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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同慶化學車300場里程碑

上月29日，本校行動化學車之「化學遊樂趣」在雲林縣虎尾國中邁入第三百場次，並獲
美國化學學會（ACS）的肯定。本校校長張家宜、雲林縣縣長李進勇、雲林縣教育處處長
邱孝文等30位嘉賓出席，李進勇特頒感謝狀予本校，由張校長代表受獎，張校長致詞表
示，本校化學車長期進行科普教育，將持續推動以培養更多女性科學家。行動化學車負責
人高憲章感謝台橡公司、台灣默克公司、台灣新日化公司的支持。（文／張力堃）

校友齊心助陣迎66校慶

淡江 i 生活

累積使用人次破2400 萬
NO.1

欣逢66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
員會公關文宣組與天下雜誌將於15
日14時至16時在誠品信義店6F視聽
室舉辦「瞬時人才領袖講堂」活
NO.2 動，邀請水利工程學系（今水環系）校友台
淡江wifi
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英文系校友Yahoo奇摩
5,886,359 次
董事總經理王興、電子系（今電機系）校友
廣達集團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3位擔任主講
人，由校長張家宜進行開幕致詞。會中將由
NO.3 本校傑出校友們，共同探尋臺灣人才的硬底
考試小表
子、軟實力，分享對未來人才的想像。報名
3,720,230 次
請見活動網站（網址：http://topic.cw.com.tw/
forum/2016tku/）。（文／本報訊）

我的課表
6,095,388 次

使用次數排行榜
（攝影／閩家瑋、資料來源／資訊處，統計
數據至上月 27 日。）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身為淡江人一
定要知道的APP「淡江i生活」！該APP提供淡
水校園相關實用資訊，如：我的課表、公車動
態、即時影像、安全校園資訊、校園分機、淡
江時報等內容，協助新生快速融入淡江生活。
自2012年上線，據資訊處統計至上月27日
止，下載安裝數已突破12萬人次，達12萬4863
人次，累積使用次數則突破2千4百萬人次，
為2千448萬1953人次；相較2015年9月的108
萬2632人次，與2016年9月同期的126萬6531人
次，顯示學生對「淡江i生活」APP的使用需求
提升。
其中「我的課表」仍是最受歡迎功能，以609
萬5388次居冠，「淡江Wi-Fi」以588萬6359
次居次，「考試小表」則以372萬230次位居第
三。中文一鄭雅心表示，最喜歡「我的課表」
功能，能快速查詢課程時間及上課教室，但若
能設計成表格格式會更方便閱讀。

締約馬國
輸出水利科技技術
水環境資訊
研究中心

▲水環系系主任張麗秋（右四）於8月與研究團
隊赴馬來西亞實地探勘。（圖／張麗秋提供）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水環境資
訊研究中心研發成果，協助馬來西亞建置區域
淹水預報系統！馬來西亞政府於上月底寄來合
約書，確定與本校簽約，成功輸出臺灣水利科
技技術。水環系系主任張麗秋說明，「這套系
統是由臺大張斐章教授以指導老師的角色，與
我共同開發。該系統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能
快速計算淹水範圍，有助搶救災情。」張麗秋
於8月曾赴馬來西亞勘查當地氣候、地形及水
文。預計11月，馬國將會派研究人員來該中心
觀摩，並把技術帶回馬來西亞應用。
對於水環系校友廖世卿擔任計畫顧問，協助
促成國際合作，張麗秋認為「他在外交溝通上
實在是功不可沒。」她進一步表示，水利科
技十分重要，希望將來淡江有更多人才在此領
域發光發熱。來自馬來西亞的水環四黃克禮
說﹕「當初修讀水環系，是想解決馬來西亞的
水患問題。主任不但在這方面有專研，更剛好
與我國合作，因此，我決定要當主任的研究
生，繼續協助這次研究的進行。」

