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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以菁英之姿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如
鷹揚展翅般翱翔萬里，將視野擴大到國際，乃
至全人類，開創淡江的新氣象、新紀元。
－校長張家宜，發表淡江61校慶演講稿〈鷹揚再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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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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新會 研擬生源多元化
專題報告分析少子高齡化衝擊下的因應對策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教學
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2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本次會議主題為「臺灣高等教育面臨少子
高齡化衝擊之因應對策」，校長張家宜、三位
副校長、一、二級單位主管、秘書及教師代

表，總計近190人與會、出席。
會中，邀請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主席Martin Ince，以「G l obal University
Rankings」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他說明世界大
學排名的來源，以及如何影響高等教育機構的
經營與運作。臺灣
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校獲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薛承泰，以「臺灣高教發展與挑戰：從人口變
遷談起」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他以臺灣人口結
構、變遷數據及教育比率來佐證，並推估未來
高等教育面臨的趨勢與挑戰。
本校日文系助理教授王美玲以高齡化社會－
日本為例，發表「日本現行對少子高齡化之因
應作法」專題報告。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則是

「以未來學角度探討本校對少子高齡化應採的
具體行動策略」進行專題報告。
下午則進行分組討論與綜合報告，並配合專
題報告二內容作為題綱，探討淡江未來面臨生
源減少，境外生、高齡生增加等可能性，提出
課程、資源重置等相關因應策略，會末進行綜
合座談。

師生歡聚 300境外生齊樂
【記者陳羿郿淡
水校園報導】上
週，在淡水、蘭陽
校園各舉行大型師
生聚餐活動。本學
期境外生總數近
1,900人，國際處於
17日的「103學年度
境外生新生歡迎餐
會」中，吸引共300
位境外 新生齊聚
活動中 心，國際
事 務
副校長戴

本校獲選「103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該觀摩及表揚大會22日
在國家圖書館盛大舉行，安排4所學校進行經驗分享，共有68所學
校獲獎。由教育部常務次長林淑真頒獎，學務處專員陳瑞娥代表本
校受獎，並展示品德教育成果。林淑真致詞表示，盼各校一起努力
共同推動品德教育的深度與廣度。
陳瑞娥表示，藉本活動也交流學習各校推動品德的方法，其中對
於萬里國中將回顧、反思納入特色課程的分享感到印象深刻，未來
若有機會能將此元素納入活動與課程中，同時也希望同學未來能踴
躍參與本校品德教育活動。（文、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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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欽、各院院長、教務長鄭東文，以及境外生導
師等人與會，現場播放境外生參加迎新宿營的影
片，氣氛和樂融融。戴萬欽致詞表示，本活動主
要是促進交流，並了解境外生生活情況，期許各
位能順利取得學位，享受美好大
學生活。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說：
「目前文學院境外生仍在適應語
言差異，會盡力依科系不同，給
予適當協助。」來自福建省企管
一俞敏笑著說：「至今已適應在
臺生活，同學也相當友善，很開
心透過活動認識更多不同國家的
同學。」（文轉三版）

18日，
英文系舉辦
同學會，總
計逾70名於
1974年英文
系畢業校友
們返校，與
歷屆師長們
齊聚覺軒花
園。（攝影
／姜智越）

文館整竣 硯磨創意
過完暑假煥然一新的文學館於23日舉辦「新新向榮，文館入厝」竣工
啟用典禮，校長張家宜（左四）、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左三）、文學院
院長林信成（右五）等人主持剪綵，一同參與文館歷史性的一刻。
張校長表示，文館為歷史悠久的學院，此次修建希望給師生更好的環
境，期待文學院師生在其中激盪出更精彩的創意。林信成則感謝學校各
單位的幫忙，也預告電梯將在明年動工。
張校長等人參觀文學院的新建設，其中大廳以文房四寶的硯臺、墨條
為設計理念，代表著文字與知識；而教師休息室新裝潢，希望讓師生有
更愉悅的討論及休息環境；因應女學生人數眾多，也增建了女廁數量。
（文／陳安家、攝影／朱蔚雅）

【記者巫旻樺、盧一彎、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1974年英文系畢業
校友返校舉行「畢業40年同學會」，18日共超過70名英文系校友齊聚
覺軒花園，不少移居海外的校友們、歷屆師長特地返校共敘往日情
誼，場面十分溫馨歡樂。另外，該屆英文系校友共捐款近15萬元，以
響應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興建。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致詞表示，很高
興校友們在相隔40年後，都還能熱情地回饋母校的建設，深感榮幸。
英文系校友暨前總務長紀秋郎說：「看到大家都能撥空返校相聚，

