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位專班等學術合作
模式。
　拜訪UQ期間，受
到該校商管學院院長
接待歡迎外，兩校商
管學院決議，將資管
系和統計系增於之前
的2015年4月之1+1
雙碩士雙聯學制協議
中，讓商管共有9系所
的合作交流。
　UQ於2007年12月
成為本校姊妹校，雙
方簽訂的項目有大三出國計畫、英語教師培訓、雙學位合作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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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文學院文五合ｅ獲教部再造人文社會科學計畫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4一)
12:30

教發組
I601

本校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
教學助理職能課程：營造課堂積極
的學習氣氛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全福生技董事長簡海珊
善用轉譯科學及發揮整合效益來開
啟新藥研發的創新營運模式

3/14(一)
14:10

產經系
B511

福桑聯合企業經理施靖嘉
當代買辦?談綜合型外貿公司採購
代理任務的過去發展與當前之挑戰

3/15(二)
8:30

教學組
Q409

本校專發組專員張美雀
公文管理系統簡介

3/15(二)
10:00

教學組
Q409

本校專發組專員張美雀
請假系統簡介

3/15(二)
10:00

國企系
B312

長虹建設公司總經理李耀中
我的土木建築之旅

3/15(二)
10:10

歐盟中心
B607

歐洲經貿辦事處政策專員趙愷銓
莫內計畫歐盟專題系列講座I-－歐
盟獎學金說明會

3/1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邢正蓉
Mater ia l  S imu la t ion  by  F i r s t-
Principles Methods

3/15(二)
14:10

經濟系
B713

全國農業金庫總經理鄭貞茂
全球經濟展望

3/16(三)
13:10

航太系
E787

華航機務品保處訓練部經理王潔力
機務概論

3/16(三)
15:00

非書資料組                                           
2樓閱活區

本校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
〈雙面勞倫斯〉裡的性別議題

3/17(四)
9:00

教學組
Q409

本校專發組專員張美雀
公文管理系統登記桌作業說明

3/17(四)
10:00

創育中心
R103

Synergy Net美商廷鴻國際顧問李莉雅
創業知能提升工作坊-職涯發展與
創業適性

3/17(四)
13:30

創育中心
R103

馬偕紀念醫院創新育成中心經理朱建明
創業知能提升工作坊-政府創業資
源運用

3/17(四)
14:00

英文系
Q409

本校英文系助理教授郭怡君
「企業實習產學合作」課程說明會 

3/17(四)
16:00

法文系
T404

"Pêcheurs de Rêves"音樂作品作
者Laurent Brunetti及Mario Pacchioli
Laurent Brunetti及Mario Pacchioli來
訪見面會

3/17(四)
16:10

大陸所
T701

中華普洱茶交流協會評茶師許怡先
茶文創－從紅酒的成功解讀普洱茶
的未來

3/18(五)
10:00

創育中心
R103

大同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經理梁奮鵬
創業知能提升工作坊-創業計畫撰
寫實戰(一)

3/18(五)
10:10

產經系
L204

文化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黃瀕儀
澳門博彩收入、經濟成長、旅客人
數與犯罪案件之多變量Granger因
果分析

3/18(五)
13:30

創育中心
R103

鼎碩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吳章秀
創業知能提升工作坊-創業初期財
務實務

3/18(五)
13:30

教學組
Q409

本校專發組專員張美雀
公文管理系統承辦人作業說明

專題報告 開源創收應對少子化

張校長率團赴澳成果豐

18日品管圈複賽 8圈隊搶攻QCC難波萬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1日至4日，
校長張家宜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商管
學院院長邱建良、工學院院長何啟東等人，
前往澳洲墨爾本參加2016亞太國際教育者協
會（APAIE），了解國外教育展的施行內容
外，並與國內外與會的教育者進行交流。
除了出席2016 APAIE年會外，還參訪墨爾
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姊妹校
昆士蘭理工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及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其中，QUT校長Prof. Peter 
Coaldrake親自接待，張校長邀請他來校參加
66週年校慶活動。
　此行澳洲參訪成果豐碩。QUT於2011年8月

成為本校姊妹校，雙方交流密切，除了簽訂雙
聯學制協議外，2015年10月，將此1+1雙聯學
制的商管學院系所擴增為7個系所。今年，更
進一步與該校合作成立「TKU-QUT全英語
財金雙碩士學位專班」，將於105學年度開始
招生入學，兩校對相關細節進一步確認與安
排。該專班籌備處主任鄭東光說明，全英語授
課有助提升語言能力，第一年在淡江就讀，第
二年交換至昆士蘭理工大學，可用更少的時間
和費用取得雙學位。邱建良指出：「本次出訪
藉由實地觀察，深入了解教學合作對象的校園
環境與設備資源，為學生把關教育品質。」
　參訪QUT期間，兩校工學院循商管學院成
功經驗，商談未來的1+1雙聯學制及跨國合作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6(三)
14:00

