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應屆畢業外籍生表現優異！國企四陶瑞珊（圓圖）、韋妮（左）、化學
四夏憲斌（中）榮獲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畢業生傑出表現獎，而國企
四梅莉莎（右）獲得第三屆圖文攝影大賽暨展覽比賽第二名。他們均於8日在
「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畢（結）業生歡送會」上接受表揚及受領獎狀。
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畢業生傑出表現獎，為臺灣獎學金辦公室舉辦，
由全國大專校院各推薦6名應屆畢業外籍生，經全國競賽遴選後選出服務類、
體育類、學藝類、群育類、智育類和綜合類各一名，本校即有3位獲得殊榮。
來自布吉納法索的陶瑞珊獲服務類獎項，她積極參與校內外志工團體，義務
教導小朋友英文，更在萬金石國際馬拉松中擔任翻譯。她分享到：「參與志工
活動既能學習，又能獲得獎項，十分開心。」而群育類則由宏都拉斯的韋妮奪
得，她是外籍同學聯誼會的第一屆會長，更是TKU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rtal平
臺創辦人，將臺灣志工、演講或比賽等訊息轉譯英文讓外籍生了解臺灣資訊，
韋妮開心的說：「特別感謝境外生輔導組和OISCA的支持。」
馬來西亞籍的夏憲斌拿下綜合類，他在學期間成績表現優異外，還成立外籍
同學聯誼會並擔任第一屆副會長，還擔任跆拳道社公關和跆拳道校隊隊長。他
表示，能獲得此獎項感到光榮及與有榮焉。薩爾瓦多籍的梅莉莎以「福爾摩
沙」主題系列照獲獎，她說明，福爾摩沙一詞是葡萄牙語中美麗之意，也代表
了自己對臺灣美好的印象。（文／張少琪、攝影／朱樂然、圖／陶瑞珊提供）

學雜費調整案 今日再審議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4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於11日在
覺生綜合大樓I501室舉行，由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主持。與會教師及學生代表認
為相關單位提供資訊不足，無法在會議中作出結論，將於今日（18日）再次召
開第二次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
學生會代理會長、中文四莊棋誠針對審議結果是否採表決方式、本校現金流
量尚足、應增設家長代表等提出疑問，並認為本次以校務發展計畫為由調漲學
費，必須確實執行。主席胡宜仁同意校務發展計畫必須落實。財務長陳叡智回
應前述問題，因教育部來函時間緊湊，期間須完成審議小組會議、公聽會及決
策會議，以致會議稍嫌匆促。
陳叡智說明，部份現金流量為本校承包教育部業務，故本金無法擅自挪移，
且孳息供本校發放部份獎助學金之用。而本次考量校務發展藍圖之財務需求與
規劃、且符合教育部學雜費調整的檢視指標，進行調整以合理反映辦學成本、
及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她並提出下學年度學雜費支用計畫，開放學校歷年
財務報表及預算書在校首頁「學雜費專區」和財務處「資訊公開專區」查詢。
因版面限制，審議會更完整之討論內容，請見
淡江時報網站（tkutimes.tku.edu.tw）。

教務處籲審慎期中退選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第
二學期的期中網路退選，將在學期的第13週、
即18日（週一）上午11時至24日上午10時前進
行作業，以2科為限，請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的
同學，務必於上述時間辦理，逾時將不再接受
任何理由辦理退選。
教務處課務組呼籲，同學應審慎考量擬期中
退選之課程，希望對已修習之課程全力以赴，
避免因退選後造成擋修或延後畢業之困擾。
另外，104學年度輔系、雙主修申請日自20
日起至6月2日止，欲申請同學請把握時間，歡
迎符合資格者踴躍申請，關於輔系、雙主修申
請和修讀辦法等相關資訊，請詳見教務處註冊
組網站（www.acad.tku.edu.tw/main.php）。

國際學院談東亞安全架構新趨勢
【本報訊】國際研究學院於11日舉辦「東亞安全架構的新趨
勢：臺灣與澳洲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澳洲大學中國研究
院副主任Richard Rigby、戰略與國防研究中心研究員Andrew
Carr與國際研究學院4位教授共同發表論文，探討相關議題。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開幕致詞表示，臺澳經濟及文化交
流密切，且澳洲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藉由本次研討會加強
本院與澳洲學界的學術合作外，更能了解澳洲觀點。王高成認
為，此會有助於國際研究學院的國際化及師生的專業成長，臺

