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見4版

寒假服務隊好

Inside

1

學校要聞版

Young！

957期

中 華 民 國 104年
3 月 9 日
星 期 一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0584 傳 真：02-26214169 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電子信箱：ab@oa.tku.edu.tw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春之饗宴 號召校友呷辦桌
蘭陽野餐日暨蘭友盃競賽 14日邀校友相聚

【記者陳羿郿、馬雪芬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本校2015年「春之饗宴」將於14日在淡
水校園、蘭陽校園兩地展開，歡迎校友回娘
家。上午9時，在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登
場的活動為「趣味競賽」，將由校長張家宜

及系所友會總會長孫瑞隆揭開序幕。每個系友
會組隊，進行排球、足球及男女混打鬥牛籃球
競賽，期以增進校友情誼，提升校友對母校之
向心力。
接著於11時在學生活動中心餐敘，今年採辦

校園春景

春寒料峭，淡水校園行政大樓旁一隅，櫻花綻放、
一隻松鼠在其間穿梭、嬉戲。（圖／黃文智提供）

日本東京
外國語大學

桌方式，目前已達
70桌。其中，中華
民國校友總會、財
金系系友會及機電
系系友會皆認5桌，
臺南市校友會特別
組團北上，回校參
加，各系也於當日
自辦校友回娘家活
動。餐敘中，機電
系校友張俊祥將致
贈母校價值270萬元
全新的CNC教學設
備。現場另頒發捐
款30至50萬元者之
獎狀、中華民國校
友總會卓越校友獎

來校設Global Japan Office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姊妹校
東京外國語大學日前獲得日本政府的「Super
Global 大學創成事業計畫」，以此契機擴展海
外交流據點，選擇本校設為全臺首站的大專校
院辦公室，來促進雙方培育人才合作。6日下
午，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立石博高一行7人來
校進行Global Japan Office揭幕剪綵，並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開幕儀式並互贈禮品，校長張
家宜率一、二級教學與行政主管參與。張校長

表達恭賀並表示，本校與日本往來密切，從首
次的遠距課程、大三學生出國留學等，有許多
學子前往日本進修，相信透過此辦公室的設
立，更加深彼此的學術交流合作。
立石博高感性地說道，淡江歷史悠久培育許
多各界日文人才，2012年雙方互為姊妹校，進
行遠距課程、交換生等學術交流；而東京外
國語大學成立140年來以培育國際化人才為己
任，藉此機會以共同培育更多的中日人才。

韓慶南大學校長來訪
肯定本校理工成就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讓這裡更有
大海的感覺！」新學期到來，海事博物館4
樓駕駛室新設多媒體放映區，並固定於每週
四上午10時10分開始播放海洋相關影片。海
博館專員黃維綱說，本學期片單與放映日期
經精心設計與搭配，舉例而言，歷史上的鐵
達尼號於1912年4月15日沈船，海博館便於4
月起安排播映《鐵達尼號—大搜尋》等片；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聞名遐邇的俾斯麥戰
艦於1941年5月艦沉的震撼，也可於5月從館
內一探究竟。
黃維綱補充，「4月份海博館也將到十三
行博物館的考古生活節擺攤，更規劃6月9日
世界海洋日的相關活動。」豐富多彩的活
動，盼吸引同學一同進入大海的世界。

品管5圈12日複審
【本報訊】本學年度第六屆品管圈競賽複審
會議，將於12日下午1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行簡
報及審查。本次競賽活動有6隊報名，其中有5
隊取得複審資格，分別是蘭陽校園「夢圈」、
圖書館「三高圈」，及總務處「皇帝大圈」，
學生參賽則有企管系學生籌組「Miss圈」、
「甜甜圈」2隊。
品質保證稽核處約聘人員江書瑜表示，活動
開放全校教職員生觀摩學習，意者請洽品保處
報名，校內分機2349。

會社會長韓章圭等人入席，席間互動熱絡盡
興而歸。（攝影／張令宜）

左圖為中國硬筆書法協會第一屆主席
龐中華作品，為慶賀上週五在文錙藝術
中心展覽廳開幕的「硬筆書法暨書法藝
術特展」，特於去年底書寫「傳承中華
文明 宏揚書藝光輝」祝賀展出成功。
（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海博館播映海洋影片

【本報訊】3日上午，韓國慶南
大學校長朴在圭（左）、副校長
尹大奎，和教授朴廷鎮3人蒞校訪
問，朴在圭肯定本校海水淡化處
理、機器人研究等理工領域成就，
希望能將交流項目自學生交換提升
至合作研究的層級。座談由校長張
家宜（右）主持簡報及座談，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工學院院長何
啟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國際
長李佩華等人出席，兩校就未來交
流及合作計畫進行討論。
兩校每年皆有交換生和互訪交
流，促成本次參訪契機是於2013年
5月本校張校長率團訪韓時，朴校
長允諾回訪，特於這次訪臺行程中
參訪本校。
會後，張校長設宴款待，並有大
韓赤十字社副總裁金仙香、三又金
屬工業會長方孝哲、煥雄精工株式

