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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校友受徽 陳定川校友籲共襄盛舉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淡
江大學校友總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暨第3屆卓越校友頒獎典禮，於4、5兩日在桃
園尊爵大飯店舉行。大會由理事長陳定川主
持，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總會長羅森、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
瑞隆、大陸校友聯誼總會會長莊文甫及歷屆卓
越校友等，逾百位共襄盛舉。
　張校長於會員大會致詞時，特別感謝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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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以個人名義認捐
「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500萬元的一間
大型會議室，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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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一)
10:10

水環系
E680

經濟部水利署簡任工程司博士
陳永祥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三)

10/14(二)
8:00

資創系
CL307

巨匠電腦企業講師黃瀞儀
專案管理與職場環境之運用思維

10/15(三)
17:00

觀光系
CL407

國立頭城家商老師劉沛伶
餐廳飲料製備基本原理及實務

10/16(四)
10:00

日文系
SG506

丸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歐元韻
日本企業研究

教學
卓越

事長陳双喜認捐新台幣10萬元的銀磚。會後，
莊文甫則表示願意認捐300萬元的一間中型會
議室。
　卓越校友歡迎茶會中，由張校長及陳定川
頒發103年度卓越校友徽章給28位得獎人，其
中經營管理類得獎人高增堯表示：「很高興
能被選為卓越校友，我尤其感謝淡江自由的校
風，讓學生們發揮創意，讓現在的我能把創新
的精神應用在新式綠建築或智慧科技建築上，

比別人更快找到新的好點子。」卓越校友名
單請詳：http://www.fl.tku.edu.tw/news-detail.
asp?id=2041。
　張校長與貴賓在晚宴中一同演唱「月亮代表
我的心」，博得滿堂彩，陳定川則獻唱「活出
愛」用歌聲祝福大家，將氣氛推至最高潮。彭
春陽表示，「能有那麼多優秀校友回來參與活
動，很令人開心！特別感謝他們為『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的捐款。」

　【本報訊】本校為協助教師適性職涯及多
元專業發展，確保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
成效，以提升本校競爭力，於本學年度起推
動多元升等制度。除了「學術研究型升等」
外，將研議「教學型升等」「技術應用型升
等」2新制。
　多元升等新制推動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擔
任召集人，本學年度以意見徵詢、共識形成
及法規修正為主要工作；104學年度為2新制
各擇定1個學院試辦，並評估試辦結果，據
以改進相關法規與審查機制；預計105學年
度起全面實施。人力資源處將於24日舉行政
策說明會，21日前開放報名（http://enroll.
tku.edu.tw/）。

　【記者曹雅涵淡
水校園報導】至6日
止，教務處統計103
學年度日間部新生
註冊率為96.99%。
從新生註冊率數據
中 ， 非 北 區 學 生
人 數 較 去 年 增 加
0.57%、境外生人數
也從去年的5.06%增
至5.9%，教務長鄭
東文表示，從數據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處於8日在驚聲國
際廳舉行「第九屆淡江品質獎」暨「第六屆品管圈競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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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3(一)
10:00

電機系
E819

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
研究所經理吳業寬
IOT智慧商務

10/13(一)
10:00

學教中心
E213

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陳瑞發
PBL教師成長社群課程觀摩

10/13(一)
13:10

產經系
L417

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編
輯蔡麗玲
看見被買與被賣之間的出版文
化軟實力

10/1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研院應科所助研究員陳壁彰
Lattice Light Sheet Microscopy 
： I m a g i n g  L i f e  a t  H i g h 
Spatiotemporal Resolution

10/13(一)
15:10

中文系
驚聲國際廳

香港知名舞臺劇導演林奕華
四大名著的傳承與顛覆

10/13(一)
18:00

大傳系
O202

影像創作者吳政樺
紀實類攝影專題賞析

10/14(二)
8:00

戰略所
T503

前國安局特勤中心主任吳東林
安全維護與國家安全
（情報安全）

10/14(二)
10:00

會計系
B119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
總經理朱成光
鑑識會計

10/14(二)
10:10

文錙藝術
中心

展覽廳

台灣水彩協會理事長林仁傑
水彩畫創作心理與美感呈現

10/14(二)
12:00

職輔組
Q409

建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人資主
任謝佳芬
職涯輔導講座－職場溝通藝術

10/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物理系副教授賴詩萍
尋找最年輕的原始恆星與原始
行星盤

