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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逾2百企業共創產學聯盟
提供近千名實習名額 就業學程銜接學子職涯發展
本校近50系所與企業長期保持良好合作關係，
「這次簽約典禮不只對合作企業公開表達謝
意，同時展示合作成果。簽約典禮是新階段的
開始，今後與業界合作將更落實、具體、深化
成學程或課程。產學合作對於師生皆有所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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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主管交接

張家宜掌
第 任校長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上月
21日舉辦「淡江大學產學聯盟協議書簽約典
禮」，近200家企業出席，攜手共創雙贏局
面。校長張家宜表示，淡江為在臺創校歷史最
悠久的私立大學，迄今已培養逾24萬校友，且

右圖為前行政副校長（中文系教授）
高柏園（左）移交印信給新任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右），校長張家宜（中）監
交。（攝影／吳重毅）
上圖為前學術副校長（水環系教授）
虞國興（左）移交印信給新任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右），校長張家宜（中）監
交。（攝影／吳重毅）
【記者陳怡如淡江校園報導】7月31日秘
書處舉辦「103學年度布達暨單位主管交接
典禮」，逾百人參與。首先由董事會主任秘
書周新民代表董事會頒發校長張家宜第十一
任校長聘書。接續進行新舊單位主管交接典
禮，新任學術副校長由葛煥昭接任、新任行
政副校長由胡宜仁接任。會中，6位一級單
位主管及24位二級單位主管交接。
本校董事會於第十一屆第九次會議中遴
選新任校長，全體董事一致通過，聘請張
家宜校長續任為本校第十一任校長，並陳奉
教育部核准備查。張校長表示，未來4年將
面臨相當多挑戰，感謝過去10年副校長們的
付出、及行政團隊推動和協助校務，相信今
年的新團隊會有更好的發展，期待加強推動
國際化、未來化、全球化，以及八大基本素
養。面對國內高教資源的不足，讓人相當憂
心，新大樓動工在即，募款也須持續進行，
希望同仁們努力付出，可以讓學生有更優良
學習環境和品質。

隨後，進行交接典禮，已經背熟8大素養
的新任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透露6個秘密，並
表示相信藉由各行政主管的協助能完成職
務。新任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表示，在成人教
育部奮力達成營運目標，終有亮眼成績，既
然接任行政副校長，且行政即是支援學術，
未來在校長帶領下，期待能有更多貢獻。
卸下副校長重任的虞國興、高柏園分享感
言。虞國興表示，自己不是超人，而是秉持
著盡心盡力的工作信念，未來將專注水資源
中心發展。高柏園表示，淡江是值得奮鬥貢
獻的好學校，相信新團隊會將學校帶至更好
的階段。
其餘發表感言的尚有任職15年資訊長工作
的黃明達，他表達卸任的不捨及感謝同仁辛
苦，並表示大家的使命感得以讓全校資訊化
跟上國際，未來資訊處會愈來愈好。另有新
任教政所所長潘慧玲、人資長莊希豐等人的
發言，詳見本報網站（http://tkutimes.tku.
edu.tw/）。

副總統吳敦義親賀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啟用
上月10日，副
總統吳敦義（左
三）伉儷受邀蒞
臨本校蘭陽校園
參觀紹謨紀念活
動中心，創辦人
張建邦（前排右
二）博士、夫人
張姜文錙（前排
右一）、校長張
家宜（左一）、
全球發展學院院
長劉艾華，及蘭陽師生皆出席參與。為慶祝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啟用，吳副總統（左三）
伉儷以香檳舉杯同慶，給予蘭陽校園滿滿祝
福。張校長表示，感謝吳副總統給予的肯定
與嘉勉，將成為蘭陽進步最大的動力。
吳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對於蘭陽校園推展

益，更有益於企業挑選人才，
創造雙贏局面。」
簽約代表上銀科技董事長卓
永財因是淡江校友，更了解淡
江人才好處。他說淡江人才穩
定，適合培養擔任長期幹部，
且具有專業水準、注重團隊精
神等特質，讓上銀持續積極投
入產學合作、爭取發明專利。
卓永財並表示，「企業人才來
自大學，教育及學生都是產業
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中華航空董事長孫洪祥，首
先讚賞本校以全面品質管理
（TQM）辦學實為不易，且
淡江大學是北部唯一有航太科
系，淡江校友佔華航主管階層
有10.2%之多；另強調產學合
作是個開始，且「學生在步入
職場前就能接觸產業實際運作

上月21日，本校邀請上銀科技、華航、富邦人壽等近二百
家企業攜手簽訂產學聯盟協議，提供近千名實習名額，為淡
江學生開啟就業之門。圖為校長張家宜（中）與上銀科技董
事長卓永財（右）、華航董事長孫洪祥（左）簽訂產學合作
協議。（攝影／吳國禎）

