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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晴山，師承家學，擅詩、書、畫，中學時師
事江兆申，致力水墨創作至今五十餘年。喜愛遊
山玩水，有新文人畫派之稱。本幅作品描寫往三
貂嶺勝景，左邊高山峻嶺向前延伸，右旁寬大水
溪，中有窩石錯落，奇巧百出，水流湍急，令人
清靜，尤以落日時分，晚霞流光四射，蓊鬱樹林
遍布山谷峭壁，使人見之大自然神奇。

張校長 天津大學賀雙甲子校慶

本校董事汪國華辭世
【本報訊】本校董事汪國華上月24日辭世，
享壽83歲，將於16日（週五）上午9時在臺北
市第二殯儀館景仰廳舉行公祭。汪國華為本校
英文系校友，曾任國泰世華銀行董事長、國泰
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董事長，他一生奉獻
金融業，從基層一路晉升至董事長，為金融圈
由非本科系基層行員一路晉升至董事長的知名
特例。本校一、二級主管當日將前往悼念並緬
懷他的風範與事蹟。

赴

華北校友聯誼會熱烈歡迎

外語聊天室５語言任你聊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2日，本校校
長張家宜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應邀參加
大陸姊妹校天津大學12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張校長親向天津大學校長李家俊致賀。張校長
並在此活動中，與眾多國際姊妹校代表交流。
天津大學為大陸國家「985工程」重點建設
大學之一，因前身為北洋大學，所以被稱為中
國第一現代大學。天津大學於2011年11月與本
校締結姊妹校，至今每學期都有交換生等學術
交流。

本校大陸華北校友聯誼會特於3日為張校長
與戴萬欽舉辦歡迎餐會，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
會長莊文甫特地飛抵北京共襄盛舉。席間，張
校長特別介紹本校近況最新發展，以及及本校
大陸生招生現況，並與企管系校友暨華北校友
聯誼會會長楊國棟、建築系校友廖俊添、法文
系校友孫琇杏、企管系校友余瑞璘等30位校友
相談甚歡。
各校友們分享在華北的創業、就業與深造的
傑出表現，令張校長印象深刻。她鼓勵畢業陸

生能參加華北等在大陸的校友會，可拉近與母
校情誼。華北校友聯誼會係於今年5月30日成
立，為旅居華北的校友提供交流與合作聯繫的
平臺。

教學
卓越

本校校長張家宜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於2日參加大陸姊妹校天津大學120週年校慶
時，張校長（右）與天津大學校長校長李家
俊（左）握手祝賀。3日特別與本校大陸華北
校友聯誼會聯絡情誼，與30位與會校友相談
甚歡。（圖／國際處提供）

宏國副總統艾蕾拉等

想練習外語口說卻苦於找不到對象嗎？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為有這樣困擾的你舉辦
「外語聊天室CHAT CORNER」，目前有英、日、法、韓、西5種語言，即日起每週一
至週五、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4時在驚聲大樓10樓大廳現場預約登記，預約以兩週內
的時段為限，一人一次最多可預約六個時段，每時段為一小時，歡迎全校有興趣的
師生前往登記。除了練習外語外還能交到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詳情請至驚聲大樓
10樓大廳現場洽詢。（文／劉蕙萍、攝影／閩家瑋）

寇大偉 分析2015英國大選

外交與國際系
未 來 學 所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外交與國際關
係學系暨未來學研究所座談會於6日中午在驚
聲大樓T306會議室舉行，由外交與國際系兼
任副教授寇大偉以「The 2015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how Labour blew it and why the clever
pollsters blew it too」為題演講，由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主持，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外交與國際系系主任鄭欽模、未來學所助理教
授Jeanne Hoffman出席與談。戴萬欽表示，英
國政體歷史悠久，在國際地位重要，許多國家
政治制度也脫胎於英國，藉此活動讓師生了解
英國是不錯的學習機會。

座談會中，寇大偉及與會者探討、分析2015
年英國大選工黨落敗，保守黨出乎意料以絕對
多數取得大選勝利的結果以及英國未來政治發
展的趨勢。鄭欽模說：「本系於本學年度成
立，此活動為本系首次辦座談會，特別請曾任
英國駐臺代表的本系教師寇大偉，以他長期觀
察英國的政情發展與師生分享。未來本系將舉
辦各國政治經濟發展講座，盼同學累積更多實
務經驗，歡迎踴躍參加。」參加講座的戰略碩
三胡哲瑋分享：「演講內容受益良多，因曾參
與新北市長選舉的選務工作，所以對寇教授精
闢的選舉投票行為分析，尤有感觸。」

