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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2(二)
10:10

戰略所
T502

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博士房思宏
誰的全球化？全球化理論流
派評析

4/22(二)
10:10

亞洲所
T506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教
授莫大華
中共雙鐵外交與兩岸關係

4/22(二)
13:00

文錙藝術
中心

文錙藝術
中心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張赤
普及文化增加中華文化的
信心

4/24(四) 
18:00

財金系
B605

元富期貨公司襄理陳順揚
全球總經交易模型交易策略

4/25(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許毓珊
Social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專題報告：深耕未來化 打造淡江世界村

系所決戰搶捧
校長盃

2版

4版

紀念鈕先鍾大師專題

校長與陸生、蘭陽生有約 3版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8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第136次行政會議，校長
張家宜、3位副校長，以及一、二級主管共83

人與會。張校長指示，「校務發展中，三化教
育須落實，且期以將『未來化』視為重點工
作，在103至105年校務發展計畫中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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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二)
9:30

教心所
ED108

傳道Kara Remley Yang
Positive Psychology－Marriage 
and Relationships

4/22(二)
13:10

未來所
ED501

韓國慶熙大學研究生院長
Dr. Jae-ryong Song
思索人類文明未來：未來研究
的反思性與詮釋社會學觀點

4/24(四)
14:00

職輔組、
企管系
B709

中華汽車業務部通路管理組
經理林成達
汽車產業通路與國際化之實戰

4/25(五)
12:30

教師組
I301

英文學系助理教授李佳盈
越讀閱容易－英語閱讀訓練

4/25(五)
14:10

教師組
L102

臺灣大學MOOCs計畫
（Coursera）計畫統籌楊韶維
翻轉教室（二）：影像教學
錄製工作坊

教學
卓 越

另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
款方法不夠具體，希望
改善，使募款計畫盡早
完成」。秘書長徐錠基
報 告 「 淡 江 大 學 」 、
校 徽 、 宮 燈 圖 案 、 及
「TKU」4項商標（如右
圖所示）註冊通過，即
受法律保障與擁有使用
權利。
　專題報告中，國際長
李佩華以「打造淡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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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村」為題，說明國際化現況、辦理提升英
語能力課程、學術交流及多樣化活動，期待
創造淡江世界村。
　資訊長黃明達以「校園網路資源分享」為
題，對網路資訊現況提出改善建議，包括
「教師歷程系統」加強資料登錄、提高各系
所網站資訊公開效率、善用校方網頁空間、
加強建置網頁反向連結、爭取舉辦校際或國
際會議、促進教學分享、加強姊妹
校網站連結、鼓勵教師上傳全文
9項提議；藉此讓網路資源更形
完整，及提升「世界大學網路
排名」。據此，張校長指示各
系所應積極執行、具體落實。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談到「未

來化事務深耕與展望」，規劃以「未來化千
里眼計畫」中，建置基礎立足、課程加值、
遠見成就、教品增能和聲譽發展5項方案。
其中，包括建立2020展示廳做為實作應用
空間、加強就業鏈結學分學
程 、 建 置 視 野 增 能 行 動 方
案 、 選 拔 教 學 優 良 教 師 ，
以 及 辦 理 未 來 視 野 認 證 等
作為，期以強化未來化教育理念。 （ 圖

／秘書處提供）

分享網路資源 提升聲譽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1(一) 
19:20

財金系
D223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眾說紛紜的匯率政策

4/22(二) 
19:20

財金系
D223

前司法院長、行政院副院長
賴英照
內線交易的法律問題

4/24(四)
19:10

管科系
D324

聯廣公司執行創意總監
黃守全
廣告中的人生

4/26(六)
14:20

工程法律
研究發展

中心
D4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材料所兼
任助理教授蘇錦江
調解理論與仲裁實務

商管3人獲全國財經時事分析大賽冠軍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
園報導】由虎尾科技大
學主辦「103年全國財
經時事分析大賽」，本
校財金四鄭凱文、國企
四林珊如、國企系校友
周蓓雯組隊以「美國貨
幣寬鬆政策對全球經濟
不 對 稱 的 影 響 」 為 主
題，擊退臺大、清大、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註冊
組提醒本學期應屆畢業生申請休學，截止日
期到5月19日、非應屆生申請截止日為6月9
日，欲辦理休學者須攜帶學生證、家長同意
書（碩、博生可另自撰述說明原因）、學費
存根聯正本、休學申請表，詳情可至註冊組
網站（網址：http://www.acad.tku.edu.tw/RS/
main.php）查詢。

註冊組公告休學截止日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
導】15日，外交部國際傳播司
安排奧地利、克羅埃西亞及
斯洛維尼亞3國記者團拜會本
校，由歐研所協辦、副教授陳
麗娟主持「三國記者團訪問
座談會」。記者團成員包括克
羅埃西亞《環球週刊》首席特
派員Ms. Bisera Fabrio及攝影記
者Mr. Skledar Vjekoslav、奧地
利《維也納日報》政經版編輯

