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
組與台北市校友會於8日在四季花都興福寮農
場舉辦「溫馨接送情接待家庭聯誼活動」，
國際長李佩華、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陳兆伸、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劉子經、全球
淡江企業家同舟協進會理事長董煥新等近120
位境外生及校友參與。
　活動讓校友們擔任接待家庭角色，與境外

生交流情誼，熟悉臺灣文化。除此之外，更
安排參觀農場生態、臺灣花卉、動手拓印手
提袋，並進行戶外體能活動，讓境外生們體
驗大自然之美。來自中國大陸湖北武漢的歷
史碩一高冰分享，參加完活動獲益良多，尤
其拓印活動最為印象深刻。在袋子上自由發
揮，創作喜歡的圖案，也在過程中與來自不
同國家的同學互動，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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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赴早稻田大交流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8(二)
10:00

公行系
B615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總經理馬瑜明
職場攻略與自我修練

10/18(二)
15:10

水環系
E829

交通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林志高
新世代城市污水生物處理技術

10/20(四)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
教室在觀音與大屯之間

10/20(四)
14:00

大傳系
O303

創意點子總經理陸意志
Seeing is buying 的新行銷時代

10/21(五)
16:00

機電系
E302

瑞士銀行執行董事郭伶玲
Looking Forward

教學
卓越

　本校校長張家宜（右二）率領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左二）與校長前特別助理張翔筌
（右一），於10日在日本東京拜會姊妹校早稻
田大學總長鎌田薰（中），討論兩校之間未來
進一步的合作。
　早稻田大學是本校在日本重要的姊妹校之
一，更是日本私校全國排名經常名列第一的學
校。兩校交換學生及教師已有多年，長期在英
語跨文化同步課程上有密切合作，本校不少院
系曾和早稻田大學合辦學術研討會。早稻田大
學參加接待本校代表團的師長，包括負責國際
事務的理事森田典正（左一）、總長室秘書長
岡本宏一、國際處部長江正殷和課長津村聰。
11月，森田典正和津村聰將代表早稻田大學前
來參加本校第66週年校慶典禮，亦將拜會本校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文／本報訊，圖／戴萬
欽提供）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宜於
13日出席由世新大學主辦之「第七屆世界大學
女校長論壇」，共12國、29所大學的女校長及
專家學者與會，以「推動全球經濟與社會轉型
升級：大學的選擇與責任」為主題，暢談大學
教育之創新與改革，彰顯臺灣國際學術領域能
見度。並以「高等教育之變遷」及「大學在推
動全球經濟與社會轉型的角色」為主軸，進行
圓桌論壇及7場分組論壇。
　會中，張校長應世新大學邀請以「從台灣的
觀點看高等教育的未來」進行該論壇第二場演
講，講述「未來思考」、「驅動力和挑戰」、
「未來工作」及「首選未來」四大主題。張校
長認為，「如果知道如何改變及管理，未來大
學將會提供巨大的挑戰與機會。」

遠見大愛專訪葛煥昭產學成效 
　臨床醫學資訊系統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產學合作獲媒體關注！繼今年10月號
《遠見雜誌》報導，12日大愛電視台「大愛探索周報」節目蒞校專訪學術副校
長暨醫資中心主任葛煥昭與臺北榮民總醫院心臟血管外科產學合作「臨床環境
之醫療資源整合系統」之跨領域合作成果。葛煥昭和記者闡述與北榮長期合
作以及執行衛福部「推動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系統（UDI）導入試行」計畫等內
容。本報曾報導此成果，詳請見第998期「產學合作圈」專題。（文／陳昶育）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非書資
料組於6日至12月31日止，在總館5樓非書資料
室影音展示區舉辦「電影中的饗宴──就在
圖書館」系列活動。包含「懂食安•享美食」
影音資料展、「幸福饗宴」電影週、拍照打卡
得「幸運」、賞美食送美食。非書組組長丁紹
芬表示，此次以主題展方式推廣飲食、食安
相關資訊，有興趣者可前往參與。詳細資訊請
上圖書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網址：http://
www.lib.tku.edu.tw/）
　此外，參考服務組分別與臺灣學術資料庫暨

