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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讓自由之風吹拂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23日世界閱
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TKULib Talk
覺生講堂」，邀請校長張家宜以美國史丹
福大學前校長Gerhard Casper的著作《The
Winds of Freedom : Addressing Challenges to the

University》一書，在總館二樓閱活區進行閱
讀分享會，三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出席，
座位區外還有一排站立人群聆聽。
張校長以讀者的角度分享Casper在學術殿堂
的風範，且書中探討高等教育及大學校長的角
色與職責，引起她
的興趣及關注。張
校長認同大學校長
一職除了是學校管
理者，更扮演教育
家、社會工作者、
大學服務學者等九

種角色，而追求九個教育自由之風，如超越
國界及文化的自由、思想自由、營造教學研
究自由空間等任務，更是身為大學校長的神
聖使命。
張校長也提到，「我曾在史丹福就讀教育
行政學碩、博士學位，也因為這層關係，讓
我讀起這本書時，對於書中談到的許多實
例，多了一份親切感。」而大學校長所做的
努力，不僅呼應了史丹福大學的校訓「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讓自由之風永遠吹拂，亦是Casper認
為大學校長在大學校園該有的核心價值。

張校長於分享會尾聲，引書中一句「The
days of a university are always first days.」作為結
語，自我期許及與同仁們共勉，以學無止境
的心、面對每一天的嶄新挑戰，為營造更美
好的校園共同努力。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校長的讀書分享
會與館內一系列世界閱讀日活動，除了鼓勵
閱讀風氣外，亦盼師生更加喜愛閱讀，增進
人書互動。」會後，大家移動腳步到圖館大
廳欣賞「如果我是一本書」圖文展，由參展
作者之一英文系副教授陳吉斯為張校長導覽
，並講述其創作理念。

檢視震後校安 教官籲「蹲下、掩護、穩住」三口訣
【記者李昱萱、
范熒恬淡水校園
報導】20日臺灣東
部發生多起有感地
震，淡水地區亦感
受到明顯搖晃。根
據中央氣象局地震
測站提供數據，最
強的一起達芮氏規
模6.3，當日晚間旋
即有學生反應在紹

23日世界閱讀日，圖書館舉辦
「TKULib Talk覺生講堂」，邀請校
長張家宜以《The Winds of Freedom
: Addressing Challenges to the University》一書，與師生分享大學校園應有
的九大自由，讓總館二樓閱活區座無虛席。（攝影／李建旻）

張校長與蘭陽大四生座談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校長與大四學生座談會」以
大三出國為主題，21日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宜與蘭陽校園
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各學系系主任、專任教師及大
四學生近200人出席參與座談。
張校長表示大三出國是蘭陽一大特色，「在出國留學這一年是很棒且
很重要的經驗，這個座談會是想了解大四學生有否成長，或是遇到什麼
困難，也希望大四生可以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們。」看到大四學生變得
勇敢、積極、獨立，校長也表示感到欣慰！
政經四楊宗叡分享在美國天普大學的生活，他表示，「在國外最大的
收穫就是變得更勇敢獨立，我在國外學校積極參與活動，包括擔任體驗
營志工、參與管樂隊及比賽。」他鼓勵學弟妹勇敢跨出國門。

參訪船舶中心促合作

【記者陳羿郿、
蔡晉宇淡水校園報
導】《話說淡水》
終於出版了！在博
客來、驚聲書城及
各大網路書店皆可
見中英、中西、中

可推廣淡水觀光，還可作為會話或口譯的上
課教材。藉由此書行銷淡江形象、落實國際
化理念，亦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出版中心經
理吳秋霞說，出版中心未來會為各院規劃代
表性出版品，104學年度預計與文學院合作。
談起插畫創作理念，陳吉斯表示，自己不
是專業畫家，是為自娛及自我療癒的隨興而
畫，亦隨著淡水不同景物、心境自由發揮，