10/14(二)
15:10

數學系
S433

俄羅斯Saratov大學教授
V. Yurko
Inverse Spectral Problems for 
Variable Order Differential 
Operators on Spatial Networks

10/15(三)
10:10

財金系
B713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黃
炳鈞
證券業概論

10/15(三)
12:00

職輔組
Q409

法雅克訓練發展課主任孫榆婷
「 求 職 面 試 三 部 曲 - 面 試 技
巧」職涯輔導講座

10/15(三)
13:00

國企系
B408

國立成功大學助理教授楊佳翰
智慧財產權與創意產業

10/15(三)
14:10

資圖系
L206

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助理教授
謝吉隆
社會網絡分析概念與案例

10/15(三)
14:10

會計系
B501

大愛電視臺節目編導楊卉
心仁之美

10/15(三)
18:00

品保處
I501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
品管圈競賽教育訓練課程－品
管圈輔導要領QC七手法運用
實務

10/16(四)
10:00

會計系
B515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林瑟凱
從CEO觀點看會計人職涯發展

10/16(四)
10:10

未來所
ED601

TED×Taipei創辦人許毓仁
實驗未來

10/16(四)
12:10

航太系
E819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臺灣
區代表
TOEIC備考講座

10/16(四)
14:00

機電系
E81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陳炤彰教授
陳炤彰
複合式晶圓拋光製程研發與應用

10/16(四)
14:00

參考組
U301

講師許琇媛
外 籍 生 如 何 利 用 圖 書 館 資
源How to start your l ibrary 
journey？

10/16(四)
14:10

數學系
L201

欣興電子品質經營部副理張元駿
數學與統計在職場上的幫助

10/16(四)
18:10

會計系
B704

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林書銘
國際會計準則對會計環境的影響

10/16(四)
19:00

遊戲開發社
B507

Keitai攜帶遊戲公司Neil
自己的遊戲自己做

10/17(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中
心經理莊中杉
CMMI(系統設計、開發、上線
)+ITIL(維運)

10/17(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奧美公關行銷公關事業部董事
總經理謝馨慧
聽品牌說故事

10/17(五)
14:10

產經系
B511

國立臺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程智男
貝氏統計對心理健康醫療的應用

10/17(五)
14:10

創育中心
R103

蘭盈國際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鄧雲暉
創新創業講座(一)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3日，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在行政會議中，專題報告「激發研
究潛能，提升學術聲望」。研究發展處於7日
公布「獎勵大學部學生及指導教師參與科技部
計畫作業實施要點」等多項辦法。
　其中，為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及獎勵大學部
學生及指導教師參與科技部計畫，同時培育本
校預研生及修讀榮譽學程之大學部學生具備專
業能力，並提升從事學術研究之興趣，經科技
部核定後，即可向研發處提出申請，獎勵金視
對象分類，各可獲得新臺幣2,000元至12,000元
不等，歡迎全校師生踴躍申請。

獎勵　　　參與科技部計畫

教師多元升等 24日凝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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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切變化皆源於觀念的轉變。

－創辦人張建邦《明日世界》，1980。

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淡江預見大未來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7(五)
19:00

淡海同舟
校友會
D222

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
Yahoo！大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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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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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看書的你，是否發現總圖
2樓變得更「智慧」了呢？6日
起，典藏閱覽組將閱報區進行大
改造，除了新設舒適桌椅外，另
增設預約書查詢工作站與智慧型
書架。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

