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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週年校慶
謹訂於中華民國105年11月6日（日）上午9時50分，
在本校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創校66週年慶祝
大會
敬請
蒞臨指導

淡江大學

3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1月3日（週
四）教育部將派12位訪視委員蒞校進行「第三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考評實地訪視」。
上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由校長張家宜進行
簡報，訪視委員進行提問，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及各面向主持人等出
席與會。下午，訪視委員將對實際場域與軟硬
體設備等進行考評。最後，由教育部召集人及
張校長主持綜合座談。

校友許秀影拜會張校長

▲ 26 日，中華專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資工系
校友許秀影（左）來校拜會張校長（右），
分享專案管理新知。（攝影／李建旻）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中華專案管理
學會理事長、資工系校友許秀影於26日來校拜
會本校校長張家宜，並分享專案管理新知及參
訪位於新工館E201的專案證照考證教室。
許秀影在分享會中說明，「現今是專案管理
的時代，且廣泛應用於各領域，目前市場上需
要大量人才，而中華專案管理學會建立起一系
列的完整課程，希望向大學生推廣，透過課程
學習，考取相關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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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餐會5日凝聚淡江人

【本報訊】本校創校66週年之際，為感
謝淡江人協助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之建造，
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與本校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總會、中華民國校友總會、菁英
校友會、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於11月5日中
午在圓山大飯店，共同舉辦感恩餐會。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本次
餐會的目的除了感謝校友們協助母校發展
外，校友們也感念母校的栽培，因此合辦

海內外校友響應守謙一人一磚
【本報訊】管科所校友徐航健捐贈1億2千萬
元，淡水校園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海內
外校友紛紛揪團集資響應贊助該中心的空間
設置，目前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有蓮國際會
議廳、同舟廣場、4間大型會議室、中型11間
會議室的空間已經全數認捐完畢（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空間認捐表請見3版）。

海外校友齊聚

【本報訊】香港校友會於22日舉行66校
慶慶祝聯誼活動，邀請大陸校友聯誼總會
總會長莊文甫、馬來西亞拿督暨會計系校
友李子松、澳門校友會會長張嘉寅等臺、
港、澳、馬之海內外50餘位校友齊聚一堂
交流情誼，本校代表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
彭春陽出席致意，深刻感受到海外校友的
熱情及對母校的情感。
11月6日為本校創校66週年慶祝大會，
香港校友會、印尼校友會、馬來西亞校友
會將組團返校出席，海外地區的校友也將
陸續返校參與校慶。

師生教研的潛能。
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黃正能於代表致詞
時表示，「我很喜歡淡江校訓：樸實剛毅，因
為唯有扎實、有毅力的打下基礎，才能面對未
來的瞬息萬變。」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說明，
此次論壇邀請在學術研究領域有卓越表現的
學者，希望藉由其自身經驗出發，從電腦視
覺、物聯網、機器人到大數據分析等議題，以
深入淺出方式解說未來的應用趨勢。27日下午
的「圓桌論壇」，9位學者齊聚一堂、交流個
人研究心法，現場互動氣氛熱絡。為了讓更多
學生了解資訊計算的未來發展方向，陳建彰補
充，「預計在一個月後，資工系會將論壇討論
的大綱及細項整理出書。

國際研究學院首辦院週展系所特色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
院於2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為期4天的「國
際學院週」，邀請到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巴拉圭駐華大使柏馬紹及日
本靜岡縣駐臺辦事處處長宮崎悌三等師長、
貴賓共襄盛舉。
張校長致詞表示，國際研究學院首次舉辦
屬於自己的院週，將各系所招生成果及特色
活動繽紛展出，尤其外交與國際系的加入使
得國際研究學院更加活潑、熱鬧。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感謝各單位師生
協助，同時說明展覽呈現辦學成果及院內各
系所特色，除了讓校內師生了解該學院、提
升知名度之外，更盼藉此吸引更多有興趣研

究國際議題的學生報考。
會場中，各系所搬出各家特色吸引
觀展師生目光，例如戰略所架設起小
型射擊場，邀請大家體驗射擊快感；
拉美所展出多樣貌的中南美文化手作
飾品，會展亦有影音體驗區、小遊戲
互動區。
西語三蔡梓欣興奮地說：「透過這
場展覽，讓我有機會見識全球文化，
且能深入了解想報考的院所資訊。」