《話說淡水》一書中的插畫，正是陳吉斯對淡水最誠摯的觀察，
從流浪貓的姿態展現自由味道，到小白宮散步的老人襯托出悠閒生
活步調等，以速寫創作記錄淡水老街、觀音山、淡水河畔、淡江校
園等逾70幅創作。（攝影／姜智越）
23日下午，覺生紀念圖書館前一隅即景。有學生俏皮
地為銅像「閱讀的女孩」戴上一頂帽子，對比身旁兩位
男同學，坐姿與閱讀女孩相似，情景令人玩味。（文／
呂柏賢、攝影／朱樂然）

大陸所於18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紀念音樂會，為
今年三月辭世之教授楊景堯表達懷念之情。會中除
了播放緬懷楊景堯影片、及轉載網路留言感謝詞之
外，並由管樂社演奏該年代組曲，希望大家在悠揚
音樂聲中心懷對他的敬意。楊景堯家屬（圖左）感
謝大陸所的追懷美意。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
成、大陸所所長張五岳等師生，約200人出席追思
懷念。戴萬欽感念楊景堯生前對學校和社會的貢
獻，尤其對陸生的關懷有歷久彌新的成就。王高成
認為，楊景堯教學認真，感佩他始終秉持認真態度
堅守教學研究崗位。
張五岳表示，十分感謝楊景堯對大陸所的貢獻，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啟動查詢碼 今年報稅更便利

長期推動兩岸高等教育和在臺陸生的教學或學術計
畫，儘管他的離去令人感傷，但仍希望大家一起共
同努力。大陸所教授趙春山則說：「他表現出知識
分子的典範，常言人不敢言和寫人所不敢寫，是位
擇善固執的學者，希望大家學習他治學的精神。」
楊景堯於2012年6月集結全臺首批來臺陸生所寫
的文章，出版《大陸學生台灣夢》一書，因此邀請
資圖四陳語時、大傳四蔡博藝、資工三陳汀一代表
陸生出席，陳語時說：「因出書而結識楊老師，為
我們接續出版《大陸學生台灣夢》、《大陸學生台
灣緣》兩本具歷史意義書籍，他對教育與學生不求
回報的付出，值得我們尊敬。」（文／王子承、攝
影／吳重毅）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追思楊景堯
紀念樂音懷敬意

更正啟事：本報於962期刊登「王文彥新聞
攝影囊6獎」新聞中，王文彥應為運管系運輸
科學碩士班肄業校友。

美洲所邀請尼加拉瓜駐華
大使達比亞（前排右三），
於17日在T306與美洲所學
生談「尼加拉瓜現況分
析」，現場播放《尼加拉瓜
正在做什麼》影片，向大家
說明當地政府的經濟、醫療
的進步與發展，也讓大家了
解尼加拉瓜人民的生活文化
情形。達比亞希望藉由演講
讓大家重新認識尼加拉瓜。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前排右四）表示，本校美洲所長期關注拉丁
美洲研究，並深化與拉丁美洲區域學術交流，所以與拉丁美洲國家
駐華使節往來頻繁，藉此機會可促進學生對尼加拉瓜的了解並拓展
國際視野。參與這次活動的美洲所拉美組碩一學生呂冠樺分享：
「在本次演講內容和影片的展示下，可充分感受到當地民眾在艱困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20日，財務處舉辦綜合所得稅申報
「憑證及稅額試算服務列車～淡江大學站」專題演講，邀請財政部
北區國稅局淡水稽徵所股長楊鳳鑾解說網路申報綜所稅，並介紹103
年度所得稅法新變革，近50人與會，為下月展開的報稅暖身。
首先，楊鳳鑾說明納稅義務人在辦理綜所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的認
定標準，今年度的新法上線，現在申報各類所得皆可分開計算。今
年5月報稅，另新增「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查詢碼，提供自行
下載所得及扣除額資料。活動亦提供試算表，讓大家動手填表，楊
鳳鑾除同步教學說明免稅額、扣除額及財產交易損失等項目的認定
準則及門檻，亦提醒常見的申報錯誤，例如在免稅額的認定標準。
此外，為簡化及加速綜所稅申報，楊鳳鑾示範線上報稅步驟及查
詢碼使用方法，而國稅局在寄稅額試算通知書時，另提供查詢碼服
務，期待大家皆能順利報稅。財務處會計組組長吳郁章表示，主講
人清楚說明了今年度的申報特點，讓我了解與往年的差異。

