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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choosing happiness over suffering, I know I am. I'm
making space for the unknown future to fill up my life with
yet-to-come surprises.（我知道我屬於選擇快樂而非受苦的人，
所以我給未知的將來留下空間，讓生命充滿即將來到的驚喜。）
－Elizabeth Gilbert，《Eat, Pray, Love》（書名中譯《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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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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師生訪海外 教學觀摩
國際學院赴印尼 外語學院師生北京交流
【記者周雨萱、馬雪芬、莊博鈞淡水、蘭
陽校園報導】上週教學觀摩期間，本校多位
師生走訪海外促交流。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
高成率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所長翁明賢、東協
研究中心主任林若雩等5人赴印尼，與建國大

學人文學院簽署合作意向書，以促進兩院交換
生與教師學術交流；簽約後隨即與該校國際關
係系共同舉行「東亞經濟與安全發展」學術研
討會。王高成表示，此行主要是加強國際學院
與東南亞地區大學的學術交流及招生工作，

賀！社團評鑑三冠王
學生會晉卓越獎 校長請客

捷報！學生會於上月參與教育部「104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
動」，與116所大專校院角逐，榮獲最高獎項「卓越獎」殊榮。如來實證社與
公行系系學會參與教育部「104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在
150所大專校院、280個社團中，分別奪得「學術、學藝性社團」及「自治、綜
合性社團」特優獎。校長張家宜9日為獎勵3社團的優異表現，舉辦「慶祝會」
慶賀，教務長鄭東文、學務長柯志恩、人資長莊希豐、社團學習與實作召集人
黃文智、課外組組長江夙冠等師生約40人一同參與。（文／張凱萁、莊博鈞、
蔡晉宇、攝影／張令宜）（文轉四版）

國際化特優李佩華典範分享
【本報訊】本校日前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
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103年試辦計畫特優學
校，於8日受教育部邀請出席國際化品質視
導機制104年試辦計畫說明會，進行典範分
享。國際長李佩華以「校內國際化共識的
形成」、「指標判讀」、「資料準備和呈
現」，以及「實地訪評當天分工及安排」四
大主題，向各大專校院與會者說明。李佩華
表示，本次分享除主題說明外，感謝校長張
家宜大力支持，以及各學術和行政單位的協
助，讓全校以集體協作和全員參與模式，朝
向一致性目標共同努力而獲獎。她指出國際
化仍須持續進行，未來在境外畢業校友聯
繫、海外實習及校內標示雙語化等項目持續
改進，以利精進各項國際化工作。

日本
作家

並促進雙方東
協研究中心未
來合作意願，
同時拜訪印尼
重要智庫哈比
比中心、戰略
與國際關係研
究所、東協及
東亞經濟研究
所，以及東協
秘書處等，相
信對東協的發
展、東亞區域
經濟整合、臺
印關係、印尼
的政經情勢及
外交政策等議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前排左四）率戰略所所長翁明
賢（右一）、東協研究中心主任林若雩（前排左二）等5人於
教學觀摩週赴印尼進行學術交流。（圖／國際學院提供）

生共同學習，另參訪多處北京知名景點。戴
毓芬表示，本次交流中讓學生了解兩岸教學
差異，也從他們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中領會
到積極的求學精神。西語二黃詩雅說，活動
很有意義，能開拓視野、與對岸學生建立友
誼。法文二吳逸慈說，可體驗不同的上課模
式，尤其是對未來課業的規劃收穫很多。

蘭陽主任訪四川實習6生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亦前往四川探訪參與
就業學程的6名境外實習學生，以掌握學生在
實習及生活方面等適應情形。林志鴻表示，

「很肯定6位同學勇於接受不同文化環境的挑
戰，提早至職場學習，同學們的表現值得讚
賞！」他期勉同學在異鄉努力學習，以提升國
際競爭能力，並了解職場面向。該項境外移動
計畫採全學期實習，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實習單位四川大凡公司總經理連海旭表示，
「來自臺灣的學生，擁有的特質是以前未曾接
觸到的，我們也學習到很多，期望能繼續合
作。」
連海旭代表該公司與林志鴻簽署合作備忘
錄，期望未來能加強產學合作關係，並提供更
多學生實習機會。

