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育中心專任經理詹健中表示，近年策展議題
熱門，因此各以「策」和「展」意涵規劃6主
題，讓同學了解策展之規劃與執行工作，進而
應用於學業、社團或職場中。關於本次策展系
列課程報名與詳情，快上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15日先由竹圍工作室研發總監李曉雯開跑，
她以「我策的不是展，是人生」為題說明策展
經驗。李曉雯從自身經驗說明策展歷程轉變，
指出過去展覽是以「物」的保存與展示為重
心，現在則以「人」為主，因此策展規劃要注
意趨勢並結合教育意義、娛樂性，以達到豐富

人生的目的，她認為更應側重議題的創新與突
破，而語言能力的重要是能拓展視野。講座中
同學們踴躍發言，表達自己看法與講者交流。
歐研所碩二陳國安說：「這場講座讓我對創業
產生不一樣的靈感，有意外的收穫。」

淡江世界村 1859境外生就讀

　 【 本 報 訊 】 本 校 日 前 通 過
美 國 T E D 大 會 審 核 ， 正 式 獲
T E D 官 方 授 權 取 得 「 T E D x 」

年會執照，將於31日下午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2015TEDxTKU」年會。本次以「非同凡
饗」為題，由國際處教學卓越計畫助理劉偉生
和英文二洪子恆為共同策展人，秉持TED大
會精神傳播各領域新知與創意為宗旨，邀請程

式設計師古傑芳、Niceday幸福日子營運長吳
建良、justfont就是字共同創辦人蘇煒翔、磊山
保經公司通路長林世德、瘋城部落創辦人吳孟
霖，以及多國語言習得活動網創辦人謝智翔6
人，讓你在18分鐘內探索跨領域無限可能。
　劉偉生表示，策展小組主要是由英文系7人
組成，自4月策展至今，從團隊合作、對外溝
通、甚至到語文能力都有大幅的進步，預計31

日年會結束後會整理本次策展過程與經驗並
舉辦工作坊，與全校師生分享這次與TED合
作的珍貴經驗。洪子恆說：「從策展至今花
了很多心力尋找各領域的演講者，並與講者
溝通18分鐘內容，雖然辛苦但也與團隊一起克
服困難，這次TEDxTKU年會內容將會上傳至
TEDx平台，希望藉由這次活動，讓更多人了
解TED精神。」

校友陳飛龍分享南僑企業轉型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去年通
過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驗證，並於去年3月21日
在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中，由BSI英國標準協
會臺灣分公司總經理蒲樹盛蒞校頒發BS10012
證書後。繼通過BS10012國際標準驗證後，再
獲BSI頒授「個資管理啟航獎」。19、20兩日
BSI公司將安排稽核員至本校，進行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104學年度外部稽核。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經濟學
系開設的商管學院共同科目「寰宇財經講座」
課程，於13日邀請到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來
校，以「環境變遷與企業轉型」為題演講，逾
2百名學生到場聆聽。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藉
此機會教導學生應有的基本態度，亦盼學生預
想未來、從今做起。
　陳飛龍以南僑的實際經驗為例，與學生們分
享南僑集團在商業環境的變遷下，從化工企業
拓展到食品業。他首先介紹南僑集團立業根基
的金牌產品「水晶肥皂」，並說明南僑從消費
者的需求出發，研究水質、諮詢主婦經驗，進
而創造出高品質產品的過程。

　在多角化經營的理念下，陳飛龍更進一步講
述南僑進軍國際市場、烘焙食品，以及與國
際大廠策略聯盟的實例。他指出，南僑企業在
餐飲業的創新和發展，建基在高品質的原料、
高科技的製作水平，創造出冷凍麵糰、急凍熟
麵、常溫米飯等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並在兩岸
開展餐飲事業。
　講座尾聲，陳飛龍更在回顧《天津南僑十
年》影片時感動落淚。經濟三林澤說，「今天
能聽到南僑集團的故事、以及看到陳飛龍會長
本尊親自經驗分享，感到十分榮幸，而南僑的
創新文化、以人為本的精神，更是令人印象深
刻。」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至8日止，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統計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境外
學位新生為611人及83名的境外交換生。至6日
止，本校境外學位生總數達1859人。
　 14日晚間5時，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學生活
動中心舉辦境外新生餐會，除了境外生和國際
長李佩華，還有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
理、工、商管、外語，以及國際研究等各學院
院長、境外生導師，與近400位一同出席交流
餐敘。戴萬欽致詞歡迎境外生來校就讀，並希

