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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率團與

智利大學
亞松森大學
續

締盟

南美訪問團會見巴國副總統艾法拉、眾院議長拉米雷斯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0至30
日，校長張家宜率領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國際長李佩華等6人赴南美洲智利、巴拉圭參

訪。張校長表示，此行除了鞏固與姊妹校智利
大學的合作、交流及與亞松森大學簽訂姊妹校
協定外，最主要正是拜訪在當地發展的校友。
訪問團成員另有美
洲所所長陳小雀、資
工系主任許輝煌及西
語系副教授宮國威，
於上月21日抵達智利
聖地牙哥，我國駐智
利代表、校友王明文
到機場歡迎。上月22
日拜訪姊妹校智利大
學，並與該校校長裴

校長張家宜（左）與國立智利大學校長裴瑞茲．貝拉(V. Perez Vera)
（右）簽訂學術交流及學生交換協議。（圖／國際處提供）

沖繩觀摩 創育人才基地

瑞茲貝拉（V. Perez Vera）共同簽署續約與學
生交換協定。雙方校長均表示2校距離遙遠，
但今後應加強彼此學術與學生交流，以落實雙
方國際化及教育全球化。
訪問團於上月24日抵達巴拉圭，上月25日由
我國駐巴拉圭大使、本校校友劉德立安排，拜
會眾議院議長拉米雷斯（Juan B. Ramirez）。
本校在巴拉圭東方市與亞松森市的校友會亦分
別於上月26日、27日宴請母校訪問團。
張校長並在東方市接受巴西聖保羅美洲華報
記者採訪。上月27日，中午僑務諮詢委員朱榮
卿在巴西福斯市設宴款待訪問團，並慷慨捐贈
新臺幣30萬給美洲所。訪問團亦深入巴西參觀

國際學院赴日美辦研討

史館館長呂芳上、監察委員黃煌雄蒞臨會場，
頒發鈕先鍾的總統褒揚令，並舉行鈕先鍾藏
書、論著、文稿送國史館的典藏儀式，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及第一屆畢業所友均參與盛會。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表示，去年解放軍議題僅
是小型座談，但今年將該議題擴大為研討會，
且適逢鈕先鍾老師獲頒褒揚令，許多校友皆共
襄盛舉。淡江戰略學派目前也開始進入建構開
展時期，並「理論與實際結合」做為目標的未

蘭陽

【記者王心妤淡水
校園報導】上月25至
27日，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在臺北校園
舉辦「淡江戰略學派
年會暨第十屆紀念鈕
先鍾老師研討會」，
吸引逾150位人士參
與。上月27日上午國

伊太普（Itaipu）水力發電廠、伊瓜蘇瀑布。
上月28日，訪問團一行晉見巴國副總統艾法
拉（Juan Afara），隨後前往國立亞松森大學
拜訪，由張校長與該校校長龔札雷斯（Pedro
Gonzalez）簽訂姊妹校協議。訪問團離開亞松
森市之前，特別轉往當地僑校，因為創辦人張
建邦於20多年前曾2度訪問巴拉圭，並自費捐
贈圖書給該校，造福當地華人。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外語學院很重
視南美洲未來發展，期望西語系、美洲所同學
能多與姊妹校交流。」此外，吳錫德提到，
「可望在未來推出外語外交學分學程，將學程
更加多元化，培育出更多的外交人才。」

來願景。
上月25日是「全國戰略社群碩博士生論文發
表會」，戰略博三江昱蓁認為，「今年發表會
增加發表人與觀眾的問答時間，臺上臺下互動
增加，因此整個發表會氣氛熱絡。」上月26日
則是「中共軍力與臺海安全情勢」研討會，邀
請日本東京財團外交與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渡部恆雄、美國國際戰略評估中心研究員
Richard Fisher等學者進行討論。

多功能活動中心誕生

行動書店

位於本校蘭陽校園的多功能活動中心於上月30日正式申請到使用執照， 7日總務處將協同蘭
陽校園主任室、建築師及營造商進行初步驗收，預計15日交接給蘭陽校園，目前預訂畢業典禮
前會正式啟用，預計舉辦第一項
大型活動即為畢業典禮。（文／
劉蕙萍、圖／總務處提供）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為讓師生有更完善的溝通，
本學期由畢業班課程教學評量率先開跑。品保處表示，大
學部畢業班於5日起開放填寫，大學部非畢業班及研究所於
26日起，學生可自行上網（網址：http://info.ais.tku.edu.tw/
南，與西原大學、峴港大學、
tas/），或由本校網站首頁進入、點選「教學評量」連結。
河內師範大學及河內工業大學
填問卷送好禮！資訊處即日起至31日舉辦「102學年度資
進行學術參訪交流，王伯昌表
訊處服務滿意度調查」網路問卷及抽獎活動，上網（網址：
示，「此次參訪除了解雙方學
http://feedback.ois.tku.edu.tw/102/）填寫問卷，並留下連絡方
制、分享研究方向外，並進行
式，即有機會獲得iPhone 5s、iPad Mini及7-11禮券等獎品。
招生宣傳，希望未來有合作的

