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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春之饗宴 校友齊敘窗誼
Homecoming Day 淡水、蘭陽校園逾千名校友重聚首

【記者林佳彣、郭宇璇、盧逸峰、鄭文媛、
陳安家、沈彥伶、呂柏賢、姬雅瑄、李蕙茹、
吳雪儀淡水、蘭陽校園報導】年度盛會「春之

饗宴」於15日在淡水校園盛大展開，逾550位
校友齊聚，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孫瑞隆、中
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等人
皆與會，會中
頒發卓越校友
及傑出系友、
捐款等獎項。
校長張家宜致
詞時表示，感
謝校友在企業
界的傑出表
現，使得本校
蟬聯17年天下
《 Ch eer s 》 雜

誌企業最愛私校第一，也感謝校友支持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的募款計畫，預計於66週年校慶落
成，盼持續集結各地校友力量，支持母校未來
發展。
上午，趣味競賽在紹謨紀念體育館熱鬧展
開。由張校長和孫瑞隆開球，全場近百名校友
一同活絡筋骨。孫瑞隆說：「今年為第二次舉
辦趣味競賽，希望藉此讓老中青年校友彼此交
流，凝聚壯大校友力量。」之後校友們轉往學
生活動中心進行餐敘，席間有國標社和舞研社
等社團表演，炒熱全場氣氛。
接續由張校長頒發21位卓越校友獎，及感謝
捐款30至50萬捐贈者特頒獎狀，另也由各學院
院長頒發由系友會推薦之46位傑出系友獎。本

次榮獲卓越校友獎為董煥新、許秀影、蔡豐
名、黃慶堂、李南賢、盧慶塘、游祥發、連甘
霖、林俶興、李延年、楊鎮華、李靖惠、陳双
喜、吳麒麟、林敏霖、蕭金柱、周介石、蘇文
俊、李堃南、林榮泉、藍振芳。校服暨資發處
執行長彭春陽表示，非常感謝各位的熱情參
與。獲獎名單及詳細資訊請見校服暨資發處網
站（網址http://www.fl.tku.edu.tw/）查詢。
蘭陽校園於15日舉辦「春之饗宴」校友回娘
家活動，逾100位校友共襄盛舉。特邀第一屆
蘭陽校園校友會會長吳知諭返校分享校友會現
況，也安排Tempo趣味遊戲及摸彩活動，並在
雪山隧道雕塑前合影留念。另政經系當日在礁
溪滿意樓舉辦系友募捐大會。（文轉三版）

TQM工院空拍機現蹤 蘭陽夢圈奪冠
15日，年度盛會「春之饗宴」在淡水校園盛大展開。校長張家宜（前排
左五）、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前排右四）、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孫瑞
隆（前排左六）、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前排左四）等
人，於會後一同合影留念。（攝影／羅廣群）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
21日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登場，以「凝聚組織向心力，激發
創新品質服務」為題，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及教職員近600人
參與，並邀請元智大學名譽講座教授許士軍及臺北捷運公司車輛
處處長許英井進行專題演講。張校長致詞時表
示，「之前同學詢問我，是不是很喜歡得獎。
其實我在乎大家在追求獎項過程中的學習，因
為過程遠比結果重要，這也是多年來推動品管
圈的心得。」活動首先公布第五屆品管圈競賽
前3名，由蘭陽校園夢圈奪冠、第二名為課外
組ㄎㄨㄞˋ主圈、第三名是企管系學生MISS
圈，並分享獲獎成果。第八屆淡江品質獎得主

南洋理工63人來訪 驚嘆機器人航太實驗
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教授Low Sow
Kuan於19日帶領師生一行63人蒞校
參訪，參觀機器人中心、航太系實驗
室及宮燈教室。Low Sow Kuan表示，
「我們學生來自世界各國，希望藉此
機會讓他們認識不同國家，為未來升
學、就業做準備。」
南洋理工學院在機器人研究投入許
多心力，去年電機系師生曾赴該校進
行3週參訪。本次來訪特別造訪位於
外語大樓的機器人中心，觀看各類型
機器人的操作。航太系則展示自製飛
機模型，並介紹每個環節的材質。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表示，「未來與南洋理
工學院、日本學校將有更多互動及交流計
畫，期望本校機器人中心能向國科會申請成