望大家都能在本校有豐富的收穫。現場播放
本校社團簡介影片之外，師長與境外生們交換
校園生活與學習經驗，並了解他們的在校生活
情形（右圖）。來自香港資工一徐芷穎開心地
表示，把所有的境外生聚集起來，這種感覺很
棒，也在這次的餐會中，吃到很多以前沒吃過
的東西，以後還會想繼續參加校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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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9(一)
13:00

航太系
E416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黃信富
靜電感應與能源轉換

10/19(一)
17:00

資圖系
B312

文字工作者張嘉玲
作者與書：文字記者的創作心得與
分享

10/20(二)
14:10

水環系
E415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
理局局長周文祥
集水區之保育管理-以臺北水源特
定區為例

10/20(二)
18:20

土木系
驚聲國際廳

前美國加州交通廳第七分廳副廳
長詹守正
美國土木工程的現況及未來走向

10/21(三)
8:00

職輔組
B701

中國人壽客戶申訴部協理韋俊青
保險公司的運作與保險專業能力 

10/21(三)
10:00

財金系
B701

國泰人壽行銷總監林珛育
金融實務講座課程-保險業業務現
況與發展趨勢

10/21(三)
10:10

資管系
黑天鵝展示

廳

時間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副總暨研發部市場技術總監
李佳憲
新鮮人創業經驗分享

10/21(三)
10:10

資圖系
B218

管風琴演奏家余曉怡
音樂研究法概論-音樂資源介紹

10/22(四)
10:00

職輔組
L105

教育事業部教學與教材中心經理
兼總經理特助潘素滿
教科人必備之職場倫理與工作態度

10/22(四)
13:00

化材系
E238

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區
域)協理林秀春
Moldex 3D塑膠射出成型模擬軟體
的操作實驗與經驗談

10/22(四)
14:00

大傳系
B312

寰亞電影公司總監郭葦昀
電影企劃與行銷

10/22(四)
15:00

中文系
L304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簡白
創意文學與生活

10/23(五)
9:00

創育中心
R103

獨立策展人許家華
颱風天就是要策展啊 策展規劃

10/23(五)
12:00

德文系
FL411

本校德文系教授吳萬寶
德文系翻譯課程-德文翻譯教學社
群討論會(二)

10/23(五)
13:00

創育中心
R103

放 國際文創總經理陳秉鴻
「叫小鶴」才是王道-「從廣告行銷
到會展文創」淺例創新與創業

教學
卓越

Inside 

19日個資外稽

18分鐘在淡江 TEDxTKU非同凡饗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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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見4版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主辦的「淡水之美」繪畫比賽開始報名
囉！即日起接受報名至11月6日止，作品內
容以呈現淡水自然、人文之美為主題，凡本
校對藝術有熱情的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最高
獎金5千元。畫作以平面為主，媒材不限，
參賽作品請直接送至海事博物館1樓櫃檯。
　承辦單位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說：「淡
水是我們生活的地方，藝術該從親近本土
開始，這次的報名分為國小組、國中組、
高中組、大專組，希望能吸引更多淡水居
民參與。」報名詳情及作品規格請詳閱報
名簡章，至海事博物館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finearts.tku.edu.tw/page3/news.
php?Sn=52）。

海博館繪畫賽即起收件

迎新同樂400人歡聚

淡江音樂博覽會22日索票 志工招募向你揮手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淡江音樂博覽會」即將開始舉行，104學
年度第一學期將安排3場音樂會和4場講座，
29日由玩弦四度和週二微頻的爵士室內樂領

先開場，他們將以「參
肆樂章」為題，用小提
琴、中提琴、大提琴、
貝斯、鋼琴、爵士鼓、
人聲等各式樂器，帶來
歐陸古典爵士樂，22日
（週四）9時起至文錙
中心展覽廳開放索票，
數量有限，每人限取2
張，要搶要快；錯過可
在文錙音樂廳外同步欣
賞廳內演出轉播實況。
　本系列音樂會還有斑
馬線人聲樂團、三個人
國樂團的音樂會活動，