電子書聯盟、HyRead電子書、華藝電子書，
以及天下雜誌知識庫等單位，於10月起，合
辦「e書傳情2」、「2016 HyRead電子書－校
園閱讀大師養成計劃」、「愛吃、愛玩、i讀
書」，以及「天下－王者之爭」等推廣活動，
iPad Air、iPad mini及PS4等多項好禮等你拿。
參考組組長張素蓉表示，本校電子書及資料庫
館藏豐富，盼能藉與各單位合作推廣，提高使
用率。相關資訊請上圖書館網頁最新消息查
詢。（網址：http://www.lib.tku.edu.tw/）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國外大
小事，不能錯過「國際文化萬花筒」活動。境
輔組於5日起在驚聲大樓10樓，邀境外生介紹
各國文化及本校生分享國際交流經驗的體會與
見聞。
　5日活動中，統計四陳存璽，除了介紹歐洲
文化，也特別分享環遊冰島經驗；中文四范莉
榛帶領聽眾領略日本風俗民情，體會當地文學
由內而外的美學涵養；英文三馮惠廷分享在韓
國慶熙大學當交換生的求學體驗；中文四陳佳
蓉體驗澳洲墨爾本人文風情後，指出殖民後
的現代社會多元發展；中文二戴先怡走進香
港，揭開經濟民主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參加活
動的大傳一姜一凡表示，聽完朋友介紹的這場
活動，讓我受益良多，看到了外面不一樣的世
界。 活動至12月28日前，每週三晚間6時30分
在同一地點舉行，欲知活動詳情，請上活動
報名系統查詢。(網址：https://enroll.tku.edu.
tw/)

說明會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
核處將於18日15時10分在I501舉辦 105學年
度「第11屆淡江品質獎」暨「第8屆品管圈競
賽」活動說明會。
　活動承辦人、品保處約聘人員江書瑜表
示，會中將說明如何準備申請報告書與複審
時的簡報製作和實地訪視，以及淡江品質獎
與品管圈競賽評審標準和成果報告書撰寫說
明。並邀請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團結圈競賽－
甜甜圈團隊的企管四林佳瑩分享經驗。歡迎
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與。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7(一)
10:00

文學院
L522

淡江大學歷史系兼任講師曾令毅
清代淡北的汀州移民與林本源家族

10/17(一)
10:00

電機系
E787

 IBM應用系統創新服務事業部顧問
經理徐子淵
下一代機器人的現狀與趨勢 

10/17(一)
13:10

化材系
E819

長庚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
郭修伯
循環式流體化床的乾式脫硫程序分析

10/1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明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
劉舜維
有機光電子元件與應用

10/18(二)
10:10

俄文系
T110

海參葳水晶虎賭場經理裴凡強
從太平島到海參葳：冷門科系熱門
職涯

10/18(二)
12:00

公行系
B1104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黃琛瑜
英國脫歐公投-意外或不意外的分手？

10/18(二)
13:00

戰略所
T606

中時電子報記者許劍虹
媒體與國民外交：亞特蘭大飛虎年會

10/18(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大朝機構董事長林湘評
創業與轉型

10/1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林文欽 
Critical and reversible hydrogenation 
effect on magnetism

10/18(二)
15:00

外交與國
際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外交與國際系副教授寇大偉
”Britain Kisses the European Union 
goodbye” Why? How? and What 
Next? 

