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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川以行動支持化學車前行
捐贈行動化學館 實驗遊樂趣抵正德國中賢孝校區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臺灣永光化學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捐贈行動化學館140萬元購
置化學車。12日，在科學館舉行「行動化學館
捐贈儀式」，永光化工榮譽董事長陳定川、校
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各院院長

皆親臨剪綵。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感謝陳定川支持，讓化
學車能繼續環繞全臺，也感謝參與此計畫的同
仁、學生們，以及贊助耗材的廠商，「相信
完善的設備與資源，能讓我們一路堅持做下

去。」陳定川則以自身研究化學40年的經驗分
享，化學材料、原理和整體經濟發展皆有相
輔相成的作用，並舉例臺灣在全球化工產值
排名第九，因此決定以行動鼓勵年輕人，盼
從基礎扎根正確觀念來灌溉下一代。
本學期行動化學車已於1月24日率先起跑，
由執行秘書高憲章帶領行動化學車團隊，預
計至逾60所學校服務。10日，駛入第8間學校
正德國中賢孝校區，開場以「濃硫酸加鎂粉

的脫水原理」的煙花魔術，吸引學生目光，
另外團隊也設置「屬於我的洗手乳、史萊姆
趴趴、海底花園」關卡，讓學員在製作過程
中了解化學原理。
如製作洗手乳過程中，學員必須加入甘
油、食鹽、香精等界面活性劑，以了解清潔
劑主要成分及功效。正德國中7年19班蕭永承
表示，「每關都超好玩，很意外課本上的知
識，在闖關時都派上用場！」

文創學程吸睛 福建師大生來臺3+1

行動化學車於10日駛入本學期全臺巡迴的第8間學校：正德國中賢孝校
區，團隊設置實驗闖關遊戲，讓學員在製作過程中了解化學原理。（攝影
／余浩鉻）

12日，在科學
館舉行「行動化學
館捐贈儀式」，永
光化工榮譽董事長
陳定川（上圖左
二）、校長張家宜
（上圖右二）親臨
剪綵。（攝影／吳
國禎）

工學院訪日 電氣通信等3校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3日，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率領電機系主任李維聰、機器人中
心主任暨電機系教授翁慶昌、電機系教授李揚
漢及江正雄4人，赴日本電氣通信大學、東北
帝國大學及仙台電波高專等3校進行為期一週
的參訪。何啟東表示，「希望藉此參訪，建立
起與各校的情誼，期待未來的研究能有更多的
交流與互動。」
此行參觀3所學校的實驗室、學習環境，並
針對未來與各校的研究、合作進行討論。在電
氣通信大學方面，將每年提供2名交換生每月

生活費8萬日圓的補助；在東北帝國大學諮詢
國際期刊論文合著一事，期望能增加雙方師生
的國際觀。而以機器人研究著名的仙台電波高
專，則商討未來2校能有機器人無線充電實驗
室的技術交流，及期望電波高專學生能來本校
就讀。
最後，一行人參加電氣通信大學交換生的結
業典禮，並見證在該校學習的交換生電機系碩
二史繼宇代表結業生致詞。李維聰說：「未來
期待本校師生在學術、國際觀能有更多的結合
與進步。」

數位典藏婦女新知 17日移轉淡江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婦女運動
珍貴史料在淡江也看得到！由化學系榮譽
教授吳嘉麗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團隊合作建
置的「婦女新知運動史料資料庫」，將於
17日下午2時，在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2樓
閱活區舉行資料庫移轉簽約儀式，預計邀
請校長張家宜與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陳
宜倩出席、致詞。
此資料庫為吳嘉麗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劃之一，為永續經營與保存寶貴數典
資源，將資料庫移轉由圖書館接續維護及
管理。而總圖2樓閱活區將架設大型觸控式
電視牆，提供入館者參觀資訊。
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表示，「閱活區
向來展示書籍為主，但其實圖書館擁有豐
富的資料庫、電子書及期刊資源，加上新
建置的觸控電視牆，不僅提供學生多樣化
的學習來源，也將播放近期圖書館的演講