牌、各系所友會傑出系友等獎項。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說：「此次人數
較往年增加100多人，活動中特別邀請女教職
員聯誼會合唱團前來表演，張校長將會上臺
獻唱，誠摯歡迎校友返校敘舊。」
活動當日上午7時整，於臺北校園有安排大
型校車，經劍潭站至淡水校園；下午16時10分
於淡水校園行政大樓前安排大型校車，經劍
潭站至臺北校園，校友皆可搭乘。搭乘捷運
之校友，可於8時30分至9時30分在淡水捷運站
出站之右前方搭乘本校接駁車。
蘭陽校園則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行「蘭
陽野餐日」暨「第1屆蘭友盃球類友誼賽」
等活動迎接校友。主辦本次活動的全球發展
學院院長劉艾華表示，野餐日是今年的活動
主題，「由於各項大型建設已完成，加上蘭
陽美好風景，因此希望邀請校友們不限於室
內，亦可在室外聽音樂、享受大自然，讓師
生有更多互動。」

各系所邀校友返校
【記者蔡晉宇、莊博鈞、姬雅瑄、陳羿
郿、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14日的春之饗宴
中，贈予本校教學設備的機電系校友張俊祥
現為捷力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俊

祥，於此次捐贈中不但提供該公司所生產製
造之「車床GT12、鑽孔攻牙機PC460」外，
並和其合作廠商德川機械股份有公司捐贈裝
置在PC460機型上之五軸分度盤，及歐權科技
（股）公司捐贈的教學機項目，希望藉此精
密機械CNC工作母機來訓練學弟妹熟悉精密
機械加工技術，培養實務能力並建立教學特
色，更希望能拋磚引玉激發其他系友回饋。
德文系則邀請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其霖為23
位德文系校友導覽淡水古蹟，並於中午舉辦
聚餐活動，以聯絡彼此情感。
未來學所於14日上午10時在ED601舉辦校友
返校分享活動，交換學習與職場上的意見。
俄文系於14日下午1時在I501舉辦第六屆師生
家長座談會，邀請系友和學弟妹、家長分享
職場生涯，各級導師也會參與交流。
化材系於7日在臺北校園舉辦「第五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暨春酒聯誼」，會中進行理監事
改選外和討論今年度活動及工作計劃，化材
系校友也藉此機會敘舊，拉近彼此情誼。
資圖系由會長于第及兼任講師黃維綱參與
認桌，邀請系友回母校聚餐，餐後于第及系
主任王美玉將帶領系友遊
淡水河畔喝咖啡，以凝聚
系友感情與向心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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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9(一)
13:10

化材系
E510

高雄醫學大學香粧品學系副教授王
惠民
生物可分解材料於傷口修復之研究

3/10(二)
10:10

戰略所
T505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
從周邊對抗中國：不對稱關係的心
理平衡機制

3/11(三)
10:00

財金系
B712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3/11(三)
12:00

視障資源 淡江大學教務長鄭東文
中心
淡江大學103學年度第2學期輔導身
驚聲國際廳 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

3/11(三)
16:00

大傳系
Q306

詩人許赫
文創不用等，自己的品牌計畫

3/12(四)
10:00

會計系
B713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監視
部組長蘇勇志
臺灣期貨市場介紹

3/12(四)
15:10

資工系
E819

山東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軟件學院院長陳寶權
3D Urban Sensing and Visualization

3/13(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國防大學資管系副教授、中華專案
管理學會副理事長兼敏捷創新管理
學院院長許秀影
國際軟體開發新趨勢─敏捷開發

3/13(五)
13:10

產經系
B511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
全球經貿整合趨勢下的臺灣產業發展

3/13(五)
15:10

德文系
L306

德國台灣協會會長劉威良
德國就業市場需求與實務－旅居德
國的臺灣精神科護理師在德國的求
學、愛情、就業甘談時間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9(一)
19:00

財金系
D325

演講人/講題

飛天科技董事長吳建瑩
創業者的財務理論

國際副校長率3院長訪大陸高校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右二）、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左三）、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
（左二）、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左一）4
人，於寒假期間訪問福州大學、姊妹校華東
師範大學和姊妹校山東大學。
此行成果豐碩，不但進行碩博士生招生說
明外，並與福州大學商討締結姊妹校及交換
生合作事宜。在拜訪福州大學時，是由福州
大學副校長王健（右一）偕同該校對外合作

