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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not always build the future for our youth, but we
can build our youth for the future.（我們不能總是為我們的
青年造就美好未來，但我們能為未來造就我們的年輕一代。）

－Franklin D. Roosevelt, "Great Spee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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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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師生攜手 歲末點燈祈福
張校長：改變現在 創造未來 天佑淡江 永保安康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由學務處、總
務處共同舉辦「點一顆心燈，祈一年幸福」點
燈祈福活動於15日下午5時在文化休憩區熱鬧
舉行，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等師生，逾300人攜手點亮校

園。張校長致詞時表示，盼師生在快樂中教學
與學習，並以宮燈祈福詞「改變現在、創造未
來、天佑淡江、永保安康」，共勉大家改變每
一天，才能創造嶄新未來。
活動由屏東校友會LED火棍舞表演開場，帶
給觀眾魔幻絢麗的
視覺享受，現場也
播放短片，回顧過

去一年校內外的重大事件，如：高雄氣爆、北
捷事件、學生會會長選舉、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動土等。學務長柯志恩表示，希望透過火棍舞
表演象徵揮別過去黑暗夢魘，期許未來一年迎
向重生及追逐夢想。
活動中，張校長稱讚過去一年教師教學、
研究有優秀成果，更讚美學生表現優異，不
僅2014年第19屆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摘

冠，近日全國大專校院劍道錦標賽更拿下團體
得分賽男子、女子一般組雙料冠軍，尤其女子
組還蟬聯3年冠軍，值得嘉許。
師長們在現場逐一朗讀宮燈祈福詞，葛煥昭
祝福「日新又新，再創新」，胡宜仁期許「溫
馨滿校園」等，在燈海中共同啟動點燈球，宣
告耶誕季開始，繽紛彩帶瞬間飄下，氣氛歡樂
溫馨。（文轉四版）

鼓勵職工帶薪學習 本校獲教部表揚
【記者張凱萁淡
水校園報導】本
校於今年再度榮獲
教育部「機關或雇
主推動員工帶薪學
習制度獎勵」優等
獎。18日，由人力
「點一顆心燈，祈一年幸福」點燈祈福活動於15日下午5時在文化休憩 資源處人資長莊希
區熱鬧舉行，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等師
生，逾300位攜手點亮校園。（圖／馮文星提供）

張校長赴港演講
【本報訊】校長張家宜於9日至寶安商會王
少清中學演講「高等教育之心靈卓越與品質精
進」，現場共有香港荃灣區多所中學校長、教
師、家長及學生等100餘人參加。張校長說明
臺灣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沿革及概況外，並介紹
本校三環五育和三化教育理念、全面品質管理
模式，還解說本校港生的人數、各院分布，以
及結盟香港中學畢業生於本校就讀情形。
張校長此行主要是應本校香港校友會及寶安
商會王少清中學之邀請前往，同時拜訪香港臺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表達該處長期
對臺港教育文化交流的貢獻。當天下午，與香
港荃灣區多所中學校長及教師代表就升學臺灣
議題，進行座談與意見交流。

校安防護網 Always Open

【本報訊】近日校園內發生數起驚嚇學生事
件，學校相當重視，並已召集相關單位開會積
極介入處理，請同學們不用擔心。在此，學校
呼籲全校教職員工生多加注意自身安全，若遇
緊急狀況，可利用校園內沿路設置之緊急通報
按鈕，或撥打24小時校安專線(02)26222173及
管制站專線(02)26215656轉分機2110、2119通
報，爾後若遇突發性事件，也請全校教職員工
生立刻與學務處、總務處、軍訓室、校安中心
等相關單位反應，共同維護校園之安全。

豐代表接受教育部長吳思華頒獎、表揚。莊希
豐表示，本校著重培育教職員工職能與心靈發
展，並規劃有職能訓練課程，未來也將持續鼓
勵教職員工帶薪學習，期待促進自我成長、提
高員工生活品質。
本校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特
色及面向多元，從個人、團隊至組織
學習，皆經考量需求評估與成效檢

大都會贈本校2交通車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日前大都會
客運捐贈本校2輛公車。17日下午，總務處舉
行「贈車儀式」，邀請首都客運董事長李博
文、大都會客運董事長惠肇洪蒞臨現場。張校
長致詞時表示，交通車是運輸人員、公務往
返於臺北、淡水校園間，非常重要的交通工
具，淡江身為全世界第一所通過「國際安全學
校」認證的學校，對於校園安全十分重視，

期待未來與大都會客運、首都客運有更多合
作，如近來推動的就業學程等機會。
促成此次捐贈的李博文表示，「淡江運管系
於多年來栽培了多位傑出校友，在本公司服
務、擔任要職，本公司一向重視交通安全，更
致力讓大臺北地區成為友善城市。」最後，由
惠肇洪將代表校車之模型贈予本校，並由張校
長回贈感謝狀後圓滿結束。