10/19(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顧問嚴和平
票券業概論

10/19(三)
15:10

土木系
E787

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工
程師劉泰儀
重大工程實務案例分享

10/20(四)
12:00

資圖系
L416

淡江大學資圖系副教授林雯瑤
職業認識與職涯探索與座談

10/20(四)
13:10

數學系
S104

東吳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吳牧恩
交易與人生

10/20(四)
14:10

資工系
E819

新彩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藍嘉晴
金融科技大未來

10/20(四)
14:10

機電系
E811

韓國建國大學教授  H.C. Park
流能發電機渦輪設計

10/20(四)
15:10

大陸所
T701

遠通國際經營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蕭新永
大陸台商如何處理勞動糾紛與預防
對策

10/21(五)
9:00

公行系
B302a

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高世垣
民意調查實務運作

10/21(五)
10:10

資工系
E787

五百戶科技總經理張園宗
工業4.0時代十大趨勢

10/21(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江靜之
改變從我開始——機構談話的限制
與機會

10/21(五)
10:10

資圖系
L526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組
長呂智惠
舊瓶如何裝新酒─臺師大公館校區圖
書分館空間改造經驗分享

10/21(五)
14:10

經濟系
B506

益昇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綠
技師江容任
綠建築引領生活

10/22(六)
14:00

建築系
覺生國際

會議廳

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
在水泥地上種花 我的雲門歲月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於12日起
至21日止開辦「藝來藝往－105年中華民國畫學會會員
聯展」，展出水墨、書畫等百餘件作品。14日上午舉
行開幕式，校內師長、參展藝術家等逾50人出席，前
總統府資政廖了以也共襄盛舉。
  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說明，文錙中心成立以來，在校
內舉辦各式藝文活動，推廣藝術教育，也期許藉由畫
學會名家的作品，啟發學生的美學鑑賞能力。中華民
國畫學會理事長唐健風表示，十分榮幸能在淡江舉辦
展覽，淡江師生人數眾多，希望本次展覽作品能發揮
最大的美學推廣功用。中文二林莘洳分享，水墨畫不
單是濃淡的渲染，還有不同於傳統的漫畫風格作品，
非常特別。

幸福饗宴電影週推廣食安

讚「圖書館先進」

藝來藝往 展百件水墨書畫

康生活，員福會、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與
五虎崗童軍團將於30日聯合舉辦本校傳統－
「全校觀音山健行」活動。預計將從凌雲寺
出發，花費約1個半小時到達觀音山山頂，攻
頂後也將進行抽獎，獎品相當豐富。
　員福會貼心提醒，要攜帶的除了最重要的
「一顆愉悅的心」外，當天服裝以輕便為
主，若有需要，也可自備毛巾、雨傘等個人
物品。報名至21日（週五）截止，詳情請洽
詢，物理系傅秋月小姐（分機2521）。
秘書處推出紀念品 14日陸續上架
　【本報訊】為慶祝66週年校慶，秘書處推
出22項校慶紀念商品，以66週年LOGO、

校友家庭溫馨接待境外生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12日香港協恩
中學助理校長蔡穎思率202名師生來校參訪。
除了分組參觀海博館、體育館、游泳館、圖書
館與宮燈教室外，亦至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座
談交流。國際長李佩華於致詞時表示：「這次
有超過200名師生來訪，人數算是歷年來數一
數二的高！本校今年境外生數突破2千人，歡
迎你們將來成為眾多境外生的一員。」
　會中播放簡介影片，並由國際處秘書林恩
如介紹大三出國與雙聯學位等資訊。問答時
間，李佩華說明本校如何把「樸實剛毅」校
訓實踐於教學中。英文系呂仲琳等4位本校香
港僑生，與在場同學分享來臺就讀經驗與心
得。經過此次參訪，蔡穎思認為，「淡江的校
園綠化很好，同學亦很有禮貌。」協恩中學三
年級的湯念恩則指出，「淡江圖書館設備先
進，開設的俄文系亦很吸引人，因此會考慮來
淡江就讀。」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同學駐足欣賞「藝來藝往－ 105 年中華民國畫學會會員聯展」
作品。（攝影／閩家瑋）

