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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銳外交官高教舵手 薈萃淡江
前駐德大使謝志偉。
前駐法大使呂慶龍。
（本報資料照）

前駐尼加拉瓜大使王明文。
（攝影／姜智越）

外交實務課 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研究 隆重開講

前駐巴拿馬
大使館經濟參
事黃任佑。
（本報資料
照）

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
（本報資料照）

前教育部次長楊國賜。
（圖／亞洲大學提供）

前教育部高教司
司長張國保。（圖
／銘傳大學教育研
究所提供）

本校本學期中，外語學院開設「外交實務講座」課程，邀請外交資深官員來校進行講座課
程。而教育學院則開設「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研究」課程，由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等教育界菁
英來校開講，讓學生能更親近外交與教育領域。（圖／淡江時報社製作）

兩岸國際專家 上海提建言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7日，國
際研究學院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在上海共同
舉辦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以「世界新格局與
兩岸關係—兩岸和平發展的挑戰與前瞻」為主
題，探討兩岸關係發展，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率領，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及7位院
內教授前往交流。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所長邵育
群主持開幕式，戴萬欽、上海國際問題研究

院院長陳東曉、上海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
室主任李文輝進行致詞，並由戴萬欽代表本校
致贈禮物。會中探討「國際環境與國際格局的
新趨勢」、「臺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的新動向」
和「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政策建議」等議
題。王高成表示：「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智
庫的地位和影響力，此學術交流活動對於大陸
政策必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今年研討會邁入20
週年，對本校或兩岸交流深具意義。」

課程國際化 日陸3校來共學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上週，來自西
安、日本的學生來校研習，藉由本校課程安排
與師生互動交流。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副教授張倩攜9位學生，
於2至8日蒞校與本校建築系6位學生以「臺北
共居 Co-Living」為題，進行建築設計工作營
交流，活動邀請前雲林縣政府建設處長許智
凱、建築師廖志桓指導與分享。
近年因都市化、高齡化多項問題，「共居」
概念在各國興起。該工作營打破以往模式，先
讓兩岸學生實際討論與溝通後，進行前置作業
研討與基地田野資料收集，讓學生相互激盪發
揮創意。6月中旬建築系學生亦將赴西建大，
完成共居設計方案的期末簡報。
計畫主負責人建築系副教授畢光建表示，在
此房屋使用利率低的時代，共居將房屋空間有
效利用，為此建築系學生應在法規規範內，設
計並使用適當的材料，才能打造出既安全又舒
適的設計空間。西建大學生姚雨墨表示，來臺
前對共居有初步理解與討論，於工作營中發現
臺灣教學方式較活潑，能在較輕鬆的環境下，
更深入了解共居設計。建築四王毅勳表示，由
於題目限制嚴謹，是個挑戰性高的任務。
日本長崎大學和金城學院大學來校交流
【記者張少琪、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8日起，本校日本姊妹校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
教授宮西隆幸率領2位學生來校進行2週的研修
課程，本校安排「環境綠能與藝術」、「多
元文化與全球社會」、「社會變遷與社會教
育」、「全球化政策」、「森林生態與樹木保
護」等課程，讓他們體驗本校特色環境課程。

【記者孫于翔、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外
語學院於本學期開設共同科目「外交實務講
座」，邀請深具外交實務經驗各領域人士及長
期參與臺灣學術外交學者講述我國外交關係實
務經驗，學生踴躍選課，175個名額已額滿。
課程由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主持，邀前駐尼
加拉瓜大使王明文、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前駐
巴拿馬大使館經濟參事黃任佑及前駐德大使
謝志偉等多位資深外交官蒞校演講。林盛彬表
示：「盼能讓學生透過講者的自身經驗，學習
到外交實務、外交知識、口譯技巧等相關經
驗，以拓展國際視野。同時鼓勵學生朝公部門
發展，亦是就業時不錯選擇。」