藝行50開幕 贈畫典藏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舉辦的「藝行50-師大藝術系54級美展」於5
日上午在文錙展覽廳開幕，這是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藝術系54級畢業50週年紀念展，由25位藝
術家參展，本校校長張家宜、真理大學校長林
文昌，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54級的指
導老師梁秀中和羅芳出席與會，現場近60人大
家齊聚一堂，分享創作歷程。
張校長致詞恭賀展覽順利外，現場並接受
陳升榮、劉昆文、顏素華和陳武漢4位參展人
捐贈的「舐犢情深」、「同歡共舞」、「牡
丹」、「萬重山」4幅畫作，以表達感謝之
意。文錙中心秘書顏孜芸表示：「這4幅畫作
將列入本校典藏，並視展覽主題擇期展出。」
還沒有去看展嗎？本次展覽舉行至27日止，
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張俊傑、何懷碩共25位
藝術家的油畫、版畫、書法、水墨畫、水彩畫

藝行50展覽於5日開幕，參展人劉昆文
（左）贈畫作「同歡共舞」，感謝本校協助
辦展，由校長張家宜（右）頒贈感謝狀。
（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等多元類型的110件平面創作。

該專班12日（週一）上午10時30分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開幕式，由美洲所所長宮國威介
紹課程及學校師長，活動結束後將在福格飯
店舉行歡迎午宴。13日（週二）起將展開面授
課程，新生課程包括臺灣與亞洲關係、臺灣與
拉丁美洲等並介紹覺生紀念圖書館、數位資源
利用講習及海事博物館。二年級生課程，包含
東北亞經濟發展、東南亞國協經濟發展及中、
日、韓三角關係等。在每日充實課程之餘，還
安排學生參觀故宮博物院、遊覽士林夜市，參
觀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讓他們能夠真切地感
受臺灣文化。
此外，他們於14日（週三）將受邀參加外交
部午宴。

教學行政革新17日研討校務發展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教
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將於17日（週六），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宜、三位副校
長、一、二級單位主管、秘書及教師代表皆出
席參加。
本次以「躍升多元創新，精鍊優質競爭力」
為題，將針對「105-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六大主軸，將由各主軸計畫主持人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研發長王伯昌、教務長鄭東文、
學務長柯志恩、資訊長郭經華、未來學所長陳
國華，進行專題報告。下午則以105-107學年
度校務發展計畫六大主軸，進行分組討論與結
論報告，之後由張校長主持綜合座談。

9:00

開幕致詞

105-107校務發展計畫
六大主軸專題報告
13:00~
14:00

16:00~
16:30

9:10~
12:00

分組討論
張校長走訪各組

分6組進行
分組結論報告

14:20~
16:00

綜合座談
閉幕致詞

17日（週六）之104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議程。（資料來源／品保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144行政會議 預測105招生

【本報訊】本校第144次行政會議於7日在驚
聲國際廳舉行。校長張家宜首先歡迎新任主管
的加入並揭示本學期重點工作：105-107校務
發展計畫推動，將於17日（週六）教學與行政
革新研討會中進行討論，請同仁事先參閱過去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所談到以兩岸發展與
境外生招生、大學國際排名、生源多元化等研
討會實錄；未來持續加強校友聯繫，以增進境
外生招生和守謙國際中心募款活動。
會中頒發「科技部103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研究創作獎」予資圖碩一賴佳柔、電機系校
友林昆鋒各獎狀一張、指導教授資圖系副教
授賴玲玲、電機系助理教授鄭吉泰各獎牌一
面。另外還頒發通過本校第一屆職涯導師培訓
CPAS證書予中文系助理教授林偉淑等11人，
肯定他們傑出表現。賴佳柔和林昆鋒均感謝指
導老師的協助和研究方向指引；賴玲玲說：
「賴佳柔認真負責，回應性高且充分討論有良
好的互動。」
專題報告中，教務長鄭東文以「104學年度
各學系指考落點與105招生預測分析」為題，
說明全國出生人數減少在105學年度首遇的衝
擊和招生考驗，他提出

結合校友力量、增加境外生招生、建立系所特
色等策略來因應。而在討論事項中，通過「淡
江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臨床醫學
資訊系統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淡江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處理要點」提案。

6日成立退休人員聯誼會
【記者王心妤、杜歡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
加強對退休教職員工之服務與照顧，關懷其生
活與健康之需求，特於6日下午2時30分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淡江大學退休人員聯誼會」
會員大會，退休人員熱情參與並選出前校長林
雲山為理事長。此聯誼會將鼓勵退休人員參與
校內各項志工服務等會務工作，以增進與學校
之聯繫情誼並協助學校的校務發展與貢獻。在
會員大會前，中午12時在化學館榕樹下，約有
50位退休人員聚餐聯誼，校長張家宜特地親臨
現場，與退休人員共享相聚時光。大家互聊近
況，並希望能常舉辦聚餐聯誼，活絡彼此間及
退休人員對學校的情誼。