參與社團可以得到人際溝通的訓練，
藉由社團體悟到，
個人多盡一分力，

整個群體就得以向上提升，
對日後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時任駐法國台北代表處代表呂慶龍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諾貝爾文學
獎於臺灣時間13日晚間7時揭曉，日本知名作
家村上春樹原先得獎呼聲相當高，因此《朝
日新聞》、日本NHK電視台記者日前接續前
往本校村上春樹研究中心進行採訪。
　得知村上春樹未獲獎，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主任曾秋桂雖感到可惜，也呼籲大家不要放
棄、未來可以繼續期待。她說明，村上春樹
的作品多元，因此在臺灣獲得許多人的喜
愛，曾研究「臺灣閱讀村上春樹的『小確
幸』」主題，發現2014年起這個詞彙開始在臺
灣年輕人間流行，足見村上作品的影響力。
　曾秋桂提及，適逢66週年校慶，致力邀請村
上春樹本人參與盛會，雖然知道他不太參與
公開演講性質的活動，但會持續努力邀請。

見聞世界人文風情
國際文化萬花筒

香港協恩中學來訪

OCT 18
淡品獎品管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9(三)
09:10

歐盟中心
D302

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李顯峯
德國的VW與德意志銀行對EU的影響

8 日境外生與師長、校友們參加在「溫馨接送情接待家庭聯誼活動」中，共同彩繪拓印手
提袋。（圖／境輔組提供）

66 週年校慶紀念品。
（圖／淡江酷樂網提供）

大愛探索周報採訪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攝影／鍾子揚）

翻攝遠見雜誌。
（攝影／盧逸峰）

NHK 電視台 13 日蒞校採訪村上春樹研究中
心主任曾秋桂（右）共同等待諾貝爾文學獎
揭曉。（攝影／盧逸峰）

張校長主講高教未來
世界大學女校長論壇

ＮＨＫ訪村上研究中心
諾貝爾文學獎開獎

▲

▲

TEDXTKU2016年會 17日開始售票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
為慶祝本校66週年校慶，國際處
將於11月5日13時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TEDxTKU 2016年會」，

以「20/20洞悉‧視界－與您分享值得分享的
好點子」為主題。
　活動邀請學生分享平台「N次坊」創辦人侯
智薰、本校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自學並開發
「求職天眼通」的人才媒合平台Sudo工程師
古宗禎、共生住宅「玖樓」共同創辦人王維
綱、VR/AR產業前瞻推手、喜杰思互動科技
創辦人謝京蓓，以及本校公行系教授林聰吉6
位不同領域講者，用自身經驗以人性化、未來
化、科技化為基底，分享其獨特、新穎見解。
　現場將安排Cupos享畫工作室的視覺圖像
記錄師即時將演講資訊以圖畫呈現，讓參加
者能反思演講內容。活動將於17日（週一）
晚間7時開放售票，欲購票者請上活動網站查
詢。（網址：http://www.accupass.com/go/
tedxtku2016）
員福會登觀音山活動 報名至21日止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6週年
校慶，並培養教職員良好休閒活動、擁有健

宮燈大道、宮燈教室景
緻等元素精巧設計。
　商品包括2款馬克杯、
2款珠光貼紙、大紙袋、
西式信封、2款陶瓷吸
水 杯 墊 及
套 組 、 白
色 T 恤 、 2
款保溫杯、
2 款 超 輕 量
保溫杯、保

溫罐、帆布手提袋、帆布筆袋、檜木鑰
匙圈、鋼珠筆對筆禮盒、球型水晶文
鎮、水晶名片座、實木框磚燒等商品。
14日，商品在驚聲書城及蘭陽校園便利
店實體店面，以及本校專屬校園商品網
站(http://tkugift.colaz.com.tw/)陸續寄
售。大傳三秦宛萱表示，紀念品具實用
性而且顏色相當喜氣，很適合慶祝校
慶。

傳統Ｘ創新 校慶正繽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