女力新局 國際婦女節快樂！

女聯會8日舉辦會員大會
根據統計，本校行政單位一、二級主管男女比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
例接近1：1（男35：女38），符合機會平等原
於8日國際婦女節中，本校舉辦
則。隨著時代進步，女性在各領域上已有長足發
相關活動。女教職員聯誼會將於
展，本報特於國際婦女節製作「女力，崛起」，
國際婦女節（8日）中午，在驚
專題見本期二版。本校學生也感染女力的啟發。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一屆第一
（攝影／吳重毅）
次會員大會，會中將進行工作報
告外，並有合唱團表演，還有其
他精彩的聯誼活動，歡迎各位同
仁踴躍參與。
圖書館非書資料區8日來就送
圖書館非書資料組於8日當
天，只要是女性到5樓非書資料
室就可獲得小禮物，再觀賞《高
年級實習生》影片並至FB打卡
者，還能再獲贈品，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
非書資料組還以「性別平等」
為主題，推出愛之習題之主題書
展、影音展、性別平等電影週、
電影導讀等活動。影音展在5樓
非書資料室中可觀賞推薦的438
部影片外，還開放閱聽眾撰寫評
論或給評分；在2樓閱活區中，
除了主題書展外，還邀請大傳
系副教授王慰慈將從電影中談性別觀點、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為大家導讀性別議題。還有許
多精彩的活動趕快來參加，關於活動內容見圖書館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lib.tku.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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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課，他們將參訪紅毛城和
十三行博物館等古蹟，感受與體驗
臺灣的歷史。
同樣來自日本的金城學院大學師
生23人，於上月24日起來臺8天，
他們以「製作旅遊商品」為題，走
訪考察大臺北地區觀光景點後，2日
在日文系「日語會話（四）」進行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9生來校與本校建築系學生共
成果發表。該學院學生分為5組介紹
同設計「臺北共居 Co-Living」。（攝影／何瑋健）
「大學生自由行」、「臺灣在地美
食」、「母女共遊臺灣」、「拍出
超人氣旅遊照片」，以及「初次來
臺也能玩得開心」的套裝旅遊行
程，內容豐富精彩，現場和本校
師生熱烈交流，並與長崎大學學
生交換旅遊心得。
日文系助理教授李文茹說明，
本堂課為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的
日語觀光導覽課程，而金城學院大學來臺考
日本金城學院大學學生來校進行「製作旅遊
察與在本校的成果發表交流已持續5年；該團
商品」成果發表。（攝影／盧逸峰）
中，名鐵觀光旅行社伏見分店營業部部長隨
歡「母女共遊臺灣」主題，認為，此次的走訪
行，他會近身了解學生的觀點和成果，返日
和發表中，因為親身體驗才見識到臺灣的生
後會將其成果再經由評選，有機會成為該旅
活，如臺北捷運的方便、士林夜市的熱鬧等。
行社的實際商品。李文茹表示，這樣的交流
方式能激盪出雙方學生的創意，本校日文系
學生上學期也以「製作旅遊商品」為題，透
過遠距教學方式，向金城學院教師進行成果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發表並接受他們的指導。
舉辦「淡江表演藝術季」即將展開！105學年
長崎大學藤同學表示，已二次來臺灣，看
度第二學期中，共安排3場表演活動及2場講
各組介紹後又有新的認識，尤其對動物園行
座。10日（週三）10時在文錙音樂廳，將由精
程感到印象深刻。金城學院大學田中同學喜
靈幻舞舞團團長賀連華揭開序幕，她以「關於
愛 舞蹈 土地 生命」為講題，展開第一場講
座，歡迎全校師生參與。
文錙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本系列活動特
導教授及其團隊。為了提升學生的創業能力，
別規劃舞蹈表演，希望讓淡江學生接觸更多元
報名成功後，參賽團隊成員參加建邦創新育成
的藝術型態，並力邀青年藝術家，分享表演與
中心舉辦之「創業知能提升工作坊第一梯次」
創作的心路歷程。」此次的表演活動，邀請到
講習會，來加強學習創新創業的競賽計畫撰擬
創作歌手沐妮悠・紗里蘭、薩克斯風演奏家楊
技巧，參賽團隊成員，就能自由單複選課程
曉恩、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舞蹈學院畢業舞者薛
單元。還在等什麼？相關訊息請見活動報名系
喻鮮等人進行演出。活動詳情見文錙中心網站
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http://www.finearts.tku.edu.tw/）查詢。
aspx?cid=fdyx201601）

淡江藝術季開始了

2016創新創業競賽 最高獎金3萬元
【本報訊】想要發揮創業創意嗎？快來參加
研發處的「2016創新創業競賽活動」！凡本校
學生，不限科系年級與同學組隊後，邀請校內
教師擔任業師指導，就能報名參加，只要經過
初賽和複賽後，第一名可獲獎金3萬元；還有
賽後經由研發處推薦並進行創新創業輔導，申
請當年度教育部U-START計畫等相關計畫，
而獲初審通過者，再頒發5萬元激勵獎金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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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8(二)
14:00

教育學院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於本學
期開設「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研究」課程，由
教政所講座教授、前教育部長吳清基主持，並
邀請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楊國賜、前教育部長高
校司長張國保及本校校長張家宜等多位教育界
專家演講，探討高等教育現況、經營與發展等
主題，供全校博士生修讀。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表示：「課程倚重前教
長吳清基在教育政策制定與推廣及教育學者講
述其教育理念等進行實務分享，讓博士生進入
職場前，加深對大學教育與教學了解，期望能
培育出具教育實踐能力與服務能力之人才。」
7日楊國賜將主講「高等教育的藍海策略」。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3/7(一)
12:00
3/8(二)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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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教發組
I501
教發組
I501

本校英文系助理教授林銘輝
104年度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分享
本校建築系教授姚忠達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場次三)
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
管理企劃組 系主任張馨文
I501
本校教師多元升等技術應用型經驗
分享(一)
未來學所
本校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等人主講
覺生國際會
亞太地區未來學網絡教學工作坊
議廳、I201
本校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
教發組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系列座談-PBL
I501
教學法之應用
本校英文學系助教趙珮華、古思慧
教發組
英語授課教學助理研習-英文
I301
（一）實習教學活動示範
遠見中心 本校遠見中心主任宋玫玫主講
I201
「企業變革與創新」未來思考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7(一)
14:10
3/8(二)
10:00
3/8(二)
14:10
3/8(二)
14:10
3/8(二)
15:10
3/9(三)
17:00
3/10(四)
10:00
3/10(四)
13:00
3/10(四)
14:00
3/10(四)
16:10
3/11(五)
14:10

