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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0(一)
13:10

未來所
ED601

芬蘭土庫大學未來學研究中
心教授Sirkka Heinonen
Futures of Education - Towards 
Ubiquitous Learning in Digital 
Meanings Society（教育的未
來：在數位意涵社會中 邁向
普及學習）

3/1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日本德島文理大學藥學院院
長淺穿義範
Why does Man’s Skin Dis-
color by Volatile Components 
of Some Stink bugs

3/10(一)
15:10

保險系
B605

淡江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
中心水文技術服務團執行秘
書蘇騰鋐
洪水災害的衝擊與因應策略

3/10(一)
16:10

大傳系
Q306

CAMPOBAG希嘉文化執行長
顏瑋智
什麼是文創裡的創意思考

3/11(二)
10:00

公行系
B312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副教授黃榮源
英國制度，社會與生活紀事

3/11(二)
10:00

戰略所
T502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榮譽退休
教授沈宗瑞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鬥爭

3/11(二)
10:10

法文系
T703

臺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陳敏慧
從高中老師到萊雅總裁

3/11(二)
10:10

亞洲所
T506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
心副主任邱達生
從總體經濟面向看當今亞太
情勢

3/11(二)
11:10

資工系
E819

Prefectural University, Japan.
Prof. Hamida Fujita, Iwate
Medical Diagnosis based on
Sub jec t i ve  and Objec t i ve 
Fuzzy Aggregation Functions 
Alignments

3/1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黃斯衍
Experimental  Observat ion 
o f  Sp in  Seebeck E f fec t  in 
Ferromagnetic Metals and 
Insulators

3/11(二)
14:10

數學系
S433

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
沈宗荏
The Shannon's Index Estima-
tion By Good-turing Frequency 
Formula

3/11(二)
15:10

土木系
B712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
科科長張記恩
專題討論講座課程演講：新
北市工作經驗分享－淺談都
市設計

3/11(二)
15:30

數學系
S433

F a c u l t y  o f  E n g i n e e r i n g , 
In format ion and Sys tems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Dr.Ying Miao
Fingerpr int ing Codes and 
Related Extremal Bipart i te 
Graphs

3/11(二)
19:00

會計系
Q409

講師陳婉寧
走過烽火大地，一趟綠色學
徒之旅

3/12(三) 
10:10

財金系
B712

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張國銘
銀行業概論

3/12(三)
13:10

法文系
L302

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影像傳播
系教授梁崇民
歐盟語言政策與筆譯總署、
歐盟語言政策與口譯總署

3/12(三)
15:10

法文系
L204

輔仁大學傳播學院影像傳播
系教授梁崇民
歐盟語言政策與筆譯總署、
歐盟語言政策與口譯總署

3/12(三)
18:30

圖書館
I301

圖書館參考組約聘人員
劉靜頻
撰寫報告第一步：蒐集資料
真的有一套！

3/12(三)
19:00

學生會
E305

巨匠電腦講師乾旻宏
淡江大學第十九屆學生會巨
匠專業講座－Photoshop

3/13(四)
10:10

法文系
O504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
局主任秘書董竹英
我在法國的經驗談

3/13(四)
14:10

產經系
B605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前副
總經理曾永慶
壽險公司在金控公司中扮演
的角色

3/13(四) 
16:10

財金系
B515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前副
總經理曾永慶
金控獲利雙引擎

3/13(四)
18:00

職輔組
Q409

福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李國嘉
職場新鮮人的必修課－勞動
權益Q＆A

3/14(五)
13:00

外語學院
圖書館總

館2樓閱活
區

俄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蘇淑燕
世界文學正典研讀工作坊－
契訶夫的《三姊妹》英譯本

3/14(五)
13:10

經濟系
B605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助理研究
員廖珮如
Financing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Challenge of Fast 
Population Aging

校友暨資發處15日Homecoming Day 誠邀系友回娘家

春之饗宴建設校園盼校友共襄盛舉
境外生融入服務
學習 清掃校園

2版

4版

2014國際婦女節讀思會 挺身而進

首屆模擬UN安理會 商討Syrian3版

　【記者林佳彣、呂柏賢、沈彥伶淡水校園報
導】今年「春之饗宴」將於15日上午9時、10
時30分，分別在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蘭
陽校園強邦教學大樓兩地展開，歡迎校友返校