校友會鼎力相挺

▲24 日，視障資源中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
家長座談會」，師生、家長踴躍發言提問。（攝
影／戴先怡）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於2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5學年度第
一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教務長兼盲資中心主任鄭東
文、學務長林俊宏、總務長羅孝賢、圖書館館
長宋雪芳及近120位家長與師生參與。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是最早收視障生的
學校，至今已40年歷史，目前身心障礙學生總
數接近200位。長年致力於輔導工作並在校園
內設立多處無障礙空間，盼家長能夠放心將孩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子送至本校就讀。」
會中各處室報告身障生的相關服務宣導：
總務處也回應上次校園留犬攻擊導盲犬的問
題，已將留犬送去受訓，也宣導驚聲大樓改
建的無障礙廁所已完工；盲資中心則介紹輔
導工作內容與成效，並由盲資中心輔導員張
閎霖以「特殊需求與輔導策略」為題，進行
專題演講。
會中，學生針對傳播館無障礙廁所位置、
大三出國交換生機會、日文點字書翻譯軟體
使用、學生活動中心前增設路燈、選課、學
習等問題提問，也有教師詢問授課前未能提
前得知身心障礙生身份等問題，相關單位逐
一回覆，並將於會後進行了解處理。
中文系家長提問是否能到校逐一拜訪師
長，鄭東文回應：「可透過盲資中心協助溝
通聯繫。」張校長表示：「有任何問題也可
與導師、系主任反映。」
教科系家長則分享，「孩子因轉系需求，
我也考進歷史系就讀一學期，過程中師長提
供輔導，孩子仍有許多關卡，須自己突破。
陪伴過程中，孩子給了我機會，讓我經歷生
命中美妙的一面。」張校長祝福該家長，未
來在淡江生活愉快。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演講人/講題

10/31(一)
10:10
10/31(一)
12:00
10/31(一)
16:00
10/31(一)
16:10

管科系
B616
西語系
FL411
資創系
CL323
財金系
B509

台灣宅配通總經理徐慶懿
台灣宅配產業之行銷策略
淡江大學西語系助理教授劉坤原
西語教學問題面面觀
華碩電腦公司品質技術工程師胡似英
大企業中IT部門之工作經驗分享
元大期貨業務部副總經理毛偉基
期貨交易實務課程

