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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realize that our mistrust of the future makes
it hard to give up the past.（你要知道就是因為我們
不信任未來，所以才使我們難以擺脫過去。）
－Chuck Palahniuk, Sur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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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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學程吸睛 產學訂單培育
落實未來化 蘭陽2學程啟動境外實習
【記者王心妤、馬雪芬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為拓展淡江學子多元學習，本校各系所分
別舉行學分學程說明會，針對學程內容進行說
明、並鼓勵學生修習。

戰略所因應全球化下國家安全與外交事務研
究日益多元化發展，本學年度新設置「國家安
全與外交實務學分學程」，讓學生可深入國家
安全與外交、歷史學及公行3領域，藉由學程
來培育熟悉外交與國
家安全的專業實務人
才。9日將在T704舉
行說明會，詳情請洽
戰略所辦公室。
因應校務發展計畫
的國際化、產學合
作，並提升學生未來
化知能，蘭陽校園主
任林志鴻策劃，由英
美語言文化學系與國
際觀光管理學系於上

歷史國際研討 區域社會史受矚

歷史系於上月27、28日舉辦「2014淡水學暨區域社會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海洋、區域與社會」。（攝影／姜智越）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歷史、建築2系於上週分別舉
辦國際研討會，邀請多國學者來校交流。
歷史系於上月27、28日舉辦「2014淡水學暨區域社會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現場吸引近百人參與。包括日本、法國、馬來西亞、大
陸等多國學者，以「海洋、區域與社會」為題進行討論，共發表13
篇論文，另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以「河
海交匯樞紐的淡水」為題、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濱島敦俊以「琉
球、朝鮮、安南三個藩王國的個性：從城隍祭祀來看」為題，於會
中發表專題演講。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致詞時表示，「本校在地扎根逾一甲子，對淡
水田野調查、史料考證、古蹟研究皆有卓越成果，盼藉此機會與在
地文化有更緊密的結合。」歷史系系主任林呈蓉說：「研討會不只
結合在地，更將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區域，透過其他區域社會史的探
討，開拓更廣泛的交流。」

兩岸16校建築工作坊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在「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建築學術交流
會」中，建築系於上月30日起至5日舉辦第三屆「2014海峽兩岸建
築院校學術交流工作坊」，包括大陸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
劃學院等8校，臺灣有本校、成功大學等8校、約百位師生來校，在
11場工作坊中進行交流。在上月30日的開幕式中，由建築系副教授
陸金雄主持，新北市副市長高宗正和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應
邀出席，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副局長張溫德則進行「新北市發
展，淡水願景」專題演講。
建築系系主任黃瑞茂表示，建築系和系友會長期推動兩岸合作，
在建築領域上，大陸和臺灣各有8校建築學院，藉由工作坊的方式
進行實質的設計交流。本次工作坊的設計主題為「一起邁向自由
Toward Horizon」，以淡水作為設計基地，採取混合方式將學生分
成8個設計小組，每個小組設大陸與臺灣指導老師各1位，針對建
築、城市等交換意見。
黃瑞茂說明，建築不應以國際流行的形式、巨大華麗為目標，而
是能與生活經驗結合，且大陸的建築近年走向城鎮化，朝「自由」
邁進。設計採混合式分組，讓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相互分享自身的
生活經驗和想法。工作坊進行期間，團隊至宜蘭參訪都市規劃及建
築作品，見證近20年臺灣在建築專業的成果。

月25日，聯合舉辦「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
程暨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說明會，
有64位同學到場了解。
林志鴻表示，「為了籌備新學程，很努力與
企業聯絡，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發揮所學用於
實務上。」兩學分學程均為必修20學分，其中
各有9學分為境外實習。語言系系主任黃雅倩
說：「語言系於今年暑假開始有實習課程，明
年將實施境外實習，逐步邁向未來化目標。」
會中，邀請實習公司之一，位於四川省的里
程公司旗下「大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
連海旭介紹企業實習概況。境外實習公司將於
12月進行面試，於明年3至5月實地進行。
連海旭表示：「認同淡江大學的理念與文
化，也親身感受到學生整體素質能力很強，期
待淡江學生能結合兩岸文化、帶給公司創新思

王高成張五岳趙春山 任陸委會諮詢委員
【記者周雨萱淡
水校園報導】國際
研究學院院長王高
成、大陸所所長張

五岳與教授趙春山，日前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邀請，擔任本年度諮詢委員，為兩岸事務政策
提供建言。
王高成表示，很榮幸與二位教授一同受邀接

