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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學務諮輔成果赫赫

北京航空 來
航天大學 訪

武立勛等6人感受「社團很具規模 學生很有活力」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24日，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學院建設考察團一行6人，由學生
處處長武立勛率領蒞校參訪。正值本校期中考

週，考察團未能看到學生上課實況，但感受到
考試氛圍。考察團除參觀諮商輔導組、智慧
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和覺生紀念圖書館外，
並參與由學務長柯志
恩主持的簡報座談，
文學院、理學院、工
學院、學務處、國際
處等均派代表出席座

談、回應相關提問。
武立勛提出學生請假及導師制度等作法。化
材系系主任林國賡表示，導師每週約談學生，
對學習生活問題深入瞭解。航空航天大學教務
處副處長曹慶華則詢問社團、通識課程的開設
問題。柯志恩說明為實現三化五育，本校以各
院長為召集人，安排各系所專業外之課程，如
中文系的自然學門，理工學院的藝術學門，還

開設社團知能服務課程、大學學習課程等。課
外組組長江夙冠補充，本校為實現社團國際
化，推廣暑期赴柬埔寨服務學習，寒假赴泰北
服務學習等。
航空航天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張德
輝則提問如何平衡各院實力。中文系系主任殷
善培指出要尋找學系特色，如文學院著重文
創，中文系推廣e筆書法，轉化為動態產品。

湯明哲暢談大學管理與挑戰
大陸姊妹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院建設考察團於24日蒞校訪問。
武立勛（中者）一行6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攝影／吳國禎）

高教品保經驗分享5/2登場

【記者黃雨柔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臺灣高等教
育學會與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將於5月2日在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共同舉辦「大專校院教育品質保證機制」研討會，邀請教育部次長陳
德華進行專題演講。教政所所長楊瑩表示，「近年來高等教育受到少
子化及過度擴張衝擊，逐漸出現供需失衡現象。因此，在高教經營面
臨市場衝擊的今日，如何確保教育品質，並建立一套品質保證機制，
即為研討會舉辦之目的。目前報名人數已超過200名。」
會議中，除了安排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執行長王如哲、臺灣評
鑑協會監事楊濬中，以「大專校院教育品質保證機制」為題進行報
告，邀請教育部推薦之大學校院代表：國立臺北大學校長張新仁、國
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容繼業、中國醫藥大學副
校長吳聰能等6位，以研擬推動教師分流與多
元升等機制，進行經驗分享。

愛地球 有機正夯
你「愛」地球了嗎？為了響應422「地球
日」，女教職員聯誼會於22日在驚聲國際廳舉
辦「食在安心」講座，邀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
基金會講師李秋霜、閔娟娟，現場吸引逾百人
共襄盛舉。女聯會副理事長、財務長陳叡智表
示，期待藉此機會建立正確飲食觀念，帶領大
家邁向健康生活。
首先，李秋霜從健康角度暢談蔬食，她指
出現代人追求物美價廉的蔬果，使得農
人以化學肥料、農藥、增色劑等添加物
來迎合消費需求，但過度消費土地的後
果，卻帶來超出想像的代價。李秋霜現
場以紅墨水模擬成農藥滲入大白菜的情
形，以證實說明農藥殘留的危害；同時
她積極推廣有機耕種的概念，鼓勵大家
購買有機蔬菜。
閔娟娟則指出，生活中飲食約有8成
是加工製品，以國人常見的一天飲食為
例，很可能吃進上百種人工添加物。有鑑於
此，她帶領大家進行實作，用添加物製作汽
水、調味乳等加工食品，引起現場驚呼連連。
此外，閔娟娟讓大家品嚐坊間餅乾與無添加物
餅乾，呼籲大家用消費行為來為健康把關。
（文／陳騫靜、攝影／黃國恩）

社團人響應守謙募款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23日，「102
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會議中，高雄校
友會、羅浮群指導老師黃文智提到，針對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同舟廣場的募款計畫，已在社群
網站粉絲專頁「淡江社團人，共濟同舟情」
（網址：http://goo.gl/cGO92q）分享募款行
動及捐款方式，以供大家在帶領社團或系務過
程中參考，期待千人萬元共同打造同舟廣場。
另學務長柯志恩表示，鼓勵大家多多支持募款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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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
由人力資源處主辦「行政人員職
能培訓課程」，於25日邀請到臺
灣大學副校長湯明哲主講「大學
的管理與挑戰」。他首先以個人
曾赴美深造所見，探討國外與臺
灣高教制度在管理的差異現象、
教師評鑑的利弊，以及任期制度
的差異等進行說明。
湯明哲表示，大學做為知識平
臺，且教學為傳播知識、研究為
創造知識，校方應多鼓勵新聘教
師做研究，「研究不是為了結