戰略所
D302

本校公行系助理教授戴振良
中美互動下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研
究(2002-2012)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6(三)
8:10

資創系
CL323

電腦基金會專員蔡文琦
IT產業專業技能證照簡介

　「美洲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14位拉美菁英學生於上週來臺參加本學年度
第二次的面授課程，並藉由參訪李天祿布袋戲文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等體驗在地文化。
　面授課程包括亞太安全議題、研究方法、中國現代史、臺灣社會與文化等內容。宏都拉
斯副總統艾蕾拉分享，美洲所教授白方濟的亞太安全議題課程使她獲益良多，「我國在亞
太地區有邦交國，亞太地區合作關係相當對我國相當重要，若有所動盪，也將影響我國外
交政策。」巴拉圭駐巴西聖多斯市總領事費卡洛也表示，期待透過此行參訪陶瓷博物館等
體驗在地文化。11日中午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外國語文學院院長陳小雀、美洲所
所長宮國威及美洲所教師、外交部參事陳昆甫、尼加拉瓜大使達比亞等一同與學生們在福
格飯店舉行歡送午宴。（文／卓琦、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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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47次行
政會議於1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主持會
議時，分享日前參訪澳洲與日本姊妹校的情
形，說明目前全球高教環境仍競爭激烈，勉勵
大家加4倍努力，增加本校的高教優勢。澳洲
行中，她以昆士蘭大學綠能的空間，說明學生
在該空間有舒適的學習環境外，還提供給當地
社區居民與中小學使用以促進交流；日本行方
面，她認為，近畿大學的產學合作和研發動能
值得學習。
　張校長指示重點工作，請各單位以學生的角
度來安排教學相關措施，建議以精緻化的方向

調整現行模式，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各
單位持續配合實施66週年校慶相關活動。張校
長強調，本校在面臨第一波少子化的來襲，招
生尚可，尤其境外生增加趨勢明顯，但仍請大
家努力配合開源節流政策，一起共度難關。
　專題報告中，財務長陳叡智以「少子化衝擊
下本校財務因應之道」為題，說明本校財務現
況與應變方式，並提出開源及創收方向。
　本次會議通過5項提案：成人教育部設置辦
法部分條文、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
教師教學獎勵辦法部分條文、職員遴用及升遷
辦法部分條文、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
保障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榮獲教
育部「105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
畫」，核定計畫金額為198萬元，由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擔任計畫主持人。此計畫以「數位人
文五合e、虛實並進共培育」為題，以院內5系
與文創學程為雙核心，結合數位科技加以輔
助，打造虛擬空間與實務經驗的跨領域合作團
隊。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表示，「院內推動『文
五合一』已久，此次加入數位化是進一步創
新，在充滿人文傳統的知識中，注入科技新能
量，並加以融合與改變，期許師生能夠善用數
位工具學習，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
　本計畫是各系將課程安排注入更多創新思

　淡江藝術季於10日在文錙音樂廳，由精靈幻
舞舞團團長賀連華舞動揭幕。賀連華以「關於 
愛 舞蹈 土地 生命」為題，分享她的人生追夢
故事，並介紹她以藝術帶進莫拉克災區的布農
族部落，以佛朗明哥舞蹈結合布農族樂舞，讓
部落孩子走出傷痛。隨後，她更帶來佛朗明
哥舞蹈，在10分鐘的舞蹈中，她以身體的律
動演繹出喜怒哀樂，讓觀眾感受佛朗明哥的熱
情。賀連華鼓勵大家勇於逐夢，「要相信愛與
自己的潛力無限。」錯過這場的演出嗎？淡江
藝術季還有許多精彩的講座與表演，24日將有
Muniyu沐妮悠‧紗里蘭演唱會，將有排灣族語
的個人創作，17日（週四）上午9時起，文錙
中心展覽廳開放索票，每人限取2張，要搶要
快。（文／陳照宇、攝影／林俊廷）

期中教學調查 抽16G

淡江藝術季開始囉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第
二學期的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跑囉！實
施時間至27日（週日）止，以不記名的方式進
行，可至學校首頁左方「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按鈕進入，或是直接連結網站（http://info.ais.
tku.edu.tw/tas/）。品質保證稽核處將準備16G
隨身碟，以電腦隨機的方式抽出50位幸運得
主，歡迎同學上網填寫。