文錙盃e筆書法 快來報名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書法研究室與中文系舉辦「文錙盃學生e筆書
法比賽」，即日起報名至5月1日，首獎可獲獎
金6千元。比賽採即席創作、現場公布題目，
由參加者使用數位e筆書畫工具，作品經紙本
列印後，擇優選出前三名、優選五名及佳作。
活動承辦人杜美先表示：「美學涵養為學生
八大基本素養之一，希望透過e筆書法比賽，
增加學生的美學涵養以及熟悉e筆書寫。」比
賽訂於5月11日到15日分時段進行，活動詳情
可到書法研究室網站（網址：http://www2.
tku.edu.tw/~finearts/ccfac/index.html）查詢。

從中記錄在地人文慢活的一面。在一味追求
現代化、求新求變的時代，淡水仍保有農
業社會遺留下的紅磚屋瓦，建議大家放慢腳
步，仔細觀察聆聽便能發現更多在地之美。
大傳三張庭瑜說：「《話說淡水》設計精
美且內容豐富，讓我認識不一樣的淡水，比
旅遊書更引人入勝，相信可從此書讓觀光客
更了解在地風光。」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27(一)
14:10

機電系
E819

4/29(三)
10:00
5/1(五)
13:10

演講人/講題

威智湯遜廣告公司董事總經理鄧博文
廣告、生活與生涯規劃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
人福組 授徐佐銘
驚聲國際廳 「性別工作平等法簡介」及「防治
性騷擾」
出版中心、
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河北
資圖系、
大學出版研究所副所長杜恩龍
圖書館
編輯人的最高境界
L522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助理教授王
經濟系 佳琪
B605
Taxation on a Mixed Oligopoly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Ownership

配合423世界閱讀日，圖書館在二樓大廳
舉辦「尋找城市 探索城事」城市文學主題書
展，展期至5月15日止。（攝影／朱樂然）

圖館邀師生探索城事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配合423世界閱
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在二樓大廳舉辦「尋找
城市 探索城事」城市文學主題書展，以地域
分類歐亞非、大洋洲等地，展出相關的百餘本
館藏，蘭陽校園則自5月25日開展至6月13日。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本次以輕鬆的主
題，告訴大家閱讀並非你想像中嚴肅，藉由書
籍可閱覽風景、空間及任何情境，跟隨作者遊
走在各城市間，讓讀者從不同時空看相同城
市，是很浪漫的一件事。」
非書資料組另提供有城市相關的電影，並邀
請秘書處專員馮文星、採編組組長方碧玲等人
分享旅遊照片，每張照片各自表達獨特的城市
意象。
石秋霞說，在圖館網站搜尋「城市文學」，
即可見本次書展的館藏，「邀請同學們一起來
品嚐，思考屬於自己旅行的意義。」

駐華大使達比亞來校 介紹尼加拉瓜面貌

德、日、俄6語系師
資合力完成介紹淡水
地區15個知名景點，
同時邀請英文系副教
授陳吉斯繪製速寫插
畫，讓閱讀之餘感受
淡水文化生活，還能
增進外語會話及翻譯
能力。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表示，淡水是富涵
人文歷史之地，此書

