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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變革 選課好彈性
蘭陽校園新生註冊率達96.8% 歷年新高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大學
日間部入學新生資料分析已經出爐，「前進
高中計畫」之重點高中錄取人數比去年增加56
人，在新生來源中，北部地區較去年上升了

3.4%。選填本校第1到10志願的人數從37.4%下
降至32.3%。
教務長鄭東文分析，前進高中計畫，感謝各
系所和招生組的努力，舉辦營隊等各式宣傳活
動增加本校能見度，選填優先志願的數據略有
下降，但仍保持三成。將持續推動前進高中計
畫，鼓勵各系所教師到高中進行教學或講座。
今年負責重點高中招生錄取人數增加最多的
前3系為運輸管理學系增加31人、統計學系22
人，國際觀光管理學系22人。
另外，教務處於上月29日召開本學期教務會
議，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與蘭陽、臺北校園

同步視訊。會中報告103學年度日間部新生註
冊率為96.99%，其中蘭陽校園全球發展學院的
新生註冊率達96.80%，創歷年新高。本次會議
提案中，最受關注的「擬修正通識教育課程架
構案」，由10月16日新任通核中心主任王志銘
說明通識教育課程架構的調整。
原本的「基礎課程17學分、特色核心課程8
學分及學院核心課程6學分」，擬修正「基本
知能課程13學分、通識核心課程18學分、及服
務與活動課程0學分」。其中，通識核心課程
將分為3領域，人文、社會、科學，而藝術欣
賞與創作學門、全球視野學門、未來學學門將

Homecoming Day 返
校歡慶
11月8日（週六）校慶慶祝大會
校友返校餐會

【記者黃怡玲、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64週
年校慶系列活動陸續登場。文錙藝術中心和總
務處分別於本週舉辦「于右任書法傳承暨名家
書法展」、蘭花展和台灣米食節。
4日，名家書法展啟動，為紀念「一代草
聖」于右任逝世50週年，展出于右任作品，另
邀請中華民國書學會、陝西省于右任書法學會
等單位協辦，共計展出99位書法家作品。本校
校訓「樸實剛毅」即是于右任所題，宮燈大道
亦命名為「右任路」。書法展預計於10日舉辦
開幕茶會。
此外，文錙藝術中心於校慶當天在文錙音
樂廳舉辦「牧羊民歌」，邀請柴郡貓、靜謐

外交部部長林永樂４日演講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
及歐洲研究所將於4日（週二）上午11時，邀
請外交部部長林永樂演講「大學生如何參與外
交活動」，歡迎對外交現況及趨勢有興趣的師
生前往參加。

時光、徐小花3校友團及學
生社團演奏。組員壽華民表
示，「淡江為校園民歌發源
地之一，希望音樂傳承的浪
潮能延續下去。活動自由入
場，歡迎聆聽。」
總務處於6日至8日在黑天
鵝展覽館舉辦「窗外有蘭
天」蘭花展，展出臺灣培植
的蘭花，現場亦有臺灣蘭花
產銷發展協會專業解說員導
覽，歡迎教職員生參觀。
為推廣在地消費及低碳飲
食，總務處於校慶期間在
美廣舉辦「第四屆台灣米食
節」，結合校內商家推出多
元米食類商品及眾多美食。
即日起至27日，在合作店家
消費指定商品，可參加抽獎
活動，詳情請洽總務處資產
組（校內分機2027）。

巴拉圭4外賓來訪 捐助美洲所
【記者盧一彎、姬雅瑄、王心妤淡水校園
報導】美洲所成立5週年之際，巴拉圭上巴拉
那省省長沙卡里雅斯等4人於上月27日來校參
訪，並探視該國國企二席安婷及莫姝涵2位學
生。沙卡里雅斯感動地說：「看到本國生在淡
江的良好狀況感到欣慰，希望未來能透過締結
姊妹校的方式，促進更好的合作關係。」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4月曾到巴拉圭訪問
姊妹校國立亞松森大學，因此見到巴國貴賓們
覺得格外親切，希望將來能有更緊密的合作。
上巴拉那省政府華人事務顧問朱榮卿日前捐
款30萬元予美洲所，張校長特頒感謝狀致謝。
此契機源於4月參訪巴拉圭時，朱榮卿感念美
洲所推動美國和拉丁美洲研究，有助臺灣與美
洲文化交流，因而捐款。
朱榮卿強調：「希望藉由捐款鼓勵同學更加
努力向學，將來成為國家棟梁。」美洲所所長
陳小雀表達：「感謝善心企業家的無私饋贈，
我們會將這份善心轉化為獎學金，鼓勵學生在

