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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校來訪 讚譽國際環境

校園性平案 進入調查程序
【本報訊】日前媒體報導本校一位老師疑
涉及校園性平事件，學校於第一時間已依規
定通報教育部，並由人資處依教師法、性平
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啟動處理程序。性平
會執行秘書黃文智表示：媒體報導視同檢
舉，性平會已奉核定組成包括校外專家之調
查小組，將儘速根據所提出的調查報告，依
據相關法令處理。
黃文智同時表示：93年起施行的性別平等
教育法，歷經幾次修正，已越趨嚴謹嚴格，
未來將持續透過各種宣導方式，讓師生充分
明瞭性別平等的教育內涵。
本校為保障學生受教與成長權益，碩博士
生欲變更論文指導教授，可至教務處網站
（網址：http://ppt.cc/v3IV）下載相關表單
後，逕洽所屬系辦辦理。化學系系主任林志
興表示，「學生變更論文指導教授為個人意
向，目前系上不曾發生過不同意的情況，若
遇變更困難時，可至系辦反應。」

交流團慕名而來 走訪蘭陽校園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香港荃灣區
多所中學校長及教師代表組成「香港荃灣區
中學校長會高等院校交流團」，上月30日上
午蒞臨蘭陽校園參訪。本校由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接待，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及4

學系系主任陪同。
這是緣於上月9日校長張家宜應邀至香港荃
灣區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演講，並介紹本校教
育理念、在校港生人數，以及結盟香港中學畢
業生於本校就讀情形。現場多所中學校長、教
師、家長
及學生對
本校辦學
理念及教
學環境深
感興趣。

林志鴻表示，「蘭陽校園自下學年度恢復招
收僑生，此次荃灣區多所校長及教師代表來
訪，對蘭陽校園全英語教學環境非常肯定，希
望明年的招生能有不錯的成績。」
該團由王少清中學校長鍾佛成擔任團長，保
良局姚連生中學校長戚美玲為副團長，團員分
別有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校長謝潤明、仁
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老師黃家儀等12名老師代表
同行。
林志鴻簡介校園後，就蘭陽校園招收僑生名
額、住宿學院生活機能等問題與貴賓們交流、

溝通，並互相致贈紀念品及留影。交流團先後
參觀淡蘭藝廊、學生餐廳、圖書館、學生宿
舍、紹謨紀念活動中心等與學生息息相關的各
項生活設施，對於校園優質的環境與設施，均
給予肯定及讚賞。
本校目前與香港中學結盟的有13所，以「大
手牽小手」展開在有關學校管理及學習交流的
合作。本校港澳生有567位，占境外生總人數
的三分之一，是學校重點招生區域。此次「香
港荃灣區中學校長會高等院校交流團」訪問蘭
陽校園，別具特殊意義。

歲末聯歡 好禮獎不完

外語學院新書發表 話說淡水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103年度歲末
聯歡會將於2月6日下午1時30分於淡水校園學
生活動中心舉行，本次節目主題及活動將由研
究發展處與財務處聯合策劃。
會中，將揭曉第九屆淡江品質獎，並頒發教
師專題研究計畫績優獎、教師評鑑傑出獎、教
學特優教師、優良助教獎、優良職工獎及職工
資深服務獎等獎項。此外，眾所期待的「摸彩
活動」，最大獎為「張創辦人」3萬元獎金，
另備有多項好禮讓大家試運氣。

「香港荃灣區中學校長會高等院校交流團」於上月30日蒞臨蘭陽校園參訪。由
本校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接待，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及4學系主任陪同，另
有學生負責解說、導覽學習環境。（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造未來」等四
部分，講述如
何看見未來趨
勢，掌握自己的未來方向，以因
應未來空間的格局、生活的模式
與時間的架構。
張校長讓南大學子想像二、
三十年後，會是怎樣的自己？以
《Future Work Skills 2020》一書
中所提出的六大工作趨勢與十
項關鍵能力，鼓勵學子提早做好
生涯規劃四部曲，從「了解自
己」、「尋找可能」、「立下決
策」到「採取行動」，做到「認
識未來，再適應未來，最重要的
是創造自己的未來」，並以「放
掉過去不好的自己，創造未來想
要的自己」勉勵同學，開創屬於
自己的未來。

張校長赴南大演說預見未來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於上月30日應國
立臺南大學邀請，擔任博雅教育講座嘉賓，
以「預見未來的自己」為題演講。內容分為
「消失中及前景看好的工作」、「未來工作世
界的趨勢」、「關鍵能力與掌握未來」、「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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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元旦揮毫 喜迎羊年