來讀書吧 ！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研究能
量，本校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經理王乾又於
20日偕同機電系教授康尚文、化材系教授黃國
楨、物理系教授林諭男等4人，前往船舶暨海
洋產業研發中心參訪，針對本校研發的船舶裝
置進行可行性的探討，且取得進一步產學合作
的意願。
本校教師在交流中提出多項設計理念，例如
透過「物聯網」概念，利用感測器串聯多個通
訊設備的應用程式，以及防止海水相互污染和
解決航行飲用水的水過濾裝置。黃國禎說明，
水過濾系統主要是針對船舶壓艙水進行過濾處
理，以降低船隻航行造成海域生態的失衡，而
該系統的專利正處於審核中。此次參訪也讓雙
方初步認識與瞭解，期待技術能推廣到業界。
王乾又表示，「期待藉由船舶中心的實務
經驗，將設計理念轉化為技術，並應用於市
場。」而研發處將於近期與船舶中心進行二次
會談，積極向船舶中心爭取學生實習名額。

口訣，待地震停止，再聽從老師的指揮
疏散，前往就近空曠處。她叮嚀，若在
電梯遇到地震，首先按下所有樓層的電梯
鈕，並蹲下、護頭，保持冷靜等到電梯停
止，再前往戶外避難。本校防災疏散圖可至
軍訓室網站（http://ppt.cc/gzO0）查詢。
大傳二郭珮君餘悸猶存地說：「遇到地震
雖然很驚慌，但因為平日有防災演練，讓我
直覺反應要躲在堅固物體下。另外，在商管
大樓活動的人數眾多、教室空間密集，我認
為更需要加強做好防災演練。」

《話說淡水》出版 六國語言悠遊在地之美

法、中德、中日、中俄6本口譯導覽教材
書，由外語學院彙集院內英、西、法、

21日，蘭陽校園舉辦校長與大四生座談，現場
學生發言踴躍。圖為觀光四李貞毅於會中提出建
議，認為應增強蘭陽與淡水校園間社團的互動。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謨紀念體育館4樓西側的天花板有掉落危機。
總務處節能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因地震
強烈搖晃，天花板確實受到擠壓變形，接獲
通報後已委請廠商修復。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呼籲，「本校建築物每
層樓皆有告示逃生路線圖，希望同學平日可
以多加留意。若遇緊急狀況，師生應盡量往
操場、停車場等空曠處疏散，學生活動中心
也開放作為緊急避難所。」
軍訓室少校教官黃文鳳表示，地震發生
時，請遵守一分鐘「蹲下、掩護、穩住」三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4/28(二)
10:10

世界閱讀日 分享史丹福大學前校長《The Winds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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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為陳學光先生所書、名為
中國書畫千字文，將千字文全文
以 1.0
中性筆用隸書體寫在金色宣
紙，裱成冊頁，展開甚為壯觀。
陳學光隸書具有漢隸的高深功
力，轉化為硬筆書法，將隸書蒼
勁的筆力和開朗的結體，呈現得
相當完美。讓欣賞者充分體會書
法之美不在於工具，而在於運筆
者的形神表現。（文、圖／文錙
藝術中心提供）

中國書畫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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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積極努力生活的態度，改變對尼加拉
瓜的刻板印象，收穫很多。」（文／李宜汀、
攝影／蔡晉宇）

員福會講座食安改革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你對吃的食物
安心嗎？員工福利委員會於23日邀請中華綠文
化協會理事長李鴻圖來校，以「飲食危機的良
方妙藥」為題，暢談食品安全，近60人到場聆
聽。李鴻圖表示，近年來食品工業發達，含有
添加物、農藥殘留的食品大量充斥市面，因此
建議大家支持在地有機農業，選購當季盛產的
農產品，期以降低食品安全的曝險危機。
他補充說明，有機食品不單從健康取向，更
應注意生態維護、永續經營，對環境有更多的
關懷。李鴻圖說：「儘管有毒食品一再引起社
會恐慌，但這也是改革的新契機，讓大家一同
來重視臺灣農業及食品產業。」事務組組長吳
美華說，演講主軸不侷限於該吃什麼，而是從
整體食安的改善談起，我對這概念很認同，也
唯有大環境改善了，吃什麼才能都安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