《現代保險》捐300萬 黃秀玲湧泉報校

【記者盧逸
峰淡水校園報
導】《現代保
險》雜誌創辦
人、保險系兼
任副教授黃
秀玲於去年12月底以「現代保險」名義，慷慨
捐款300萬元，認捐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中型會
議室一間。勸募人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表示，

「黃秀玲是本校校友，曾任保險系系主任，
過去對凝聚保險系的力量不遺餘力！她也是
保險領域的達人，這次參考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的規劃書後，她立即認捐中型會議室，讓
我非常感動她湧泉以報！也感謝她對學校的
支持。」黃秀玲滿懷感恩地說：「《現代保
險》雜誌社有許多優秀員工與主管都畢業於
淡江，捐款是回饋母校栽培的方式。」
她進一步說明，「從淡江退休後的第一年

起，收到創辦人署名的感謝函及三千元支票，
並邀請退休人員回校參加歲末聯歡會，讓我非
常感動！從沒想到創辦人這麼注重淡江人；退
休後的每年也持續收到學校寄出的生日卡，讓
母校的溫暖能在我的生命裡延續。」
倍感溫馨的黃秀玲另分享許多在校回憶，
「若沒有當初求學時遇見的啟蒙恩師劉建光與
陳益茂，就沒有如今的我，這份捐款回饋僅是
盡一份心力。」

新趨勢高峰論壇 逾百校友in高雄

由本校金鷹獎得主組成之菁英校友會與EMBA聯合同學會繼去年「企業
家校友高峰論壇」後，上月28日在高雄慶富造船公司總部盛大舉辦「新
趨勢高峰論壇」講座，會後並一同合影。（攝影／吳國禎）

多和田葉子來校 親誦文學詩作

日本文壇大師蒞臨淡江！本校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邀請旅居德國的日本作家多和田葉
子，於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跳躍於文
學創作的符碼：文字、聲音、翻譯」為題演
講，並舉辦座談會。此次演
講也將錄製影片，上傳在本
校開放式課程網站，讓更多
人有機會一窺大師
風采。
中心主任曾秋桂
說明，多和田葉子

題均有深入的對話及探討。王
高成指出，因多位國際學院畢
業校友服務於駐印尼代表處，
透過校友們的協助聯繫與當地
校友餐敘，並感念母校培育。
西語系助理教授戴毓芬帶領
西、法、俄3系共9位學生赴北
京外國語大學參加「外語教
學研習營」，體驗該校專業
課程，以自由選課跟著當地學

獲獎無數，曾獲芥川文學獎、谷崎潤一郎文學
獎等殊榮，是受到日本文壇期待的重量級作
家。她表示，非常榮幸邀請到多和田葉子，對
於前來聆聽者亦致上感謝。
多和田葉子在會中分享其學習語言、文學創
作的心路歷程，更朗讀其詩作，她認為文學價
值並不全是傳達資訊，而是讀者在閱讀過後有
何收穫。她說明，曾嘗試混和日、德兩種語言
創作，發現聲調交錯、韻律感讓人感到舒服，
便以此混和式的手法完成多項作品，期待藉由
多元面貌的詩歌創作，帶給讀者更多體會。
遠距組組長王英宏說，本校目前致力將有特
色的課程上傳於網際網路，以數位化的方式推
向全世界，並呼籲大家多多利用。
一位來自日本的日文系碩士生表示，多和田
葉子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作家，能看到本人感
到很開心，對其文學的表現力、自由創作的感
覺感到印象深刻。（文、攝影／盧逸峰）

【記者蔡晉宇高
雄報導】由本校金
鷹獎得主組成之菁
英校友會與EMBA
聯合同學會繼去年
「企業家校友高峰
論壇」後，上月28
日在高雄慶富造船
公司總部盛大舉辦
「新趨勢高峰論
壇」講座，逾140
位校友參與。菁英
校友會會長陳慶

男盼藉由菁英校友們的分享，讓參與的校友
對新世代的發展有更深一層認識；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表示，「本校24萬校友是寶貴的資
產，我們一直加強建立溝通橋樑，以增進與
校友間的情誼，並連結校友力量。此次『新
趨勢高峰論壇』有超過百位校友參與，很令
人感動！也證明我們持續維繫與校友間的良
好關係！」

