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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蘭陽 同步舉行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2016年
「春之饗宴」將於26日在淡水校園展開，歡迎
校友返校賞花、敘舊。當天上午9時由校長張
家宜在淡水校園驚聲銅像前廣場，為首先登場
的「趣味競賽」揭開序幕，每個系友會組隊，
分別在里程碑、海博館前、水舞廣場等不同地
點進行擲骰子、射飛鏢等有趣的跑關活動。接
著於11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餐敘，目前預估
出席人數逾500人。另頒發捐款30至50萬元者
之獎狀、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卓越校友獎牌、各
系所傑出系友等獎項。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說：
「今年趣味競賽以化裝舞會的方式進行，期待
大家都能熱情參與。」多系所亦於當日自辦校
友回娘家活動，誠摯地歡迎校友返校，重溫求
學時光。
活動當日上午7時，在臺北校園有安排大型
校車，經劍潭站至淡水校園；下午16時10分於
淡水校園行政大樓前安排大型校車，經劍潭站

至臺北校園，校友皆可搭乘。搭乘捷運的校
友，在淡水捷運站出站的右前方可搭乘本校接
駁車，8時至9時間，每15分鐘班次接駁。
蘭陽校園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行「蘭陽野
餐」、「第2屆蘭友盃球類友誼賽」活動迎接
校友。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表示，為凝聚
校友力量及聯繫師生情誼，特舉辦多項活動，
盼藉此機會進行雙向交流。

藝輝守謙25日再開展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將於25日（週五）起，再次推出「藝輝守謙藝
術展」，邀請國內知名藝術家推出82件西畫、
水墨畫、書法等多元作品。文錙中心秘書顏孜
芸表示，在上次展覽中有23件藝術中品受到收
藏，因此藉由「春之饗宴」再次推出，歡迎
返校校友前往觀賞。本次展覽展期至4月22日
止，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觀賞。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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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校長胡宜仁 倒數時報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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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 聲 國 際 創系50週年黃憲堂教授
校服暨資 學生活動中 淡水校園2016春之
8:00 日文系
11:00
會議廳
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處
心
饗宴餐敘活動
系所友會
紹謨紀念活 蘭陽校園2016春之
9:00
驚聲廣場 趣味競賽
11:00 全發院
聯合總會
動中心
饗宴活動
學生活動
9:00 運管系
淡江運管30週年系慶
12:00 經濟系
B704
校友理監事會
中心
10:00 中文系
B601
2016淡江中文春之饗宴
12:00 未來學所 ED503
所友回娘家
10:00 歷史系
10:00 水環系

L522
E680

春之饗宴
校友回娘家

13:00 數學系
14:00 產經系

紹謨體育館 數學系友盃球賽
SG317
校友回娘家

10:00 保險系

B708

14:00 企管系

C308

10:00 資管系

B713

14:00 英文系

FL204

10:00 德文系
10:00 教政所

T505
ED601

春之饗宴暨校友回娘家
淡江資管30而立－「創
系30週年」
校友回娘家
所友回娘家

14:00 法文系
14:00 教科系

FL416
ED201

國際化受肯定

校友理監事會
碩博士班校友回娘
家
校友回娘家
校友回娘家

※本報僅供參考，確實時間以各系所為準

教部推動全球移動力 本校捲動各校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榮
獲教育部「105年度推廣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
與成果展現計畫案」，核定計畫金額為240萬
元，並於15日在ED601召開第一次會議，由校
長張家宜主持，計畫主持人、教育學院院長張
鈿富進行簡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
本校推動國際化受肯定，會全力協助推動計
畫。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副司長謝淑貞等教育部
人員出席。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參與本次計畫案十分有
意義，本校長期推行國際化教育理念，學生全
球移動力也是其中一環，希望藉過往辦學經
驗，擴大推動至其他大專校院、高中職學校。
會中，張鈿富說明計畫重點工作。首先，將於
北、中、南、東4區舉辦「青年轉動全球」工