果，而是過程；研究的同時，才
會多思考。」此外，他提及目前
大學面臨的挑戰，如教師人力結
構老化、人才流失，以及近期發
展熱烈的「網路線上課程」。財
務方面如凍漲學費、教師薪資多
寡、學校發展缺乏長久財源等。
湯明哲以國外利用「永續基
金」的做法來介紹、說明，並向
大家分享個人招募資金的親身經
驗。演講尾聲，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總結提到：「大學面臨的挑戰
真的很多！謝謝湯副校長帶來這

教檢通過率94.34%

【本報訊】103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於
14日放榜，師資培育中心再創佳績！應屆中
等學程實習生通過率94.34％，遠高於全國
通過率61.50%，足見本校教育學程辦學績效
卓著。師培中心主任朱惠芳表示，「應歸功
於師培全體老師與助理們用心指導師資生！
中心在學生實習返校時多舉辦模擬考，針對
考試題型、錄取標準、通過率加以分析，並
且不斷鼓勵實習生，增強其能力與信心。」

林彥伶獲新北優秀青年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新
北市103年優秀青年表揚大會」，本校經濟系
副教授林彥伶獲救國團新北市團委會頒「新北
市社會優秀青年」，並由新北市市長朱立倫頒
獎。林彥伶表示，主動參加徵選是給自己的期
許與挑戰，獲獎受肯定感到榮幸。
活動承辦人詹家榮表示，本屆參與遴選件數
近60件，由5位社會賢達擔任評審，選出11位
社會優秀青年。評審委員指出，林彥伶不僅曾
於1997年獲得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且以其勞動
經濟學專業，提供國家、社會在生育、老年政
策上的參考，學術表現值得稱許。
林彥伶也以自身經驗期勉學生，大學時期多
累積學習經驗，勿急著發光發熱，韜光養晦等
待時機再應用所學發展，甚至回饋國家。

在育秀教育基金會舉行決賽與頒獎，資工三林
則言、資工三王冠升在資工系助理教授潘孟鉉
帶領下，參加軟體應用組比賽，一舉拿下全國
第四名、Google創新應用獎及最佳人氣獎3項
大獎。
本次競賽分成軟體應用、工業設計及微電影
3組。其中軟體應用組，共有來自全國大專院
校逾350組報名參賽。資工系得獎作品「影像
導航」是全國前4強中唯一的私立大學，且為
大學部學生。
決賽評審為Google、Yahoo、微軟、三星
等公司專業人士，「Google創新應用獎」只

臺大副校長湯明哲於25日蒞校，為本校一級
主管進行演講。（攝影／黃國恩）
麼精彩的演講！」

頒給一隊。王冠升表示：「受到Google評審
青睞，他說『我覺得你們做得很好！』當下
整個人飄飄然，此生值得啦！」林則言說：
「利用Google資源，創造獨特的服務又能聽
到評審的肯定，更是我們的榮耀。」對於作
品未來展望，潘孟鉉表示：「期待能將作品
發展成app，讓更多人使用。」
獲獎作品特色在利用Google map服務，將
街景照片串聯成影片，不僅能動態觀看，在
導航過程中，遇彎處也會放慢速度、加以提
示；同時結合地理資訊，提供興趣點訊息，
增加更多趣味性。

行動書店到我家 邀師生推薦好書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喜歡嗎？圖
館買給你！」覺生紀念圖書館採編組為提供師
生更便利的選購圖書管道，於28日起舉辦「行
動書店到我家」，與多家圖書代理商合作，陸
續到國際學院、教育學院、文學院及商管學
院展示與各系所教學研究主題相關的學術性圖
書，師生可至現場挑選及推薦書單。
採編組組長方碧玲表示︰「在書店看到琳瑯
滿目的各類書籍，讓你選購毫無頭緒嗎？或是
逛網路書店，卻因看不到實體而困擾嗎？圖書

館這次邀請書商提供近3年的學術圖書，直接
進駐到各院館內，讓你可以直接翻閱。行動書
店除了有書商介紹外，另有工讀生、職員協助
從旁解說。」
行動書店預計本週在驚聲大樓T919展出國
際學院用書、5月5日在圖書總館U203展示教
育學院圖書、5月12日在文館L526展出文學領
域用書，5月19日最後一站會到商管11樓展示
商管書籍，只要你有興趣皆可推薦，且填寫問
卷即可摸彩，有多樣好禮等你帶回家。