17日，「103學年
度境外生新生歡迎
餐會」吸引共300位
境外新生齊聚活動
中心。（攝影／王
政文、吳重毅）

加上這40年來，還能保持情誼，甚為難得，心
裡也感到格外開心。」主辦人之一的英文系校
友江淑珠強調：「非常感謝母校幫助累積深厚
的英文基礎外，還教導正面的態度，讓我能以
感恩及惜福的心看待人生過程。」會中最後在
歡樂氣氛中畫下句點。
根據校服暨資發處的捐款資訊，校友張明理
於9月捐30萬給守謙黃憲堂老師紀念會議室。
英文系系友，現任 Yahoo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
17日受淡海同舟校友會邀請返校演講。會後王
興代表健言社校友慷慨解囊，捐予「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同舟廣場」30萬元，為同舟廣場募
款以來最大額度捐款。
同舟廣場募款推動小組召集人黃文智表示，
王興上週剛結束72小時美國會議，一下飛機馬
不停蹄的趕回學校演講，相當感謝她對於母校
的回饋，以及為同舟廣場貢獻一己之力，為學
弟妹樹立良好典範。

校友高新平助學千萬 遺愛人間

張校長赴日促高教交流
【本報訊】8日至10日，校長張家宜以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身份，率高教合會執行長
陳惠美、本校國際長李佩華，以及日本台灣教育中心
主任郭艷娜訪問日本全國大學聯合協議會、日本私立
大學連盟、日本私立大學協會3個重要大學協會，並參
訪姊妹校法政大學，以及及設於該校校園的日本台灣
教育中心，此行成功連繫彼此情誼、強化台日雙邊學
術交流，奠定高教合會與日本大學組織間良好合作交
流之基石。
此外，本次為張校長首度訪問法政大學，受到該校
新任女性校長田中優子熱情款待。張校長表示，感謝
該校對日本台灣教育中心的大力支持與協助。更多訊
息請見淡江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第25屆
「高李綢獎助學金」於24日舉行頒獎典
禮。本獎助學金自2003年發放至今，幫助
263位同學，累積頒發新臺幣1,315萬元。
獎學金創辦人為土木系傑出校友高新平，
於今年8月過世，家屬將持續發送50年，
讓校友遺愛人間。
為感念他對本校長期貢獻，校長張家宜
特別在頒獎典禮前，會見高新平千金高千
媛，由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前管

理學院院長蔡信夫陪同，並表示將在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以一間中型會議室命名為
「三德－高新平」以示紀念。
高新平以母親之名成立「高李綢獎助學
金」，在隨後舉行的頒獎典禮中，由高千
媛頒發並勉勵獲獎者能秉持三德精神，在
社會上做一位真正有用的人。獲獎的經濟
校長張家宜（左）親自會見
四鄧年廷說：「獎學金不管在實質或心理
高千媛（右），並表達感謝之
上都給我一些喘息空間，讓我有繼續奮鬥
意。（攝影／盧逸峰）
的勇氣及動力，感謝高新平先生。」

行動導覽APP 海博館好科技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22日，本校
海事博物館舉行「清代的海防：水師與戰
船特展」開幕暨海博館行動導覽APP捐贈
儀式。本展以海博館珍藏的清朝中國艦為
主體，從清代水師的起源到戰船制度的沿
革及管理，進行系統性介紹。此次展出另
有歷史系教師收藏的古物與模型，以及向
中研院人社科中心借展的戰船版畫圖片。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致詞時談到：
「此次特展特別感謝歷史系同仁相助，並
希望透過健中資訊公司捐贈的APP提供專

業導覽，讓訪客能透過數位與實體結合，
更能藉由APP向友人推播展覽訊息。」
捐贈APP的健中資訊執行長、電機系
校友吳柏翰致詞時表示，透過平板下載
APP，語音導覽能讓參觀者接收更完整的
資訊。吳柏翰盼日後能相輔相成，持續精
進系統平臺，一齊宣揚海博館特色之美。
中文三李芳圓說：「利用行動導覽APP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左）與捐贈APP
就能自由參觀特展，對於想了解的展品內 的 健 中 資 訊 公 司 執 行 長 、 電 機 系 校 友 吳 柏 翰
容物可以輕鬆搜尋，不必受限於解說員， （右）一同手持行動裝置合影，平板內裝載有
更不用配合導覽時間，真的超方便。」
行動導覽APP。（攝影／吳重毅）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日期/時間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7(一)
10:00
10/27(一)
10:10
10/27(一)
10:10
10/28(二)
12:30
10/28(二)
15:00
10/28(二)
15:10
10/28(二)
18:30
10/29(三)
18:00
10/29(三)
18:30
10/30(四)
8:00
10/30(四)
14:00
10/31(五)
8:10
10/31(五)
10:00
10/31(五)
12:30

中文系 玩劇文創專案編劇王皖佳
L201
古麗、外力、皮牙子─新疆聞化進行式
觀光系 鼎泰豐高級專員兼教育訓練講師潘維妮
CL328
餐飲業服務管理
西語系 淡江大學西語系兼任講師吳國新
SG504
西語能力檢定證照講座
教發組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
E787
從228到CEDAW
國企系、職輔組 臺大批踢踢實業坊求職專家黃敏嘉
B912
金融新貴求職攻略
西語系 西語系校友史頤安
T110
墨西哥職場工作經驗談
資工系 中華電信研究院主任研究員黃德勝
D328
大型軟體品質與經驗分享
品保處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
I501
品管圈競賽教育訓練-達成型QC Story
大傳系、職輔組 攝影師、著名電影工作從業人員劉后芸
O101
影音畢業作品指導─ 攝影專業技巧
中文系 前中國時報地方新聞中心副主任劉煥坤
Q409
平面媒體的標題沿革與編輯趨勢
機電系、職輔組 國維醫療集團執行長曾育弘
E819
生物科技在醫療與保養的應用
觀光系 武漢坐月子中心總經理陳韻如
CL325
新興旅館經營管理經驗分享
大傳系、職輔組 窯窯拉麵店老闆周恩毅
L401
店面的經營與消費行為觀察
教發組 孫易新心智圖法教育訓練機構講師王心怡
I601
心智圖法運用與創意教學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范家銘
10/31(五)
英文系
JOURNEY OF AN INTERPRETER：Exploring
14:10
Q409
the world & discovering oneself