境外生文物展 360度玩轉各國
15日中午，「2016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在黑天鵝展覽廳盛大開幕，校長張家宜、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國際長李佩華、義守大學
國際長林許淑謙等人到場共襄盛舉。張校長致詞時表示，今年共有來自73個不同國家的境外
生，人數達到1千8百人；本校因國際化受到教育部肯定，將承辦「105年度推廣青年學生全
球移動力與成果展現計畫案」，此次文物展不但可與各國交流，也是國際化特色活動之一。
本次以「360度玩轉文化」為主題，以時光隧道為概念，展示各國風景、建築、生活等風
土民情，而文物區、美食區、服裝區、遊戲區的4大展區則以大富翁遊戲串連各攤位，展示
馬來西亞、港澳、印尼、歐美、非洲、大陸、臺灣及原住民等各地文物、當地遊戲和美食，
而境外生同學還身穿僑居地傳統服飾為參觀者導覽；一連4天，還有各國服裝走秀、民謠演
唱、福園歌舞快閃活動以及節令鼓表演。
到現場參觀的英文二蔡培姿分享道：「外籍生聯誼會攤位上的地圖佈置、照片皆令人印象
深刻，許多境外生穿著傳統服飾更是讓人眼睛一亮。」（文／劉蕙萍、攝影／蔡晉宇）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主任來校探視港生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主任鄭偉源、副主任黎旨軒等3人，於17
日來校與53名港生面對面了解他們在本校的學習生活，由國際長李
佩華代表歡迎。鄭偉源說明該辦事處提供在臺港生的必要協助，亦
提醒同學「獨自離鄉到臺灣念書時，事事都要小心，尤其需特別注
意自身安全。」餐會中，鄭偉源及黎旨軒主動與學生談話，關心他
們在臺情況，彼此互動熱絡。會後，他們前往參觀「2016年境外生
國家文物展」，感受各國風情。（文／王心妤、攝影／盧逸峰）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上學
期起，配合「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
導」政策，依據視導項目進行資料準備。本週
起，本校開始進行自我檢核階段之外部專家實
地訪評，21日由學務處首發將說明本校學生事
務與輔導工作執行成效、23日由財務處和品保
處說明本校校務發展計畫、24日則由學教中心
介紹本校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其他受評單
位將依時程陸續安排外部委員來校訪視。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全面
品質管理研習會於本週五（25日）在學生活動
中心登場，此次主題為「化挑戰為機會，發
揮團隊影響力」，預計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
長、一二級主管及行政人員皆出席、參與。
研習會首先由第十屆淡江品質獎得主，全發
院院長劉艾華經驗分享，還邀請到卡內基訓練
執行長黑立言、弘光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蘇弘
毅，來校進行專題演講。
品保處說明，面對高教環境快速變遷，特選
定「化挑戰為機會，發揮團隊影響力」主題，
幫助校內同仁提升教學與行政品質外，並以弘
光科技大學品管圈推動歷程經驗分享，了解品
管圈的推動與運作。
品管圈18日複審 8圈隊出絕招拚冠軍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品
管圈競賽複審會議」於18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行，複審的圈隊進行簡報，另有校內、外7位
委員評審，預計於25日（週五）全面品質管理
研習會揭曉優勝圈隊。由秘書長徐錠基擔任主
席致詞時表示，本屆共17隊參加，有8圈隊進
入複賽，希望大家都能拿出最好表現，爭取好
成績。8圈隊通過複審，分別為文學院的「文
基起五圈」、總務處的「皇帝大圈」、企管系

校長張家宜（左）參訪同志社大學時，受到該校
校長村田晃嗣（右）熱情款待並交換禮物表達兩校
情誼。（圖／國際處提供）

掃QR Code申請急用書 韋恩大學副校長 參訪淡水蘭陽校園

【記者劉蕙萍
淡水校園報導】
還在翹首期盼圖
書館自習室旁格
子書架上的新書
上架嗎？
即日起，只要
拿起你的行動裝
（攝影／黃國恩）
置，在展示區中
掃描新書上的QR Code，即可填寫急用申請
書單，讓想閱讀新書的你不會錯過最新出版新
書，趕快到採編組的格子書架申請使用。
另外，圖書館內在自助借書機旁新設多功能
圖書滅菌機，只要將書籍放入其中，照著機器
指示點選並等待30秒後，即可拿到殺菌消毒後
的書籍，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記者閩家瑋淡水校園報導】17、18日美
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
學術副校長Dr.Margaret Winters伉儷、Dr.
Ahmad M. Ezzeddin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Educational Outreach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等5人來校參訪淡水校園
和蘭陽校園。17日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館後，由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代表歡
迎來校外，並以影片介紹
本校的歷史、國際交流等
成果，還有國際長李佩
華、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全發院院長劉艾華、研發
長王伯昌等人出席交流。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Dr.Margaret Winters表示，該校持續進行提升
學生的國際觀，藉此合作機會彼此提升境外生
人數。18日則由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帶領他們
至蘭陽校園進行參觀，了解蘭陽校園的全英語
住宿學院的特色。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攝影／閩家瑋）

