政及研究皆有很大的成就，這都要感謝付出很多心血的同仁們。」
本次受邀出席的退休人員共6位。張校長除了致贈琉璃水晶外，並
逐一點出退休人員的貢獻，如呂正惠在行政提供許多助益、簡素芳在
研究投注很多心血，祝福她退休後能持續研究工作、馮朝剛的行政經
驗值得效仿、日籍教師高津正照、黑島千代是國際化的重要元素之
一，以及讚揚在調動率極高的諮輔組中，張興星的高EQ令人佩服！
歡送會上，員福會贈與禮券及紀念衣服，且讓出席的退休人員上臺
分享在校共事的時光。呂正惠（右四）認為，在淡江工作非常愉快，
對他來說，退休不是件傷感的事情，退休後仍充滿著希望！在淡江生
活30多年，授課從未缺席的簡素芳（右三）說：「這就是我做事的態
度！」同時分享和學生良好互動的故事。
曾任學術副校長的馮朝剛（左三）表示，雖然已是退休年齡，但覺
得自己依然年輕，並對於繼續寫教材感到期待。高津正照說「自己將
會永遠懷念淡江」、黑島千代（右二）則誇讚「淡江為臺灣培育許多
人才」。最後，諮輔組同仁為張興星（左二）錄製一段影片，令他十
分感動，並表達謝謝同事們的照顧。此次歡送茶會在同仁們的歡笑及
合影中度過，對榮退的同仁來說，退休是人生另一個旅程的開始！
（攝影／鄧翔）

歲末聯歡 24日盛大登場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102年度歲末聯歡會將於24日（週五）下
午1時30分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人資處已向教職員工發送幸運
號碼。會中將頒發淡江品質獎、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績優、教師教學獎勵
獎，以及職工資深服務獎等獎項。除此之外，還有眾所矚目的「摸彩活
動」，最大獎為「張創辦人獎」3萬元獎金！此外，董事會另備有多項獎
金讓大家抽好運、過好年！

【記者沈彥
伶、林佳彣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
募款委員會於8
日在覺生國際
廳舉辦第25次會
議，以「是否將
捐資明細公告於
網路」、「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募
款進度和規劃方
案」，與「103年
度募款目標及計
算方式」3大提案

為題，與蘭陽及臺北校園同步視訊；委員建議
「募款須增列期限」，其餘內容皆取得委員通
過。此外，募款計畫決議採團體、個人的捐款
或實物捐贈等多重方式進行；以系友會為單位
的團體建議認捐房間，像是資工系集資捐出
200萬元；個人則有「百萬金磚」、「10萬銀
磚」與「一人一磚」等多重刷卡或分期付款的
方式選擇。
會議中，校友林健祥詢問募款是否具有時效
性；對此，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回應，
「預計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在民國106年11月落
成，並希望能在5年內完成募款，詳細的時限
會再公布。」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孫瑞隆建議系友會加強系友聯繫，並在系友

蓄勢待發 下學期特色學分學程
【記者趙巧
婷、蘇靖雅、楊
宜君淡水校園報
導】為培育學生
具跨領域的專業
能力及考量就業
市場趨勢，本
校依各院系所特
色、教學研究發
展需求，設置跨
系所、跨學院學

分學程，目前共有40個學分學程課程。有鑑於
產業界以綠色能源為前瞻科技及研究發展，
理、工學院在101學年度合作開設〈綠色能源
科技學分學程〉，至今已近300人修讀。而工
學院於本學期新設〈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
則期待培養出機器人開發與建置的專業人才。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指出，「機器人的製作不
僅結合電機系技術，更需要建築系的美學設計
等；綠色能源更是跨院合作，首創當年曾獲得
教育部補助。且透過跨系、跨領域合作，期待
將所有老師的研發能量相互結合。」

今年首度參與評鑑的15個課程中，歷年來修
習人數最多的〈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文
學院院長林信成認為，「文創產業是跨領域的
課程，結合文院5系特色，學習產業鏈的相關
知識，且課程歡迎其他學院學生修讀，藉以培
養文化產業的基礎及競爭力。」
公行三蔡如怡說：「許多學分學程的課程內
容都令人感到有趣，除了有和就業相關的課程
外，還可以學到非本科系的專業知識。」未來
時間允許，她期待修讀更多學分學程。