美國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

校友捐款再進擊
根據校友服務處提供9月份捐款資訊，中
華全球建築學人交流協會與林美琴分別捐120
萬、15萬元給建築學系，建築系系主任黃瑞茂
表示，「捐贈將用在『2014海峽兩岸建築院校
學術交流工作坊』，期望藉此讓兩岸學生有學

BSI派員個資外稽 本校續審過關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繼通過個
人資料管理制度驗證、取得BS 10012證書後，
於上月30、31日展開本學年度個資管理外部稽
核，此次行程為續審第一年，由BSI英國標準
協會臺灣分公司產品經理朱志偉等4人組成稽
核小組，稽核會議另與臺北、蘭陽校區同步視
訊，會後分別在淡水、臺北校園進行高層訪
談、抽樣稽核等行程。
校長張家宜於結束會議中致詞，首先代表學
校感謝BSI稽核小組進行2天稽核行程，期待稽
核小組提供建議，給予校內各單位明確的改善
方向。

稽核組長朱志偉首先恭喜本校證書持續有
效，並報告此次稽核過程未發現「主要不符合
事項」，但有1項「次要不符合事項」及11項
「觀察事項」需改善。其中，次要不符合事項
應再次確認資訊系統使用的安全性，如改善使
用者帳號、密碼於後臺管理系統的顯示，以及
管理者的操作軌跡。
會末，張校長表示，感謝各單位持續改善，
期望不僅是次要不符合事項，連觀察事項也能
依建議逐步做到盡善盡美；個資管理如同全品
管，是一項須持續性的工作，平時在內稽階
段，就可以看出各單位認真，且有盡責改善。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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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列院系選修；外國語文學門大一必修英文，
自大二起可改選其他語言。本案通過後，自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新任主管專訪請
見三版）。
而針對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
形，課務組因應全英語授課相關配套，於本
學年起將在期中、期末考試提供「英文版答
案紙」，任課教師如需使用，可於命題封袋
備註欄註明，或於發卷中心領卷時取 用。並
通過「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 則 」 、
「淡江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 實 施 要
點」等相關法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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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二)
10:00
11/4(二)
13:00
11/4(二)
13:30
11/4(二)
14:00
11/4(二)
14:00
11/4(二)
15:00
11/5(三)
10:00
11/5(三)
17:00
11/5(三)
18:00

11/6(四)
12:00
11/6(四)
13:30
11/7(五)
8:10
11/7(五)
10:00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觀光系
CL328

國泰航空公司 Cargo service officer
連建豪
航空業地勤服務管理

商管學院、
學教中心
B302A
觀光系
CL407
大傳系、
職輔組
SG321

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劉菊梅
商管學院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
雄獅旅遊集團產學部總監朱賓剛
旅行社顧客關係維護
納智捷公司協理李昌益
如何進入行銷傳播業？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分
通核中心、
析師施柏榮
職輔組
條條大路通未來：臺灣產業政策與
L205
企業戰略選擇
天地多媒體網路企劃兼剪輯協力
教科系
林子揚
L110
教學設計實作分享
企管系、 NU SKIN大中華新夢團副總裁
職輔組 曾惠芬
C423
21世紀跨岸職場成功之道
水環系 核能研究所副所長門立中
E787
核研所纖維酒精量產技術開發
淡江大學產經系系主任林俊宏
產經系
淡江產經論壇─「全球經貿整合趨
B302A
勢下的台灣產業發展」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地區
化材系 協理林秀春
E236
綠色製程設計－Moldex3d軟體應
用於塑膠射出成型
城邦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經理王竟
出版中心
為
B515
印刷流程解析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
品保處
103學年度品管圈教育訓練課程：
I501
得獎案例解析與實作
全球定位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林攸
資工系
信
E509
科技創新與社會企業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
學教中心
103(1)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頒獎暨
I501
心得分享活動
教科系、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
職輔組 究所碩士生林子揚
L110
教學設計實務
觀光系 山泉飯店副總經理余曼玲
CL325
新興旅宿業的發展趨勢
化學系、
喬豐科技公司總經理鄭浩民
職輔組
半導體光電業的職場認識
C011

淡水校園

彩繪
淡江記憶
「磚落砌起、淡江記憶，守謙中心、牽手彩繪」，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興建工程圍籬彩繪暨老樹移植活動於上月31日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預定地(原溜冰場)登場，由學務處、總務處共同舉辦，
邀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等主管
及37個學生社團共同進行樹木移植斷根、並牽手彩繪圍籬，場面
浩大且氣氛熱絡溫馨。(文／范熒恬、攝影／盧逸峰)(文轉四版)

術交流，拓展更開闊的視野。」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近60萬給會計系，
會計系系主任張寶光表示，「謝謝上銀科技支
持，系上會將經費用在推動學生考取專業執照
及提升語文能力，期望學生能有更傑出的表
現。」另外，蔣國樑家屬蔣國榕捐27萬5千元
給中文系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10月份截
至目前，鴻海副總裁簡宜彬捐25萬給國企系。

