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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排名更是第6名，「皆歸功於校友工作表
現及努力成果。學校也秉持創辦人理念，持續
推動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等教育理念。近
年獲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肯定，每年逾5百位
學生出國，且來自70多國、1千8百多位境外生
來校，未來將推動『一系、一駐點』加強與姊
妹校交流。更感謝校友們熱心捐助，成就學校
更優質的教育環境，期望未來持續更新系友網
絡、加強校友聯繫。」（文轉三版）
日文系創系50年辦學術研討會 近百學者參與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日
文系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創系50週年黃憲
堂教授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思考日本
語的各種樣態」為題，日本、美國、臺灣3地
近百位學者進行3場基調演講及論文發表，其
遺孀日文系兼任講師李麗雲亦出席。系主任馬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度首場校園徵才博覽會「2016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上月30
日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及海報街盛大展開，為本校職涯啟航週掀起最高潮！在淡江大學醒獅
團的精彩表演後，由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學務長林俊宏、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謝政達以及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主任吳仁煜共同剪綵揭開序幕。
（文／盧宏維、攝影／盧逸峰）（文轉四版）
境輔組舉辦職能輔導講座
境外生輔導組於上月30日驚聲大樓十樓大廳舉辦「2016中國信託海外菁英培育計畫」說明
會，由中國信託人力資源處4位專員來校介紹該計畫內容，現場近20名馬來西亞、美國等境
外生到場聆聽，且了解相關職涯內容。另外，星展銀行董事朱麗文、臺灣星傳媒體副總經理
陳美妤、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均到校，為本校學生說明職涯發展趨勢。（文／王心妤）

教部統合視導 專家訪視性平教育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
報導】上月31日，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配合「105
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
視導」政策，在B302a進
行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工作辦理情形之自我檢核
階段之外部專家實地訪
評，本次共3位委員來校
訪視相關資料、參觀校內
校長張家宜（中）於上月31日，主持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
性別友善廁所、懷孕優先
使用停車位、哺集乳室、 合視導「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校內自我檢核階段之外
緊急求救系統等性別平等 部專家實地訪評會議。（攝影／蔡晉宇）
下午，委員個別與教師和學生晤談後，在綜
設施，由校長張家宜主持，並簡報介紹本校性
合座談，並提出視導建議，與本校交換意見。
別平等推動相關組織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訪視委員之一的景文科技大學校長洪久賢表
諮輔組等外，說明本校在性別平等教育上推廣
示：「這是可互相觀摩和彼此學習的機會！」
與防治等工作內容，如開辦性平課程等。

香港6高中校長組團 76人交流學習共同體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日，由
香港粉嶺救恩書院校長邱潔瑩、香港學習圈協
會主席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校長梁冠
芬、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張翠儀、嘉諾撒培
德中學校長黃少玲、香港伙伴教育基金會主席
黃鴻機等6校高中校長、副校長、教師共76名
來校參訪校園、探視化材二梁致成等5名港生
的校園生活外，並了解本校學習共同體的執行
經驗，由課程所所長陳麗華分享說明。
在本校簡介影片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主持座談會，梁冠芬等人對校園優美景色印象
深刻，且很高興能來淡水校園參訪。
新北新莊高中及臺南新化高中近2百人來校
上月29日、31日，新北市立新莊高中及臺南
國立新化高中共近2百位師生來校參訪宮燈教
室、圖書館、化學館等。招生組安排校內教師
進行學系說明。新化高中還參觀化學系實驗
室，由化材系教授林國賡介紹工學院科系。
新化高中二年級林鈺敏說：「是第一次來淡
大，透過科系介紹和導覽認識淡江，想知道更

多財金系的訊息！」新化高中二年級楊竣硯表
示：「這次參訪讓我對大學科系有更多認識，
在選擇大學有更多參考！」親善大使運管二莊
慧竺說：「導覽時，他們對系所和社團在海報
街的擺攤活動，感到新鮮有趣。」

教學
卓越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耀輝表示，慶祝創系50週年
亦緬懷黃憲堂教授的貢獻，
希望將其教學熱忱與研究精
神傳遞給新世代。外語學院
院長陳小雀表示，在論文集
中彷彿看到黃憲堂教授投身
教育現場身影，相信此書能
嘉惠無數學子。會中播放黃
憲堂紀念影片並發表13篇論
文，內容為臺灣的日本語教育等主題，並於會
後以研究的觀點與教育的觀點為題進行討論。

66校慶學術首發 直木賞得主東山彰良來校分享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66週年校慶之
學術活動首波開跑！上月29日，本校邀請臺灣
第三位榮獲日本通俗文學最高榮譽「直木賞」
的臺裔作家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圖右），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超過2百名師生分享「在
成為作家之前」，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外
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日文系副教授彭春陽出
席，戴萬欽致贈紀念品予東山彰良。會後，聽
眾立即大排長龍請東山彰良簽名，足見其響
亮名氣。彭春陽說明，因與東山彰良父親王孝
廉是舊識、藉此機會牽線邀他來臺；陳小雀指
出，演講前與講者交流文學觀點相談愉快。
東山彰良分享成為作家的過程，從小興趣廣
泛，熱愛音樂與電影，畢業後在職場中不大順
遂，直到有一天與論文奮戰時，不知不覺寫起
小說，從此發現寫作樂趣，遂投稿「這本推