教學評量 資訊處滿意度調查

文理學院尋跨國校際合作
【記者陳安家、曾俞菱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21日至25日，文學院院長林信成率領文院5
系教授王美玉等人，拜訪同濟大學、華東師
範大學和南京大學3所姊妹校進行合作交流。
期間參訪3校硬體設施，如同濟大學中芬
中心，並與人文與傳播相關科系教師進行座
談。3校皆對本校文創學分學程有興趣，盼未
來有機會合作。林信成表示，將與同濟大學
詳談合辦兩岸暑期課程，藉此增加多元學習
機會。同濟大學應諾7月將來校參訪，討論雙
聯學制合作之可能性。
上月21日至25日理學院院長王伯昌率化學
系主任林志興以及化學系教授王三郎，赴越

期中網路退選 12日登場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重申
同學於期中考後，因特殊情況而無法繼續修
習課程時，務必於第十三週（12日至18日）
辦理期中網路退選，並以2科為限。教務處
表示，逾期將不再接受任何理由辦理退選。

海博館前進八里
考古生活節擺攤

海事博物館於上月26、27日參加十三行博物
館「新北市考古生活節－植物考古趣」擺攤活
動，推廣考古教育及博物館特色。此次安排解
說員介紹海博館外，另舉辦「認識古今戰船有
獎徵答」，並備有瓶中船獎品。海博館專員黃

維綱表示，此次擺攤讓
更多人認識海博館和宣
傳船舶相關知識，期待
藉此提升參觀人數。
2天活動皆舉辦「造船
活動一起來」，提供具
有淡水特色的手工舢舨
船製成模型讓民眾親自
組裝，吸引不少親子來體驗。身穿水手服的
解說員保險四蔡雅婷表示，「這次走出戶外
與小朋友互動，解說較輕鬆，卻也耗費不少
體力；但能夠與民眾近距離互動，覺得很有
趣。」（文／黃詩晴、圖／海博館提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機會。」
除了學術交流，也拜訪味丹
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執行
長楊坤祥，討論實習合作事
宜。林志興表示，楊坤祥執行
董事已口頭答應味丹越南廠將
提供實習名額給本校化學系學
生。
另邀請各校9月26日至
28日蒞校參加「Fourth
TKU-ECUST-OPUKIST Joint Symposium on
Advanced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員福會樸毅 樂公益

【記者蔡晉宇、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員工
福利委員會為愛護地球、關懷弱勢，於上月28
日舉辦「愛，在物裡」舊物募集活動，共募集
物資20箱。員福會活動組組長江夙冠表示，舉
辦此類公益性質的活動，盼以回饋社會，感謝
大家共襄盛舉。
日前已全數捐贈至臺東基督教醫院「愛加倍
小舖」，對方來電表示感激本校教職員工的
愛心。捐贈2個手提包的土木三高至良表示，
「以前也受過公益團體幫助，很高興現在能盡
一己之力，不僅發揮物品價值，且義賣所得也
能協助真正需要的人，讓人覺得踏實。」
樸毅志工社於上週「讓我們愛，在衣起！」
募衣成果豐碩，近20箱衣物將捐贈心儀基金
會。樸毅志工社社長企管三王晨蔚感謝教職員
生愛心，「許多人是在海報街看到攤位後，回
家收拾衣物，隔天再帶過來，也有許多人直接
將衣物郵寄到學校，全校師生的熱烈響應真的
很令人感動。」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妙語
逗全場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
園報導】圖書館典藏閱
覽組於上月30日在總圖
舉辦第二屆「妙語說書
我的Book Show」，共10組參賽，每位參賽者
皆使出渾身解數，分享選讀圖書之樂趣。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當初活動用意在
於希望邀請同學分享好書，本屆參賽者表現讓
人感到驚艷，期待未來能持續舉辦。」資圖
四劉思函選讀《看！就是比你早下班─邁向
Excel 2013的職場達人之路》，資訊類書籍在
說書賽中罕見。
英文二黃婕以圖片引領觀眾進入《山中最後
一季》書中主角藍迪的人生，透過鳥鳴音效，
及邀請觀眾臨演，一同互動、深入情境。德文
三莊靜（左）和法文四林佳彣（右）以短劇演
出《沒有東西送給你》，活潑故事搭配上生動
表演，引發全場笑聲。
活動邀請觀眾票選人氣前3名。最後由莊靜
和林佳彣奪冠、中文四宋靜宜摘下亞軍、黃婕
榮獲季軍。莊靜表示，「其實籌備期不長，單
純想跟大家分享故事精神，沒想到表演小失
誤，意外成為全場笑點。」
觀眾資圖三吳宗翰說：「剛好路過、又發現
有認識的朋友，且每位參賽者都很有特色。」
（攝影／賴意婕）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5/6(二)
19:00
5/7(三)
10:10