兩岸37女國畫家 裳裳揭幕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於22日舉辦「裳裳我華，詩經文化－兩岸女
國畫家邀請展」開幕式，由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以及參展的37
位兩岸女畫家共同揭幕。虞國興致詞時表示，
「本展榮幸邀請到39位畫家、展出121幅傑出
作品，非常難能可貴。」並感謝策展人協助宣
揚本校歷史、文化，同時讚揚文錙藝術中心是
培養學生美學涵養的最佳場所。
張炳煌則感謝所有參展畫家，「學校對於藝
術學風的養成與推動不遺餘力，而透過女性畫
家美的藝術表現，相信能讓同學獲得更多滋
養。」對岸藝術家代表浙江省中國美術學院教
授杜曼華致詞感謝全體參展單位，及畫家的配
合與支持；並表示，「此次以女性視角與思維
展出作品、弘揚中華文化，以期促進兩岸文化

和諧發展。」中文三曾曼筑認為，「這次展覽
畫作大多是花鳥，表現出女性最溫柔、美麗的
一面。」

文錙藝術中心舉辦兩岸女國畫家邀請展於22
日開幕。（攝影／吳國禎）

環安演講 環境變遷與防災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於18日
在驚聲國際廳舉行本學期第二場
「環安推動人教育訓練」，邀請
台灣環境管理協會專案工程師陳
妤亭，以「環境變遷與防災」為
題進行演講，吸引逾40人參與。
環安中心為促進環境安全衛生
目標，及提升相關知能，藉由3
小時的課程中，分別以「地球的
環境變遷歷程」、「環境變遷與
人類所扮演的角色」與「警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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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與應變程序」等主題詳解，探
討國內對環境變遷與防災的策
略，並針對校園防災教育進行宣
導，讓環安人員不僅可以了解到
環安知識，更能進一步推廣給各
單位同仁。
參與受訓的淡江時報秘書王嫡
瑜表示，「課堂知識有助於增加
知能，對於往後生活上可能面臨
到的災害，也有一定程度的預防
效果，更可以在緊急時刻幫助更
多人。」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4/28(一)
13:00
4/29(二)
10:10
4/29(二)
14:00

職輔組、
大傳系
O202
職輔組、
會計系
C423
通核中心
I201
俄文系
FL106
職輔組、
保險系
B516
蘭陽校園
CL439
通核中心
B712
大傳系
O202

4/29(二)
16:00

學發組
I501

4/28(一)
10:00
4/28(一)
10:00
4/28(一)
11:10
4/28(一)
12:10
4/28(一)
13:00

職輔組、
日文系
H107
職輔組、
4/30(三)
觀光系
10:00
CL439
職輔組、
4/30(三)
未來所
13:00
E301
職輔組、
4/30(三)
化學系
14:00
Q308
職輔組、
5/01(四)
企管系
14:00
B709
職輔組、
5/2(五)
管科系
10:00
B604
職輔組、
5/2(五)
產經系
12:00
B514
5/3(六) 文創中心
9:40
O303
4/29(二)
16:00

資工系潘孟鉉領2生獲育秀盃3獎
【記者吳雪儀淡水
校園報導】第十一屆
育秀盃創意獎於18日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演講人/講題

知名電影導演楊雅喆
我的導演記事本
穩懋半導體上市公司董事長陳進財
會計關鍵證照對個人及企業
的附加價值
美國Greenwood公司副總裁曾邁裕
垃圾資源回收－美國經驗談
政大斯拉夫語文學系教授O.N. Aleshina
網路資源在文法教學中的運用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專案副總
經理王伯壎
產險業經營健康保險之現況與課題
主講人羽角俊之
托福、IBT測驗說明和解析
關渡自然公園環境部主任葉再富
生態 FUN自然
李奧貝納首席策略長張治亞
李奧貝納如何說故事
伊林娛樂作家鄭匡宇
【名人開講】「不要臉，不
怕死，這世界就是我的！」
旅臺日人旅遊作家片倉佳史
臺灣的魅力－日語觀光導覽技巧
品保協會秘書長陳怡全
旅遊休閒零糾紛
104人力銀行教育網部專案經
理李銘濬
職場趨勢與態度建立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鯤雄
大學錯過的必修課 Look inside look
back, look around, and look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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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花王企業美容事業部營
運長陳又齊
供應鏈管理之理論與實務
公平交易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處長胡光宇
市場競爭的守門員－公平會
故事島巧克力校長
「故事達人」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28(一)
10:10
4/28(一)
13:10