觀摩學習，意者請於活動前向品保處報名。
　甜甜圈隊去年獲特別獎，圈長企管四曾國晉
分享，去年參賽時獲益良多，除將課堂所學學
以致用外，也將QCC手法應用生活中，尤其
是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能對問題深入
了解且有系統分析；曾國晉感謝體育處協助，
提供相關資訊利於對策分析，希望於18日能有
好的表現，能獲得比去年更好的成績。
　財務處組成的會快圈，經票選後決定參賽題
目。秘書賴春宜表示，「組圈隊並實行以來，
增進圈員的QCC手法運用和溝通協調能力，
同時也進一步蒐集相關要因、對策實施等，能
進入複審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會在複審時讓大
家看到我們的成果。」
　淡江時報學生記者的鋼彈淡江盪單槓圈圈長
英文四張令宜表示，之前參與過品管圈新聞任
務，這次從旁觀者進入複賽，在了解品管圈的
過程收穫很多，希望能和圈員一起獲獎。
　第一次參加的文基起五圈，是由文學院5所
系組成，圈長中文系黃懿媜表示，自去年9月
底開始組圈，經過圈員們腦力激盪並增進多面
向的問題探討、訂出相關對策；實行以來加深
PDCA的概念和提升團體精神，18日的複賽請
大家拭目以待。

女聯會 婦女節賓果活動趣味爭獎

繁星招生616人 比去年多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大
學繁星推薦日前公布結果，招生組組長黨曼菁
說明，去年本校繁星推薦入學生為387人，因
此今年提高招生名額為715人且招到616人，招
生人數比去年近倍數成長；黨曼菁表示，雖有
缺額但仍有個人申請及大學指考的入學管道。
　本校童軍團持續對在地中小學進行反哺服
務，自國小起加入本校童軍團的竹圍高中生陳
俞安，透過繁星推薦錄取國立臺灣大學，她從
不缺席活動的態度令童軍團指導老師黃文智印

象深刻，「從她身上，我們看到參與課外活動
更有助於人格以及學業健全發展。」
　招生組於1日受邀至臺北市內湖區方濟中學
進行本校簡介，說明本校各學系特色、軟硬體
設施、大三出國、個人申請、面試等升學資
訊。在學生提問中多為申請本校時的面試、資
料準備等相關資訊。
　招生組組員楊立偉表示：「同學關心的面試
的問題，我們具體的說明，除了提供同學參
考，也希望提高申請意願。」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8日
在覺生國際廳舉辦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近140位會員參與。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於致
詞時表示，「今天是國際婦女節同時也是會員
大會，感謝會員們支持女聯會各項活動，希望
大家能繼續參與。」服務聯誼委員會理事李麗
君以影片回顧過去舉辦校園塑身、二手衣義賣

等活動，合唱團也以清唱演出〈小城故事〉等
歌曲慶祝國際婦女節。
　會中緊張的數字賓果遊戲，讓活動掀起高
潮，大家都緊盯著手上的賓果紙張，深怕與校
長張家宜提供的140個獎品和獎金擦肩而過，
此起彼落的賓果聲也讓現場氣氛十分熱絡，最
後在歡笑中畫下完美句點。

　校長張家宜（左四）等人於1日至4
日赴澳洲參加2016亞太國際教育者協
會後，參訪QUT和UQ姊妹校洽談合作
事宜。（圖／國際處提供）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品
管圈競賽活動將於18日（週五）在文錙音樂

廳展開。本次共有8圈隊進入複審，邀請3位校
內、4位校外評審，同時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

櫻花開學季

境外生文物展15日開始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與華
僑聯誼會將於15日（週二）中午起在黑天鵝展
示廳舉辦「2016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將有
馬來西亞、印尼、美非、臺灣原住民等展現
各國特色。華僑聯誼會副會長歷史三黃詰斯
說：「活動很精采，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沐妮悠演唱會開放索票

維，中文系以「e本初中」以數位科技輔助華
語文教學與研究、推動e筆書法就業學程等；
歷史系的「e元復史」，是對淡水區域社會進
行全方位的研究與解析。資圖系「e展鴻圖」
是以將人文課程探索數位應用，以數位化出版
及鼓勵學生考證；大傳系「e脈相傳」，因應
數位媒體匯流時代，結合實習媒體帶領學生實
作；資傳系「e資獨秀」，以美學設計、資訊
科技等跨域整合教學與實務應用，這些是各系
將數位科技融入課程，促進提升教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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