11/1(二)
10:00

會計系
L204

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公司董事長朱竹元
企業永續的觀點與組織策略

11/1(二)
12:00

教發組
E238

淡江大學教心所副教授李麗君
關聯與相關（卡方、積差相關）

11/1(二)
14:00
11/1(二)
16:00
11/2(三)
13:00

建築系
B119
建築系
Q409
建築系
E513

11/2(三)
14:00

俄文系
I601

11/2(三)
15:00
11/3(四)
19:00
11/4(五)
8:00

化材系
E305
保險系
D326
經濟系
B912

幸福果食創意長廖誌汶
稻田裡的饗宴創造食農場域新價值
銀翼文化藝術總監黎煥雄
一位劇場導演的獨白，專業者的創作歷程
Ecoscope主持人宋鎮邁
Urban-Life-eCo-共造城市生態人生
普希金俄語學院俄語教學教研室教
授兼系主任 Orehova I.A.
俄語教師教學研習會I-《東南亞地
區俄語教學的現代方法》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張世邦
積體電路製造與半導體元件簡介
中信金控臺灣人壽董事長凌氤寶
壽險業經營的未來與發展
富邦證券金融市場部協理郭乃維
臺灣權證市場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31(一)
電機系 台灣IBM公司技術長暨業務副總經理徐文暉
10:00
E787
物聯網技術以及相關應用
10/31(一)
化材系 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副教授廖英志
13:10
E819
印刷技術在智慧裝置感應器的應用與趨勢
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陳浩銘
10/31(一)
化學系
In-situ Methodology toward Artificial
14:10
Q409
Photosynthesis
10/31(一)
資圖系 讀書共和國/小熊文化總編輯鄭如瑤
15:10
B428
童書出版產製過程
11/1(二)
國企系 恆隆行董事長陳政鴻
10:00
B312
歐洲電器在臺經營策略
日本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11/1(二)
政經所 「淡江國際論壇」系列二－21世紀
10:00
Q409
日本政經時勢
11/1(二)
俄文系 明新科技大學科學與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徐瑞雯
10:00
T704
普丁統治下的俄羅斯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張介玉
11/1(二)
數學系
Linear relations among double zeta
13:10
S433
values in positive characteristic
國立臺南大學材料科學系助理教授蒲盈志
11/1(二)
物理系 Exciton dynamics in semiconductor
14:10
S215
nanostructures and the related
photoelectrical conversion
中華民國證劵商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黃敏助
11/1(二)
經濟系
台灣資本市場之回顧與展望-從證
14:10
B712
券業立場觀察
11/1(二)
產經系 弘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如川
14:10
B702
當前政經情勢下，如何開發國際市場
11/1(二)
水環系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局長謝政道
15:10
E787
翡翠水庫的經營管理
11/2(三)
財金系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金憶惠
10:00
B713
壽險業概論
11/2(三)
土木系 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姚長春
15:10
E787
從蘇迪勒颱風、杜鵑颱風談臺北水資源
11/3(四)
數學系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老師王聖淵
13:10
S104
那些年，數學教會我們的事
11/3(四)
機電系 淡江大學機電系副教授李經綸
14:10
E811
研究報告格式與範例
11/3(四)
大陸所 八方雲集總經理李培芬
15:10
T701
八方雲集-中國大陸擴展業務的發展
政治大傳傳播學院副教授劉慧雯
11/4(五)
大傳系
社群媒體與網路輿論分析：現況、
10:10
O202
工具與解讀
11/4(五)
資圖系 淡江大學資圖系榮譽教授黃鴻珠
10:10
L526
圖書資訊學的發展趨勢
11/4(五)
經濟系 中華農企業發展協會監事丘一真
14:10
B506
臺灣機能性米穀產業願景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二)
19:30

25 日，張校長（左二）在國際研究
學院院長王高成（右一）及師長陪同
下，參觀該院週活動。（攝影／何瑋健 )

身心障礙生暨家長120人座談

教學卓越

淡水校園

未來計算論壇聚焦科技應用趨勢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
導】適逢本校66週年校慶，
資工系、資創系主辦「2016
未來計算論壇」（Future
Computing Forum），於27
日率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登
場，28日移師蘭陽校園強邦
國際會議，論壇開放校友及
外校人士，總計逾120人參
與。校長張家宜開幕致詞表
示，資訊化向來是淡江辦學
▲「2016 未來計算論壇」於 27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張校 發展重點之一，藉由國際學
長（前排左三）、工學院院長許輝煌（前排左一）和與會者合影 者來訪的分享與交流資訊科
技的未來發展，期待能激發
留念。（攝影／林俊廷 )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校友們積極回饋母校，協助打造更優質
的學習環境，熱烈地響應2萬磚、10萬磚
和百萬磚的支持活動，關於捐款芳名錄
請見校服暨資發處網站。（網址：http://
www.fl.tku.edu.tw/news-ITB.asp）

香港校友會賀校慶

面對高壓的競爭環境，
謹守「吃虧就是占便宜」，
秉持「全力以赴」精神，
以竭盡所能、與時俱進的態度
才能在現今職場中立足。
－鴻海科技集團副總裁暨
事業群總經理簡宜彬

教學
卓越

22 日，本校香港校友會在香港舉行
66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逾 50 位海內
外校友齊聚一堂，交流情誼。（圖／
香港校友會提供）

赴香港招生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7日至20日，
招生組專員陸寶珠前往香港，偕同香港校友會
會長葉雅琴、金鷹獎校友麥業成、香港校友會
夥伴陸國康及凌伯平4位校友，拜訪順德聯誼
總會胡兆熾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2所結盟中
學，以及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基督教中國佈
道會聖道迦南書院等5所中學，進行招生與座
談。陸寶珠表示：「非常感謝香港校友會的鼎
力相助，且7所中學也給予許多回饋，如：建
議未來可以舉辦深入體驗大學生活之活動及家
長陪同學生赴淡江大學參訪。」
21、22日陸寶珠與資管系副教授梁德昭參加
「2016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全臺93所大專
校院參與。陸寶珠表示：「除了攤位諮詢，亦
辦講座宣傳系所特色並安排校友經驗分享。期
間，大傳、土木、航太系是熱門諮詢科系。許
多家長與學生也留下資訊供後續聯繫。」