工學院，由院長何啟東以「世代新血輪，整裝
再出發」為題，開場以多軸空拍機現場空拍，
展示學生研究成果，引起現場熱烈回應。
有管理學之父美譽的許士軍認為，大學經
營、發展要做出特色，避免學生成為標準化商
品。臺北捷運公司車輛處處長許英井，以幽默
口吻分享捷運營運狀況及未來展望，鼓勵同仁
以正面思考替代負面想法，進而解決問題。
張校長總結演講精華，不僅點出品管圈的共
同處，另表示同仁對於工作只要有熱情的全神
投入，就會呈現出很大的效果。TQM特刊請
期待淡江時報第927期。

張校長赴韓 向亞歐美70校長演講

頂尖中心。」去年參觀南洋理工學校的電機
系碩一劉得志表示，「南洋理工學院的硬體
設備很齊全，設計方面也很有創意，有很多
的收穫。」（文／吳雪儀、攝影／羅廣群）

呂慶龍視訊演講 3語演出布袋戲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20日
邀請校友駐法代表處大使呂慶龍，以「淡江
人：我的競爭力在哪裡？」為題，進行視訊演
講。逾80位同學參與，另有呂慶龍的3位同學
及學長出席。呂慶龍以法文演出布袋戲做為開
場，令現場笑聲一片。全程以問答方式進行，
同學積極提問、呂慶龍每問必答，互動熱絡。
呂慶龍強調，從事外交最重要是「溝通」。
他認為現在學習語言的資源豐富，同學要善用

時間，及早立定志向、堅定執行，培養出競爭
力。呂慶龍幽默逗趣的談吐，讓會場氣氛歡
樂。他提到，透過藝術展覽或學術演講等交
流，可提升法國人對臺灣熟悉度，且近年已有
具體成果，甚感欣慰。
雖然臺灣目前國際情勢受限，但他認為臺灣
在人道關懷及賑災捐款不落人後，只要勇於走
向世界、努力與全球互動。中文四丁沛菱表
示，具備語言能力和親和力特質真的很重要。

【本報訊】校長張家宜於17至20日出席在韓
國首爾舉辦的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韓
國共有14所名校參與協辦大學校長論壇，與會
者有亞太及歐美知名大學校長、副校長和國
際長逾70名。慶熙大學趙仁源校長主持論壇開
幕，也特別重視張校長發言。會中，主講人有
韓國中央大學校長、西江大學校長，以及夏威
夷州立大學校長。張校長為我國唯一應邀出席

的大學校長。
此外，張校長應亞太教育者年會與慶熙大學
邀請，於19日擔任該論壇主講人，本次主題為
「提升高等教育的意識」。張校長在會中講述
高等教育當前重要發展與挑戰，並就大學排名
問題，以及英語角色進行深度剖析。張校長也
論及本校在全面品質管理、社團課程、服務學
習中所獲得的成就與心得。

產官學實務實習課程103上路

【本報訊】19日，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共同主持
「淡江大學與產官界合作推展實務實習課程
說明會」，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虞國興
表示，由於實務實習課程皆由各系所自行
規劃，為求有效率地進行整合與推動，已
列入103至105校務發展計畫中，希望各學
系所藉由說明會充分表達意見。
會中，教務長葛煥昭報告實習課程現
況。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簡介事業
有成校友、創育中心及職輔組則分述與產

官界合作的相關成果。各院院長在會中皆表達
可行推展方向，葛煥昭表示教務處將全力配合
推展，以期103學年度順利開設。

淡江特色 女權運動資料庫網上搜 榮譽學程百人交流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17日，婦女
新知基金會與本校在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2
樓閱活區合辦「婦女新知基金會運動史料資
料庫移轉」簽約儀式，由校長張家宜、婦女
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陳宜倩代表簽約。張校長
表示，本校長期致力性別平等教育，這次數
位典藏計畫成功將性別平等的議題、紀錄，
進行全效型建置、保存，更讓如此完善的資
源成為淡江特色。
執行國科會建置數位典藏計畫的化學系榮譽
教授吳嘉麗說明，臺灣婦女運動發展已有30多
年歷史，這些珍貴文獻、照片及口述記錄等
史料，以數位方式匯整、收藏，方便有興趣的
民眾查詢。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陳宜倩表
示，「基金會是從創立雜誌社開始，在解嚴後
以基金會方式出發，過程中累積相當多的歷史