圍名單，大傳系4位校友上榜，劉子正入圍新
聞攝影獎、陳雅鴻入圍廣播專題新聞獎、范逸
華與王偉鑑入圍電視專題新聞獎；大傳系兼任
講師黃哲斌亦入圍調查報導獎。

物盡其用 二手衣飾募集中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將於11日至13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二手衣
飾義賣會，義賣所得將捐獻弱勢團體或慈善
機構。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表示，「舉辦此類
公益性質活動，期待回饋社會，也歡迎全校教
職員生共襄盛舉。」募集時間自即日起至7日
止。已捐贈一件外套的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
說：「衣服狀況相當好，是我的舊愛，想到可
能會成為別人的新歡，就覺得相當有意義。」

全校觀音山健行 童軍攻頂

期中教學調查 填單送好禮
【本報訊】103學年度第1學期的期中教學
意見調查即日起開跑囉！實施時間至11月9
日（日）止，學生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
可至本校首頁左方「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按
鈕進入，或是直接連結網站（http://info.ais.
tku.edu.tw/tas/）。品質保證稽核處準備8G
隨身碟，以電腦隨機的方式抽出50位幸運得
主，歡迎同學上網填寫。

快來體驗雲端服務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
快來體驗雲端服務！本校資訊
處建置「淡江軟體雲」，於9月
新建置「繪圖軟體群組」搭配VMware Virtual
SAN提升磁碟存取效能。軟體雲自102學年度
正式運作至今，以VMware伺服器虛擬化軟
體vSphere和桌面虛擬化軟體VMware Horizon
View ， 共 有 逾 3 0 種 校 園 授 權 軟 體 上 線 ， 如
Microsoft Office、SAS、Adobe、Visual Studio
等軟體，更於本學年新增加「工學院專業群
組軟體」，如Auto CAD、Creo。
教學支援組組長張慧君表示，「淡江軟體
雲自上線後，由資訊處統一管理軟體安裝、
更新與漏洞問題，提供本校教職員生行動化
的應用軟體服務，目前使用人數統計截至今
年10月29日，累計有7,820人註冊、63,501次登
入使用。上月已逾9千人次使用」
欲使用者，請至淡江軟體雲網站（http://
cloudweb.tku.edu.tw）申請帳號，或逕洽教學
支援組軟體雲服務隊（分機2129）。

淡江軟體雲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
64週年校慶，上月26日員工福利委員會與羅浮
群、資深女童軍團及五虎崗童軍團合辦「全
校觀音山健行」活動，共64人參與。登
觀音山為本校悠久傳統，今年由員福會
主任委員曾琇瑱、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
智帶領攻頂。
曾琇瑱表示，「時逢64週年校慶，正
好有64位同仁參與健行，是個美好的巧
合。觀音山和淡水地理位置相望，相信
學校也能感受到這份來自觀音山的祝
福。」
活動在艷陽高照的好天氣中展開，一
路上由童軍團貼心準備精神標語激勵大
家，下山後更有抽獎活動。抽中帳篷睡
袋的教發組組員林姿均說：「山頂能遠
眺關渡平原，寬廣視野讓我難忘，且登
上月26日員福會舉辦全校觀音山健行，並在山頂
山有益健康，很開心參加這次活動。」
硬漢嶺留影。（攝影／蔡晉宇）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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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季潔獲廣播金鐘獎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校友蔡
宜穎，以藝名季潔主持廣播節目，已2次獲獎
的她，日前又以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少年超優
Show》與唐妮一同榮獲第49屆廣播金鐘「少
年節目主持人獎」。蔡宜穎表示，「很難得一
個節目能連續2年得獎，很感謝廣播界前輩張
敬在這條路上的教導。」她特別感謝在學期
間，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文學院院長林信成、
資圖系教授黃
鴻珠及秘書處
專員馮文星的
支持與鼓勵。
電視金鐘
獎部份，大
傳系校友戴
九功導演的
《生命旅程—
HelloBrain！
》榮獲科學節
目獎。另，卓
巴拉圭上巴拉那省省長沙卡里雅斯（前排右四）等4人於上月27日來校參
越新聞獎於上
訪，上巴拉那省政府華人事務顧問朱榮卿（前排左三）日前捐款30萬元予美
月28日公布入
洲所。會後，與校長張家宜（前排中）合影。（攝影／吳重毅）

教學
卓越

11/3(一)
15:10

牧羊民歌又唱起 于右任書法開展
11月5日（週三）校慶運動大會

1

畫家成志偉水彩畫「皮藍海岸」
是一幅用平塗法與渲染法併用的
優秀作品。岸上的歐風建築用濕
畫法渲染得宜，近景的小船仔細
地描繪光影襯托波光粼粼，巧妙
運 用 乾 濕 度 。 成 志 偉 曾 於 2011
年
獲日本上野之森美術館展出全展
的「新人賞」。（文、圖／文錙
藝術中心提供）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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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1/3(一)
13:10
11/3(一)
14:10