另外邀請週二微頻樂團團長Wolfgang Radl、
佛朗明哥表演藝術家暨精靈幻舞舞團團長賀連
華、紀錄片導演吳靜怡等人演講，請大家密切
注意「淡江文錙藝術特區」粉絲專頁或文錙
藝術中心網站相關講座訊息。（網址：http://
www.finearts.tku.edu.tw/news/news.php）
　想擔任文錙音樂廳的志工嗎？凡本校大一至
大三生都能參加104學年志工招募，文錙中心
組員壽華民表示，擔任文錙音樂廳志工可從中
學習專業PA音響、錄音、燈光系統、影片拍
攝、剪接混音後製等技術運用，依規定進行
志工服務訓練且經測驗合格後，將列為音樂
廳正式工讀生，若工作滿1學年以上和無不良
紀錄，另將獲得文錙中心頒發之服務證明一
張。壽華民歡迎對舞臺相關工作興趣的學生
踴躍報名。還在等甚麼？趕快報名參加，報
名詳情及簡章請洽文錙藝術中心網站。（網
址：http://www.finearts.tku.edu.tw/news/news.
php?S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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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9(一)

10:00
資圖系

L412
小樹文化總編輯蔡澤松
兒童文學與閱讀習慣的培養

10/19(一)
10:00

電機系
E787

虎尾科技大學電子系副教授王榮爵
智慧型機器人與機器動物研發經
驗分享

10/19(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油煉油所所長何永盛
談能源／石化產業之重大議題

10/19(一)
14:10

工學院
E787

康城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王繼國
環境工程領域創業與展望

10/20(二)
10:10

會計系
L303

KPMG會計師事務所經理黃婉綾
舞弊稽核實務與案例分享(上)

10/20(二)
10:10

西語系
T310

作家和資深導遊陳墾
走過朝聖之路：Camino de 
Santiago之旅

10/2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吳啟彬
The Skyrmions in magnetic 
ultrathin films with Dzyaloshinskii-
Moriya interaction

10/20(二)
14:10

水環系
E787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學系教授張斐章
水的戰爭

10/20(二)
14:10

文學院
O502

本屋自由負責人李雅伶
風土資本與風土人情

10/20(二)
14:10

經濟系
B713

永豐銀行董事長／前行政院副院
長邱正雄
臺灣經濟成長、 股利分配與所得
分配的回顧與展望

10/21(三)
8:10

保險系
B704

新光人壽風險管理部經理賴文賢
保險業之整合性企業風險管理

10/21(三)
8:10

資圖系
B218

管風琴演奏家余曉怡
音樂研究法概論-音樂資源介紹

10/21(三)
10:10

財金系
B713

票券金融同業公會秘書長許雙全
票券業概論

10/21(三)
13:00

管科系
B302e

西班牙馬拉加大學應用經濟系
國際多準則決策學會秘書長
Francisco Ruiz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ntheic 
Indicators using Reference Point 
Apporaches. Some Applications

10/21(三)
14:00

會計系
SG317

淡水稽徵所主任吳榮華
104年度強化大專院校租稅教育-
現行租稅概況與革新 

10/21(三)
14:10

資圖系
L2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副教授邱銘心
資訊社會學

10/21(三)
15:00

會計系
SG317

淡水稽徵所股長戴海珊
104年兩岸租稅協議

10/21(三)
16:00

會計系
SG317

淡水稽徵所稅務員許文仁
房地合一簡介

10/22(四)
10:10

東協中心
T511

本校亞洲所退休教授林欽明
RCEP成形下臺商在區域供應鏈的布局

1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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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22(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美國范德堡大學術量科學中心博
士陳曉倩
Two-Stage Modified Toxicity 
Probability Interval Design for Low 
Target Toxicity Rate

10/22(四)
14:20

數學系
S104

安泰銀行／南京資訊資訊部工程
師陳佳宏
數人出頭天

10/22(四)
15:10

資工系
E819

國立臺北大學通訊工程學系助理
教授謝欣霖
Introduction to 3GPP 5G Activity, 
New Service, and Requirement