EMBA聯合同學會理事長黃茵茵則感謝校長
張家宜及校方對校友活動的熱烈支持。前校長
趙榮耀、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等人南下出席盛會，趙
前校長並頒發感謝獎座。會中進行兩場專題
講座，同時與臺北校園D502教室進行同步視
訊，以饗臺北地區校友及EMBA同學。
第一場由去年金鷹獎得主，化工系（今化材
系）校友，高雄市政府顧問劉世芳，講述「高
雄市未來發展藍圖」。劉世芳藉由十幾年來高
雄的蛻變，強調城市發展需因地制宜創造特
色，而非複製其他都市的模式。第二場則由
會計系校友，兆豐國際商銀常務獨立董事陳戰
勝，分享「互聯網新經濟新金融」。他指出，
互聯網的應用是顛覆傳統的開始，並透過說明
互聯網與其引發的物聯網革新如第三方支付、
電子商務、行動支付等新穎概念，讓校友們更
加了解未來金融新世代的面貌。另電算系（今
資工系）校友，前加拿大校友會會長王揚文，
也在會中展示多人同步視訊等互聯網技術的實
際運用案例。（完整新聞見網站）

雕塑家何鄂贈本校黃河母親 教師多元升等24師參與

【本報訊】為加強兩岸文化藝術交流，文
錙藝術中心於10日上午舉辦「黃河母親捐贈儀
式」，由中國大陸雕塑大師、甘肅省美術家協
會名譽主席何鄂親贈雕塑名作「黃河母親」，
校長張家宜亦與其共同揭幕。張校長除贈送感
謝狀，另致辭表示本校將維護、並極力宣揚此
藝術品。她感謝何鄂為本校提供寶貴的觀摩學
習機遇，同時提到淡江願為兩岸的藝術交流提
供更多、更好的平臺。此作品為母親側臥，幼
子趴在身上，母子二人安詳景泰，未來將置放
在牧羊草坪。此外，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名雕
塑家李再鈐均對雕
塑作品給予高度評
價和深刻闡述。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
展組於8日在I501舉辦「教學研究型升等講
座」，由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分享教學實務
研究基本內涵，會議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共
計24位教師參與。游家政從《課程與教學》季
刊中挑出15篇教學實務研究論文為例說明，案
例有商業、語言、傳播、理工等專業領域。
游家政建議研究主題可由教師、學生及環境
切入，研究方法可依照個人專長選用，他說：
「教學實務型研究是新興升等方式，教師可用
最適合的專業學科來研究，但教學實務研究的
主角還是學生，而學生的學習成果即是教學產
出。」西語系副教授林惠瑛說：「講座讓我了
解教學實務型研究不受教育理論限制，可結合
教學與學科知識進行研究，獲益良多。」

本校招生組赴馬國參教育展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4日至7日受邀參加馬來西亞雪蘭
莪暨吉隆坡留臺同學會主辦的「2015年臺灣寶島教育巡迴展」，赴往
巴生區、萬津區、沙登區，以及萬撓區進行招生宣傳活動。馬來西亞
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暨會計系校友李子松出席開幕，本校馬來
西亞校友會亦全程陪同協助，讓當地學子更了解本校各系特色。
招生組專員陸寶珠說明，此次行程展現淡江就學優勢、並拓展國際
能見度，在說明會現場已有學生表達意願來校修讀大傳系和企管系，
更感謝當地校友會會長陳棏義的協助，讓本次的招生活動圓滿順利。
陸寶珠表示，將與當地校友會密切合作，以利積極拓展境外生源。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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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3(一)
13:10
4/13(一)
16:20
4/13(一)
18:30
4/14(二)
10:00

化材系
E510
土木系
B302A
參考組
U301
教政所
ED601

4/14(二)
14:10

資工系
E311

4/14(二)
14:10

數學系
S433

4/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4/14(二)
15:00
4/14(二)
15:10

師培中心
ED201
土木系
B712

4/15(三)
10:00

資圖系
L306

4/15(三)
10:00
4/15(三)
10:10
4/15(三)
14:10
4/15(三)
16:10

法文系
E304
財金系
B712
航太系
E827
大傳系
Q306

4/16(四)
10:00

會計系
B713

4/16(四)
13:10

4/16(四)
14:00
4/16(四)
14:10
4/16(四)
14:30
4/16(四)
16:10
4/17(五)
9:50

人福組
驚聲國際廳
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
T701
參考組
U301
統計系
B302A
戰略所
T306
大陸所
T701
遠距組
I501