賞花、敘舊。當天上午9時將由校長張家宜及
系所友會總會長孫瑞隆在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
育館，為首先登場的「趣味競賽」拉開序幕。
接著於11時在學生活動中心餐敘，並頒發「捐

招考文字/攝影記者
大一、大二、研一生 科系不限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15
親洽Q301或網路報名

甄試報名表

招考文字/攝影記者
大一、大二、研一生 科系不限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15
親洽Q301或網路報名

甄試報名表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0(一) 
19:10

財金系
D223

國立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榮譽顧問博士李勝彥
全球貨幣寬鬆與日本安倍景
氣和難題

3/12(三)
8:30

土木系
校友聯誼

會館

土木系教授鄭啟明主持
2014年國際風工程研討會暨
風工程學術研習會

校友李麗秋入選Forbes亞洲50女強人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美國《富比
士》（Forbes）雜誌亞洲版，近日評選出50
位亞洲最有權勢商場女強人，臺灣共有3人進
榜。其中1位為特力貿易董事長李麗秋，為本
校銀保系（現為保險系）校友，她以在商場傑
出表現，榮獲第20名殊榮。
　此次為該雜誌第三度針對亞洲、紐澳地區商
場女強人進行評選，依其頭銜、所屬公司營
收及參與公司營運狀況加以評比。該雜誌網
站（http://www.forbes.com/）將李麗秋譽為

「五金女王」，並介紹她在1978年創辦出口公
司時，規模僅5名員工，主要供應海外五金工
具；在1996年和英商合資成立B&Q特力屋。
　目前特力集團是臺灣最大居家裝潢零售業，
其產品擴及全球約千餘家零售業，有沃爾瑪超
市、家得寶（Home Depot）等連鎖量販店。
　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示，「非常敬佩學
姐！感到與有榮焉，未來期待能邀請她返校分
享、交流，傳承成功之道。」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0(一)
10:00

全創院
強邦國際
會議廳

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
公會副秘書長郭少龍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

3/10(一)
18:30

大傳系
O303

導演侯剛本
戲劇劇本寫作

3/11(二)
19:00

物理系
S215

科學月刊總編輯曾耀寰
科技論壇－簡單物理看系外
行星

3/13(四)
14:10

資工系、
職輔組

E819

楷巨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高浩傑
資通訊安全技術與發展

教學
卓 越

款30至50萬元者之獎狀」、「中華民國校友總
會卓越校友獎牌」、「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傑
出系友」等獎項。蘭陽校園則於上午10時30
分，在蘭陽校園強邦教學大樓1樓辦理趣味活
動、摸彩、餐敘等活動迎接校友，交流。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說：
「有別往年，台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首次組
團北上，回校參加春之饗宴。」各系也於當
日自辦校友回娘家活動。誠摯地歡迎校友返

校，重溫求學時光。
　另外，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款進度
和規劃方案」，預計在5年內完成募款；截至
103年1月，目前由各校友、校友會的捐款達1
億5,657萬6,800元，對此，彭春陽表示：「盼
學長姐可以一起共襄盛舉，持續完成這項計
畫。」（攝影／賴意婕）（文轉三版）
　春之饗宴系列活動，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品管5圈複審 14日登場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品
管圈競賽活動」複審會議，將於14日（週五）
上午9時45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本次競賽活
動共有5組圈隊報名參加，分別為企管系學生
組隊的「Miss圈」、管科所學生組隊的「呼拉
圈」、課外活動組組隊的「ㄎㄨㄞˋ主圈」、
蘭陽校園組成的「夢圈」，以及圖書館組隊的
「G go UP圈」。
　品質保證稽核處約聘人員江書瑜表示，本次
活動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觀摩學習，意者請於
12日前向品保處報名，校內分機2349。

拉美使節部長 淡江當新生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開設之
「亞洲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第三屆20位
新生與第二屆7位舊生，於9日至15日來臺參加
面授課程，並體驗臺灣國情文化。
　外籍專班學員多為拉丁美洲邦交國的政界及
學界重要人士，第三屆新生包括有瓜地馬拉外
交部次長魏曼和、多明尼加駐荷蘭海牙公使馬
聖迪，以及厄瓜多勞工部次長艾斯康等人。
　該碩士在職專班成立於2012年，為全國首創
跨國遠距碩士專班。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說：
「專班開設至今，也不斷接到詢問及申請，更
吸收許多回饋意見，希望往後能越來越好。」
　此次參訪學員從10日展開行程，先於驚聲國
際廳舉辦迎新茶會，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及國際長李佩華皆將出席。12日，由文
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進行書法講習，並有中
文學習課程。
　13日，第三屆新生將前往外交部參加午宴、
參觀中正紀念堂及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朱銘