10/22(四)
15:10

數學系
S104

旺矽科技公司客服工程師羅時宏
數學與人生

10/22(四)
16:10

大陸所
T701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會計師史芳銘
臺商兩岸人民幣資金規劃實務

10/23(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新新聞周刊記者李又如
一個記者的養成

10/23(五)
10:10

資工系
E787

程曦資訊公司數據服務部協理翁國倫
大數據時代， 如何開始培養因應
雲端及物聯網新世代的能力

10/23(五)
13:10

產經系
B309

恆昌國際事業公司執行長劉恆禎
企業如何取得政府資源

10/23(五)
14:10

經濟系
B701

燦坤公司網銷暨行銷部行動商務
統籌李建勳
行動產業所產生的經濟效益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2(四)
19:10

會計系
D301

中華開發工銀科技顧問公司總經
理駱文益
生技業與創投策略

10/23(五)
19:20

國企系
D402

小林眼鏡總經理朱慶忠
從小林眼鏡-看連鎖服務業的創
新模式

　10日，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已開始施工，在其
預定地中，已經陸續有
大型機具入校，著手進
行興建工作，施工期間
會有施工車輛、材料、
人員進入工區。節能與
空間組組長姜宜山提醒
全校教職員工生，車輛
及 人 員 進 出 請 注 意 安
全，希望非施工人員請
勿進入施工圍籬區，敬
請大家配合。（文、攝
影／吳國禎）

　【記者秦宛萱
淡水校園報導】
建邦中小企業創
新 育 成 中 心 於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舉辦「淡江生活‧策展人
生」創新創業系列課程，本次分為策展經驗、
策展規劃、策展行銷、藝術經紀、策展執行，
以及策展新局6個主題，邀請業師來校分享。

策展6堂課 敲開創業門

大型機具入校 注意安全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美洲研究
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31位拉
美菁英學生，上週展開豐富的面授課程，學
生們對課堂上教師們分享臺灣之特色食物，
如麻糬、龍眼等，倍感興趣。宏都拉斯副總
統艾蕾拉稱讚西班牙籍、美洲所教授白方濟
所授之「臺灣與拉丁美洲」課程，他以來臺
30餘年經驗分享，讓她對臺灣與拉丁美洲關
係有更深的見解。
　開幕式於1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師
生們彼此相見歡，交流互動熱絡；現場有外
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專門委員黃念
祖、尼加拉瓜駐臺大使達比亞、宏都拉斯駐
臺大使謝拉、多明尼加駐華公使卡斯鐸、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
高成、國際長李佩華等人與會。李佩華致詞

時歡迎新學員的加入，「各位政府菁英在繁
忙的工作中仍抽空進修的精神特別讓人敬
佩。」並感謝外交部對專班的支持。美洲所
所長宮國威表示，「本班舉辦至今已4年，
不僅逐漸建立口碑，看到學生來臺參加面授
課程的積極度，更是對本校的肯定。」12日
在淡水福格飯店的歡迎午宴，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也出席交流。
　除了面授課程，艾蕾拉對於淡江校園豐富
的學習環境也讚譽有加，至中正紀念堂的參
訪行程亦收穫滿滿，「更認識臺灣的歷史與
政治。」此行還搭乘臺北捷運，她說：「特
別有當學生的感覺。」其夫婿非政府組織國
際兩性友善發展協會會長艾米格則認為：
「陳小雀授課的『亞洲多元文化』課程非常
生動有趣，有深入了解亞洲文化」。

淡江預見大未來
我的興趣就在未來，因為
我將在那裏度過一生。

─ Charles F. Ke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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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處於14日境外新生餐會中，本校
境外新生出席交流，分享校園生活點滴。
（攝影／何瑋健）

教學
卓越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施工中

教學
卓越

　美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31位拉美菁英生，於上週來校進行面授課
程。新生上課時聚精會神聽美洲所教授白方濟（右）上課。（攝影／吳國禎）

學習樂悠悠 31拉美菁英上課了

　15日竹圍工作室研發總
監李曉雯來校講策展經驗。
（攝影／張令宜）

104-1

103-1

102-1

1859人

1724人

1500人

不含交換生、
成教部交換生

含學位生、交換生
、成教部交換生

含學位生、交換生
、成教部交換生

　本校近3年境外生人數來校
就讀人數。（資料來源／國
際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