1

17日，資料庫移轉簽約儀式，由校長張家宜
（右一）、基金會董事長陳宜倩（右二）代表
簽約。化學系榮譽教授吳嘉麗（左一）期待傳
承婦運精神。（圖／馮文星提供）
文獻，期待未來與淡江合作。」
活動尾聲，吳嘉麗藉由閱活區大型觸控電視
牆來介紹資料庫，並提醒大家網站僅能查詢過
往資料，最新資訊仍須到基金會查詢。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
度榮譽學程推展意見交流座談會」於18日
在驚聲國際廳舉行，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主持，教務長葛煥昭、學務長柯志恩、各
院院長、榮譽學程授課教師及修讀學生出
席，共計百人與會。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致詞時表示，榮譽學
程不僅是校務發展計畫，更為本校特色。
去年透過師生回饋意見，讓學程得以持續
推動、更加落實。會議中，教務長葛煥昭
報告本學期申請學生有133人。
會中全球創意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針對
「榮譽學程鍍金計劃」提出報告，計畫培
育學生更具有競爭力，並將選拔海外見習
生赴姐妹校交流。詳細請見榮譽學程網頁
（網址：http://honor.tku.edu.tw/）查詢。

海博設咖啡區 拚來客率
海事博物館聞得到咖啡香！館內設立「好心情
咖啡區」，嘗試將藝術欣賞與咖啡品嘗結合，創
造新服務價值。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表示，咖
啡區的設置，如同創造休憩空間，有助於抗壓及
達成休閒效果。
黃維綱表示，咖啡區自去年11月設立後，參觀
率未見提高，透過發送咖啡券給教職員，期待藉
此增進參觀意願，及活絡館內業務。目前採取分
梯次發送咖啡券，希望各位踴躍前往品嚐咖啡。
而本學期商管大樓旁的咖啡店由J Coffee接手、
經營，裝潢擺設、菜單皆煥然一新，為校內教職
員生、訪客等提供一個歇息、品咖啡的新去處。
（文／盧逸峰、攝影／羅廣群）

張炳煌講座在東京 示範e筆書法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
8日，中華民國書學會會長、文
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受駐日代
表處及日本讀賣新聞之邀，前往
東京舉辦「臺灣書道新氣象」演
講。張炳煌表示，書法創造文字
生命力，且可表現個人思想及情
感，期待數位e筆能讓年輕族群對
書法產生興趣，進而接觸傳統毛
筆書法，創造時代價值。
張炳煌現場介紹淡江數位e筆，
並說明中華文化傳承根基仍以臺
灣書法為發展方向，且中國語文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學習指導為正體漢字教育。據他
描述，現場聽眾對於書法與科技
相結合皆感到驚訝和新奇。
16日，張炳煌受總統馬英九、
教育部部長蔣偉寧邀請，參觀第
十七屆中原盃全國書法比賽。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3/24(一)
13:00