（圖／行動化學車團隊提供）

高爾夫球賽 熱絡校友情誼
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為慶祝66週年校慶，
與校友服務處暨發展資源處、體育事務處共同
舉辦「2016系際盃高爾夫球賽」，於上月24日
在大溪高爾夫球場熱鬧開打，校長張家宜、系
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等人出席支持，
與150位教職員及校友一起以球會友，場面熱
絡溫馨。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
「感謝校友們踴躍出席，除了增進校友情誼
外，同時也能夠達到運動健身的效果，從中體
會活動樂趣。」最後，體育教學組副教授王誼
邦獲總桿冠軍、淨桿冠軍為體育長蕭淑芬、團
體冠軍是化材系系友會。（文／林妍君）
張正傑大提琴獨奏會 12日開放索票
為慶祝66週年校慶，文錙藝術中心將於19日
舉辦「淡江室內樂禮讚（一）：張正傑大提琴
獨奏會『極端對比』」。 邀國立海洋大學藝
文中心主任張正傑、本校通核中心教授李珮瑜
連袂演出，帶來大提琴及鋼琴的音樂饗宴。文
錙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活動安排不同歷史
背景的古典曲作家，經由其不同人生境遇，展
現音樂多元風貌， 12日上午9時起開放索票，
張校長（左三）與校友們一起參加2016系際 請至文錙中心展覽廳領取，每人限取2張，數
量有限，歡迎參與。」（文／陳照宇）
盃高爾夫球賽。（圖／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止，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統計105學年度第一學
期境外學位新生為634人，境外交換生為150
人。本校境外學位生總數已達2072人。境輔組
於上月26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境外生迎
新餐會，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
華、一、二級單位主管、境外生導師與近350
位境外新生同歡。戴萬欽介紹本校特色及師長
並表示，境外生人數逐年增長，希望同學能積

10月活動預告

10.03-11.05 淡江佳偶666，今生今世999活動報名
（校服暨資發處）
10.05 慶祝66週年校慶暨驚聲大樓整建竣工慶祝茶會
（國際研究學院）
10月初-10.25 66學生裝置展藝比賽收件
（文錙藝術中心）
10.20 慶祝66週年校慶暨《話說淡江》新書發表會
（外語學院）
10.22 慶祝66週年校慶暨淡江雲門日學術活動
（建築系）
10.22 溜溜滬尾、U9久久-優九聯盟2016路跑賽
（體育處）

學教中心精巧改裝！

學教中心以中原大學作為標竿學習，於暑假期間對覺生綜合大樓一
樓進行空間改善與美化，除將電梯牆面增加各樓層介紹外，並增設公
佈欄以周知相關活動，設計上美觀大方。英文三鍾緯綸表示，整體改
善後，讓環境空間變得很有設計感，簡潔且不突兀，視覺上有舒適的
感覺。（文、攝影／趙世勳）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航太系
G315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林昭安
風力機設計及其應用

10/3(一)
13:00

化材系
E830

優勝奈米科技公司總經理許景翔
綠色循環製程與經濟

10/4(二)
13:00

企管系
B506

大山北月執行長莊凱詠
創業教我的三件事：從服務科學得
來的啟示

10/4(二)
18:10

資工系
D409

傑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許哲銓
資訊科技與創新創業產業應用

10/5(三)
12:00

教發組
CL506

資創系助理教授朱留
善用學生學習數據，改善教學設計

10/6(四)
14:00

10.24-11.18 第二屆淡江好歌曲比賽報名
（文錙藝術中心）
10.25 辛卡米克見面會邀你加入TKU學生大代誌APP
（淡江時報）
10.26-11.30 國際美術大展
（文錙藝術中心）
10.27-10.29 2016未來計算論壇（ Future
Computing Forum）（資工系、資創系）
10月下旬 師生頌決賽
（課外組）
（資料來源／各單位提供）