任諮詢委員，將運用自身對兩岸情勢、國際動
態，以及亞太安全的學識為國家獻策，並配合
定期會議提供相關意見。

北文學獎，作品涵蓋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
文集、繪本書多本筆記書等。除寫小說與散文
外，也擅長攝影與繪畫。（圖／本報資料照）

結業式頒發結業證書，來豐富研習營內容。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表示，本次研習會
活動，不但配合校務發展外，並可提升本院各
所的學術聲望；藉由研習會內容，希望能拓展
校內、外學子的國際觀，以及增進國際事務的
了解，還能推廣宣傳5所的特色，期以吸引對
此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學生報考本校。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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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庫卡臺灣分公司董事長廖啟新
工業機器人最新應用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河
水環系
工科科長張凱堯
E680
河川管理法規與實務-以淡水河為例
清華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陳貴通
化學系
Environment, Bond-Rotation and
Q409
Steric Effects in Protein Detection
機電系 淡江大學機電系副教授楊智旭
U301
研究所圖書館資源講習
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候選人Juan
西語系 Ignacio Toro Escudero
T505
西班牙對中國電影的創生與參
與：以上海和香港為例
Prof. James Henri As Research
文學院、 Coordinator of 《A Day in the
資圖系 Library》
L507
Building a whole school reading culture
and managing the library brand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李夙敏
職輔組
學校與職場的不同；別做職場
Q409
「小白」；辦公室潛規則
女聯會 資深廣播人林素芬
驚聲國際廳 健美食安全
東吳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林惠文
數學系 Adjustment for Missing Confounders in Studies Based on
S433
Observational Databases: 2-Stage Calibration Combining
Propensity Scores from Primary and Validation Data
Seoul National Univ. Post doctoral
物理系 research郭承泰
S215
Magnetic Van-der-Waals crystal:
from bulk to monolayer NiPS3

12/2(二)
15:10

亞洲所
T70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副
研究員及臺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
究中心主任徐遵慈
臺灣在東協之投資趨勢及與日、
中投資之比較

12/2(二)
19:00

未來所
L416

島國前進發起人陳為廷
從校園民主看公民參與

《控制》、《飢餓遊戲》…想閱讀近來最
熱門的電影原著小說嗎？在這裡通通找得
到！覺生紀念圖書館為響應國家圖書館103年
臺灣閱讀節，與國內知名書局合作，特於本
週在圖書館2樓大廳舉辦書展活動，每日自上
午10時至下午6時30分，凡本校教職員生現場
購書即享有79折優惠。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說明，「書籍種類包羅
萬象，除了商周、時報、東立等出版社共襄
盛舉之外，更囊括了國內各大專院校出版的
圖書，機會難得，歡迎同學前來參觀、選
購。」本活動自1日中午12時正式起跑，至5
日下午1時。（文／卓琦、圖／本報資料照）

12/3(三)
10:10

財金系
B713

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彭宗正
票券業概論

12/3(三)
12:00

保險系
B709

12/3(三)
13:00

國企系
B408

12/3(三)
13:10

歷史系
T212

期中退選逾時不候

12/4(四)
10:00

圖書館辦書展 搶購好時機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
度第一學期的期中網路退選，將在學期的
第13週、即8日（週一）上午11時至14日
（週日）上午10時，進行作業，以2科為
限，請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的同學，務必於
上述時間辦理，逾時將不再接受任何理由
辦理退選。
教務處課務組呼籲，本學年度起，已放
寬退學規定，若對期中考試成績不佳之同
學，希望能再接再厲，在期末考努力爭取
好成績。

文學院訪 福建師大
福州大學 牽文創合作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
報導】文學院由院長林信
成率隊於上月17至20日參
訪福建師範大學及福州大學，分別進行4
場座談及舉辦4場文化創意產業演講，獲
得熱烈迴響。
林信成表示，「兩校對本校文創產業課
程都表現高度興趣！福建師大的閩臺班同
學將於105學年度至本校修讀文創學程一
年，此行對傳統文化產業保存的意見交流
熱絡。福州大學則主動提出兩校可交換學
生互相學習，為跨校合作和國際化又踏出
一大步。」
福建師大與本校於今年3月簽訂為姊妹
校，該校文學院學術研究在福建地區排名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演講人/講題