化材系
E819

3/24(一)
15:10

觀光系
CL325

職輔組、
國企系
B604
職輔組、
3/27(四)
電機系
15:00
E813
3/28(五) 中文系
13:30
L522
3/27(四)
10:00

演講人/講題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
中心資深處長何榮華
趨動IC封裝產業／技術及
3D-IC封裝技術介紹
淡江大學經濟系校友、文化
工作者童心善
漫談蘭城－從鄂王社區工藝
匠師談宜蘭城發展史
帝均科技有限公司經理林黎雯
大陸台幹工作與生活經驗分享
台微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何應森
大學生的本質學養規劃
中文系駐系作家閰鴻亞
行動詩工作坊Ⅰ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王雲銘
3/24(一)
化學系 Exploring Chemistry of Molecular
14:10
Q409 Imaging and Signaling Molecules
Profiling
Profesora de Historia del arte
español, CAFA Dr. Susana Sanz
3/24(一)
西語系
El arte de los grandes maestors
14:10
T502
del arte español contemporáneo
hasta 1975.
龍柏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3/24(一)
保險系
景熙焱
15:10
B605
法律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日本國際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3/24(一)
亞洲所 櫻井真
15:10
T507
日本企業的新方向－矯正日
圓升值與景氣回覆的關聯
左手寫詩，右手教你寫文創
3/24(一)
大傳系 企劃－力爭下游的詩人許赫
16:10
Q306 如何讓文創產品進入市場：
文創企劃撰寫
阿波羅畫廊總經理／臺灣藝
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張凱迪
3/25(二)
西語系
從藝術推廣到藝術典藏－畫
10:10
E415
廊的經營模式及藏家之型態
分析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
3/25(二)
亞洲所
副教授董立文
10:10
T506
中國的東協政策與兩岸關係
國安局特勤中心少將吳東林
3/25(二)
戰略所
中國武力走向全球化的重要
10:10
T502
一步
3/25 (二) 未來所 前行政院院長張俊雄
13:10
B713
從閣揆到終生志工
IBM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業顧
3/25 (二) 通核中心
問劉家良
13:10
SG314
全球智慧城市的發展大解碼
靜宜大學統計資訊學系教授
陳瓊梅
3/25(二)
數學系 Joint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14:10
S433 data and competing terminal
events in the presence of
dependent observational times
中山科學院光電與材料所助
3/25(二)
物理系 理研究員、博士王寵棟
14:10
S215
非線性光電元件簡介（原
理、設計與應用）
正智佛學 光浦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25(二)
社
負責人王安松
18:30
Q305 企業中的佛法
淡江大學物理系教授何俊麟
3/25(二)
物理系 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
19:10
S215
碧霄白矮星、中子星的故事
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秘書
3/26(三)
財金系
長彭宗正
10:10
B712
票券業概論
Profesora de Historia del arte
español, CAFA Dr. Susana Sanz
3/26(三)
西語系
El arte español desde 1975 hasta
15:10
T411
nuestros días.（1975年之後的
西班牙藝術）
新聞研習 臺北流行音樂電台POP radio
3/26(三)
社
音樂Buffet節目DJ郭秉讓
19:00
Q306 廣播電台背後的聲音
擺渡工商心理學專業社群召
3/27(四)
職輔組 集人 呂亮震
12:00
Q409 職涯講座-畢業≠失業 求職成
功方程式
「泰上老君的簡報設計課」
3/27(四)
學發組 創辦者林泰君
12:10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簡報
『架簡單』」上台報告技巧
3/27(四)
西語系 臺南藝術大學副教授陳建北
13:10
T310
畢卡索一生的創作思維
工研院能資所博士張鈺炯
3/27(四)
機電系
可拓理論在工程科學的應用
14:10
E830
與實例展現
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助理
3/27(四)
統計系 教授林長鋆
14:10
B302A Optimal Blocked Orthogonal
Arrays
3/27(四)
產經系 兆豐產險公司總經理陳瑞
14:10
B605 投資自己
Bravo-island 原創島文創平台
3/27(四)
俄文系 負責人李世偉
15:10
H115
遇見10年後的自己~走出屬於
我的人生方向
3/28(五)
西語系 臺南藝術大學副教授陳建北
10:10
T310
當代創作的特質
學發組組員劉欣怡
3/28(五)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我的學
13:10
I304
習不留白」推甄書面審查資
料準備技巧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3/24(一)
19:10
3/26(三)
19:3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財金系
D223

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研究員、教授施俊吉
網路金融之第三方支付

商管碩士
臺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
在職專班
臺北市的願景，紐約的啟示
D223

名）。自本學年度起，全面辦理「書
面審查電子化作業」，並開放電腦教
室以利申請上傳審查資料。另建築系於4月12
日加考設計術科筆試，其餘各學系面試日期
均於4月12日，部分學系報名人數較多，則於
12日、13日辦理。詳細可至本校招生資訊網站
（http://www.acad.tku.edu.tw）查詢。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一階段公告

【本報訊】103學年度大學個人
申請入學招生，本校計有15,058
人報名，20日公告通過第一階段
篩選人數有6,220名，不含外加名
額130名（原住民53名、離島77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