產經系
L417
化學系
Q409

11/3(一)
15:00

俄文系
FL106

11/4(二)
10:00

會計系
B119

11/4(二)
11:00
11/4(二)
12:00
11/4(二)
13:00
11/4(二)
13:00
11/4(二)
13:10
11/4(二)
13:10
11/4(二)
14:10
11/4(二)
15:10
11/5(三)
9:10
11/5(三)
10:10
11/5(三)
13:00
11/5(三)
13:10
11/5(三)
13:10
11/5(三)
15:00
11/5(三)
18:00
11/5(三)
18:30
11/6(四)
10:00
11/6(四)
10:10
11/6(四)
12:30
11/6(四)
14:10
11/6(四)
14:10
11/6(四)
15:00
11/6(四)
15:10
11/6(四)
18:00
11/6(四)
18:30
11/7(五)
10:10
11/7(五)
10:10
11/7(五)
10:10
11/7(五)
14:00
11/7(五)
14:10

演講人/講題

資訊工業策進會智通所前瞻行動
通訊系統中心正工程師廖書漢
迎向光明人生
顧得投顧策略分析師李全順
2014 Q4選股策略
中研院化學所研究員周大新
稠苯化合物的合成及其半導體性質
淡江大學俄文系助理教授史薇塔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的俄
羅斯文學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池世欽
網路產業及消費性產業常見經營
模式及相關風險探討

國際學院
外交部部長林永樂
、歐研所
大學生如何參與外交活動
驚聲國際廳
臺北國際社區電台「ICRT EZ
English Class」創辦人暨主講人朱
職輔組
爾威（Carson Chu）
Q409
職涯輔導講座「你如何移動富士
山？」英語面試策略與技巧
淡江大學俄文系助理教授那達怡
俄文系
俄羅斯民俗創作（謎語、史詩、
FL106
童話故事）
諮輔組 心理師湯梓儀
O504
「愛情急診室」－說愛無礙
性平會、學 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
務處
影視分鏡與剪輯：談情不說愛
O202
106min
西語系 CalArts加州藝術學院教授吳淑玲
T701
會動的畫不算是動畫！
臺師大光電科技研究所助理教授
邱南福
物理系
Active Plasmonics and Tuneable Plasmonic
S215
Metamaterials for Biosensor Applications：
In Graphene and matal nanostructure
亞洲所 東亞國際經濟專家林欽明
T702
日本對東南亞援助的回顧與分析
分享科技企劃部協理潘素滿
教科系
教科人與教科事：教育科技專業
E305
與職涯發展
財金系 台灣人壽董事長許舒博
B713
壽險業概論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國企系
李恆政
B408
數位匯流及創新服務
波蘭科學院教授Dr. Dmitry Podkopaev
管科系
Interactive methods of multiobjective
U605
optimization
歷史系 極緻美妍國際企業社執行長潘慶峰
T212
創業與行銷
耀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主任
俄文系
游孟儒
H112
紅牌的辛酸史－業務工作甘苦談
諮輔組 心理師張雅淳
B701
「愛情急診室」－戀愛酸苦甜
參考組 講師吳理莉
U301
Step2.如何查找論文學術文獻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會計系
柯俊輝
B515
反避稅介紹
文錙藝術中心 爵士音樂家謝啟彬
文錙音樂廳 認識爵士樂的內涵與意義
審計部業務研究委員會執行秘書
公行系
郭大榮
B515
績效審計考試的介紹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
統計系 員蔡恆修
B302A Doubly Constrained Factor Models
with Applications
太引資訊公司新技術研發處統計
數學系
研發部副理王雅莉
L201
數學與人生
諮輔組 心理師張雅淳
O504
「愛情急診室」－承諾與背叛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特
資工系 聘教授李育杰
T505
Malicious URL Filtering－A Big Data
Application
資深媒體人鍾兆辰
職輔組
職涯輔導講座「職場軟實力：客
Q409
戶經營、感動服務」
參考組 講師黃宇誠
U301
Step3.如何管理書目文獻
大傳系 華視新聞製作人彭椿榮
O202
危機管理機制建立與媒體關係強化
育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
資工系
助酆隆恭
T212
求職技巧暨企業簡介
CalArts加州藝術學院教授吳淑玲
西語系
「小小影展看動畫」-深入淺出談
T310
動畫美學
三誠業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
創育中心
經理吳文智
B608
創新創業講座(二)創業學長開講
經濟系 燦坤集團網銷暨行銷經理林文傑
B606
行銷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