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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謙動土

：

【本報訊】歡慶64週年校慶，淡江時報於8日舉辦
「五彩繽紛新聞雲」活動，藉此持續推廣時報APP、
產學合作電子書等數位化平臺，吸引上百位師生熱情參與，手作棉花
糖，體驗五彩繽紛新聞雲！有興趣閱讀電子書的朋友，歡迎至「淡江數
位書城」APP中瀏覽。

讓校友說故事

66週年 慶落成 淡江正式進入第五波階段
【記者劉蕙萍、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8日
下午4時，在司儀號令「動土鳴炮」聲中，主
典者校長張家宜、陪典者徐航健、陳慶男、羅
森、陳定川、孫瑞隆、段相蜀、副校長們共10
位，進行「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新建工程開工動
土典禮」動鏟儀式，張校長形容為「蓋一棟完

全由校友來說故事」的大樓就在良辰吉時展開
扉頁。
張校長致詞時宣布，本校64年來培育逾24萬
校友，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興建，集結了校友
與淡江人的力量，希望校友們多多鼓勵、回來
監工，「預計66週年校慶，這棟樓落成啟用時
擴大慶祝。我
們現在仍在創
辦人提出的第
四波，等大樓
正式完成，淡
江正式進入第
五波階段。」
捐贈新臺幣
1.2億元，為
國際會議中心
命名的管科所
校友徐航健直
率地表示，捐
款是「拋磚引
玉」，期待未
來有更多人響
應募款。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Marcus來校研討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992年諾貝
爾化學獎得主、加拿大化學家Rudolph Arthur
Marcus 於11、12日蒞校參加全球物理化學界
盛事－QSCP-XIX研討會，12日上午在理學
院院長王伯昌引領、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與教
授徐秀福陪同下，與校長張家宜會面。
張校長對於Marcus教授表示熱烈歡迎，
Marcus教授對於本校教職員管理策略感到好
奇。張校長說明，本校無論行政、教學單位，
在管理上都有嚴謹細膩的SOP流程，全面提升
服務品質，會晤席間氣氛歡愉！張校長並致贈
一只本校特製馬克杯作為紀念。
王伯昌表示，由於本校化學系與中研院化學

所，長期以來一直保有極為良好的合作關係，
因此本次QSCP-XIX研討會很難得的由兩單
位共同主辦，這是物理化學界的大事，吸引
歐、美多位理論化學家到場。

199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Rudolph Arthur
Marcus（中）蒞校參加全球物理化學界盛事－
QSCP-XIX研討會，並與本校校長張家宜（左
二）等人會面。（攝影／盧逸峰）

校務會議 通過退撫儲金增額提撥

教學
卓越

勵教師參與由教育部於104學年度核准實施的
「技術應用型產學升等方案」。
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王英宏以「網絡校園
新紀元：啟動淡江磨課師」為題，分析本校
MOOCs特色，並回應本校「第四校園」的設
校理念。本校已於日前通過教育部磨課師課程
推動計畫，3門課程獲得補助。未來將在校園
入口網加強推廣「課程雲」平臺，同時加強校
外宣傳。
會中通過102學年度決算草案外，亦通過
「淡江大學辦理私校退撫儲金增額提撥金辦
法」。張校長指示辦法旋即實施，期以評估
執行效益。此外，依教育部來函及本校輔導需

求，通過修正「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輔導辦
法」，內容除了修正學生自治組織之目的、新
增組織架構及選舉罷免法規定外，將輔導、強
化學生法規觀念。
學生議會代理議長、戰略碩一黃昱輔在臨時
動議中，提出校園安全管制、在蘭陽校區建置
學生申訴評議組織、非本校核定之社團活動規
範等討論。總務長羅孝賢表示，本校為開放校
園，若媒體記者隱身於學生中，在執行管制上
確實有困難度，但會加強注意校園安全。學務
長柯志恩回覆，學校社團的場地、活動申請皆
依照相關法規辦理，非校定社團無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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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德文系
FL411

11/19(三)
16:10

德文系
FL411

東吳大學德文系講師徐麗姍
基礎德語教學工作坊
台北歌德學院語言教學組長張明華
線上德語教學計畫－DLL：Was ist
das？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8(二)
10:10

歐研所
T512

11/18(二)
15:10

亞洲所
T702

11/19(三)
13:00

國企系
B408

11/20(四)
10:10

未來所
ED601

11/20(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外交部歐洲司歐盟科科長林主恩
歐盟及臺歐盟的關係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郭建中
中國如何影響亞非經濟戰略
盟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銷推廣
部經理簡琬莉
創造職場的首戰勝－談求職、就
業與創業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蕭瑞祥
求新求變談創業
國立暨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胡毓彬
Forecasting Volatility with Many
Predictors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21(五)
19:00