極學習，彼此在求學歷程中培養情誼。
現場備有蘿蔔糕、鍋貼、貢丸湯等臺灣在地
美食，來自不同國家學生除了交流校園生活與
系上課程，也拿起手機自拍、交流情誼，現場
充滿歡樂氣氛。來自馬來西亞的外交與國際一
黎清水表示，活動中除了結交到他國朋友，也
享用許多美食佳餚，對臺灣不再陌生。

境外生迎新餐會於上月26日舉行，近350位境外新生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師長合影。（攝影／朱樂然）

演講人/講題

10/3(一)
12:00

10/5(三)
18:00

預警封步道 即時啟動防颱
【記者李昱萱、何家穎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梅姬颱風來襲，上月26日上午11時30分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本校採預防
措施降低風險，總務處考量師生通行安全，
維護校園安全持續努力，第一時間將松濤館
往教育學院步道進行封閉，待陸上颱風警報
解除恢復通行！
颱風襲臺，總務長羅孝賢、事務整備組組
長吳美華、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安全
組組長曾瑞光等人上月26日立即組成「防颱
小組」待命，於上月27、28日共同檢視校園
交通、教學設施，並清除傾倒樹木、道路障
礙，修剪枯枝，以回復校園樣貌。
羅孝賢表示：「感謝同仁和其家人協助在
颱風期間整理環境；這次災損有些許樹木倒
塌、體育館玻璃和驚聲大樓教室門毀損、休
閒座椅損壞等，幸好暑假時修整樹木和環
境，讓災害降到最低，本校向來致力於颱風
後第一時間快速恢復環境，以讓校園儘快正
常運作。」
而梅姬颱風直撲東臺灣，造成蘭陽校園
200多棵樹傾倒、玻璃破裂、紗窗掉落、門
窗變型、停電等多處災損。梅姬颱風發布陸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新生註冊率96.58% 境外生數破2千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至上月28日
止，教務處註冊組統計出本學年度新生註冊
率達96.58％，化學系材料化學組、外交與國
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註冊率達100％。教
務長鄭東文表示：「因為少子化衝擊，普遍來
說生源降低，但非常感謝學校各單位同仁的幫
忙，讓招生績效近幾年保持平穩，預計兩年後
生源人數會再減少，希望未來同仁可以再一起
努力。」 化學系系主任施增廉說：「達到此
註冊率應是系上同仁平時就至高中宣傳，並於
每年3、4月舉辦鍾靈化學創意競賽，加上外界
累積的口碑，得以達到不錯的宣傳效果。」
外交與國際系系主任鄭欽模說：「本系藉
由舉辦新生座談會，與學生、家長面對面對
談，試圖了解需求。此外，考量學生十分在
意學習歷程，特別著重在就業輔導、產學合
作、校外實習3大方面，並善用報章雜誌以及
學校網頁宣傳。」
境外生迎新餐會 佳餚交流情誼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至上月29日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境輔組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國際文化萬
驚聲10樓
花筒」系列分享活動
交誼廳
機電系
E811

中國線上教育集團財務長Jimmy Lai
中國第二次大躍進互聯網的時代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3(一)
10:00

電機系
Ｅ787

太盟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功全
IEEE 802.11系列的演進與太盟扮演之角色

10/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密西根大學藥學系講座教授楊志民
發展生物藥物傳遞系統的意義和重要性

10/3(一)
14:10

保險系
B609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黃家祥
強制第三人汽機車責任險

10/4(二)
13:10

經濟系
C423

淡江大學會計系副教授韓幸紋
財政政策與世代分配正義問題初探

10/4(二)
13:10

戰略所
T606

中華電視公司國際新聞中心主任李登文
台灣沒有國際新聞？不為人知的理想與掙扎

10/4(二)
14:10

產經系
B512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副教授蔡明芳
教室內狀況外的經濟決策

10/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蔣志純
宗教物理

10/4(二)
14:10

數學系
S433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主任林士貴
碳排放權及衍生性商品價格特性與實
證分析：均數復歸、隨機波動度、與
跳躍風險模型