　【本報訊】研究發展處經理王
乾又表示，目前本校於近5年內研
發成果中，極具有商業價值與可
商品化的技術，共計有8項。「這
些可商轉的創新技術皆有專利，
不僅展現本校研發能量與成果，
且未來估計可做為商業化用途，
期待透過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的
系列活動，拉近與校友、企業主
的合作機會。」研究類別涵蓋有
化 學 清 潔 、 化 工 環 保 、 行 動 醫
療、環保建材、散熱技術及輸送
技術。

　 研 發 處 提 供 可 商 品 化 之 專 利
有 ： 「 析 出 型 薄 膜 及 其 形 成 方
法」、「功能性聚胺酯預聚物、
利用其製備聚胺酯之方法及其應
用方法」、「可攜式無線遠距照
護生命特徵預警系統」、「垃圾
焚化飛灰再生利用為水泥材料之
方法」、「可增強支撐強度與毛
細作用之均熱裝置」、「全方位
移動控制系統」、「具有平板蒸
發器結構之迴路式熱管」。詳細
專利、技術摘要、應用領域可向
研發處洽詢，校內分機2197。

研發處可商轉技術 展望校友合作

圖書館推平板 借閱新選擇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

報導】平板電腦在近年獨領風騷，本學期也
進軍覺生紀念圖書館囉！即日起至26日，圖
書館舉辦「指尖上的圖書館」活動，另於4月
7日起，同時開辦「閱讀好自在，平板你來
借」活動，於平日上午8時20分至下午6點，到
5樓非書資料區辦理，即可外借平板，讓讀者
在家中也能品味數位閱讀樂趣。
　活動首先由「時尚i玩客」在總館2樓大廳登
場，除了展示平板供教職員生進行體驗外，

另有介紹華藝中文電子書、HyRead ebook、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及金庸作品等電子書
平臺。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表示，「校內
電子書典藏量高達197萬種，為了推展行動閱
讀，自本月起陸續展開數位閱讀系列活動，且
下月初開放讀者外借平板電腦。」
　對於不熟悉操作平板及閱覽電子書的讀者，
圖書館將於18日舉辦「載具資源體驗營」、20
日舉辦「行動閱讀學習營」講座，欲參加者詳
見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女教職員聯誼會、員工福利
委員會與淡江時報社於4日在鍾靈中正堂舉
辦2014國際婦女節讀思會。由校長張家宜主
持、引言，透過臉書營運長撰寫的《挺身而
進》一書，鼓勵女性積極追求專業發展，不
埋沒潛力。會中由女聯會理事長、體育長蕭
淑芬進行書摘導讀，學務長柯志恩、圖書館
館長宋雪芳、EMBA執行長林江峰、資工系
許輝煌主任等主管與現場160位教職員生一
起參與導讀和分享觀點。
　張校長表示，桑德伯格在書中逐一釐清職
場女性在生活與各種選擇中所面臨到的選
擇，「此書對女性同仁有很大助益，而且我
發現應擴大性別平等教育意識，未來會加購
書籍，致贈給全校一二級主管，以期善用
人力資源、創造平等社會，進而帶來更大
生產力。」蕭淑芬進行導讀時，心有所感地
分享，女性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有著”
冒牌者症候群”，所以至今在政治領域、企
業領域，女性出任領導人的比例仍大幅低於
男性。因此鼓勵女性追求成功，不要按部就
班等著爬階梯，若是可以搭上火箭，一步沖
天，也千萬不要退縮。