藝術影片 軍艦海戰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0/13(二)
14:10

水環系
E415

演講人/講題

10/14(三)
9:00

財金系
B701

10/14(三)
10:10

財金系
B701

10/15(四)
13:00

創育中心
R103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2(一)
12:00

課務組
B218

10/1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0/12(一)
14:10

工學院
E787

10/12(一)
16:00

大陸所
T701

10/13(二)
10:10

會計系
L303

10/13(二)
14:10

水環系
E787

10/1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0/13(二)
14:10

經濟系
B713

10/14(三)
10:10
10/14(三)
14:10

財金系
B713
參考服務組
U203

10/15(四)
10:10

亞洲所
T511

10/15(四)
12:00

課務組
B218

資訊處專門委員錢太隆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
心能力功能說明會(三)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中心助理
研究員許銘華
Development of Small
Molecular as Biological
Active Compounds &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
環境法委員會委員趙懷琪
創新與創業
奇勤科技執行長陳武吉
戈壁挑戰賽Part2與兩岸半
導體產業發展
KPMG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池世欽
網路產業及消費性產業常見
經營模式及相關探討(下)
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秘書陳永祥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三)
台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魏大華
Ironbased nanomaterials for
multiple applications
南僑企業集團會長陳飛龍
環境變遷與企業轉型~南僑
經驗
永豐金證券董事長陳惟龍
證券業概論
講員許琇媛
學位論文撰寫之鑰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
心副主任邱達生
東亞經濟前景與投資機會
資訊處專門委員錢太隆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
心能力功能說明會(四)

前翡翠水庫管理局運轉中心
中主任暨簡任技正林瑞廷
翡翠水庫水資源運用與管理
淡江大學EMBA聯合同學會
理事長黃茵茵
金融市場就業現況分析座談
會
兆豐證券公司協理陳清吉
金融實務講座課程：證券業
業務現況與發展趨勢
竹圍工作室研發總監李曉雯
我策的不是展，是人生

10/15(四)
14:10

通核中心
國際處
SG320
數學系
S104

10/1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10/15(四)
14:10

資工系
E819

10/15(四)
18:30

參考服務組
U301

10/16(五)
10:10

資工系
E787

10/16(五)
10:10

大傳系
O202

10/16(五)
10:10
10/16(五)
13:10
10/16(五)
14:1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產經系
B309
經濟系
B701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0/16(五)
19:20

國企系
D402

10/15(四)
15:10

知名沙發衝浪客動感小帆
只愛陌生人
鈦思科技工程師賴寶妮
數學與人生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張源俊
Something old is new again：
Regression and Active
Learning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林義隆
Machine Learning for Image
Processing
講員劉靜頻
如何選擇投稿期刊？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知識
產品國際事業處經理呂秀桃
當知識管理遇見Social風潮
TVBS新聞部採訪中心副理
兼國際新聞中心主任楊樺
電視國際新聞的產製和創新
馬拉音樂總監王俊傑
土地‧母語‧生活與創作
花旗銀行總經理葉莉英
金融業的就業概況
Ezprice比價網執行長陳振榮
台臺灣電商市場創業機會

臺北校園
10/15(四)
19:10

會計系
D301

演講人/講題

太平洋建設副總陳清暉
會計人與法律風險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翁樸棟
電信產業之商業智慧系統應
用實例

13日淡品獎說明會快來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將於13日（週二）下午2時30分，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淡江品質獎暨品管圈競賽」活
動說明會。本活動負責人江書瑜表示，會中將
說明品質獎及品管圈競賽的申請方式，及書面
報告和簡報製作的撰寫格式及製作方法，歡迎
校內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踴躍參與。詳情可
上活動報名系統查詢。（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course.aspx?cid=av20151013）

影片

文錙音樂廳 海博館開放欣賞

想要親近音樂和軍事船艦嗎？文錙音樂廳和海事博物館將帶來系列
影片。即日起，文錙音樂廳每週一至週五中午12時在文錙音樂廳前川
堂，以「文錙影視之窗午間影片欣賞」為題，你可以看到各種音樂藝
術類電影，另外更安排2次可直接進入文錙音樂廳觀賞影片，讓你體驗
7.1聲道劇院級音效的震撼。文錙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除期中考週
和期末考週外，希望藉由藝術影片播映，讓本校師生能接觸音樂、表
演藝術機會。」。而海事博物館影片欣賞自15日（週四）起，每週四
上午10時10分在海博館四樓播放室中，帶來一連串海戰、軍艦、海底
探險等珍奇影片。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說：「早期海博館的駕駛室可看
到海，希望藉由影片播放能將海洋景致留在這裡。」如果錯過各場次
的影片播放也沒關係，這些影片均在圖書館非書資料區借閱，歡迎大
家前往觀賞。（文／陳照宇、陳品婕、攝影／李建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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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

淡水校園

31拉美菁英來當淡江人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亞洲研
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自104學年度更
名為「美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自12日起，來自宏都拉斯、巴拿馬、
多明尼加、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巴拉圭、哥
倫比亞等各國的在職精英，包括一年級新生21
人、二年級學生10人，共31人來校進行為期一
週密集面授課程。
其中宏都拉斯副總統艾蕾拉、及其夫婿非政
府組織國際兩性友善發展協會會長艾米格、宏
都拉斯總統府秘書長陳凱雅、巴拉圭駐巴西聖
多斯市總領事費卡洛、多明尼加駐荷蘭海牙公
使馬聖迪、厄瓜多勞工部次長艾斯康，以及宏
北Tela市市長薩卡羅皆在該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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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