104年元旦下午「遊筆玩墨․喜迎春」活
動，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右一）以
「羊年財順」揮墨題字、水墨畫大師李奇
茂（左二）則是以「金羊福泰」作為新春
祝福。（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為推廣漢字、
書法傳統文化，邀請中華民國書學會、本校文錙藝術中心舉辦
「遊筆玩墨․喜迎春」104年元旦漢字文化新春開筆活動，於1日
下午在中山堂前廣場登場。
由中華民國書學會會長暨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水墨畫大師李
奇茂、布袋戲國寶大師陳錫煌等十位文化人受邀擔任開筆官，並

陳鋼十三行服役 譯出一片天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碩士
班校友陳鋼自去年3月在八里的十三行博物
館服替代役，為博物館颳起一陣「和風」。
日語流利的他除了分擔庶務工作外，還協助
館方翻譯日文版童書、教導簡單日語，也錄
製日文語音導覽，更數次接待日本參訪團。

陳鋼曾於本校日文系先後攻讀大學與碩士
班，在求學時期累積深厚的日語能力。他說
明，雖在國中對日文有興趣，但進入大學後
才開始有系統的學習，大三曾赴日本麗澤大
學交換，更擔任過第一屆村上春樹國際研討
會口譯，皆令他感到印象深刻。陳鋼認為，
本校日文系師資頂尖，更對
於母校發展深具信心。
陳鋼對於碩士論文指導教
授曾秋桂記憶猶新，感謝老
師在專業的日本文學薰陶及
栽培外，還樂於培養學生獨
立思考的空間。而在役期中
發揮所學、汲取實務經驗，
陳鋼對此感到充實。役期將
屆滿的他提到，未來希望從
事日文翻譯、平面雜誌編輯
工作，將專長應用在職場
本校日文系校友陳鋼在十三行博物館服役，為日客導覽，
中、發光發熱。
另協助館方翻譯及教學。（攝影／盧逸峰）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創育期初話感謝 師培歲末聯歡
【記者鄭文媛、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9日在臺北僑園
飯店舉行「104年淡江育成暨淡江大學跨業聯
誼會期初交流會」。由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邀
請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研發長張德文、教務長鄭東文、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以及各培育企業公司
代表、創育中心同仁出席，約70人參與盛會。
蕭瑞祥表示，感謝所有人的努力，得獎的廠
商非常不容易！育成中心在輔導校友、廠商與
學生創業付出很多心力，目的是希望挖掘出更
多創業能量。最後，他鼓勵的說：「大家相揪
來創業！」本次活動除了邀請烏克麗麗社開場
與吉他社中場演出外，另有摸彩活動，讓交流

會增添樂趣！
由於「理想家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暵暘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家培育廠商於去年底陸續獲
經濟部新創事業獎及育成卓越企業
獎，因此會中特頒感謝狀，以表廠
商在獲獎之餘，仍不忘回饋本校。
此外，師培中心於上月26日舉辦
歲末聯歡活動，逾70位師生一起同
歡，現場並有愛心捐贈和有獎徵答
活動，大家互相交流情誼，場面熱
鬧溫馨。日文四謝旻蓁開心地說：
「看到大家熱絡互動，相信慶祝後
會讓大家的感情變得更緊密。」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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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所所長陳國華
發散、收斂與整合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為
歡送退休同仁，將於13日下午1時30分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榮退同
仁歡送茶會」，本學期榮退教職員共有18位，
有文書組專門委員林素月、中文系組員喬書
瑾、數學系副教授李武炎、水環系副教授許道
平、運管系副教授辛其亮、企管系副教授沈
景茂、法文系副教授孟尼亞、課程所教授高熏
芳、總務組工友葉賜來、事務組工友葉張秀
蓮、事務組工友紀招、事務組工友林淑緜、事
務組工友薛憶卿、事務組工友郭素娥、事務組
工友蔡秀麗、住輔組書記鄒張碧閨、教學組組
員賴丁美及境輔組編纂陳珮芬。
預計活動當日約有130人共襄盛舉，現場除
了邀請榮退同仁分享在校服務的點滴，另將贈
送紀念品，給予退休人員無限的祝福。

期末考週來臨，嚴陣以待！圖為6日晚間，
同學在總館自習教室認真念書，力求歐趴不
是夢。典閱組組長石秋霞提醒，覺生紀念圖
書館寒假開放時間到2月6日，且即日起辦理
借閱者，歸還日期將自動設定為下學期開學
日，同學不用擔心逾期。
此外，若師生預約書籍於寒假期間到館，
可自行登入圖館網站，進入「我的帳戶」變
更預約即可。（文／卓琦、攝影／吳重毅）

曾瑞光籲安全不放假

所副教授沈明室等人，針對「全球化對海權與
海洋戰略的影響」等六主題進行全英語與談。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表示，因臺灣屬於海島國
家，且瀕臨太平洋，位居重要戰略位置，因此
本次論壇將集中在全球化下的海權與海洋戰
略、北極航線開通、臺海情勢等影響與衝擊
進行研討，「本次參與的人員包含日本3位將
領，希望藉由不同立場激盪出不同角度的新想
法。」歡迎全校有興趣師生可前往參加。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日期/時間