和活動資訊，希望多加利用！」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福建師範大
學副校長汪文頂、文學院書記李建華等一行5
人，於12日蒞校與文學院進行「2014文創兩岸
學術合作會議」。由汪文頂及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共同主持「文創學程兩岸合作論壇」，文院
各系主任及文創課程教師皆出席與會，雙方詳
談未來文創合作計畫。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表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
院「3+1學生培訓計畫」將與文學院合作，對
方預計於2016年將學生送至本校一年，修習文
創相關課程。林信成說明，對岸文創現處發展
期，臺灣文創則相對較細緻、持續，因而對文
創有助益，而陸生來臺學習，也有助兩岸之間
的交流與瞭解。
此次合作案已規劃逾半年，近日將簽下
「福建師範大學與臺灣淡江大學合作舉辦文
化產業管理專業本科教育項目培養方案」合

約，確立長期合作。當日下午，汪文頂等5人
也參訪文錙藝術中心、圖書館和海博館，並與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進行晤談。

總圖2樓於10日正式開放館內使用平板電
腦，現場安排有工讀生協助。公行三林益樑
分享，「電子書是未來趨勢，館內除了有
豐富的電子書資源外，現在配備有閱讀載
具；這項體驗活動不僅可以讓閱覽者學習操
作，也增加了互動，期待未來有更多類似活
動。」（文／蘇靖雅、攝影／羅廣群）

商館設電梯友善等候區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讓校園充滿
愛！總務處在商管大樓3樓試行電梯友善等
候區。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盼同
學能優先禮讓給行動不便者及師長搭乘電
梯，同時鼓勵大家多走樓梯、有益健康，
「如試行反應良好，會再推廣到其他教學大
樓，希望滿足全校師生的需求。」
企管二陳麗安認為，「牆面和地面標示的
總務處在商管大樓3樓試行
設置，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受到重視，更能
藉此提醒大家及時發揮愛心。」英文四賴意 電梯友善等候區。圖為12日
婕說：「立意良善，但不知道同學們是否真 中午下課時間，師生排隊搭
乘電梯。（攝影／蔡昀儒）
的會配合禮讓，值得後續觀察。」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境外文物展

名，因為唸起來很不一樣。」
水環一陳俋廷表示，「演講很有
趣，尤其是講師在介紹水雉時，印象
深刻；他還鼓勵大家一起動起來、保
育溼地。」本學期另外2場環安人員
教育訓練，預計將於4月18日邀請臺灣
環境管理協會專案工程師陳妤亭，談
「環境變遷與防災」的應變程序及重
要性，以及5月13日邀請觀樹教育基金
會主任江進富，談環境教育之路。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35次
行政會議於7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行。校長張家
宜提示3重點：各系所加強與校友間的聯繫，
健全校友會運行，積極募款；擴大產學實
習，提供學生接觸業界機會；持續進行境外
生關懷計畫。會前張校長特頒發教育科技學
系專任教授徐新逸，及教科系獎金各5萬元，
以鼓勵參加「第18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
務創新競賽」成績優良，並讚揚為校爭光。
另本校連續3年榮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
獎」，獲頒「榮譽企業環保獎」肯定。張校
長頒發獎牌給總務長羅孝賢、建築系副教授
鄭晃二、水環系教授高思懷、李奇旺、張麗
秋、化材系副教授林國賡、化學系教授林志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日期/時間