澳學者雙方同意，未來應持續進行此類的學術
交流與合作。
在論文發表中，國際研究學院教師們提出臺
灣在亞太戰略角色的重要性、東南亞國協將進
一步強化經濟共同體的發展及功能、日本安倍
政府的防衛戰略有意強化在此區域的安全作
為，以及臺灣的國防應持續精實強化等內容。
與會學者及學生發言、討論熱絡且獲益良多。

歐盟論壇反思東亞情勢

弘光
科大

2副校長率隊 取經國品獎

弘光科大學副易光輝（前排右三）一行16人於15日來校參
訪，本校學副葛煥昭（前排左三）、行副胡宜仁（前排左二）
等主管於會後一同合影。（圖／品保處提供）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5日，弘光科技大學學術副校
長易光輝帶領該校15位主管來校參訪，學習本校全面品質管
理、標竿學習策略及推動國家品質獎的經驗。
本校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與部分一二級主
管皆與會。會中，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以「挑戰國
家品質獎經驗分享」為題，概述本校歷經三次淬煉、前後耗費
八年時間申請國品獎做籌備工作，並分享深耕品質文化及落實
品管圈的經營方向及目標。會後，一行16人轉往文錙藝術中心
參觀，且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運用數位e筆導覽，分享推行
全面品質管
理的實況。

標竿學習 弘光16人來訪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科技真的懂
「人心」嗎？大傳系副教授唐大崙日前受邀至
台視「探索科學－解碼台灣 科技X人類」節目
中，打開靈魂之窗，分享眼動實驗所探討人類
與動態媒介之成果。節目中，他利用眼動儀發
現，看電影時，男性的眼球會不由自主的找尋
血腥鏡頭，女性則偏好看主角的臉。
唐大崙以傳播研究心理學觀點，透過眼動儀
追蹤觀者對動態影像視線軌跡，分析包括影片
節奏、觀者性別、思考模式等與觀看動態影像
時之關聯，並了解科技對於人類的影響。
他表示，「透過眼動追蹤儀，可以瞭解人的
心理歷程，讓我們知道，觀看影像時，無須言
語，光是視線落點，就足以反映內心。」參與
試驗的公行三蔡晉宇表示，「這是一次很特別
的體驗。」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7日，本校歐
洲聯盟研究中心與歐洲研究所主辦「東亞政治
暨安全論壇」，邀請歐盟17位外交官員，針對
東亞安全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擔任主持人，論壇希冀協助歐盟對於東
亞區域的外交、經貿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歐研所所長暨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表示，東
亞經濟發展和歐洲類似，近期熱議的亞投行與
歐盟及兩岸關係牽動國際情勢。她認為，臺
灣是自由法治國家，對於多項議題容易隨波逐
流，學生應反思對國際現勢的理解，再做出相
對的回應。陳麗娟鼓勵學生珍惜現有資源，建
立信心後再走下一步。
19日、21日登場的「淡江歐盟企業社會責任
論壇」，陳麗娟說，難得邀請到企業共談，期
待讓同學知道未來選擇不只侷限東亞國家，歐
洲其實離我們很近。第五屆全國研究生歐盟暨
國際研究論文發表會在今日（18日）舉行，鼓
勵師生踴躍參加。

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

唐大崙解密眼動儀

文錙展克里姆特新藝術

語言能力分類，並充實學習圖書資源與教具，
建置數位教室等。而學生學習輔導方面，則設
計多語版本網頁讓不同國家學生能了解其權益
與求助系統，並開設培力課程對學生進行補救
教學。此外，也出版2冊樂華文教材。
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我們希望透過
教育部的評鑑自我提升，進而爭取華語品質標
章，成為臺灣真正的一流華語中心。」

15日，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在I501舉行「閱讀
村上春樹的小確幸」微電影發表會暨頒獎典
禮。由本校日文三邱銘華與臺大日文所賴亮
廷、黃馨誼的作品「吉他女孩」贏得首獎。
首獎影片「吉他女孩」描述一位尋找自我的
攝影師邂逅了新手街頭藝人的故事。賴亮廷說
明，作品以都市化後人際疏離為主軸，希望透
過主角表現出跳脫事件的焦點。
中心主任曾秋桂於會中表示，期待透過微電
影讓讀者體驗村上文學。（文／秦宛萱、攝影
／朱樂然）