大傳系
L308
法文系
H116

4/28(一)
16:10
4/29(二)
9:30
4/29(二)
10:00
4/29(二)
10:10
4/29(二)
10:10
4/29(二)
12:00
4/29(二)
12:10
4/29(二)
13:00
4/29(二)
13:10
4/29(二)
14:30
4/29(二)
15:00
4/29(二)
15:10
4/29(二)
16:10
4/30(三)
10:00
4/30(三)
10:00
4/30(三)
10:10
4/30(三)
10:10
4/30(三)
10:20
4/30(三)
12:00
4/30(三)
14:00
4/30(三)
14:10
4/30(三)
15:10
4/30(三)
15:30
5/1(四)
9:10
5/1(四)
10:00
5/1(四)
10:00
5/1(四)
14:10
5/1(四)
14:10
5/1(四)
14:10
5/1(四)
18:00
5/2(五)
9:10
5/2(五)
12:20
5/2(五)
16:10

演講人/講題

即興湯姆劇團創辦人陳譽仁
即興說故事
法文系系友會會長葉麗珠
畢生與法文有約
CAMPOBAG希嘉文化執行長顏瑋志
大傳系
一部國片裡的文化創意元素、行銷計
Q306
劃，以及提出週邊商品的創意開發想法
104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經
管科系
理陳燕瑤
B616
商管學院學生之就業講座
公行系 考試院保訓會政務副主委李嵩賢
B312
政府首長專題講座「你可以不一樣」
戰略所 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局長林欽隆
T502
東亞及臺灣海洋戰略的爭端與挑戰
亞洲所 臺師大國際與僑教學院副教授楊聰榮
T506
兩岸在東南亞的文化外交
創育中心 e荷醫美保養品諮詢師張貴珠
R103
季節轉換的美麗肌膚秘訣
俄文系 淡江大學歐研所教授馬良文
FL106 口譯方法與教學
管科系 大潤發採購部經理羅雅琪
L204
零售業管理未來趨勢與發展
保險系 淡江大學保險系副教授田峻吉
U602 保險業資訊的尋與用
國際學院 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
驚聲國際廳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
會計系 陳香文記帳士事務所長陳香文
C013水牛廳 考取記帳士證照經驗談
臺科大資工系教授李育杰
數學系
Malicious URL Filtering－A Big
S433
Data Application
數學系 中興大學統研所教授黃文瀚
S433 The inverse birthday problem
會計系 蔡雅玲記帳士事務所所長蔡雅玲
L401
記帳士產業與經營傳承
會計系 仲悅企管顧問總經理吳桂龍
B616
企業最需要人才的四項關鍵能力
圖書館 講師徐尉翔
U301 TEJ財務&股市資訊一把抓！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財金系
護中心總經理吳崇權
B712
產險業概論
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
大陸所
服務貿易協服務貿易與兩岸
驚聲國際廳
經貿展望
管科系 美育國際文教機構負責人高育靖
B508 管理現形記－組織行為經驗談
圖書館 非書組研究助理許琇媛
U301
歐盟研究資源再探
歐盟中心 法國教育中心代表曾馨弘
I201
遇見法國－法國高等教育
俄文系 1111人力銀行創業網雜誌主編曾信翰
H113
青年創業成功案例分享
歐盟中心 歐洲教育展專案經理謝欣純
I201
遇見法國－法國文化探索之旅
歐研所 國際貿易局副局長徐純芳
T503
國際現勢與臺灣參與
會計系 穩懋半導體（股）公司董事長陳進財
B511
從企業角度談人才
會計系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財務長黃國棟
B713
新交易型態財會作業的思維
資工系 暨大資工系副教授黃光璿
E819
暨大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置經驗分享
產經系 環華證券金融（股）公司總經理鄭志昌
B605 從反服貿看兩岸金融發展
機電系 亞東技術學院機械系陳佳萬
E830
復健及生活輔具之介紹與應用
管科系 臺灣大車隊福利部直升經理李永鈺
B117
你是企業要的人嗎？自我檢核里程碑
臺灣教育訓練人才發展中心特
人資處
約講師盧冠諭
驚聲國際廳
同行不是冤家，異業可以為師
雲科大會計學系教授傅鍾仁
會計系
Determinants of Taiwan
B511
Photovoltaic Industry Stock Price
Frau Dr. Susanne Hornfeck
德文系
從《用筷子吃蛋糕》談德國猶
T703
太移民最後的避風港－上海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4/28(一)
19: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資工系
D501

天主教輔仁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副教授梅興
Probability Analysis of Chou-I
Divination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