3國記者團研討臺歐政經
Mr. Klaus Huhold，以及斯洛維尼亞《勞動日
報》國際版編輯Ms. Zorana Bakovic。
　陳麗娟率領歐研所學生參會，邀請亞洲所
助理教授林欽明加入，以臺灣與歐盟的政經
關係，及簽定BIA（雙邊投資協定）和ECA
（經濟合作協議）等議題進行討論、交換意
見。Ms. Zorana Bakovic首先提問：「臺灣
人對於經濟倚賴中國有何看法？」林欽明回
答：「臺灣與其他亞太國家也有經貿往來，
不完全依賴中國。」Ms. Zorana Bakovic表
示：「斯洛維尼亞加入歐盟後雖然較自由，
但貧富差距更加擴大。」Mr. Klaus Huhold也
提出奧德關係的看法來對照兩岸關係。
　記者團也與學生互動，討論兩岸服務貿易
協定。歐研碩二顏瑋靚表示：「座談會中，
其他國家的人從不同角度看待兩岸關係，讓
我的思考更多元，收穫滿滿！」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辦
理「教職員工團體保險」招標作業，即日起開
始受理投標。凡持有政府核發之營業執照，且
營業項目已含本標採購內容之保險公司及保險
經紀人公司，皆可參與投標。人資處表示，歡
迎全校同仁推薦優良金融保險機構參與投標。
招標作業將於30日截止，詳細投標須知請至人
資處網站（網址：http://www.hr.tku.edu.tw/
main.php）查詢。

人資處公告團保招標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在
本學期舉辦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計畫，將於25日
邀請臺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以「大學的管理
與挑戰」為題，在商管大樓B302A進行演講。
人資處職福組組長彭梓玲表示，「培訓課程不
僅滿足同仁需求，藉此增進專業知識和工作技
能，期以提升行政效率。」
　人資處另於5月8日邀請前文建會主委、現任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郁秀，為本校一級
主管講授課程「品牌台灣」。而為二級主管及
基層行政人員開設「團隊凝聚力」課程，則是
於5月19日邀請Career就業情報職涯學院職涯
顧問張力仁擔任主講人。

職能培訓25日湯明哲演講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15日，國際事
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前副總統呂秀蓮，以「淡
江戰略論壇－確幸與志氣：我走過台灣民主最
艱辛的一哩路」為題進行演講，吸引逾160位
師生參與。
　呂秀蓮提及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經歷民主
抗爭的過程，並與日前太陽花學運做比較。呂
秀蓮表示，學生退出立法院不代表結束，臺灣
仍需完成國會、政黨改造及國家改造。她認
為，「目前臺灣憲法像是祖母睡衣，有三分之
二不適合臺灣，再怎麼修補也不適合，為什麼
不能有我們的新憲法？」並期待新憲法讓我們
的國家長治。
　西文二吳馨怡表示，「聽講後發現政治其實
與我們息息相關，感覺她希望新生代能做出更
多的貢獻，並走出舒適圈、更關心社會。」

書卷節逾4千人參觀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
英文二陳彥伶於3月21至24日代
表本校赴北京參加「第19屆
中國日報社－21世紀可口可
樂盃全國英語演講比賽」
獲一等獎。活動由中國日
報社與可口可樂大中華地區
主辦。經校園選拔賽，兩岸四
地有68所大學代表取得半決賽資
格，陳彥伶在已備演講、即席演
講及現場問答3單元，受到評審
青睞。
　陳彥伶一路過關嶄將，順利晉
級18強、進入總決賽，最終奪得
一等獎。她是臺灣代表中唯一獲
獎者，同時獲得赴香港或澳門遊
學的獎勵。
　陳彥伶表示，「參賽者來自澳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
淡江時報記者展覽「Behind the 
News－我在Q301的日子」，於14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幕茶會。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致詞：「時報對
學校非常重要，不僅做為溝通橋
梁，也是互通訊息的媒介，希望透
過時報傳遞淡江文化與精神。」學
務長柯志恩表示，時報持續在進
步，每週一看淡江時報成為她的精
神糧食。
　17日，校長張家宜亦前往看展，
並肯定「學生記者們做得不錯。」
展場另設有互動區、影片區，包括
「一起來上報」、iPad體驗App、
排版遊戲、一週時報人等，皆吸引

　更正啟事：本報於927期刊登「物理系50週
年 吳茂昆顧威等人才輩出」新聞，吳茂昆應
為28年前獲頒首屆金鷹獎，特此更正。

慈誠羅珠仁波切談幸福學
　【記者余浩鉻淡水校園報導】15日，西班牙
語文系系友會主辦「藏傳佛教的幸福學」演
講，邀請到喇榮五明佛學院副院長大堪布慈誠
羅珠仁波切，在臺北校園暢談佛教對幸福的看
法及禪修的重要性，吸引逾400人與會。生命
電視臺現場轉播，讓更多人認識佛教幸福學。
　西語系系友會理事長吳寬表示，「這次演講
內容很實用，很幸運能邀請到仁波切演講，讓
幸福感增加。」
　會中，大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提到，幸福是
一種感覺，且每個人感受不同；而幸福秘訣是
心理調整，佛教中有3不：不比較、不虛榮、
不貪婪，以及2應該：應正視人生、應調整心
靈，藉此真理保持幸福感。