圖書館引進此RFID智慧型預約書系統，是私校首創、也是全國第二，
盼閱讀不單是探詢知識的管道之一，更希望帶給讀者期待感。
　RFID智慧型預約書區設置有機臺及書櫃，師生預約書籍可憑證件感
應機器，預約書目所在的櫃架隨即亮指示燈，方便借閱者取書。除此
之外，工作站還可瀏覽熱門圖書和即時預約，方便又迅速。試營運期
到18日，歡迎全校師生前往體驗。（文／卓琦、攝影／吳國禎）

智
慧
圖
館

新
動
能 上來看，顯示在拓展生源和海外招生的推動逐

見成效，理工學院辦理的科學營、化材營、機
器人等高中營隊，以及不同區域重點高中招生
和到校參訪等，都能讓高中生看見本校的多元
特色；在海外招生上則是參加海外教育展以提
升本校的海外曝光，將會持續進行開拓生源的
招生策略。
　新生註冊率達100%之系所中，化學系系主
任林志興認為，是因為近年不斷舉辦創意化學
營、科學營等高中營隊，提升了能見度，透過
推廣活動亦能了解化學系的長處，未來將持續
維持註冊率和提高錄取分數。俄文系系主任蘇

淑燕提到，因就業市場環境改變讓俄文受到重
視，除了推行
大三出國甄選
外，也結合校
外及海外實習
等特色課程，
讓學生更熟悉
就業市場，將
持續打造本系
特色，以吸引
更多學生就讀
俄文系。

快來報名淡品獎.品管圈

會，並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秘書
長徐錠基致詞時鼓勵同仁，「藉由參加淡
品獎和品管圈的機會，展現出最好的工作
績效，且參加過的單位也可再報名。」稽
核長白滌清表示，「參加品管圈競賽不困
難，只是把工作流程、業務進行書面化，
品保處也將盡力協助各單位完成。」
　上屆淡品獎得主工學院，由院長何啟東
代表分享經驗。他勉勵與會者，「帶著熱
忱感和使命感參與競賽，相信一定會提升
單位水準。」會中，進入全國團結圈決賽的
「夢圈」代表丘瑞玲分享，「學習分工合作相

當重要，在每場會議保持輕鬆氣氛，使每位圈
員皆自在發言，始能激盪出不同的新想法。」

　品保處於8日舉行「第九屆淡江品質獎」暨「第
六屆品管圈競賽」說明會，由秘書長徐錠基主持。
（攝影／盧逸峰）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6日，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9位評選委員蒞校進行「103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複評。校長張家宜致歡迎
詞時表示，很榮幸首度參加國家永續發展獎便
闖進複評階段，本校長期以未來化作為永續經
營與發展的根基，且未來學門早已列入通識必
修課程，近年來更是加以落實理論教育。另本
校連續3年榮獲「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去
年獲頒「榮譽企業環保獎」肯定，將積極挑戰
今年度的國家永續發展獎。張校長期待，透過
參與評選，了解委員的指導與建議，期以讓本

校更加精進。
　會中，總務長羅孝賢簡報目前營運概況及永
續發展方針，並說明：「永續發展不僅是願
景、目標及口號，更是一種態度與一個完整的
過程。」他期盼能藉此實踐，如關懷環境、弱
勢族群及善用資源等，灌輸學生對永續發展的
正確態度與認知。
　會後，由羅孝賢、學務長柯志恩等人引領評
委們實地訪查校園。委員們對校園環境的維護
讚譽有加，並提到文錙藝術中心的設立有助陶
冶人文涵養，令人驚喜。國家永續發展獎預計

　 上 週 拉 丁 美 洲 外 賓 與 本 校 互 動 熱 絡 。 巴
拉圭教育部行政次長Diana Carolina Serafini 

Fernández於6日探視該國修習
臺灣亞太碩士學程4生外，並
與國際副校長戴萬欽等人交流
雙方高等教育的情況。
　「第二、三屆亞洲研究所數
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25人的
面授課程中，豐富的課程和參
訪行程讓他們滿載而歸，一行
人皆表示透過課程安排能學習
亞洲事務，且結合他們自身專
業並從中獲益良多。
　其中，巴拉圭參議院外交暨