演講人/講題

化學系
Q409
國企系
B312
經濟系
B713

中研院化學所研究員王朝諺
Main Group Chemistry and Catalysis
璞園建築團隊董事長特助林志鑫
不設限的跨界人生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中國與東協經濟興起之衝擊
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副教授何郡軒
物理系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organic
S215
molecules for specific photophysics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土木系
主任規劃師周俊宏
B712
都市更新導論
萊雅集團亞洲區首席彩妝師涂凱鵬
法文系
如何贏在起跑點上：亮眼的面試及
L416
職場妝
資圖系
TAAZE讀冊生活新創開發部協理曾瑞慶
L306
你的展策出來！來自網路書店的經驗談
英文系
何嘉仁集團人資專員Monica
鍾靈中正堂 何嘉仁校園種子實習計畫
本校英文系助理教授郭怡君
英文系
英文學系105-1新設課程「企業實
鍾靈中正堂
習產學合作」課程說明會
桓達科技總經理吳定國
大陸所
ECFA與一帶一路對臺商拓展中國大
T701
陸市場的商機
健行科技大學國企系系主任彭開琼
產經系
建設產業財務績效與風險值：奢侈
L204
稅前後比較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0(四)
19:10

資創系
CL323

大學
博覽會

演講人/講題
實踐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王貴民
模擬在IT產業的應用

大三出國高人氣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招生組於
上月27、28日分別在臺大體育館、臺南新光三
越中山店參加「2016大學暨技職校院多元入學
博覽會」，兩日共吸引近千名家長和學生至本
校攤位前詢問。學生對於全英語授課班和全球
發展學院較有興趣，關於外語學院科系相關問
題也佔最多數，而家長則較關心錄取分數、畢
業後的未來出路、各科系的課程內容和學生面
試的問題。
招生組約聘人員王薇婷表示：「淡江的詢問
度很高，現在的學生都很想出國留學，所以對
於本校大三出國的有非常大的興趣。」

航太系宛同 任亞航董事長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副教授
宛同於去年8月借調至台翔航空任董事長兼總
經理職，同年12月底起擔任亞洲航空董事長兼
總經理，他在本校任教25年，擁有豐富的教
學、學術經歷，對於任職亞航，他表示：「能
接觸航空業修護領域非常難得，亦是將自身教
學研究專長與業界結合的機會，在此更學習許
多寶貴經驗。」
亞航創立至今邁入70年，是亞洲地區首家取
得美國聯邦航空總署認證之專業飛機維修公
司。宛同表示：「與教學不同，管理公司需考
量商場上的實際情況，並及時做出決定，一切
須以公司為優先考量因素。」
曾兼任本校航太系系主任、人事室主任及主
任秘書的他，在行政職務中累積溝通協調、用
人管理、熟悉法規等豐富經驗，他認為本校國
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理念，亦有
助於公司營運管理。對於本校積極投入產學合

作，宛同深表認同並表示：「亞航已與多間
大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未來也會與淡江共
同朝此方向繼續努力。」

紀念汪國華 設獎學金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已故英文系校
友、本校前任董事汪國華於去年9月辭世，其
女汪采槿繼承父親遺志創立英文系「汪國華
紀念獎學金」，新臺幣220萬元將每學期資助5
名家境清寒的優秀學生，每名1萬元，讓校友
遺愛人間。汪國華生前擔任英文系獎學金委
員會委員，從英專時期起，多年來一直不遺
餘力推動獎學金運作與資金投入。
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表示，十分感念汪國
華多年來對英文系的回饋與扶持，希望系上
同學善加利用機會，踴躍申請獎學金。詳見
（網址：http://www.tflx.tku.edu.tw/）或洽英
文系助教朱敏禎，分機2344。

本校境外生介紹故

鄉情

國際文化萬花筒 展現世界地球村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想
了解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
習俗嗎？快來參加「國際文化萬
花筒」！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自2
日起，至6月1日每週三晚上6時30
分，在驚聲紀念大樓10樓交誼廳舉
辦「國際萬花筒經驗分享活動」，
邀請境外生和交換生介紹自己國家
的風土民情外，並分享在臺生活的
觀察見聞。2日晚間，先由來自香
港的化材二梁致成開場，他介紹分
香港當地小吃，並回答現場觀眾許
多關於當地美食的問題；現場還與來自印尼的
國企二張麗娟、Bianca Kartika、吳莉蓮等人，
以影片說明印尼的地理環境與文化。
另外，還有來自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國企二
Claudete Nazare身著當地傳統服裝上台分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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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劉蕙萍）
故鄉的歷史、食物與文化習俗，氣氛十分熱
鬧，中文四彭宛萱表示：「最後一位分享者以
中文打招呼並穿著傳統服飾讓人印象深刻。」
想知道更多國家的文化嗎？快請到活動報名系
統查詢。（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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