10/4(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元大金控董事齊萊平
中國新中產階級崛起帶來的機遇

10/5(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聯合信用卡中心總經理林棟樑
銀行業概論

10/5(三)
13:00

政經系
CL101

Washington, D.C. journalist and author
Mr. Chuck McCutcheon
Med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0/6(四)
15:10

大陸所
T701

通用汽車亞太區採購經理高惟信
通用汽車在中國大陸發展

10/7(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
恐龍是誰招的？發言與危機管理實務

10/7(五)
14:10

經濟系
B506

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協會智慧交通召
集人洪嘉聲
人生物聯網+

圖館新手訓練師

必學6課程啟動

上颱風警報時， 上月26日蘭陽校園隨即啟動
至4日（週二）同一時間地點舉辦。建邦中
防颱小組，確認各項防颱準備工作、擬定停課
心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原訂於上週二14時在創
時間及疏散作業後，當日下午2時宣布停課並
育中心舉行之「創作工廠開幕茶會」延期至
加開班車輸運學生下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4日（週二）同一時間地點舉辦。視障資源
鴻、全發院院院長劉艾華，以及4系系主任留
中心原訂於上週三中午1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校，與654位學生共同面對颱風夜襲。
廳舉行之「輔導身心障學生暨家長座談會」
目前，蘭陽校園於颱風過後整理環境同時
將延期至10月24日同一時間地點舉辦。
勘查災損情形，規
劃進行風災後復舊
工作。觀光二陳柏
勳說：「颱風時的
停電造成留校學生
的許多不便，現在
校園內多處設施毀
損，期待盡快恢復
正常。」
受颱風影響，女
聯會原訂於上週二
中午12時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之
「慶祝教師節美食
饗宴－美食66、健
康 9 9 」 活 動 ， 延 期 ▲ 上月28日，總務處清除傾倒在操場旁籃球場的樹木。（攝影／陳柏儒）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參考組
特舉辦「新手訓練師的全新地圖」課程，包
括「語言自學好自在」、「關鍵下一秒：投
資老師沒說的產業和商情資訊」、「e書閱讀
easy go！」、「掌握媒體與社會脈動」6場講
習。參考組組長張素蓉表示，開辦網路資源講
習，盼讓同學知曉資源服務並能靈活運用。有
興趣者之教職員工生皆可報名，限40名。詳見
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此外，北一區圖書資源服務平台免費APP
上線囉！有別於以往使用電腦申請跨校借用
書籍，該APP讓申請借用及等候通知更加便
利。（iOS網址：https://goo.gl/v0wlW6）、
（Android網址：https://goo.gl/d71cCk）。
另外，參考組與兩資料庫公司合辦兩個問卷
活動於31日截止。DDC數位論文典藏聯盟推
出「誰是論文推薦王，大獎等你拿！」頭獎
為ipad mini 乙臺，活動請至（網址： http://
www.tbmc.com.tw/2016ddc/index.php）查
詢；萬方數據則推出「萬方開學祭，曜石黑大
放送！」讓大家了解萬方數據平台的資料搜尋
便利性，頭獎為iphone7乙臺，活動詳情請至
網站（網址：http://ppt.cc/5zGnR）查詢。

搭公車抽 iPhone7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全校師
生及同仁多利用公車作為通勤交通工具，並達
到節能減碳愛地球，總務處舉辦「淡大公車
讚」抽獎活動。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持本校
發放悠遊卡搭乘紅27、紅28、紅28直達、308、
756等5條路線之公車，總次數達前100名者，即
可參加抽獎。獎品包括最大獎iPhone7手機等30
項，7日（週五）前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即可參
加。公行二張仲雅認為，透過此活動可促進師
生搭公車意願，降低學生因騎乘機車發生交通
事故之可能。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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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