　4位系所女性主管進行讀書分享時，呈現
女性的普遍焦慮、與工作職場中被男性社會
同化的可能、追求平權之路也要教育家中下
一代男孩尊重女性選擇，以及奉勸女性擴大
視野追求任務的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水環系
系主任張麗秋分享到，「這本書讓我意識到
需要跳脫框架，相信女性其實是有很多選擇
的權利。」
　與會者普遍共識，現今社會中的女性應學
習增強企圖心、消除內心障礙、影響男性，
以及教育男性分擔家務、尊重女性的選擇。
柯志恩指出，有孩子後，開始感受到社會對
於女性的限制，「所以願意講出需求很重
要」。宋雪芳自覺與學務長是明顯的對照
組，雖然家中重男輕女，但是她堅持長期目
標，如今在教職中發揮母性，幫助學生，視
同人如親。
　2位男性主管與談時，林江峰雖讚頌大男
人，但透露家中財務大權還是太太說了算，
許輝煌則表示非常尊重太太的選擇。張校長
最後總結，「如何發揮每個人的生產力才應
該是重點；希望藉此讀思會能激勵更多同
仁，一同改善工作環境，讓女性職員發揮長
處，與男性共治。」

破除性別成見 張校長挺身創造影響力

　2014國際婦女節讀思會於4日盛大舉辦。由校長張家宜（右三）主持、引言，會中邀請學
務長柯志恩（右二）、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左二）、體育長蕭淑芬（右四）、EMBA執行長
林江峰（左一）及資工系系主系許輝煌（右一）與談、導讀。（攝影／吳國禎）

本校首進 　全球學科前200大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英國高等教
育調查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簡稱
QS）日前公布「全球大學學科前兩百大排行
榜」，QS公認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全球性大
學排名之一，除了提供綜合排名外，另劃分
為5大學術領域，提供各領域內前200名大學、
系所排名。本校統計系於今年進入「社會科
學與管理」領域的世界前151至200名間，更是
本校首度進入世界排行榜。
　QS的5大學術領域分別為：藝術與人文、
工程與科技、生命科學與醫學、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與管理。統計學系系主任吳淑妃表
示，「本系教師學術研究表現良好，在98至
100年內，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5.58篇期刊
論文；其中，更有96篇被SCI、SSCI、EI收

錄 、 著 有 5 本 專 書 。 在 教

學、研究、服務3方面細心耕耘、努力不懈，
且系友在各行業有優越表現，皆是在評比中
獲得肯定的主因。」對於如何持續改善，吳
淑妃說：「本系會積極爭取更多經費與資
源，以及國科會計畫的補助，以增進軟硬體
設備，提升教師研究能量，期以持續精進能
見度與排名。」
　本校在QS於去年評比結果中，位居251至
300名區間，與東吳、大同、暨大等校並列。
品質保證稽核處約聘專任研究助理張倍禎表
示，目前本校積極提升世界大學排名，在本
學年度的教學行政革新研討會中進行研討。
張倍禎說明，未來將提供數量更具規模的姊
妹校、國際學術研究同儕名單給QS組織，以
利增加本校在評比、調查的曝光機會，進而
提高學術聲譽、雇主評價2項指標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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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等。14日除了前往紅毛城、漁人碼頭及
淡水老街外，也將於福格飯店舉辦歡送茶會。
陳小雀提到，「這次行程內容豐富，於課程之
外也安排參觀臺灣名勝及美食，但更盼前來的
學生能認識臺灣、拓展外交。」

　文錙藝術中心於3日舉辦「當代版畫收藏
展」開幕式茶會，校長張家宜、藝術家朱為
白、劉洋哲等人受邀蒞臨，與中心主任張炳煌
一同揭幕。張校長表示，「本展為開春以來的

第一展，是難得、又特別的『當代版畫
展』；而藝術欣賞是必修通識課程，且美
學涵養為八大基本素養之一，希望學生都
能來文錙欣賞版畫的藝術和歷史。」
　張炳煌說明，版畫展延續上學期西畫的
種類，本學期也舉辦藝術講座，期待提升
校園藝術風氣。
　本檔策展人、駐校藝術家顧重光提到，
展品涵蓋臺灣當代老、中、青三代，及海
外華人名藝術家與大陸新疆的版畫，每幅
作品都是藝術家不凡的表現。
　歷史四張倚鳳說：「最喜歡版畫名家陳

昭宏的作品，題材新穎且寫實，細膩的呈現細
節與質感。這次展覽有不同地區的名家，表現
手法豐富，增添了多元色彩，非常有趣，值得
一看。」（文／黃怡玲、攝影／賴意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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