理小說真
厲害！」
小說獎，
初試啼聲
便獲得銀
賞，便以
小說家出
道。有志
成為作家
的同學提
問從事寫 （攝影／盧逸峰）
作工作的建議，他以自己為例說明：「考慮維
持生計並未全職寫作但在大學任教，能接觸年
輕人的想法對寫作有莫大幫助。」日文四簡吟
羽說，過去曾讀過其火影忍者輕小說作品，經
這講座才知他是臺灣人，對其經歷印象深刻。

【記者閩家瑋淡
水校園報導】本校
智慧自動化與機
器人中心於上月26
日，應新北市勞工
局邀請，參加「機
器人體驗會」，展
示由人形機器人團
TKU第十代小型人型機器 隊開發的「TKU第
人亮相。（攝影／閩家瑋） 十代小型人型機器
人」，該人型機器人現場示範舉重、行走動
作，靈巧表現讓觀展民眾看得目不轉睛。除了

讓好奇民眾紛紛提問外，亦吸引不少廠商和教
育界人士前來洽詢產學合作機會。
負責本次活動，也是人形機器人團隊一員的
電機碩二黃彥捷表示：「2004年自主研發出第
一隻人形機器人後，經不斷改良至今，已開
發到第十代。現在的機器人可透過影像辨識
自主做出投籃、舉重、來回競走等動作，與
前一代相比，主要是在重量相近下，增加了機
構強度。」目前，機器人中心正積極地準備相
關賽事，將於8月參加「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
競賽」與「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等比
賽，希望能以最好表現獲得好成績。

校友蔡適應立委 分享從政之路

【記者陸瑩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9日，戰
略所邀所友、新科立委蔡適應以「我的從政
之路」主題演講，戰略所所長李大中、戰略
所教授翁明賢等逾25位師生出席聆聽。
蔡適應以幽默風趣方式從部隊生活開始談
起，講述一路擔任立委助理、考入戰略所，
曾於2005年以最年輕之姿當選基隆市安樂區議
員，再到第九屆立委選舉與前臺北市市長郝
龍斌一戰成名，進入立院服務的奮鬥之路。
蔡適應建議在場有志從政的同學，首先應
積極關心公共事物，並有自己的主張，提高
自我專業能力。平時在

生活中提前佈局，擴展人脈，扎根基層。並
告誡「把政治當做志業，而不是事業。」他
坦言，從政路上一直充滿不可能和不支持，
但都因堅定信念為目標提前構想，著眼於基
礎，再加上平時經營人際關係才逐漸化「不
可能」成為「可能」。
最後，他勉勵凡事都要努力，不靠金錢權
力亦能憑藉實力達成目標。即將於9月就讀本
校戰略所的譚庚妮特地趕來參加，她表示，
聽完讓她更加堅定信念，為達成目標不斷努
力，不畏懼失敗。

三德慈善基金會獎

助12生

高千媛獅國飛來勉勵學生

由本校土木系校友高新平以母
之名創辦「高李綢獎助學金」於
上月30日舉行本學期頒發典禮，
由「三德慈善基金會」主席高千
媛從新加坡來校頒發高李綢獎助
學金予10位同學、三德獎助學金
予土木系2位學生。基金會迄今
累積頒發新臺幣1,485萬元、幫助
近3百位同學。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理學
院院長周子聰、商管學院院長邱
建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全球發展學院院
長劉艾華等師長到場，對已故校友高新平的慈

演講人/講題

大傳系
O303

夢田文創製作總監辛翠芸
戲劇的創意發想與產製流程

4/13(三)
12:00

教發組
I501

本校資傳系副教授劉慧娟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場次四)

淡水校園
演講人/講題

環安中心
消防署組長林金宏
驚聲國際會
環安推動人教育訓練(1)-活著離開
議廳

4/11(一)
13:10

化材系
E820

長庚大學化材系副教授吳明忠
二氧化鈦材料於綠能領域的應用

4/1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教授吳淑褓
Chemosensors for Cell Imaging and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4/12(二)
10:00

國企系
B312

國泰人壽行銷總監林珛育
保險業業務現況與發展趨勢

4/12(二)
14:10

經濟系
B713

敦陽科技新產品事業處副總經理黃
明彬
大數據與雲端應用

4/1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博士
後研究員梁崇文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in
Biophysics and Optical Spectroscopy

4/13(三)
10:10

財金系
B71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前董事長賴清祺
壽險業概論

4/13(三)
10:10

美洲所
T306

外交部拉美司參事韓志正
中國民國與拉丁美洲政治關係

4/13(三)
13:10

航太系
E787

華航777機隊巡航駕駛員陸柏霖
飛行員的一天

4/14(四)
16:10

大陸所
T701

Essence World 總經理林宇陽
職涯規劃與申請創業貸款的技巧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13(三)
15:00