4/17(五)
10:10

資工系
E787

4/17(五)
13:00

遠距組
I501

4/17(五)
15:00

遠距組
E20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副教授黃意真
褐藻多醣在生醫材料的應用
三德慈善基金會主席高千媛
Go purpose-讓夢想 帶來新的夢想
講師吳理莉
常用的中文資源
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臺灣技職教育現況發展與未來展望
滁州學院計算機與信息工程學院院長陳桂林
物聯網時代的智慧校園：應用型高
校信息化的現狀與挑戰
國立臺北大學統計系教授黃怡婷
Joint model of multiple longitudinal measures
and a binary outcome – an application to predict
orthostatic hypertension for subacute stroke patients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助研究員董崇禮
Application of x-ray spectroscopy to
energy and material science
環境資訊中心講師劉欣維
教育議題專題－環境教育
淡江大學前土木系系主任漫義弘
淡江土木系的歷史傳承
中央研究院資訊服務處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管理師唐其慶
系統管員（System Librarian）面面觀
蔚龍藝術有限公司負責人王玉齡
藝術規劃業概覽
台灣期貨交易所副總經理林長慶
期貨業概論
UL工程部經理林峰民
職場前的那一刻
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執行長鄭光廷
文創產品通路策略一
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特助會計師胡怡嬅
人生不設限
佳威企管企業管理顧問項義順
問題分析與解決思維邏輯運用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應日系副教授黃
如萍
村上春樹文學的受容
講師傅淑琴
數學資源懶人包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主任工程師呂玉婷
半導體製程資料介紹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賢
兩岸在國際NGO的互動問題
尚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執行長林志銘
網路創業－「愛情公寓」前進中國
國立空中大學研究處副研究員黃慈
其實可以很不一樣Meet the MOOCs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辦
公室資深專案經理鄭榮家
專案管理實務(上)
國立交通大學高等教育開放資源研
究中心主任李威儀
翻轉吧！MOOCs來了！你準備好了嗎？
國立宜蘭大學磨課師計畫執行長黃朝曦
改變學習的系統化 進入MOOCs多元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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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13(一)
19:00

財金系
D325

演講人/講題

財金資訊公司副總經理黃昱程
互聯網金融

主管職能培訓談職場EQ

人力資源處於10日舉辦一級主管職能培
訓課程，邀請聯合心理諮商所心理師林萃
芬以「職場EQ和情緒壓力管理」為題演
講。（文／姜智越）

徐翔龍：三不三要避資安風暴
資訊處於8日舉辦「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
治宣導講習」，由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
主講「資安趨勢與詐騙手法分析」，針對
全校行政人員進行宣導。（本報訊）

商管院會發展瞄準巨量資料分析
商管學院於9日舉行院務會議，商管學院
院長邱建良表示，課程將更加貼近時代脈
動，計劃從巨量資料分析相關學程著手，
讓學生具備職場競爭力。（文／呂瑩珍）

觀摩英語授課 激發學教新動力

教師教學發展組於9日舉辦「英語授課教
師課程教學觀摩」，由水環系教授李奇旺
以全英語教授「給水工程」，帶給學子衝
擊，激發更多學習動力。（文／李昱萱）

大傳教授趙雅麗出版新書

大傳系教授趙雅麗於日前出版新書《天
山：一趟沒有地圖的心靈旅程》，分享天
山之旅如同找尋自己的旅程，進而從中探
索生命意義。（文／張凱萁）

本校輔身心障生轉銜就業

視障資源中心於9日舉辦「畢業生轉銜座
談會」，中心執秘洪錫銘表示，本座談讓
即將畢業的同學更進一步了解就業生態，
並學習適應環境。」（文／陳羿郿）

追思楊景堯大陸所18日辦音樂會
大陸所副教授楊景堯日前辭世，大陸所
為感念其20多年來堅守教學研究崗位及貢
獻，於18日舉行追思音樂會。（曹雅涵）

歐盟冬令營登上《美麗佳人》
歐盟中心於日前舉辦冬令營，邀請《美
麗佳人》雜誌跨業合作開設歐洲時尚講
座，內容亦載於四月號雜誌。（曹雅涵）

擊劍校隊獲東吳盃擊劍3獎

擊劍校隊於3月底參加東吳盃全國新生擊
劍賽，獲女子鈍劍個人賽季軍、團體組冠
軍及男子鈍劍團體組季軍。（陳羿郿）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