　大堪布慈誠羅珠仁波切睽違17年後，訪臺演
講幸福學，以更貼近現代人的生活理念來弘揚
佛教文化。（圖／西語系系友會提供）

　前副總統呂秀蓮（右）於15日應邀蒞校
演講。會後，戰略所所長翁明賢（左）致贈
《戰略安全》、《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Agenda》2書。（圖／李明軒提供）

戰略論壇邀呂秀蓮談臺灣民主

　17日，覺生紀念圖書館在化學館的鍾靈分館前，出現排隊
人潮。其中不乏有同學、朋友們一同相約，等待上午10時20
分進館自習前，已經迫不及待地拿起筆記討論，誓必All high 
pass。（文、攝影／余浩鉻）

期中考前 圖館湧排隊潮

 英文二陳彥伶　 北京英語演講獲一等獎
門、香港等亞洲地區，各國好手交流，競爭

非常激烈，一開始氣氛很緊張，儘管是競
爭者，彼此卻也不吝嗇地互相為對方加

油，令我印象深刻也非常感動。」
（圖／陳彥伶提供）

　【本報訊】一切先從體驗開始。本學期榮
譽學程「課外活動課程」，授課教師黃文
智開設〈團隊領導與服務〉課程中，以「服
務」為主題之一，帶領學生戴上眼罩、體驗
看不見的感覺。黃文智表示，「經過此次洗
禮，他們將比其他學生更了解盲生資源中
心。期待未來，他們成為企業主時，會進用
更多身心障礙者。」（圖／黃文智提供）

體驗心感受
榮譽學程

參觀者駐足觀賞、拍照打卡。看展的保險一劉
玟伶表示，原來記者沒有想像中那麼嚴肅！法
文四廖婉如說：「每位記者都非常用心拍攝與
撰寫，展覽辦得十分成功！」

一起來上報　 作伙打卡換貼紙夯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2日，教務處招生組舉辦
「2014淡江大學學系博覽會—淡江書卷節」在學生活動中心
盛大登場，吸引逾4千人參加。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務長葛煥昭皆蒞臨剪綵，並走訪各
學系攤位。張校長表示，「藉由博覽會讓大家了解，淡江培養
卓越人才，不僅注重學術專業，學生也能在通識核心及課外活
動中有收獲。」
　本次學系博覽會共有35個學系、10個社團參加，並安排親善
大使服務團導覽校園，及「宮燈姊姊」和「蛋捲王子」等吉祥
人偶遊行。來自中正高中楊淳如認為，學校環境幽美；同行的
楊媽媽說：「有服務人員熱心協助，對學校印象非常好。」
　各學系攤位由教師及同學熱情地介紹特色及解決疑惑。場內
另有多項闖關、互動遊戲，如物理系自製「電流急急棒」、歷
史系「大富翁遊戲」益智問答，以及法文系「法國鐵塔拳」。
前來面試的永春高中楊孟翰表示，透過互動遊戲能更加認識
淡江。壓軸人氣系學會獎由國企系系學會拔得頭籌，最大獎
iPhone5S由英文二汪婕元獲得。

Android、iOS版本QR Code
在淡江時報網站提供下載

淡江學術圈
APP電子書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上圖為12日在學生活
動中心登場的「2014淡
江大學學系博覽會—淡
江書卷節」，現場提供
諮詢和經驗分享。
　右圖為英文學系攤位
前，聚集了多位高中生
及家長詢問相關就讀事
宜。（攝影／張令宜）

　17日，張校長（左）參觀展覽時，行經
互動區「一起來上報」。導覽記者楊宜君
（右）上前與張校長一同開心合影。（攝影
／吳國禎）

成大等21組，勇奪大專組第一，獲得獎金3萬
元，並將於28日頒獎典禮共同出席財經時事分
析研討會，與產官學界專家學者進行意見交
流。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讚許學生優異表現，並
表示：「為促進多元學習發展，同學可踴躍參
加校外比賽，尤其跨出本科系外的領域，更能
在學習與挑戰中成長。」
　此競賽，採書面報告方式進行，參賽者可自
由選擇有興趣之財經時事進行分析探討。組員

周蓓雯表示，選題除因熱門時事之外，也認為
美國貨幣寬鬆政策影響力大，因此分析時著重
政策對未來發展關鍵，以及對臺灣經濟貿易之
影響。
　對於奪冠，周蓓雯說：「感到不可置信，感
謝組員分工默契與努力，特別感謝林炯垚老師
的鼓勵及方向指引。」
　林炯垚表示，在比賽準備期間，同學皆踴躍
提出意見、討論，對比賽十分盡心盡力，獲得
佳績感到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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