12日，福建師範大學副校長汪文頂（左二）
等一行5人蒞校，參加「2014文創兩岸學術合
作會議」。圖為會後參觀本校海事博物館。
（攝影／賴意婕）

興，以鼓勵擔任環保獎顧問、組織工作小組，
及在評審期間協同委員訪評。
專題報告中，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以「教育
學院的未來展望—在地關懷與國際接軌」為
題，說明該院發展策略，包括培育取證照能
力、104年開設藝術管理學分學程、強化在地
關懷與淡海國中小建立網絡、3至5月陸續舉辦
佐藤學教授之學習共同體等多場研討會。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報告「教與學
的突破、活化與翻轉」，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滿
意度(五點量表)4.26、教學助理暑期成長營滿
意度85%、榮譽學程多元培育菁英學生。另教
育部推動磨課師計畫，本校5門特色課程：〈e
筆書法〉、〈社會未來〉、〈物聯網〉、〈英
文閱讀〉及〈會計〉，獲得高額補助款。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品管
圈競賽複審會議於14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參
與複審的5組圈隊發表、解說，接續由校內及
校外的7位評審委員講評，以及共同評選出優
勝隊伍，預計將於21日全品管研習會中揭曉。
本次校外評審有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常務理事
白賜清、大葉大學教務長陳美玲、中衛發展中
心總監黃肇義、及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
理學系教授簡禎富；校內評審有秘書處秘書長
徐錠基、總務長羅孝賢、註冊組組長姜國芳。
5組圈隊分別為Miss圈、夢圈、ㄎㄨㄞˋ主
圈、呼拉圈、G go UP圈。「Miss圈」研究如
何降低企管系學生資訊遺漏率、「夢圈」志在
精進蘭陽住宿學院功能、「ㄎㄨㄞˋ主圈」以
縮短社團課程辦公室學生諮詢時間、「呼拉
圈」思考如何降低圖書館插座故障率、「G go
UP圈」以提升本校機構典藏全文量為志向。
在簡報過後，各評審進行總評。白賜清指
出，很多隊用課題達成型做分析，建議依照標
準用語來說明目標，設定期望值以做為改善成
果的依據。陳美玲則讚許說，學生組隊表現沉
穩，但目標設定須客觀佐證。黃肇義說明，各
隊運行成熟度高，但主題須更明確；另很感動
學生跳脫本位心態，了解學校的執行及困難。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觀光系
CL403

3/17(一)
13:00

大傳系
O102

演講人/講題

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秘書
長游文宏
臺灣「時尚」農業的品牌價
值與發展策略
中天電視台新聞部攝影組召
集人李東益
電視新聞攝影探討

職輔組、
四也出版社發行人張素卿
資傳系
說故事與活動企劃
SG318
資圖系教授王美玉、資工系
副教授陳建彰、觀光系助理
3/19(三)
教發組 教授王嘉淳
12:10
B302A 英語授課教師系列研習-How
to conduct a course taught in
English（場次一）
職輔組、 金馬獎亞太影展最佳配樂得
3/19(三)
大傳系 主沈聖德
19:00
O101
電影音樂和聲音的設計
住校導師葉劍木、黃煌文、
蘭陽校園
3/20(四)
莊晏甄、黃雅倩、陳凱智
主任室
18:00
休閒樂活 再不快樂，你就落
CL439
伍啦
土木系助理教授范素玲、亞
洲所副教授林若雩
3/21(五)
教發組
英語授課教師系列研習－
12:10
I501
How to conduct a course
taught in English（場次二）
3/19(三)
10:00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7(一)
12:00

大傳系
O202

3/17(一)
16:10
3/18(二)
10:10
3/18(二)
12:00

教授許士軍暢談「多元環境下，大學發展之
道－藍海經營策略新思維」，以及臺北捷運公
司車輛處處長許英井分享「臺北捷運品質管理
的現況與展望」。
品保處約聘專任研究助理張倍禎說明，本次
主題的發想源自於上次TQM的回饋問卷，許
多人提到期望能改善組織向心力和職場同理
心，因此在規劃專題時，邀請素有「臺灣管理
學之父」之稱的許士軍，以及擁有豐厚品管經
驗的許英井，分享在職培養向心力的經歷。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3/17(一)
10:10

3/17(一)
15:10

品管5圈複審 精銳盡出

由國際處境輔組和陸友會主辦「2014年境
外生國家文物展」，於11日在黑天鵝展示廳揭
開序幕。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副校長戴萬
欽、學務長柯志恩，及國際長李佩華皆出席、
參與。首日當晚，在學生活動中心，境輔組、
外籍同學聯誼會和國際大使團合辦「國際跨文
化之夜」，邀請境外生和本地生同臺演出，吸
引逾300人參與。李佩華期待，境外生和本地
學生能互相學習、交流彼此的長處，也希望大
家透過活動欣賞異國文化。
黑天鵝展示廳布置宇宙景觀與哆啦A夢，隱
喻有帶領參觀者周遊世界、回顧童年之意。土
木一李冠翰大口吃著印尼蝦餅說：「逛一圈就
看遍全球了。」來自馬來西亞的企管二鄭佳億
覺得「策展十分用心、展品豐富。」首次參加
文化之夜的財金二吳俁感到驚喜地說：「扯鈴
表演技藝高超，且扇子舞配合的默契十足。」
（文／夏天然、攝影／鄧翔）