國際生態會議 12國學者來校論述
【本報訊】英文系於19、20日舉辦「第六屆
國際生態論述會議」，共有美國、瑞士、愛沙
尼亞、新加坡、土耳其、菲律賓、匈牙利、
印度、澳洲、義大利、日本、大陸香港共12國
家學者與會，以「思辯物質：生態參與的脈絡
和典範更替」(Speculative Materialism: Contexts
and Paradigms for EcologicalEngagement)為題，
讓各領域專家在典範更替氛圍下進行研討。
本次延續過往生態論述會議宗旨，19日開

幕典禮中，校長張家宜、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等人為研討會揭開序
幕。張校長歡迎12國學者來校，希望藉由本會
探討生態論述新思維、方向和未來。
會中邀請生態界知名學者Joni Adamson、
Ann Fisher-Wirth、Priscilla Wald、Serpil
Oppermann、Serenella Iovino，以及Péter
Hajdu蒞校進行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共有40
篇論文以不同視野重新審視生態論述議題。

資安講習籲風險管理

風險、並有效控管，做到事前保全、事後追
查。他提示應特別重視個人帳密安全，並提到
「老師是駭客鎖定的重點對象之一，須多加留
心，並應保全證據、尋求專家幫助。」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處
於19日舉行資訊安全宣導講習，邀請到法務部
調查局數位鑑識科科長陳受湛，以「數位鑑
識－從史諾登事件談因應作為」為題進行演
講，並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總計有30
人參加。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本校資訊化
具領先做法，不僅通過ISO
27001國際資訊安全稽核
規範認證，亦重視資訊服
務。提醒各單位主管也應
有資訊安全意識。
會中，陳受湛首先介紹
史諾登事件及其啟發，談
到應透過風險管理來辨識

麗澤校長中山理來臺
賀陳伯陶獲贈勳章

工程認證 22日期中審查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認證委員會將於22日來校，針對本校土
木系和機電系進行IEET工程認證期中實地訪
評。土木工程學系系主任王人牧、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系主任楊龍杰將各自帶領系上師生向
訪評委員們進行說明。本次訪評重點除了解本
校行政資源、課程規劃、教學成效、兩系空間
設備、教學實驗室與圖書儀器使用外，另會談
校友代表、產學合作代表、行政主管及師生代
表等，以深入了解通過認證學程之落實情形。

核。人資處除了規劃有職能培訓課程、每週
提供公假讓同仁在職進修碩博士學位外，並
辦理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因而獲得肯定。
以102年度為例，本校員工帶薪學習達4,377
人次，是教職員工總人數的2.95倍，支出經
費逾150萬元。顯見本校同仁在投入
職場之餘，積極參與終身學
習，提升專業知能。

淡江

大學交通車贈車

儀式

17日，「贈車儀式」由本校校長張家宜
（左）、大都會客運董事長惠肇洪（右）與象
徵校車之模型合影。（攝影／吳重毅）

美洲所24日開講 美國古巴
國際關係
【本報訊】18日，美國宣布將結束與古巴長
達50年冷戰並恢復邦交，引起各界討論不斷。
美洲所長期關注美洲國家情勢發展，針對此
議題將於24日上午11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美國古巴關係突破座談會」，會中將由美洲
所所長陳小雀、教授陳一新主持，探討美古兩
國50年來的遠因近果。陳一新將說明美國總統
歐巴馬上任後的外交政策、及近日美古談判協
議後對中南美洲的影響。他認為，此次歷史性
突破除了有助美國改善與中南美洲的關係外，
亦能平衡大陸的當地勢力，還能促進我方推動
中南美洲和非邦交國的外交。陳小雀將針對破
冰後兩國發展進行說明。歡迎師生前往參加。

女聯會義賣所得 捐助低收入戶

【記者蔡晉宇、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女教
職員聯誼會於日前舉辦二手衣義賣活動，募集
總額新臺幣6萬元。19日，女聯會理事長蕭淑
芬將所得致贈給淡水區公所人文社會課，由
淡水區區長蔡葉偉代表受贈，用於幫助低收入
戶。蕭淑芬表示，「很感謝全校教職員生的共
襄盛舉，也很開心大家發揮愛物惜物精神，期
望能續辦這類有意義的活動。」

營造美學 文錙迎繪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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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22(一)
10:10