及知識，將有助於未來職涯發展。」
甫於今年畢業的國企系碩士班校友蔡依婷分
享實習經驗，藉由參與鼎新電腦公司的資訊應
用學分學程，發展個人實務經驗、縮短與企業
接軌時間。她感謝母校給予難得的學習機會。
曾在學生時期參與機器人團隊，為臺灣抱回
「FIRA機器人足球賽」世界冠軍的電機系助
理教授鄭吉泰表示，學生在學習上會有盲點，
藉由實習能了解業界所需的實踐應用性。「企
業給予學弟妹的不只是一個職位，更是給予一
個重新找到學習熱忱的人生機會。」
當日，各大媒體到場參與盛會。張校長接受
中天、台視、三立、民視、漢聲廣播電台等媒

體採訪。典禮最後，張校長與近200家企業代
表簽訂產學合作協議，雙方熱絡交流、合影。
本報針對上月21日產學聯盟協議書簽約典禮
製作專題，詳見四版。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復興航
空公司於6月19日舉行產學合作簽約。前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表示，本校希望能和業界密切接
軌，一方面支持產業發展，同時產業也可支持
學術研究，此為雙贏的架構及策略。
復興航空人資處經理鄧盈貴表示，很多任職
復航的淡江畢業生，在工作上的表現令人讚
許，「期望透過此次合作，讓淡江學生及校友
都能秉持『樸實剛毅』校訓，發光發熱。」

傑出校友 徐航健受評為亞太區慈善英雄
邵光華任台灣微軟總經理 葛如鈞入選奇點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美國財經雜
誌《富比士》（Forbes）亞洲版，6月評選出
48位亞太區慈善英雄，臺灣有股市投資家徐航
健、汎新工業負責人李鵬雄、潤泰集團總裁尹
衍樑及億光電子董事長葉寅夫4人進榜。
其中，管科所校友徐航健去年捐出1.2億元
資助本校興建國際會議中心大樓，成為淡江校
史最大宗個人捐款，也因這筆默默行善的教育
捐款，獲得國際權威雜誌社肯定。對此殊榮，
他謙虛表示：「感謝能獲肯定，並感謝在母校
所學系統及財務分析知識，得以應用開展投
資，因而希望藉此方式回饋母校。」
管科系主任曹銳勤說：「徐校友對國際會議
中心的興建貢獻良多，此次獲獎讓系上全體師
生感到與有榮焉。也盼此善舉能有拋磚引玉效
果，讓更多事業有成的校友能回饋母校。」
水利工程學系（現水環系）系友邵光華於上
月10日榮任台灣微軟總經理。水環系系主任張
麗秋表示，「本系師生都覺得很榮幸有這樣一

位優秀的系友！」
此外，由Google和NASA出資於2009年創辦
「奇點大學」以培育未來科學家為目的，每年
從近5千位佼佼者中精選80位。今年首次有臺
灣人入選，他是本校資傳系校友葛如鈞。
對於入選，葛如鈞說：「身為創校6年來第
一位臺灣人，一言一行都代表臺灣。雖然緊
張，但會努力建立臺灣好形象。」他特別感謝
淡江的活力充沛及自由學風，提供創造空間，
「幾乎可以說是培養了整個我。」更由衷感謝
啓蒙恩師資傳系講師盧憲孚，在求學期間社會
尚未有五感設計概念時，便將新觀念帶到課
堂，造就他現在追求創新的籌碼。
對於葛如鈞的在校表現，盧憲孚表示，葛如
鈞富創造力、願意接收新知、且盡力完成目標
的精神，在個人作業中展露無遺，「讓我印象
深刻。」對於今日成就為他高興，更稱許葛如
鈞勇於接受挑戰的態度，不僅難能可貴更將帶
領他邁向成功的方向。

證。何啟東表示：「專案管理是目前趨勢，學校有開
設相關課程，培育專業能力，並實質嘉惠學生就近考
照。」張耀鴻說：「本學會積極走進校園，協助學生取
得企業所需的技能。」
協助推動課程的中華專案管理學會副理事長許秀影表
示，「培養學生的即戰力是我們的目的，期待未來逐步
建立種子師資的培訓課程，感謝資工系教授王英宏給予
協助。」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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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金門縣校友會
澎湖縣校友會
基隆市校友會
臺東縣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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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校友會
南投縣校友會

8/16(六)
14:00

屏東縣校友會

活動地點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中興國小教師研習室
（1 棟1 樓）
馬公市光復路186 號
基隆市議會
基隆市壽山路5 號
臺東七里坡餐廳
臺東市大同路2 號
臺中州廳4 樓會議室(市
政府環保局－舊市府)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屏東市唐榮國小視聽中心
屏東市中山路41號

大傳.資傳4生獲TVBS獎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廖楚
若、顏郁珊、資傳四溫芸、陳以真以在大
傳系淡江電視臺2件作品參賽，榮獲第八屆
TVBS大學新聞獎－「Z」世代進擊的創新之
「新聞報導獎」。與約170組作品角逐，經過
初、決賽，成為最終獲選4件作品之二，並各
獲得1萬元獎金及獎狀。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
表示，「此獎評審過程嚴謹，對學生獲獎感
到與有榮焉，希望同學未來持續努力。」
「臺大生創家教APP國高中生解題好幫手」
新聞作品報導臺大生創新研發軟體打造多元
化教育資源。廖楚若表示，審訂題目花了不
少時間，且不斷修正新聞畫面，過程雖艱苦
曲折，最終能受評審肯定，一切都很值得。
「創意改造老旅店 復興文化價值」新聞作
品則呈現賓城旅店的創意空間再利用。顏郁
珊表示，「老旅店一磚一瓦都有故事，但受
限於比賽時間，我們精挑細選希望呈現旅社
最迷人之處。」