還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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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3/21(一)
10:00

3/21(一)
12:00
3/21(一)
12:30
3/21(一)
13:00
3/22(二)
12:00
3/22(二)
14:00
3/23(三)
10:00
3/23(三)
12:00
3/23(三)
18:30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1(一)
10:00

█臺北

演講人/講題

商管認證辦公室 本校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
手機輔助教學互動研習分享
SG317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化學系
諮詢委員施能揚
化學系企業導師請益-生技與藥物
L201
研發的產業新境界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主持
校服暨資發處 本校102及100學年度(畢業滿1、
3年)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
驚聲國際廳
查」結果報告及校友通訊系統-列
車長計畫說明會
商管認證辦公室 本校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
遊戲輔助教學互動研習分享
SG317
肥貓娛樂有限公司總監魏嘉宏
中文系
中文系企業導師請益-文史科系如
L201
何踏上編劇路
本校輔導老師劉尚敏
諮輔組
打造生涯軟實力系列工作坊
L206
(part1：個人風格初探和定位)
管理企劃組 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副教授汪家昌
教師多元升等技術應用型經驗分享(二)
I501
經濟部工業局科長郭肇中
化材系
化材系企業導師請益-石化產業高
E405
值化進展
教發組
本校公行系助理教授陳志瑋
PBL的是與非
I501
金馬獎最佳剪輯得主-廖慶松
大傳系
大傳系企業導師請益-電影剪輯的
O202
美學與實踐
Tessera台灣區總經理暨東亞區總
國企系
監魏煒圻
D402
台灣高科技產業創新

淡水校園

作坊，主講人為教育部培訓之種子講座教師，
宣導全球移動力理念。首場將由淡江起跑，4
月1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校預計於11
月初辦理本計畫成果之策展活動，屆時將結合
校慶盛大舉行。更預計邀請教育部部長出席發
表會說明成果，並有動、靜態展出，亦有微電
影徵選活動。
謝淑貞補充，本計畫希望培養學生溝通力、
適應力、專業力、實踐力4種能力，進行人才
培育。透過宣導將政府教育資源傳達給各校，
以推動國際化。
會中，針對分區宣導的報名方式、成果策展
規劃與擴大參與方式、成立推動委員會3項提
案進行討論。最後，張校長指示，請學校各單
位協助配合進行推廣。

學生組成「甜甜圈」、住輔組的「迴圈」、蘭
陽校園的「夢圈」、財務處的「會快圈」、外
語學院的「操人圈」、淡江時報學生記者組成
的「鋼彈淡江盪單槓圈」，其中文基起五圈、
迴圈、會快圈、操人圈、鋼彈淡江盪單槓圈為
首度參加，夢圈則是第五次參與，大家均使出
渾身解數，拿出做好的成績跟評審說明。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1(一)
10:10
3/21(一)
14:10
3/21(一)
14:10
3/21(一)
14:10
3/22(二)
10:00
3/22(二)
14:10
3/22(二)
15:00
3/23(三)
10:10
3/23(三)
12:00
3/23(三)
13:10
3/23(三)
18:30
3/24(四)
9:00
3/24(四)
12:00
3/24(四)
13:00
3/24(四)
15:00
3/24(四)
16:10
3/25(五)
10:10
3/25(五)
12:00