談商品價值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於14日邀請時報出版社董事長趙政岷暢談
「村上春樹的商品價值」。他首先分享村上春
樹與時報出版社之間的合作情誼，且「時報出
版社是在臺灣獨家出版村上作品的出版社，而
村上作品也堪稱是撐起出版社業績的台柱。」
趙政岷分析村上春樹作品在臺行銷策略，目
標除推廣進入年輕人市場，另進一步說明，現
今村上作品以五感體驗行銷，例如策劃符合村
上春樹風格的音樂會、邀請名人朗讀，抑或是
在餐廳舉辦文學美食饗宴。
針對村上春樹的商業魅力，趙政岷說，「我
認為村上春樹擁有既孤獨卻又保有熱情的靈
魂，這種超脫的狀態，緊緊貼近社會潮流及人
心發展，並與其一同持續進步。」企管四邱縈
董認為，「講座很特別，以出版社角度分析村
上作品，聽完分享更想去閱讀村上作品了。」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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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18(一)
14:10

圖書館
總館2樓

5/18(一)
14:10
5/19(二)
8:10
5/19(二)
10:00
5/19(二)
13:30
5/19(二)
14:00
5/19(二)
14:00
5/19(二)
14:10
5/19(二)
14:10
5/19(二)
15:00
5/20(三)
10:10
5/20(三)
10:10
5/20(三)
13:10
5/21(四)
10:00
5/21(四)
10:00
5/21(四)
10:30
5/21(四)
13:10
5/21(四)
13:10
5/21(四)
14:10
5/21(四)
16:00
5/22(五)
10:10
5/22(五)
10:10
5/22(五)
14:10
5/22(五)
15:10

演講人/講題

原聲巴洛克樂團團員簡志賢
與歐洲巴洛克音樂的相遇
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朱知章
化學系
Nature-Inspired Design Of Pseudo-Protein-Based Biomaterials：
Q409
Their Fabrication,Biological Property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戰略所 前總統府侍衛室主任、少將吳東林
T1201
航向全球的巨龍：中國CV再認識
教政所 淡江大學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ED601
大學治理之理念與未來發展
國企系 中華郵政(股)公司董事長翁文祺
B912
跨文化溝通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未來所
訪問學者Salvatore Babones
B602
全球化城市發展與臺北的未來
參考組 講師許琇媛
U301
歐洲統計面面觀
Department of Mechanics & Mathematics, Saratov
數學系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Natalia P. Bondarenko
S433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pectral data for
the matrix Stumrm Liouville operators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研
物理系 究助理陳威廷
S215
Science with Extreme Conditions: Novel
Functional Oxide Materials Exploration
師培中心 聯合報講師陳淑玲
ED201
教育議題專題－閱讀教育
財金系 富邦投信總經理林弘立
B712
投信投顧概論
歐盟中心 東吳大學法學院暨法律學系副教授洪秀芬
T511
歐洲企業社會責任
經濟系 淡江大學文學院組員林泰君
B501
簡報心、器、疾
會計系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公司董事長黃定方
B713
企業經營與創新創業
資訊處 紅點子科技公司執行董事江衍宏
Q409
臺灣網站流量排名及商業模式分析
ISABELLE CHENG（Lecturer 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亞洲所
Languages & Area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
T402
Chinese migration to the UK
歐盟中心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黃琛瑜
T503
英國大選與蘇格蘭獨立公投
村上春樹
東吳大學日文系副教授林雪星
研究中心
村上春樹文學中的中國
T701
統計系 靜宜大學統計資訊學系助理教授李名鏞
B302A 醫療器材臨床試驗簡介
奇勤科技執行長陳武吉
大陸所
信息化教育產業-視頻教學應用概
T701
況兩岸供應鏈優勢與感測網路
宇柏資訊(股)公司董事總經理秦玉玲
資工系
專案實例－運研所貨物流向統計暨
E787
國際物流競爭力分析機制
歐盟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李酉潭
T504
比較臺灣與中東歐國家的轉型正義
產經系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黃景沂
B505
Competition of Talk Show Programs in Taiwan
歷史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李佩蓁
L201
誰搬走我的乳酪:晚清通商口岸的新商機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8(一)
19:00
5/18(一)
19:30

財金系
D325
會計系
D326

5/23(六)
14:30

國企系
D307

臺中商銀證券董事長林樹源
卓越管理創造卓越績效
國泰投信研究部基金經理人謝振興
產業分析與證券投資
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蘇守斌
危機管理與品牌重塑