葛瑪蘭汽車客運(股)公司協理李俊仁
觀光運輸業服務管理
新生代插畫家王子麵
職場新人實戰分享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銷
日文系
專員劉于涵
T212
如何提升大四學生就業競爭力
觀光系 九歌兒童劇團導演羅國強
SA104
劇團經營與活動開發
水環系 宗瑋工業公司董事林健祥
E787
生物可分解高分子塑膠
法文系 輔仁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歐德尼
T605
如何準備法語檢定B1、B2考試
出版中心 遠流出版數位閱讀事業部總監王逸麟
B515
雲端書庫的發展
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資工系 張榮貴
E819
新時代的軟體開發分享--多屏應
用軟體開發平臺
機電系 瑞司創科技經理陳榮富
G315
綠能電子之節能現況與應用
明基電通人力資源中心訓練發展部
通核中心
資深經理賴佳偉
B502
臺灣產業人才競爭力
企管系、
國泰建設經理陳佳延
職輔組
個人理財面面觀
B712
水環系 前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長李鐵民
G315
臺灣的水資源

淡水校園

12/2(二)
9:10

教學
卓越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上月2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第139次行政會議，與臺北校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校長張家宜首先感謝同仁在一整年來的付出，並表示本校持續朝教
學、研發、國際化3方向努力，因應少子化時代的來臨，國際招生重點
將針對東南亞國家開發。
本場會議由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以「103年度教育部獎補助計畫金額
分析報告」為題，進行專題報告。他分析教育部於103-104年度獎補
助政策改變，以校務資訊、辦學特色、新生註冊率等實際情況予以獎
勵、補助。
白滌清表示，本校在今年總獎補助經費較去年增加，將持續在教
學、研究、國際化、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4面向，結合深耕三化教育、
形塑產學育成、激發學術產能等6大校務發展主軸，最後以「校務發展
是根基，教學卓越是亮點」作為總結。
會中照案通過5項提案、修正通過1項提案。其中，「淡江大學教師
教學獎勵辦法」修正教學評量不佳的分數標準調升為4.2分。在「淡江
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修正案中，鑑於本校研究中心從事產
技型、服務型及文創型等，產學活動形態不同，新增評鑑績效依據，
期待有助於學術活動
及提升校譽。
最後，在臨時動議
中討論到，不活躍的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
研究中心可考慮改制
學年度第六屆品管圈競賽，總計
為研究室，讓研究發
有6隊報名。本校單位有蘭陽校園
展處在向教育部申請
卓越 「夢圈」、圖書館「三高圈」，及
私立大專校院獎補助
總務處「皇帝大圈」，學生參賽除有企管系學
經費時，期待能獲得
生籌組「Miss圈」、「甜甜圈」2隊外，還有
更大的效益。
首度以「轉一圈」參賽的西語系學生。
各隊充分展現創意及特色，期以贏得評審青
睞。其中，「夢圈」嘗試提升學生自主使用學
習歷程的比率，「皇帝大圈」擬增加低碳便當
零售數量，「三高圈」鑽研提升環保議題影音
資料的借用率。
「Miss圈」欲使企管系系學會的財報資訊透
明化，期以降低支出疑慮、「甜甜圈」旨在提
升海報街看板資訊曝光率、「轉一圈」期望降
低西語系雨傘遺失率。
參賽隊伍將於明年2月遞交成果報告，經過
初審程序後，取得複審資格的圈隊將進行現場
簡報暨審查會議。
此外，第九屆淡江品質獎參加單位有蘭陽校
園主任室、商管學院、學教中心，將於12月1
日遞交報告。

教學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12/1(一)
10:10
12/1(一)
12:00

行政會議 分析教部獎補助計畫

品管６圈爭霸 主題多元

演講看板

日期/時間

12/1(一)
14:10

國際事務營5日登場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
將在5日（週五）在覺生國際廳、6日（週六）
在驚聲國際廳舉辦「淡江國際事務研習營」，
邀請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歐洲研究所、美
洲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所，以及亞洲研究
所，各所將安排專業特色講座和分組課程，如
國際關係、區域整合及兩岸互動等議題，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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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語言一周儒婷表示：「說明會讓我們了
解企業的市場需求，讓我們對未來求職更有計
畫。」
教科系於3日中午12時在L307，舉行「學分
學程預研生暨榮譽學程說明會」。理、工學院
「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於上月28日舉辦說
明會，會中說明理工學院課程師資和學程修業
科目，和修習學程注意事項。自101學年度開
辦至今，已有360人申請修習，意者請至所屬
系辦公室洽詢。
教政所和大陸所共同設罝「兩岸文教發展研
究碩士學分學程」，以培育兩岸文教發展人才
為目標，預計在明年1月舉辦說明會。教心所
與企管系合辦「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碩士
學分學程」，修滿規定課程之12學分即可獲得
證明，詳請皆逕洽各系所辦公室詢問。