校園資訊服務軟體開發 6隊獲獎
【記者姬雅瑄
淡水校園報導】
資訊處舉辦「102
學年度校園資訊
服務軟體開發」
於6日公布審查
通過名單，共6
隊贏得獎勵。資
訊處秘書林錦河
表示，為了鼓勵
教職員生開發應
用於校內的資訊
服務軟體，進而

提升校園資訊服務量，通過審查的6組皆有創
意，預期讓校園生活更加便利。
由資訊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解燕豪指導的
「基於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建置智慧型校園資
訊系統」，為獲獎者之一。解燕豪說明，當初
發想是因點名耗費過多時間，希望可以有效率
的方式執行，進而開發應用程式（APP），並
使用「近距離無線通訊」（NFC），希望透過
手機或學生證感應來點名，且學生也能運用手
機上傳作業。
目前，資訊處對此項應用程式的疑慮在於
個人資訊的保護管理制度。解燕豪進一步表
示，「我們相信這些問題透過技術都可以被

兩岸攝影家在文錙 女聯會健走閉幕
合拍中華大地24小時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看見邊境之美！文錙藝術中心除了在1樓
展出「活佛父子鏡頭下的西藏今昔」攝影展之外，2樓展廳另有「兩岸攝
影家合拍中華大地24小時」的攝影作品，雲南、新疆、青海、西藏等邊境
皆成為拍攝地點。從畫面略可一窺維吾爾族的宗教、生活及風土民情。參
觀校友張家瑜形容，2樓展廳的攝影作品色彩豐富，畫面呈現的意境彷彿
為邊境做了更貼近的詮釋。展期至23日止。（攝影／蔡昀儒）

年刊宣傳。校長張家宜表示，「雖然目前捐款
人數不多，但是相信有很多方面可以進行，希
望同仁共同努力，打造會議中心。」
另外，淡海同舟校友會認捐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1樓「同舟廣場」，其捐款方式有以全體社
團人個人名義1人1萬元，以及社團之名10萬、
20萬、30萬的款額。淡海同舟校友會會長黃文
智表示，「未來將印製廣場募款文宣，且預計
於下學期成立臉書粉絲專頁，以公告最新捐款
消息，並連結現有社團臉書，廣為宣傳。」
欲捐款者，可透過郵政劃撥、支票或匯票、
現金、信用卡、轉帳捐款的方式，可指定「同
舟廣場」用途。最新募款進度可至校服暨資發
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查詢。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1/16(四)
14:00

1/16(四)
14:10

2/10(一)
8: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產經系
T505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
戰國時代的廠商跨業生產
決策

英文系
T608

新加坡大學英文系博士Dr.
Shalini Jain
Phenomenological and
Ecocritical Approaches to
Amitav Ghosh’s The Hungry
Tide

102學年度總務處環保小尖兵
事務組
體驗活動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政經三陳定嶽獲教育部
人文社科優秀人才培育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淡江學子好優
秀！政經三陳定嶽參加教育部補助「人文社會
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育計畫」甄選，最終通過
審查，獲得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一年交換生的
機會，也是今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組甄選的唯一
私校學子。
陳定嶽表示，自己對國際事務很有興趣，剛
好在系網上看到相關訊息，所以決定嘗試；
「加上之前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當交換生的
經歷，讓我在準備審查資料的過程中，萌生很
多想法。此外，感謝家人支持，願意讓我朝理
想努力。」
陳定嶽以「敘利亞難民議題及其對國際安全
的影響；全球化的時代下國家主義是否依然重
要」為題，以國際發展現況及影響，全球化的
超廣角度透視各種議題，獲得評審肯定。政經
系系主任包正豪表示，這次入選多數是國立學
校的學子，要和這麼多頂尖學生競爭非常不容
易。他提醒大家，「不要輕看大三出國留學的
機會，把時間給玩樂掉了，建議學生多累積個
人實力，待機會出現時才不會一籌莫展。」