公行系
D326

演講人/講題

遠見民調中心首席顧問洪永泰
民意調查與選舉預測

水環系於8日舉辦第50週年系慶活動，民國
68、78，88，98年畢業逢十校友回娘家同歡，
水環系系主任張麗秋與系上師長共有60人參
加，大家相聚敘舊並同遊宮燈大道。活動中播

放畢業紀念冊回顧影片，大家談天說地，溫馨
感人。更多系所自辦校友返校新聞請見三版。
（文／巫旻樺、圖／水環系提供）

于右任書法傳承展 吸引中日韓報導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10日，「于
右任書法傳承暨名家書法展」在文錙藝術中
心盛大開幕，邀請中國標準草書學會理事長
陳維德、陝西省于右任書法學會會長鍾明善
等人共同揭幕，吸引逾百位觀眾及參展書畫
家參與，日本媒體、中國書畫報、韓國書藝
月刊等爭相報導。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本
校與于右任結緣深厚，配合淡江64週年校慶
辦展，藉此懷念與學習其書法精神。本校設
置有書法研究室，推動書法向來不遺餘力，
且數位e筆已成為本校特色及專利。」
本展邀請共99位書法家作品參展。文錙中
心主任張炳煌認為，「于老為兩岸書壇景仰
的共主及學習領袖，介紹于右任的書法及生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平，了解其書法底蘊
的精神，期能看見于
派書法的影響。」極
其喜愛書法的中文四
莊棋誠說：「展覽讓
大家一同緬懷大師風
采外，也感念于右任
對文化的貢獻。」
此外，9日張校長
代表出席由本校與
監察院、中華文化總會、中山學術文化基金
會、國立國父紀念館共同主辦「于右任大展
─辭世50週年紀念」，在國父紀念館展出近
200幅于右任及于門諸賢的書法作品。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QS-APPLE會
張校長演講高教未來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長、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張家
宜於11日至13日參加臺北醫學大學與QS機構
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共同舉辦的「第10屆QSAPPLE會議」。
張校長於11日會中發表「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Taiwan Perspective」
主題演講，從「未來學」連續時代的觀點，談
臺灣高等教育面臨少子高齡化人口人口結構變
革、數位技術不斷創新的挑戰，趨使各校重視
以研究為主導的全球排名競爭。更進一步說
明，全球需跨界合作、建立自我評估機制，期
以增強永續經營、培育卓越人才。（演講稿摘
錄全文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國際學術諮詢委員會主持人Prof Nigel
Healey、教育部政務次長林思伶皆出席此會。
此次會議目的為提升高等教育國際化，除了主
題演講、QS2辯論外，另有國際學生招募、課
程國際化、世界一流大學建構策略、跨國教育
與國際夥伴關係、全球化高等教育市場趨勢及
政策發展5議程。
本場會議邀請逾700位高教領袖、學者及各
國政府高教官員與會，並首次於網路直播，會
末公告下屆QS-APPLE會議將於墨爾本舉行。

10日，「于右任書法傳承暨名家書法展」在
文錙藝術中心盛大開幕，吸引逾百位觀眾及參
展書畫家一同參與。（攝影／盧逸峰）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攝影／黃國恩）

見3版

校友感恩餐會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
淡江生日快樂！64週年校慶慶祝
大會於8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
育館7樓隆重舉行。校長張家宜
致詞表示，感謝董事會、歷任校
長、24萬校友、全體教職員生共
同努力，讓本校成為具規模、
富盛名的大學，並獲社會肯定。
感謝管科所校友徐航健捐贈母校
1.2億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64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8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下午舉行動土儀式，預計於66
週年校慶落成，象徵邁向新的里 隆重舉行。會中頒發捐款水晶獎座和感謝狀予徐航健、曾志
程碑，引領淡江正式進入第五波 明、陳定川等19位捐款人。（攝影／吳國禎）
發展階段，期許未來淡江有更好發展。」
安、劉世芳、林志銘、董煥新5位傑出校友。
董事洪宏翔、陳慶男、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
現場歡呼聲不斷，學弟妹特地為獲獎校友製作
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
「加油」背板，還搖旗吶喊，為校友們慶賀！
長羅森、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等貴
接著頒發捐款水晶獎座和感謝狀予徐航健、
賓，以及海內外校友共襄盛舉。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科長曾志明、宗瑋工
會中張校長強調，本校在教學、研究、學生
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健祥、陳定川等19位
輔導、社會服務方面，表現優異，不僅通過世
捐款人；另外，頒發勸募水晶獎座，獎予張校
界衛生組織國際安全學校認證、3度榮獲「中
長、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理學院院長
華民國企業環保獎」並獲頒「榮譽企業環保
王伯昌等27位勸募人。（完整名單請見淡江時
獎」獎座、連續17年蟬聯《Cheers雜誌》企業
報網站）校友代表羅森致詞表示，腳踏實地、
最愛私校第一殊榮，今年更與中華航空、上
樸實剛毅是淡江人的精神，勉勵學子求學時需
銀科技、正崴集團等逾200家企業簽訂產學合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亦感謝母校栽
作計畫，讓學生及早與社會接軌，減少學用落
培，祝福淡江生日快樂。
差。也於今年暑假整建松濤館學生宿舍、文學
會後，仍不減熱鬧歡騰氛圍，張校長與蒞會
館等，藉由硬體改善，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嘉賓、校友留下珍貴合影，學生更多與傑出學
會中頒發第28屆金鷹獎，表揚麥業成、陳世
長姐見面接觸的難得機會，場面歡樂且溫馨。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日期/時間