回教祈禱室 滿足學生需求
本校關心學生需求，境輔組特於驚聲10樓
設置回教祈禱室，提供伊斯蘭教學生每日祈
禱場所。境輔組組長趙玉華表示，將持續友
善校園環境，並了
解境外生需求以實
現「落實校園國際
化，提高學生世界
觀」目標。若需要
使用的同學可事先
至T1001室登記。
來自緬甸的日文
二馬家輝十分感激
地說：「回教徒一
天需禱告五次，祈
禱室對住校生來說
是很大便利，今後
希望學校能讓有不
同信仰同學有更多
便利措施。」（文
／盧一彎、攝影／
吳重毅）

總務處籲留意隨身物品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近期舉
辦大經盃球類競賽，近30所校外學生來校參與
此體育盛事。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說：
「期間發生幾起外校學生物品遺失案件，除了
請主辦單位提醒同學集中保管隨身、重要物
品，更請大家善用校內置物櫃。」如真遇竊
案，可撥打聯絡勤務中心協助處理，校內分機
2110、2119。

文錙藝術中心舉辦「奇幻異色－克里姆特與新藝術特展」，於
13日上午10時在文錙展覽廳舉行開幕式，逾40人與會觀展。國
際長李佩華致詞時表示，「很高興文錙中心與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合辦此次展覽，我們長期與維也納大學有學術交流，如今交流擴
大至藝術面，期望引進維也納音樂和藝術，豐富淡江校園。」
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展覽讓同學可以更加了解藝術更深
層的內涵及隱喻。駐校藝術家顧重光說明，展品跟原版畫作神
似，品質、色彩經高度檢驗，且真品已無流通，皆讓此展更具觀
賞價值。此外，畫中藏有華人文化圖騰，不會有強烈距離感。
奧地利台北辦事處處長Albin Mauritz表示，在展場中觀賞作品
有重返百年前時空的錯覺，讓人享受美妙及難得的藝術感性。看
展學生法文一章婕儀說：「以前曾看過克里姆特的畫作，藉由此
展可以更加瞭解作品的背景及意義，獲益良多。」（文／陳照
宇、攝影／朱蔚雅）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油畫「海吉兒」是奧地利維也納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通過
「104年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計畫」，該評鑑旨在協助受評
單位改善品質並進行評定。評鑑內容及標準涵蓋組織目標與行
政運作、師資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設計與教學、學生學習與
輔導及教學環境與資源。
華語中心所有教師均領有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鼓
勵教師參與研討會，並申請華師外派計畫。在課程設計與教學
上，引進校內外專家學者成立課程及教學研發小組，制定各級

1
畫家克里姆特為維也納大學醫學

成教部通過華語文教育機構試辦評鑑

院所繪製的作品。

潘慧玲說明，藉由這次研討會可連結亞太地
區的學者，共同在高等教育政策方面深度討論
外，更能向政府建言獻策幫助未來高等教育政
策發展。本次研討會將有東亞國家高等教育政
策、財務現況、社會發展趨勢並說明日本經驗
的專題演講，還有針對其高等教育發展經驗，
遇到挑戰、臺灣高等教育的治理政策現況分等
相關論文發表。

色彩斑斕絢麗，運用了朱紅色與

4外籍生表現傑出獲獎

內外高等教育學者一同參與。
本校這次研討會舉辦意義重大，張鈿富表
示，高等教育研究學會先後於日本廣島、韓國
首爾舉行過兩屆研討會。國際化是本校推動目
標之一，很榮幸能主辦本次研討會，讓國際學
者們聚在此探討高等教育發展之外，還能以文
會友與學者們進行更進一步交流，研究生則能
從旁觀察學習，皆助於未來期刊論文的發表。

金箔的交叉使用，表現自古以來

論東亞當代高等教育政策與財政。
會中將邀請英國倫敦大學國際高等教育教
授Simon Marginson、日本作陽大學校長Akira
Arimoto、校長
張家宜、教育
學院院長張鈿
富、教政所所
長潘慧玲等國

對醫學的幻想。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和教
政所將於21、2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高
等教育研究學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討

克里姆特善於用金箔與色彩的融

21、22日論當代高等教育政策與財政

合，使得整個畫面充滿了豐富的

本校首辦東亞高教研討會

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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