榮譽學程開放選課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日間
部各班學業成績前10%的學生修習，並強化
升學、就業競爭力，本校開設有「榮譽學
程」。教務處課務組組長許秀凰提醒，已選修
榮譽學程的同學，可在102學年第二學期加退
選期間，直接進行網路選課；而「系專業客製
化課程」除網路選課外，另須填送選課表。
欲加入榮譽學程的新同學，許秀凰表示，
「請於加退選期間，填單『榮譽學程申請
表』及『榮譽學程學生選課表』，並繳回紙
本方式選課。」詳情可至榮譽學程網頁（網
址：http://honor.tku.edu.tw/）查詢。

美食廣場推All Pass餐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2013
年臺灣米食節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出爐囉！
去年11月，總務處在商管大樓前試賣低碳便
當，並進行問卷調查。總務處資產組專員賴映
秀表示，「低碳便當」整體評價趨向滿意，顯
示師生認同活動理念，且願意以行動支持；但
菜色、價格及銷售方式，仍存有不少歧見，日
後可作為參考。
賴映秀表示，「目前學校已進入招商作業，
未來若招商成功，將在商管大樓1樓中庭規劃
休憩區，提供健康取向及結合環保概念的美
味、低碳便當。」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會於9日在紹謨紀念體
育館的排球場舉辦「塑身健身‧活力校園」閉幕儀式。財務長暨女
聯會副理事長陳叡智致詞時說道：
「健走活動已經持續進行2年，不僅
促進了教職員間的情誼，也讓身體
變得更健康，而且帶動身、心靈都
有很好的成長，期待下學期大家依
舊可以踴躍參與。」
會中，體育教學組講師郭馥滋帶領
大家做韻律操，充滿活力節奏的動
作，頓時讓濕冷的淡水瞬間熱了起
來。本次共計有8名教職員工榮獲全
勤獎。首度參與活動即贏得全勤獎
的中文系助理教授李蕙如說：
「為了長遠的學術生涯儲備體
力，答應自己要身體力行，
且有了健康也才能付出更多心
力。」
會計組組長吳郁章表示，
「這類活動真的很好，督促我
9日，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辦「塑身健身‧活力校園」閉幕。會中，由體
們走出辦公室、運動，同時有
育教學組講師郭馥滋帶領大家一同做韻律操，充滿活力的節奏，搭配學
專業老師指導，不僅能了解運
員們動感的肢體及笑顏，不僅讓身體充滿元氣，頓時也擊退了當日濕冷
動知識，還能訓練體力。」
的天氣。（攝影／黃禹程）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克服的。」詳細名單請至資訊處網站（網
址：http://www.ipc.tku.edu.tw/app/news.
php?Sn=585）查詢。

元氣滿點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演講看板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6日，總務處與美食廣場合作推出為期2週
的「米食歐趴餐」。總務處資產組專員賴映
秀表示，「此次歐趴餐，除了現有餐點外，
加了些許巧思，要在期末考試週，幫同學集
氣！」米食歐趴餐有滿分滷肉飯、好彩頭高分
餐、All Pass貢丸意麵、No.1捲餅、有甜頭紫米
粥，多數餐點取其諧音，隱含有祝福考試順利
之意，且部份店家提供加料不加價。
財金一郭惠如開心地說：「今天午餐選擇傳
香飯糰推出的All pass餐『有甜頭紫米粥』，
希望下週期末考試順利、過關！」（文／黃怡
玲、吳佩穎；攝影／吳佩穎）

財務處提醒儘速完成補繳費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尚未完成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後應補繳費者，財務
處請同學儘速憑補繳單至出納組B304、臺
北校園D105、蘭陽校園CL312繳費；未完成
補繳者，將無法辦理新學期預選課程及註冊
作業、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而補繳單遺失
者，請先至財務處補開單。
學雜費調整一案，目前仍在等待教育部回
文，如有進一步資訊，財務處會公告於網站
（網址：http://www.finance.tku.edu.tw/main.
php）最新消息。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