淡水校園

校友感恩 同舟助母校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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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7(一)
9:10

資工系
E213

10/27(一)
10:10

水環系
E680

10/27(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0/27(一)
13:10

產經系
L417

10/2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宇峻奧汀科技(股)公司程式設計師曾彥翔
電腦遊戲程式設計師應具備之能力
前北水局長、前水利署副總工程
司李鐵民
淡水河防洪工程
FITIVISION數位家庭控制研發部經
理陳洲任
研發設計經驗分享與履歷、面試要領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蔡明芳
以人為本，臺灣經濟發展新模式
淡江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陳巧貞
Nanoelectroanalysis with ion
conductance microscopy

盲資中心、諮
10/27(一)
韓國口足畫家崔熊烈
輔組、圖書館
18:00
崔熊烈個展心靈講座
總圖二樓
10/27(一) 圖像漫畫研究社 飛魚創意總編輯陳清淵
19:00
L205
圖像編輯講座
10/27(一)
公行系 新北市三芝區公所主任秘書黃玉鈴
20:10
B703
五動三芝：活力足感心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10/28(二)
會計系 師陳嘉修
10:00
B119
高科技電子產業常見經營模式及
相關風險探討 (二)
10/28(二)
戰略所 輔仁大學國際學院籌備處主任何思慎
10:10
T1201
日本新防衛政策與東亞海域爭端
10/28(二) 師培中心 「為臺灣而教」協會理事長劉安婷
13:10
驚聲國際廳 生涯發展教育─為臺灣而教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局長
10/28(二)
水環系
鍾朝恭
14:10
E787
建構生態園區水庫-以湖山為例
靜宜大學統計資訊學系助理教授李名鏞
10/28(二)
數學系 Optimum Step-Stress Accelerated
14:10
S433
Degradation Test for Winer Degradation
Process under Constraints
清大光電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陳明彰
10/28(二)
物理系
Bright Isolated Attosecond Soft X-Ray Pulses
14:10
S215
Gene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俄羅斯Saratov大學教授Sergey Buterin
10/28(二)
數學系
Inverse nodal problems for second15:10
S433
order differential operators
10/28(二)
職輔組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講師金士翹
18:20
S104
導遊暨領隊人員考試講座
10/29(三)
教科系 OK便利超商教育訓練經理黃美蘭
9:00
L105
平面視覺媒體設計
交通大學財務金融所教授謝文良
10/29(三)
財金系
The Accuracy of Analysts'Target
10:00
B501
Forecasting in Taiwan Equity Market
10/29(三)
財金系 永豐期貨總經理楊新德
10:10
B713
期貨業概論
10/29(三)
保險系 安定基金委員姬國枬
13:00
B509
保險國際面面觀
10/29(三)
國企系 工研院IEK跨領域研究群總監陳梧桐
13:00
B408
市場導向創新策略
10/29(三)
歷史系 長榮海事博物館副課長陳鈺祥
13:10
T212
文化觀覽產業與解說導覽實務
10/29(三)
會計系 前國碁電子董事長林家和
14:10
B501
達人之美： 企業回饋
華碩電腦(股)公司人資處學習發展
10/29(三)
俄文系
部管理才能課林欣穎
15:00
H112
生命故事探索與職涯發展
10/30(四)
會計系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楊雅惠
10:00
B515
做個快樂審計人
10/30(四)
未來所 孟澧姐姐家事家藝管理團隊孟澧
10:10
ED601
前瞻趨勢講座-空間藝術與思維創意
10/30(四)
職輔組 富邦人壽(股)公司行銷專員歐陽慧蓉
12:00
Q409
職場新鮮人理財規劃
10/30(四)
數學系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總務長劉介宇
14:10
L201
我的數學與人生
10/30(四)
資工系 元智大學資工系助理教授翁姿雅
15:10
T505
Writing the Book of Life with Bioinformatics
台灣大哥大公關暨品牌管理處副
10/31(五)
大傳系 總經理劉麗惠
10:10
O202
4G時代來臨－新舊媒體傳播板塊
大挪移
叡暘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安全
10/31(五)
資工系
事業處產品顧問解中翰
10:10
T212
資訊安全治理教戰守策徹底分析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推廣
10/31(五)
經濟系
部副總羅建昌
14:10
B606
淺談智慧建築與醫療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10/31(五)
19:3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教科系
D404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USA,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fessor Dr. Heng-Yu Ku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