鍾文音 文化部首選赴美駐點創作
客臺連續劇改編同名小說 奪金鐘3獎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公視「文學
Face & Book」第14集播出《鍾文音，追尋自
我的時光旅行》，這節目主要引領觀眾認識臺
灣文學，鍾文音是大傳系校友，被喻為九Ｏ年
代後期崛起的臺灣當代作家。
鍾文音今年獲選為文化部首位前往美國新
墨哥西哥州聖塔菲的駐村藝術家，為期3個
月，期間以「傳輸土地與感恩之心-從島嶼寫
作出發」為主題，應文化部駐洛杉磯辦事處
臺灣書院與洛杉磯市立學院（Los Angeles City
College）合辦「臺灣文學之聲」講座發表演
說，暢談其寫作心路歷程。
此外，客家電視臺改編自鍾文音同名小說的
連續劇《在河左岸》獲103年電視金鐘獎的導
演、女配角及燈光3項大獎。
鍾文音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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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此行與該校副校長汪文頂、文學院
院長鄭家建、傳播學院院長譚華孚及兩院
多位教授座談交流，達成未來多項合作計
畫，包含明年有機會共同出版、互相邀請
參加學術研討會，本校派遣教師赴該校短
期講學，暑假將舉辦文化創意夏令營的參
觀及講學。
福州大學為大陸211工程補助學校之
一，亦為教育部承認學歷之大陸高校之
一，此行與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吳興南、
書記李海榕、副院長梁桂芳等多位教授座
談，2校達成盡快交換學生學習之意向，
後續將積極進行交流及合作。
此外，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於參觀福大
時，現場揮毫致贈賀辭，獲得該校讚賞。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2/3(三)
13:10
12/3(三)
14:10
12/4(四)
10:00

12/4(四)
10:10
12/4(四)
10:10
12/4(四)
14:10
12/4(四)
14:10
12/4(四)
15:10
12/4(四)
15:10
12/4(四)
16:00
12/4(四)
18:30
12/5(五)
10:00
12/5(五)
10:10
12/5(五)
14:10
12/5(五)
14:10

保險系校友黃郁婷
澳洲打工度假－我生命中最精彩
的兩年
國立交通大學兼任副教授陳永隆
科技‧生活與學習

天將創意總監陳仕成
品牌設置與規劃
捷克布拉格經濟大學計量經濟系
管科系 系主任Dr. Josef Jablonsky
U605
Ranking of efficient units in DEA
model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教授
資圖系 陳昭珍
L206
從開放談學術傳播與高等教育的
改變
聯華電子財務長劉啟東
會計系
聯華電子內部稽核實務運作及相
B515
關案例分享
國際學院 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
驚聲國際廳 八年抗戰與兩岸關係
未來所
ED601

創異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黃瓊儀
廣告、社會、人

文錙藝術 馬拉音樂藝術總監王俊傑
中心
我的心靈風景－土地、母語、生
文錙音樂廳 活與創作
數學系
L201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教師王聖淵
數學與人生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助理教
統計系 授潘宏裕
B617
An Improve Non-parametric Lower
Bound of Shared Species Richness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處長
資圖系
林國平
L212
博物館數位資產應用面面觀
華碩電腦品質長兼永續長林全貴
管科系
Build-up the Resilient SCM and
B516
Pursue for an Innovative Hi-Tech
大陸所 賽亞基因科技財務長陳建仲
I201
兩岸財稅
參考組 講師唐雅雯
U301
投稿期刊怎麼選
人資處 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李祖德
I301
主管對策略的認知與執行
程曦資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資工系 理張榮貴
T212
客戶服務的科技運用─Call Center
系統介紹
經濟系 英業達採購翁乙薰
B606
面試經驗分享
村上春樹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王嘉臨
研究中心 《 沒 有 女 人 的 男 人 們 》 導 讀 3 ：
圖館2樓 〈獨立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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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教政所
D501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姚
淑文
談青少年次文化或校園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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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CL439

演講人/講題

昊誠身心靈工作室負責人黃伯姒
做個受歡迎的人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