蘭陽校園的「夢圈」已是第5次參加品管圈競
賽。（攝影／李建旻）

3/25(五)
13:10
3/25(五)
15:00

公行系
B117
化學系
Q409

演講人/講題
臺北市議員洪健益
直轄市議會職權與議員角色

本校參考服務組講師林玳安
研究所圖書館資源講習
智泉國際事業公司講師籃凱騰、許
化材系
佳儒
Q409
化學領域重要的資料SciFinder
中油董事長林聖忠
產經系
巴黎氣候高峰會對全球能源產業衝
B511
擊及因應之道
國企系
台新銀行人資處協理徐敏哲
B312
就業文件書表準備與面試注意事項
經濟系
戴德梁行總經理顏炳立
B713
2016房地產趨勢與投資策略
資圖系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林國義
B218
大數據資訊應用與探勘
師培中心 全國農業金庫公司總經理鄭貞茂
ED201
理財教育
西班牙Valladolid大學心理系教授
西語系
Carlos Martin Bravo
T512
文藝心理學
航太系
華航企安室安保部經理黃祥滮
E787
航空安全實務
微光現代詩社 詩人林婉瑜
L413
詩的喜悅，詩的深沉
國企系
采恒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邵澤淵
L407
上海投資與就業
AACSB商管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林谷
課務組
峻、資訊處專發組專門委員錢太隆
B218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心能力
功能說明會(二)
翔隆自動化公司專案經理李壙宇
創育中心
創業x產學─創業知能實作課程 (產
R103
業新契機 無人機旋風)
旭然國際公司材料研發及應用部
創育中心 經理張旭賢
R103
創業x產學─創業知能實作課程(水
過濾科技 滴滴心資源)
公益旅行家褚士瑩
大陸所
一份工作11種視野:改變你未來命運
T701
的絕對工作術
產經系
本校經濟系教授江莉莉
L204
參考點相依的價值之腦神經表徵
AACSB商管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林谷
課務組
峻、資訊處專發組專門委員錢太隆
B218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心能力
功能說明會(三)
管科系
昇貿科技董事長李三連
B516
供應鏈管理實務經驗分享
資圖系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漢賓
B130
虛擬實境科技於教育訓練之應用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2(二)
19:30
3/23(三)
15:00

文學院組成的「文基起五圈」以提升文學院教師
教學評量填答率說明。（攝影／吳重毅）

參訪日本3姊妹校 探視學生
【本報訊】7日至10日，校長
張家宜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校長特別助理張翔筌、總務
長羅孝賢、亞洲所所長蔡錫勳與
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訪問日本
姊妹校同志社大學、近畿大學和
關西大學；均受到同志社大學校
長村田晃嗣、近畿大學校長塩崎
均、關西大學校長楠見晴重熱烈
接待，在學術交流合作打下新基

教學
卓越

3/24(四)
19:30

全品管研習會25日化挑戰為機會

統合視導登場
21日起自評訪視開跑

1

礎。在同志社大學中，除了與本校目前在同
志社大學大三出國留學的同學會面，了解同
學的學習與生活狀況外，代表團對同志社大
學教室明亮新穎設備及通識核心課程由名師
大班授課，印象深刻。村田校長近年曾兩度
來校，與本校關係深厚，多次促成國際問題
雙邊研討會。
對近畿大學設計的英語情境生活村、產學
合作等均能做為本校參考學習之處。本次是
二度拜訪關西大學，未來將會有更多的交流
與合作。

商管碩士在
職專班
D324
戰略所
D302

演講人/講題
元大創投董事長暨中華儒道研究
協會理事長李克明
當孔子遇到哈佛-經典新思維
戰略所校友/國內戰略學者張明睿
國際關係理論中-安全與戰略的爭論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3(三)
13:10

資創系
CL323

3/24(四)
19:10

資創系
CL324

演講人/講題
財團法人電腦技能基金會北區推
廣中心專員張海萍
ERP證照考試介紹
英業達軟體工程師江羽涵
IT職訓經驗及在職進修經驗分享

美廣VIP室 快來申請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提供本校
教師、職員舒適、安靜的用餐與開會環境，資
產組在美食廣場設置教職員專用的貴賓室，只
要10人以上，即可向資產組填單申請，該空間
可容納逾20人。資產組組員汪家美說：「借用
本場地限選用美食廣場內之餐點，貴賓室的設
置除了能提升用餐品質外，校內空間也可充分
利用，歡迎大家踴躍申請。」

學習服務大體驗

課堂值日生 有品出列
為鼓勵同學主動關心環境整潔、並
促進師生間情誼，事務整備組推出
「課堂值日生」自3月起進行服務，
協助進行課後擦黑板、關燈、桌椅歸
為等服務工作。擔任課堂值日生之一
的法文一林怡瑄表示：「我在下課時
都有幫忙擦黑板的習慣，因此受老師
推薦參與這計畫，除了可讓上課環境
更舒適，還可趁機請教老師課業問
題，實在一舉兩得。」公行二曹峻仁
說：「這計畫很新鮮，值日生的舉手
之勞對老師上課十分有幫助，我很高
興能參加這個活動。」（文／李昱
萱、攝影／閩家瑋、蔡晉宇）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