硬筆特展文錙開幕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舉辦「傳承有道－硬筆書法暨書法藝
術特展」，於6日下午2時在展覽廳舉行開幕
式，逾50人親臨現場。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
示，「很開心本中心與中國硬筆書法協會合
辦此展，文錙中心創立已十五年，每學期皆
舉辦各式展覽，藉以培養學生的美學涵養，
希望透過此展重拾學生對於寫字的樂趣。」
現場有4位來自大陸各省份的書法家蒞臨，
場內共展出約80幅作品，型式多樣，多以硬
筆及毛筆為書寫工具，不僅各自呈現出書法
家的精、骨、神，更能顯出作品的恢弘大
氣、氣勢磅礡等特色。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
說明，此展的目的是希望讓看展人了解，書
法不僅只能用毛筆呈現，硬筆同樣也能傳達
中國文字藝術之美，且讓人感受到文字用手
寫的溫度及書寫者的情感注入。
中國硬筆書法協會書法家訪問台灣代表團
團長，同時也是參展人之一張華慶表示，書
法藝術為中華文化的精隨，淡江大學為國內
外著名的大學，在此辦展對於漢文化的交流
及傳承有相當大的幫助。

與交流處處長韋見剛等人
接待，王健希望未來與本
校能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在華東師範大學則由副
校長任友群主持座談，任
友群希望能提高交換生名
額，表示近期內擬訪問本
校簽訂交換生新約。
山東大學由副校長陳炎
主持座談會，與會人員除
該校各院代表外，港澳台
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姬銳也
一同參與。此行有助招收
大陸碩博生的佈局與規
劃。（文、圖／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提供）

Celebrate！
Day
Women's
BINGO

至15年退休者選擇穩健型、15年以上則可選擇
積極型，再加上風險因素考量來選擇最適合個
人的投資組合。
李美華說明「增額提撥」是結合儲蓄及福利
的退休金制度，讓教職員享有校方額外提撥的
退休金，且提示在法定撥繳額度內的賦稅享有
減免優惠。
白鈺萍講解中國信託私校退撫新制的網頁操
作，除說明投資、查詢、提問等功能選單，她
提醒首次登入的教職員工需完成風險屬性評
估、並寄回才可接續操作。
行副室組員賴玉枝表示，「原對於此項選擇
與內容不是很了解，會後對於增額提撥及自主
投資等實務知識更加了解。」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本校與資策會 緯育合推就業O2O
2日，本校校長張家宜（左）與資訊工業策進會執行長吳瑞北
（右），於臺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簽訂「數位微學程合作備忘
錄」，在緯創資通總經理黃柏漙（中）見證下，由本校、資策會及
緯育三方共同打造「就業導向O2O培訓」產學合作，企盼藉此將高
等教育與產業需求接軌，提升學子的職場競爭力。
張校長表示，本校於去年10月啟動數位微學程計畫，目前已有近
600位師生透過TibaMe網路平臺學習各類課程，未來本校與資策會
共同發展產業需求的課程，透過線上學習、線下實作的O2O模式，
期待以雲端培訓產業所需的優質人才，以及提供企業更精準的人才
選用服務。
吳瑞北提到，儘管大學師生人數逐年下降，但業界對人力需求不
變，透過此次三方合作，即是在對的時間點、做對的事，亦在危機
中展露商機。（文／姜智越、圖／馮文星提供）

歡慶婦女節 女聯賓果大戰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女教
職員聯誼會於5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辦第十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逾160人參與。校長張家
宜致詞時表示，「三八婦女節前夕，祝福
各位女教職員有健康、美滿生活，以一顆
快樂的心歡慶佳節。」
會中回顧過去一年
舉辦的活力校園
塑身、二手衣義
賣、端午節自製
香包等活動，女

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說：「感謝會員們在這
兩年中積極地參與女聯會各項活動，希望
大家能繼續支持，共同在這個大家庭中一
起學習成長。」另外，會中接續進行第十
屆理、監事改選。
此外，為慶祝婦女節，大會
特地舉辦大型數字賓果遊
戲，獎品有張校長提供
獎金3千元等160個獎
項，讓大家都全神貫
注、緊盯著手上的賓
果數字，深怕與大獎
擦肩而過，且此起彼
落的賓果聲，讓現場氣
氛熱絡，活動最後在歡
笑中畫下完美句點。

私校退撫儲金 3專家教投資新局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2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辦「自主投資及增額提撥
宣導說明會」，逾60位教職員工共襄盛舉。人
資長莊希豐於開場時表示，「本校為提升教職
員退休福利，進而辦理私校退撫等項目，此說
明會以利教職員了解自主投資及增額提撥內
容，希望能對教職員有所助益。」
會中邀請富蘭克林投顧副總經理邱良弼、私
校退撫儲金會財務組組長李美華，及中信銀經
理白鈺萍，依私校退撫儲金增額提撥辦法的相
關內容進行說明及建議。
邱良弼以「自主投資與投資理財」為題，認
為投資是由儲蓄能力、投資報酬率及時間的三
方配合，並建議10年內退休者選擇保守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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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女聯會會員大會中的賓果遊戲，讓現場歡笑聲、掌聲不絕於耳。（攝影／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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