教學
卓越

3/17(一)
15:00

全品管創新 21日研習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全面
品質管理研習會將於2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
登場，今年以「凝聚組織向心力，激發創新品
質服務」為題，預計全校一、二級單位主管、
秘書及行政人員皆出席、參與。
研習會首先安排BSI公司總經理蒲樹盛，頒
發「BS 10012個人資訊管理系統認證」證書，
同時揭曉品管圈競賽的得獎團隊。今年甫獲淡
江品質獎的工學院，也將由院長何啟東進行經
驗分享。專題演講部份，邀請到元智大學講座

演講看板

3/17(一)
14:10

135次行政會議 強化校友聯繫 擴大產學實習

環安教育 首場細述溼地生態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於13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辦本學期首
場「環安推動人教育訓練－體驗溼地，熱愛自
然」，會中邀請關渡自然公園資深解說師李振
輝，帶來一場豐富的室內生態之旅。
首先，李振輝說明濕地形成的3大條件：濕
泥土、水和水生族群，並介紹分布在臺灣各處
的溼地和生物。李振輝以生動語調分享大自然
趣事及生活小知識，現場不時傳出聽眾笑聲。
李振輝得意地說：「我喜歡用閩南語說生物學

1

3/18(二)
14:10
3/19(三)
10:10
3/19(三)
10:10
3/19(三)
11:00
3/19(三)
11:00
3/19(三)
12:00
3/19(三)
14:10
3/19(三)
19:10
3/20(四)
10:00
3/20(四)
10:10
3/20(四)
12:10
3/20(四)
14:10
3/20(四)
14:10
3/21(五)
10:10

3/21(五)
13:10

3/21(五)
14:10

演講人/講題

大傳系專任副教授黃振家
洞悉行銷傳播規劃之道
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李積琛
化學系
A Dream of Ethanol Fueled
Q409
Solid Oxide Fuel Cell
俄文系助理教授史薇塔
俄文系 “Поэзия Иосифа
FL106 Бродского”
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副教
保險系
授陳國華
B605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CAMPOBAG希嘉文化執行長
大傳系
顏瑋志
Q306
好文創是不是好生意！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專任
戰略所 助理教授、美洲研究所兼任
T502
助理教授紀舜傑
全球化之多層次因果分析
法式生活美學老師林忠誼
創育中心
育成微講座：品味咖啡 幸福
R103
加倍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
授張元晨
財金系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L206
Exchange Interventions in
Asian Countries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
財金系
朱竹元
B712
證券業概論
法文系
法國樂團（Lavion Rose）
文錙
用音樂交織成的玫瑰人生
音樂廳
大傳系 大傳系專任副教授王慰慈
O202 我20歲，我拍電影
俄文系助理教授鄭盈盈
俄文系
從電影看俄羅斯人社會與家
FL106
庭關係(上)
大傳系 TVBS國際特派員林宏宜
O504 從世界看臺灣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客座教
法文系
授楊令飛
T404
法國新小說
財金系 統一證券自營部經理吳秉達
L401
MATLAB在債券上的應用
教育部會計長黃永傳
會計系
前進國家會計人員與生涯規
B713
劃及就業競爭力
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
歷史系 授佐藤正廣
L308
近代日本的國勢調查何以肇
始於臺灣？
文學院組員林泰君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簡報
I304
『架簡單』」－上臺報告技巧
聖平生物科技公司創始人
機電系 張士行
E830
可拓理論在工程科學的應用
與實例展現
前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
產經系
吳川
B605
姓名的奧秘與風險管理
臺灣美術院院士暨通核中心
教師曾長生
西語系
墨西哥壁畫運動的重新定位
T310
—兼談墨西哥壁畫三大師的
影響力
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經濟系 彭正浩
B605 S i g n a l i n g i n T e c h n o l o g y
Licensing
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陳樹衡
From Social Heterogeneity
產經系
to Economic Inequality in
B511
Markets：Cognitive Market
Experiments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3/17(一)
19: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財金系
D223

中央研究院院士、金管會主
委胡勝正
整併與區域銀行：機會與挑戰

繁星推薦錄取272人
【本報訊】11日，教務處公布103學年度大
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報名人數2,343人，本
校共錄取268人，外加名額原住民錄取4人。本
校繁星推薦「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標準訂前30%。錄取者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
占前10%者有157位，資工系招生錄取名額最
多有14名。自103學年度起，以本項招生管道
錄取之學生在就讀期間，得依轉系規定申請轉
系。102學年度本項招生管道錄取生之註冊率
達99.6%。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