戰略所
D302

演講人/講題
前立委助理、國內戰略學者揭仲
行政與立法之互動:以國安相關議
題為例

期中考溫書教室開放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考
將於18日至24日舉行，教務處自本週起開放商
管大樓B119教室，提供學生溫書使用。溫書
教室開放時間為11日至15日下午6時10分至10
時；16日、17日則為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
請同學多加利用。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
（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未帶證件者，
應提前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
延誤考試入場時間。詳細考場規則，請參閱網
站（http://www.acad.tku.edu.tw/CS/downs//
super_pages.php?ID=CS402）。
另外，以左手書寫之同學如需使用專用桌椅
考試，請於考試週前3天向課務組提出申請。
本次期中考試請依考試小表所排時間應試，修
習「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者應參加「中文能力
測驗」等測驗，請務必攜帶2B鉛筆應試。

科學館新增70車位
【本報訊】本校將於科學館西北側校地新增
70個停車位，科學館周邊將提供160個車位，
未來自學府路校門開車入校後，即可左轉至科
學館該區停放。為利於校園空間環境整體規
劃，即日起，將取消商館北側58個停車位，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取消商館北側部分停車
位後，未來將建置無障礙行人徒步區與輕食慢
活休憩區，除提供師生、輪椅等通行無礙、紓
解商館與力霸橋大學城生活圈人潮擁塞問題
外，希望該區能成為淡江特色之一。
羅孝賢提到，雖然取消商館北側部分停車位
造成相對不便，但整體停車位是增加的，請大
家能相互體諒，一起建構友善校園環境。
未來，商館周邊車輛的動線將改為單向通
行；安全組組長曾瑞光提醒，大忠街車輛自動
感應出入管制系統已啟用，未來停放在文學館
及商館周邊停車區之車輛，請盡量由大忠街校
門口離校；藉由車輛分流，避免人車爭道耗時
及安全問題，以共同營造美好校園環境。

圖館再辦你選書我買單

善精神，表達感佩之意。（文／林妍君、攝影
／林俊廷）

【本報訊】覺生紀念圖書館「你選書‧我買
單」書展活動又來囉！自今日起（11日）至15
日止，邀請國內外圖書代理商，在總館2樓大
廳展示2015至2016年出版的中外文新書，凡本
校師生均可現場挑選推薦，經圖書館審核後將
添購入館；推薦後填寫線上問卷將有機會抽中
7-11禮券、時尚提袋等精美禮品，歡迎全校
師生前往挑選並推薦心儀的書籍。

世界閱讀日 11日圖館探城市故事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因應2016世界閱讀日，本校覺生紀念圖
書館將於11日（週一）起，以「閱讀‧行旅‧愛分享」為題，在2樓閱
活區舉辦城市文學主題展，歡迎大家尋找城市來探索城市故事。
2016年適逢莎士比亞與賽萬提斯的逝世4百週年紀念，即日起，圖書
館和外語學院合作舉辦「當莎士比亞遇見賽萬提斯工作坊」，除在2樓
閱活區有主題書展外，還有彩繪文學和轉印版畫DIY的創作體驗活動。
11日起至5月13日止，在2樓閱活區有「為莎士比亞與賽萬提斯著色」
的彩繪文學，可為他們填上你心目中的色彩。28日下午2時、5月5日下
午4時，均在2樓閱活區更有「文學大師轉印版畫DIY」，讓你將這兩位
大師的金句名言轉印成版畫，成為專屬於你的作品。
另外，西語系助理教授戴毓芬、英文系副教授黃逸民等人，將為大家
帶來精彩的專題演講，詳細演講時間請密切留意活動相關訊息，快到圖
書館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lib.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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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一)
19:00

4/11(一)
9:00

淡水校園與蘭陽校園於上月26日同步舉行
「2016春之饗宴」，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中，超過7百位校友返校。（攝影／盧逸峰）

█臺北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TKU第十代人型機器人亮相

校園徵才博覽會 企業獵 淡江學子

還有 期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倒數時報千期

春之饗宴熱鬧迎8百校友

【記者林妍君、秦宛萱、劉家伶淡水、蘭陽
校園報導】本校66週年校慶口號訂為「淡江66
燦爛99」（Tamkang 66, forever splendid）。
2016春之饗宴，一掃陰雨綿綿，於上月26日
以陽光普照天氣在淡水、蘭陽校園盛大舉行，
逾8百位校友重回杜鵑花齊放的校園中聯絡情
誼。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中華民國校友
總會理事長陳定川、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
會長侯登見、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
甫、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等人皆出
席共襄盛舉，活動由全體同唱校歌後揭開序
幕。張校長致詞時表示，今年66週年校慶是本
校重要的里程碑，亦在高教扮演重要角色，培
育出逾25萬校友；今年第19次蟬聯《Cheers》
雜誌調查企業最愛私校第一名、全國總排名
第9名，《遠見》雜誌「2016企業最愛大學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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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