戰略學派年會暨紀念鈕師 150人研討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1日，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和建
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以及進駐創育中心的3所企業
代表，一同赴日本沖繩進行為期3天的參訪。創育中心經理詹健中表
示，此次參訪搭建企業、政府間的橋梁，未來希望能加速雙方的企業
合作、交流。
此次參訪目的為與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續
簽訂有關促進企業合作協議書，並舉辦論壇
交流及探討如何促進雙方企業交流策略。此
【本報訊】上月25日，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
次行程中，前往新里造酒廠、沖繩大學、琉
際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率領亞洲研究所所長
球大學等地參訪。另有金門校友會理事長李
任耀庭、歐洲研究所所長郭秋慶等5人，赴日
有忠、金門大學研發長李金譚、及金門縣商
本姊妹校同志社大學，合辦「亞洲與世界的
業總會理事長蔡育仁等16人隨行。其中，琉球
新局勢」學術研討會。
大學育成中心亦有創新與創業競賽活動，特
會議期間正值美國總統歐巴馬訪日，故美
地前往觀摩交流。
日安全聯盟問題與TPP問題成為討論焦點。同
志社大學由法學院主辦此次會議，該校校長
村田晃嗣在會中發表論文，並與法學院院長
新井京設宴招待。
此行，任耀庭與該校法學部法學研究所草
擬雙學位合作協議。國際研究學院春假期
間，另曾運用特色計畫經費赴美華府和喬治
華盛頓大學亞洲中心合辦研討會，臺灣和大
陸均有外交官旁聽。