水環系
E680

12/22(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2/22(一)
13:10

產經系
L417

12/22(一)
14:00

創育中心
T505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組長簡昭群
水庫集水區管理相關法規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李光啟
A 11.73 pJ/bit, High Energy Efficient, 4 x 4
MIMO Sphere Decoder in 90-nm CMOS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特聘講座
教授麥朝成
區域經濟整合與臺灣經濟發展遠景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
總會創輔中心主任石怡佳
創新創業講座（五）
CoCo都可茶飲總經理林家振
品牌形象特色講座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林
正義
美國／日本／中國與臺灣在東海
的競爭與合作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李夙敏
職涯輔導講座-創業先修班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所博士後研究員王迪彥
Storage Applications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攀龍
研議ODA的考量因素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exas
Tech University Professor Sophia Jang
Dynamics of phytoplankton-zooplankton
systems with toxin producing phytoplankton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
教授林忠機
美式選擇權之分析解與實證-考慮
隨機波動、隨機利率之效果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
金融服務業之社會責任
富鼎先進業務專員周怡岑
半導體產業概論
民視電視台新聞部主任蕭慧芬
媒體專業訓練與工作環境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研究員賴忠勤
圖資專業的素養能力
振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彭國豐
認識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之業務
移民署實習移民官姜沛晴
探索飯店業－轉戰移民官
淡江大學品質保證稽核處研究助
理林素月
七大關鍵競爭力
臺灣客服服務規劃處網站暨語音
科資深專員張惠雯
數學與人生
淡江大學日文系教授落合由治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導讀6：沒
有女人的男人們
森田藥粧執行長周俊旭
兩岸藥妝的經營
三立電視行銷公關部資深副總經
理張正芬
從金鐘作品談話題行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
用服務研究所工程師王文男
O2O虛實整合商務應用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測驗
中心副主任陳曉珮
金融證照與職場發展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
康、王嘉臨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導讀7：戀
愛的薩姆沙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主任王麗蕉
檔案的加值與推廣－以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生吳彥儒
從亡命到歸降:朱濆、朱渥海盜集
團的起落
分享家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通路部
協理陳宗禧
通路介紹與創業分享
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組專門委員
兼副組長陳淑美
檔案的保存與修復作業

12/22(一) 企管系學會
19:00
B312
12/23(二)
10:00

戰略所
T503

12/23(二)
12:00

職輔組
Q409

12/2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2/23(二)
15:10

亞洲所
T702

12/23(二)
15:10

數學系
S433

12/24(三)
10:00

財金系
B501

12/24(三)
10:10
12/24(三)
13:00
12/24(三)
13:10
12/24(三)
14:10
12/25(四)
10:00
12/25(四)
10:10

財金系
B713
國企系
B408
歷史系
T212
資圖系
L206
會計系
B515
德文系
T404

12/25(四)
10:10

未來所
ED601

12/25(四)
14:10

數學系
L201

12/25(四)
16:00

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
圖館2樓
大陸所
T701

12/26(五)
10:10

大傳系
O202

12/26(五)
10:10

資工系
T212

12/26(五)
14:10

經濟系
B606

12/26(五)
14:10

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
圖館2樓

12/26(五)
15:10

資圖系
L307

12/26(五)
15:10

歷史系
L201

12/27(六)
10:10

資工系
T212

12/27(六)
15:10

資圖系
L307

12/25(四)
15:10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於17日舉辦
「2014新浪潮繪畫展」開幕式，由校長張家宜、文錙藝術中
（圖／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心主任張炳煌，及親臨現場的17位參展藝術家共同揭幕。張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前主任陳伯陶教授（左三）
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注重培育學生的美學涵養，希望透過
日前獲頒日本旭日中綬章，10日日本麗澤大學校長中山理（右三）
不同型態的展覽，提升學生的興趣與素養。
專程來臺祝賀，在世貿34樓舉辦慶賀晚宴，邀請學術副校長葛煥
畫家楊恩生將〈南郭寺〉、〈漢陽陵〉2作品致贈予文錙中
昭、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與會。
心典藏。張炳煌提到，本檔展覽精挑細選，參展畫家年齡層
席間中山理祝賀陳伯陶獲贈勳章，並感謝陳伯陶於擔任系主任期
分布廣泛，將不同年代與領域的畫風集結展出。教科二王怡
間，促成本校與麗澤大學締結姊妹校，積極推動兩校交換學生。彭
文開心地說：「這次展覽畫風多元有趣，沒有一定的素材、
由右至左：駐校藝術家暨策展人顧重光、張校長、參展
春陽表示，「陳教授是我就讀淡江日文系時的系主任，很感謝陳主
年齡和主題限制，還有許多年輕畫家的作品，很喜歡。」
藝術家陳主明。（攝影／吳重毅）
任對於兩校交流的貢獻，也希望未來雙方關係能更加深化。」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填寫期末教學意見 抽獎金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教
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即日起至明年1月4日止，
學生上網以不記名方式進行評量。欲填寫者可
至學校網站首頁，點選頁面左方「期末教學意
見調查」，或是直接連結網址（http://info.ais.
tku.edu.tw/tas/），即可登入系統填寫問卷。
品質保證稽核處表示，學生在修習課程全部
評量完畢後，將由電腦隨機抽出100位幸運得
主，可獲獎金200元，歡迎同學踴躍填寫。

圖書館邀劇集愛地球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讓我們「劇」
「集」一起愛地球！圖書館非書組為呼籲大家
重視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在總館5樓舉辦環
保影片展，精心挑選600部影片，展期到明年1
月15日。影片展議題涵蓋生態保育、綠色能源
到科技趨勢，希望推廣環保意識。
非書組組長丁紹芬表示，「『珍愛地球、你
我有責』，圖書館要揪大家一起看影片，從
豐富多元的環保議題中，更深入認識環境與
生態。」另有「環保集點王」、「環保推薦
王」活動現正進行中，詳情參閱圖書館網站
（http://blog.lib.tku.edu.tw/post/2/4993）。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