網路看更 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本校與4高中大手牽小手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6月18
日與新北市立錦和、永平、竹圍高中暨臺
北市立永春高中4校，共同簽署策略聯盟協
議書，期待發揚「大手牽小手」理念。

文創中心培育MICE人才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創中心
為培育人才擁有策展專業素養及實務操作
能力，於6月23日舉辦為期5天的「MICE會
展人才培育與認證工作坊」。

王怡心談內控與風險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於
6月16日舉行內部控制教育訓練。中華民國
內部稽核協會理事長王怡心受邀，以「內
控自評與風險評估」為題演講。

兩岸85人交流社會文化

【本報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於上月20日
至25日，舉辦2014年「淡江大學兩岸青年東
西文化論壇」，邀請山東大學等13所大陸姊
妹校及本校師生約85人參加。
【記者黃詩晴、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
文學院6月21日舉辦「文創大淡水地區全紀
錄」發表會，由大傳系團隊及中文系田野
調查研究室團隊，分別發表記錄淡水工商
業發展，與淡海新市鎮第二期議題共10部紀
錄片，受訪者也到場共同展現豐碩成果。

大陸5師生來淡江學術研究

【記者黃雨柔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度
第二學期廈門大學與西南財經大學5位博士
生及教授蒞校，與國企、財金、統計、公
行4系進行短期研究交流，除學術研究外，
另有教學觀摩、研習及體驗淡江文化等。

安全組籲校園安全

親臨。
張校長表示，本校國際化有顯著績
效，今年出國同學突破500人，呼籲
各位在留學的這一年，除了學習語言
外，更要學習與國外朋友相處及獨
立。梁毅鵬代表外交部表達祝福，也
提供同學在國外可尋求的各項協助。
淡水校園10系和蘭陽校園4系之系
主任、代表，從張校長手中接過校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日期
8/14(四)
14:00

文創大淡水分享10部紀錄片

505名大三學生赴姊
妹校研修。6月25日，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舉行
「103學年度學生出國
留學授旗典禮」，由校
長張家宜（前排左一）
主持。邀請外交部北美
司副司長梁毅鵬、教育
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教
育副參事吳少芬、美國
在台協會文化中心Ms.
Amelia Ortiz、
加拿大商務辦
事處政經暨公
共事務處處長
明秀妍等貴賓

成立網路認證中心 培育學子實戰力

103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場次表

雲林縣校友會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
嘉義縣校友會
嘉義市興業東路6號
嘉義市校友會
8/17(日)
臺南一中小禮堂
臺南市校友會
10:00
臺南市民族路一段1號
國民黨花蓮縣黨部二樓
8/17(日)
花蓮縣校友會 禮堂
10:00
花蓮市公園路27號
8/17(日)
慶富大樓
高雄市校友會
14:00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號
8/17(日)
卦山月圓景觀餐廳會議室
彰化縣校友會
14:30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23號
8/23(六)
淡江大學
淡水校園體育館7樓
09:50
學生事務處 報名請洽(02)262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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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起飛 505人大三出國留學
國際化成果、採全英語教學、首創大三出
國、優質住宿學院皆給予肯定與鼓勵，並讚
譽蘭陽學生在如此優美、且資源充足的學習
環境中學習，為學生幸福之事，期許莘莘學
子更加珍惜、努力學習。（文／呂柏賢、圖
／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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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中華專案管理學會合作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目前職場很夯
的專案管理可在本校考證。本校由前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於6月16日與中華專案管理學會理事
長張耀鴻簽訂合作契約，隨後舉行揭牌儀式，
授權在校成立網路認證中心。虞國興表示，
「專案管理未來將是工院學生的必備能力。」
對於往後可在校報考CPMS專案規劃師、
PMA專案助理，並進行PMA+專案技術師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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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同學們則是滿懷興奮地和張校長合影。國
企四劉冠伶及吳雨恆則分享赴美維諾納州立大
學、沙福克大學的留學感想。
劉冠伶建議同學要勇敢、主動，「出國不僅
能增進外語能力，也能活絡人際關係。」典禮
最後在國際長李佩華（前排右一）的祝福中畫
下句點。（文／巫旻樺、圖／馮文星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夏日炎
炎，留意蛇蟲出沒。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
瑞光提醒，同學們在校活動應注意自身安
全，進入草坪要記得「打草驚蛇」。

e筆書畫展校外出巡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
中心與國父紀念館共同主辦「2014動態數
位e筆書畫展」於上月26日起，在國父紀念
館展出，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駐
校藝術家李奇茂等17位書畫家參展。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