上月28日，圖書館「行動書店到我家」首站
來到國際學院，進駐驚聲大樓T919，展出英
文、繁體中文及簡體字等相關書籍，現場另有
書商協助統計及回報推薦書單。戰略碩一韓樹
楷說：「校園附近沒有完備的書店，今天很開
心圖書館能與書商直接合作，對於圖書館要求
書商提供近3年的新書，我覺得非常貼心，因
為國際知識是求新求快的，希望圖書館往後可
以多舉辦。」
圖書館採編組組員林怡軒提到，歐研所副教
授卓忠宏帶領近10位同學到場挑書，而書商
也很感謝亞洲所副教授胡慶山推薦許多西文書
籍。本週將在總圖U203展出教育學院相關書
籍。（文／蘇靖雅、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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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三)
13:10
5/8(四)
12:00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政經系主任包正豪、助理教授鄭
蘭陽校園 欽模、資創系助理教授洪復一
CL328 生態環境 建築與環境的對話
－平等公共在地實踐
國史館纂修歐素瑛
歷史系
臺灣議政發展史－從臺灣省
L201
參議會到臺灣省議會
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
教師組
學系副教授張幼珍等4人
覺生國際廳
好學樂教分享週－教師專業成長
英文學系專任助教林倖伃、
教師組 物理學系博士班許喆閎
I501
好學樂教分享週－「有你不
一樣」教學助理成果發表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5(一)
國企系 海峽交流基金會經貿處副處長鄧岱賢
10:10
B505 從全球化看兩岸經貿與兩岸服貿協議
5/5(一)
非書組 達米酒坊執行長劉鉅堂
13:30 驚聲國際廳 挑動你的紅酒味蕾
荷蘭DSM-AGI臺灣公司總經
5/5(一)
化學系
理闕偉德
14:10
Q409
化學產業的專業經理人
5/5(一)
德文系 輔仁大學德文系教授王美玲
16:10
T606
18至20世紀德語文學作家作品
5/5(一)
大傳系 Flying V募資平臺執行長鄭光廷
16:10
O306 如何讓文創產品進入市場
5/5(一)
職輔組 Cheers雜誌資深主編李欣岳
18:30
Q409 踏入職場前的12件事情
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5/6(二) 歐盟中心
主任徐言
10:00
SG504
Study in Germany－Experience Europe
5/6(二)
亞洲所 中華民國前外交部長黃志芳
10:10
T506
雙城記：TPP和RCEP
5/6(二)
未來所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
13:00
B713
立委給問嗎？
5/6(二)
非書組 晶原企業乳製品品牌經理何美億
14:10
圖館2樓 歐洲乳酪的奇想世界
中研院物理所助研究員莊天明
5/6(二)
物理系
STM study on iron based high
14:10
S215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5/6(二)
未來所 臺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范雲
19:00
驚聲廣場 太陽花風雲：學運世代的對話
淡江大學物理系教授何俊麟
5/6(二)
物理系
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
19:10
S215
碧霄一白矮星、中子星的故事
臺北巿立中正國中老師林尚頡
5/7(三) 師培中心
行為改變技術應用及個別教
10:10
ED305
學計畫實務分享
5/7(三)
財金系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吳圳益
10:10
B712
信託業概論
5/7(三) 通核中心 主講人袁紅冰
13:10
T212
西藏宗教文化現況
5/7(三)
財金系 前中國信託銀行副總經理曾永慶
13:10
B701
財富管理實務
5/7(三)
圖書館 法國食尚作家里維
14:10
總館2樓 我在歐洲的咖啡時光
印度阿瑪集團亞太地區總代
5/7(三)
俄文系
理臺北雨農公司經理黃偉時
15:00
H113
美麗與哀愁－我與金磚三國的實戰經驗
5/7(三)
禪學社 帛琉愛來渡假會館總經理徐世勳
19:00
E680
領袖人際投資
5/7(三)
未來所 NOWnews大編、音地大帝
19:00
O306 媒體、鄉民都來了
5/8(四)
人資處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郁秀
9:10
I301
品牌台灣
5/8(四)
會計系 台灣金聯董事長黃定方
10:00
B713
如何培養競爭力
民視新聞部主編召集人張國政
5/8(四)
德文系
德文系的機會在哪裡？從電視
10:10
L406
新聞臺行業暨工作內容談起
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桂花、籃
5/8(四)
法文系
球部落有限公司活動總理周崇偉
10:10
H118
我在迷霧森林裡一趟追尋意義的生命旅程
5/8(四)
大傳系 滾石文化董事長段鍾沂
12:00
O504 故事行銷實作
聖約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林穎佑
5/8(四) 歐盟中心
從軍售角度看俄羅斯與烏克
13:00
T512
蘭的動盪及俄中關係
5/8(四) 通核中心 淡江大學總務長羅孝賢
13:10
B502 聰明交通與政府服務
5/8(四)
大傳系 關鍵數位行銷執行顧問吳靜媛
14:10
Q201 電信產業與整合內容產業
5/8(四)
產經系 上海兆威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簡倍祥
14:10
B605 產業投資與分析
5/8(四)
非書組 卡提薩克專屬紅茶講師楊玉琴
14:10
圖館2樓 百年維多利亞紅茶饗宴
5/8(四)
機電系 明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學聖
14:10
E830
談學校理論教育與職場職實務學習
臺大農藝系系主任廖振鐸
5/8(四)
統計系
Interval Estimation for Conformance
14:10
B302A
Proportions in Normal Linear Models
雲科大研發處研發長張傳育、
5/8(四)
資工系
澎湖科大資工系系主任胡武誌
14:20 驚聲國際廳
2014資訊產學合作論壇─學界經驗分享
5/8(四)
管科系 平鎮調解委員會委員主席黃教文
15:10
B604 企業經營管理之分析
程曦資訊整合總經理張榮貴、
5/8(四)
資工系
叡揚資訊副總經理吳震明
15:30 驚聲國際廳
2014資訊產學合作論壇─業界經驗分享
5/8(四)
管科系 玫琳凱化妝品公司美容顧問黃品家
17:30
B501
職場禮儀及形象雕塑就業講座
5/8(四)
資訊處 淡江大學統計系助教吳泳慶
18:00
B216
用EG寫論文
5/8(四)
學務處 金枝演社副導演施冬麟
19:00
B515
從恆河邊的泥土裡重生
5/9(五)
資訊處 教學支援組技士鄭柏棻
9:00
B216
資訊化訓練課程-資料備份與還原
5/9(五)
圖書館 產品講師邱稚婷
10:10
U301 ACS資源大探索！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湯蕙瑄
5/9(五)
經濟系
An Empirical Project on
13:10
B605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5/9(五)
非書組 深度旅遊講師楊晉崴
14:10
圖館2樓 電影中柏林的意象
臺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謝修
Can Horizontal Mergers Without
5/9(五)
產經系
Synergies Increase Consumer
14:10
B511
Welfare？Cournot and Bertrand
Competition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5(一)
19:20

財金系
D223

5/5(一)
19:30

國企系
D309

5/10(六)
10:10

會計系
D306

演講人/講題

台新證券投資信託投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吳火生
網路金融狂潮
遠東資源開發公司策略規劃
顧問喻芝蘭
臺灣智慧建築與智慧城市的
發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吳德豐
企業跨國稅務風險管理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