國際事務委員會科長傅斯雅則著迷於「臺灣社
會和文化」課程，他以「Small but big」一語
讚嘆臺灣的各項發展，提到該課程能學習台灣
的故事及人民和更深刻了解臺灣的美麗迷人之
處。尼加拉瓜外交部外交學院顧問艾蜜卡表示
最喜歡的課程是「中國現代史」，認為透過歷
史可以了解中臺的經濟及政治發展，對拉丁
美洲的各國是很好的學習對象。而薩爾瓦多外
長Jaime Miranda之子米南迪則對「亞太安全議
題」課程最感興趣，在美國工作的他強調，世
界是個大型商業網，透過在臺學習能以不同角
度了解中國經濟發展。
　美洲所於9日中午福格飯店舉辦歡送午宴，
瓜地馬拉大使杜瓦德、多明尼加共和國參事克

拉美菁英開學 讚臺Small But Big

11月初公布結果。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日前通過「學校實驗室安全衛
生績優選拔」初選。9日，4位評選委員蒞校進行複勘。行政副校長胡
宜仁致詞時表示，本校於近年獲得環境安全認證相關獎項，但仍有改
善之處，希望藉此聽取評審指導，一同營造安心學習的校園環境。
　本次複勘行程先由總務長兼環安中心主任羅孝賢進行簡報，包括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災害預防設施及緊急應變制度，並引導評委們實際
走訪化學館及工學大樓實驗室，檢視環境安全。
　評審委員之一、國際職業衛生學會理事長陳志傑說：「淡江的安全
管理系統相當健全，建議可加強人員教育，如運用測驗的方式，確保
使用實驗室的學生能理解基本安全衛生知識。」教育部資科司環境及
防災教育科訓練師洪智能則期待校方注意毒氣化學物質的相關規範，
並提出對廢棄化學品處理的建議。本次複勘結果預計29日出爐。

把關校園安全 教部複勘實驗室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美食廣場有新
意！總務處導入國際化及環保概念，於本學期
在松濤館進入美廣的樓梯間新設雙語燈箱，標
註店家英文名稱、攤位編號及環保分級價。資
產組更於日前汰換設備，購入液晶電視、單槍
投影螢幕，並裝設MOD。目前正研擬與體育
性社團合作，在美廣人潮離峰時段播放球賽。
　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傳二洪苡雙說：「之前外
籍生不知如何點餐時，可能退而求其次改點其
他餐，現在多了雙語菜單，確實方便不少！」

雙語菜單 美廣好便利

註冊率　  　   系所

100%

化學學系
材料化學組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與系統組

俄國語文學系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應用資訊組

資料來源／教務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103學年度日間部新生註冊率

檢視永續發展 委員實地評訪

　6日，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9位評選委員蒞校複評。總務
長羅孝賢（左一）帶領評委實地走訪校園。（攝影／黃國恩）

勞迪歐、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
處長Juan Manuel Gonzales及副處長Alejandro 

Ramírez、宏都拉斯大使館一等秘書José 

Victor Lozano與會外賓一同參與，在賓客盡
歡中更顯離情依依。（文／姬雅瑄、周雨萱、
攝影／黃國恩）

新生註冊率 4系           達成100%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為加強臺印學術
文化交流，讓更多印尼生至本校就讀，招生組
陳惠娟組長與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員楊鳳僊
於上月26日至1日應邀參加「2014年印尼教育
展」，參展地點除了首都雅加達外，華語人口
密集的棉蘭亦作為此行的招生重點。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說明，近年來，中國市場
擁有龐大商機，華語學習儼然成為全球主流趨
勢，加上本校高教品質有口皆碑，因此印尼生
對華語課程詢問度相當高，尤其是成教部專於
寒暑假規劃之密集華語研習營，受到當地學子
歡迎。陳惠娟表示，盼能夠透過此次教育展吸
引更多國際學生。

赴印尼教育展招生本
校

預研生
榮譽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