All Pass

淡江戰略論壇 15日探討全球海權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事
務與戰略研究所將於15日下午三時在驚聲大樓
306室舉辦淡江戰略論壇，以「變動中的全球
海權與海洋戰略發展趨勢」為題，除了邀請國
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戰略所副教授李大
中、助理教授黃介正之外，另有臺日學者專
家，如日本海自前護衛艦隊司令備役中將保井
信治、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團主任研究官秋元
一峰、研究專員吉田祐子、國防大學戰略研究

█蘭陽

18人榮退 人資處辦歡送會

製作的6系教師們致謝；他指出，本書是結合
本院6系教師共同努力的心血結晶，不但可做
為上課教材外，還可提供淡水區的導覽使用，
是導覽和自學兩相宜的實用書。
「觀音吐霧」是馮文星拍攝於1983年，當時
與現在迥異，呈現出不同時空的淡水地貌景觀
視野。馮文星說：「本校身處在有山有水的美
好環境，我的責任就是告訴大家本校的美，這
也是我的榮耀。」席間穿插了外語學院學生的
小提琴、阿波舞和熱舞表演，展現外語學院學
生動靜皆宜的精神，場面氣氛融洽。

在現場隨即以「羊」字自由發揮，書寫四字吉祥話語，
作為歲次羊年、乙未新年的開筆獻禮。
張炳煌表示，「延續傳統在元旦揮毫，今年特別邀請
全民、書法名家及文化界人士共同參加，透過書法揮毫
貼近市民，並落實在生活中，期待宣揚與保存臺灣文化
特色。」活動現場聚集有百位書法名家及數百名民眾共
襄盛舉，一齊響應書法文化傳承，喜迎羊年。

█臺北

淡水校園

外語學院於6日在外語大樓大廳發表《話說淡水》新書，校長張家宜（前排左四）、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前排左五）、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前排左二），及教學行政一、二級主管皆到場支持，另有秘書處
專員馮文星之「觀音吐霧」攝影作品揭幕儀式。（攝影／張令宜）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6日發表《話說
淡水》新書，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中，校長張家宜、學術
副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教學行政一、二
級主管均到場支持，現場並有秘書處專員馮文星之「觀音
吐霧」攝影作品揭幕儀式。張校長首先恭賀本書完成，並
於致詞時表示，這6語系的教材導覽套書落實本校三化精神
和外語學院教學特色，更與當地環境緊密結合，而這攝影
作品對淡江人別具獨特意義，透過本書的出版，各級主管
應人手一冊中英版，因應日益活絡國際交流工作。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感謝大家的蒞臨外，並向投入本書

█淡水

自習室大客滿

日文系
校友

演講看板

力拚

【記者謝雅棻淡水校園
報導】產學合作再傳佳音！會計學系上月
5日正式通過澳洲會計師公會對該系學士學位
的國際認證，並將於28日在淡水漁人碼頭的
福容飯店舉行正式授證典禮。屆時本訊息將
以中英文新聞稿發布於臺灣、香港、大陸及
其他相關地區。除有助於本校、商管學院及
會計學系的國際曝光度及聲譽外，更有利提
高招生吸睛度。
澳洲會計師公會將於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派
國際會計專家到會計學系短期授課，輔導該
系學生儘速考取澳洲會計師資格。會計系系
主任張寶光表示，「澳洲會計師執照是全球
認可的專業證照，擁有該執照可在全球各國
執行業務，具有國際競爭優勢。考上該執照
後，在臺灣只要通過審計學、稅務法規及商
法3科考試，即可輕易地取得臺灣會計師的專
業證書。所以在短期內本系的畢業學生即可
擁有兩個會計師證照，有效強化畢業生的職
場競爭力。」
會計系未來將與澳洲會計師公會進行緊密
的產學合作，開發學生赴澳洲、香港或其他
國家實習的名額及機會，同時亦期望能參與
更多的澳洲會計師活動，爭取更多實務研究
專案的合作，強化會計系教師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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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繪畫展，畫家梁祐寧綜
合媒材繪畫作品使用油彩、壓
克力、鉛筆，以「低頭族人的
聚會」為題，對於新生代的想
法有所對應，低頭族滑手機
成為現階段青年人的現象。

低頭族人的聚會

實驗劇團角落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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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週，全校學
生進入「期末考試週」，結束後迎來寒假及
春節。7日，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代表出
席領取「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績優」首獎－特
優，仍不忘提醒師生，年假出遊人潮眾多，外
出應留意安全及個人財物，儘量別太晚歸。
此外，本學期安全組獲報三起學生家長接到
詐騙案件，對方謊稱學生遭綁架、或遇暴力事
件。曾瑞光呼籲，同學不要輕易洩漏個資，應
多與家人保持電話聯繫及手機暢通；家長若接
到可疑電話，應避免驚慌、立即求證，或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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