說，淡江人才廣佈各行各業，捐款、捐物資都
可行，「相信各系所在『輸人不輸陣』的情況
下，可以號召校友們投入校友大樓」，確保基
業長青。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
長段相蜀回應，目前已開始海外認捐行動，呼
籲世界各地校友們一同為興建案盡一份心力。
為現場氣氛感動的人資長莊希豐提到，期待
看到守謙落成的那一刻，相信會為本校帶來新
氣象。（攝影／盧逸峰）

創校64 淡江人團結同慶

演講看板

11/19(三)
14:00

菁英迎新茶會

水環 系慶
揪團敘舊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7日在
覺生國際廳舉行第72次校務會議，與臺北、蘭
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指示，校務發
展、教學卓越的所有推動項目將是未來4年的
工作重點，且核心課程做了很大改變，各院、
系應以本校八大素養、核心能力，確實融入未
來整體課程規劃中。
本次會議有3場專題發表。首先，本校於
103-105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以「激發研究潛能、提升學術聲譽」為
題、研發長張德文以「產學進擊之分析與策
略」為題，進行報告。
葛煥昭說明，教師應秉持「教學為主、研究
為重」理念，目前本校研究產出係數偏低，預
計在研究獎勵納入引用率作為評鑑項目之一，
期待有助於推升淡江在QS排名。張德文則是
提出產學合作目標，希望藉由提升、擴大服務
及文創型產學案的數量，同時爭取區域產學資
源，將本校營造成為淡海區產學中心；旨鼓

本建案由校友徐維志規劃，將在游泳館旁空
地，興建地上8層、地下1層的大樓，延續本校
建築的白灰色調，採用環保效能概念來設計的
綠建築。內部空間規劃有大型會議室4間、中
型會議室11間、50間房。
整場典禮在校長室秘書黃文智擔任司儀引導
下，全員虔誠祝禱、場面盛大，期待此大樓成
為校園指標性建物，並為本校帶來永續發展。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

見3版

（攝影／盧逸峰）

見4版

五虎崗運動場啟用
（攝影／王政文）

資創競賽

資工系
教科系

獲獎

本校教科系、資工系於8日「2014第19屆全
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創新服務比賽」傳捷報！
教科系奪得互動式電子書創新應用組冠軍，資
工系獲智慧型手持裝置兩岸交流應用組亞軍。
蟬聯2次冠軍的教科系，以「COSMED秘技
隨行」電子書榮獲肯定，由教科四徐嘉鈺、梁
嘉琪與蕭善雯因畢業專題製作與康是美合作，
設計新進員工訓練教材電子書。他們先評估業
者需求，以職場情境為引導，運用互動和多媒
體影音讓新進員工了解公司規定，最後以測驗
檢驗學習成效。
教科四徐嘉鈺開心地說：「我們運用所學設
計電子書，賽前練習問答，一切辛苦都值得
了。」指導老師教科系助理教授吳純萍表示，
藉此經驗讓學生展現專業，提升學習與應用廣
度，希望他們更有信心面對未來挑戰。
資工四陳俊傑、林則言和碩二林言霈在資工
系助理教授潘孟鉉指導下，以「3D直覺式智
慧家電控制系統」為題，現場模擬展示「手機
是萬能遙控器」的概念，實際遙控家用電器，
讓評審看見學生APP程式開發的亮點。
潘孟鉉說：「很開心大家努力獲得評審肯
定，此題源自家電遙控器很多，所以丟出此想
法，讓學生自由發揮，並在過程中給予學生所
需的硬體資源協助，此一設計具實用價值、將
為使用者帶來相當大的便利。」組長陳俊傑
說：「非常開心受到評審青睞，不僅呈現自己
努力成果，透過參賽交流，開拓學習視野。」
（文／曹雅涵、陳羿郿、圖／教科系提供）

教部訪評國際化
本校持續改善促發展
【記者王心妤、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教
育部於1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大專校院
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103年試辦計畫實地訪
評，由校長張家宜主持，3位副校長及一級主
管等參與，就本校國際化執行情形進行說明。
張校長歡迎1位教育部官員和4位訪評委員蒞
校，並表示國際化是本校發展的三大教育理念
之一，推廣國際化方向是「質更勝於量」，更
著重拓展學生的全球視野，藉由這次訪評後的
建議將持續改善，讓本校國際化有更大發展。
訪評委員除資料檢閱外，與行政主管、教職
員，以及學生進行晤談，以深入了解本校國際
化實施情形。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