本次餐會以增進彼此情誼。

1

演講看板

▲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第1
學期教務會議於2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
會中配合大學部畢業學分數擬規劃調降為
128學分，進行相關規則修正討論。包括，修
正後通過「學生選課規則」第十五條，自106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原大一至大三必修體育課
程，調整為大一至大二必修。「通識核心課
程」自106學年度起，每學期至多修習3學門且
同一學門以選修一科為限，同時取消「未來
學」學門與「全球視野」學門不得同時選修之
舊制規定；修正後通過「通識教育課程施行規
則」，配合各學系106學年度入學新生起畢業
學分數調整，通識教育課程必修總學分數，由
31學分調整為26學分。
此外，會議通過「學分抵免規則」修正草
案，放寬體育抵免，於本校修習及格之體育皆
可抵免，及放寬一年級新生至多抵免35學分且
大學部境外生不受此限。另，修正後通過「學
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第三點，自106學年度
起，期中退選科目將登記且加註「停修」字樣
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促使學生審慎規劃選
課；修正後通過「榮譽學程實施要點」，106
學年度起將系專業客製化課程轉型為學院共同
討論專題課程。並通過「推動精進專業課程作
業要點」、「開設頂石課程補助要點」。
105學年度起將增設6就業學分學程，大傳系
開設「創意內容就業學分學程」；電機系開設
「康舒電力電子就業學分學程」、「康舒韌體
與自動化就業學分學程」、「東元工程商業人
才就業學分學程」及「太盟通訊與射頻元件就
業學分學程」；企管系設立「亞太電信就業學
分學程」。

董事長 張室宜
敬邀
校 長 張家宜

▲

教部 訪視教學卓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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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學櫥窗快閃拍賀校慶
為慶祝66週年校慶，即日起至11月6日止，
圖書館採編組在師學櫥窗舉辦「校慶快閃拍」
活動，每日下午2時至4時（惟11月6日增加上
午10時至12時。）至採編組按門鈴並喊出「淡
江大學生日快樂」，即可拿66校慶Logo、主題
相框、淡大海豚、生日帽等拍照，打卡兌換小
點心。採編組組長方碧玲表示，「師學櫥窗」
除了展示功能，更藉校慶開放師生及校友參
與，獎品有限，歡迎參加。（文／陳昶育）

你選書我買單開展囉
即日起至11月4日止，採編組於圖書館大
廳舉辦「你選書，我買單」書展活動，展出
2016-2017出版之中外文新書，只要薦購參展
書籍，填答問卷即送精美小禮。方碧玲表示，
活動旨在加速學術傳播和教學研究，並提供師
生一個瀏覽實體書的平臺，歡迎大家前往薦購
書目。（文／陳昶育）

新生打卡送秘笈
配合「大學學習」課程，參考組針對大一新
生舉辦打卡活動。即日起至11月7日止到圖書
館粉絲專頁按讚，並在館內尋找8個打卡點與
之打卡，最後將照片上傳至粉專寫下「@1位
朋友，快跟我一起來淡江圖書館樂活吧！」即
可至3樓參考諮詢臺兌換專用秘笈。參考組組
長張素蓉表示，活動獎品是為讓同學更認識、
了解與應用圖書資源。（文／陳昶育）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商管
碩專班
D324

演講人/講題
燃點公民平台&Will & Mill Financials
執行長蔡致中
高年級夢想家創業模式初探與文化
創業實證分享

出版中心曬書節開跑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出版中心為慶
祝66週年校慶，於11月1日至30日在驚聲書城
舉辦「曬書節」活動，將有多種出版品推出優
惠折扣，喜歡閱讀的你，快跟上曬書節的腳步
吧！出版中心組員張瑜倫表示：「本中心已出
版多達40項出版品，藉此活動讓全校師生更認
識本中心，也以優惠方式回饋給讀者，歡迎踴
躍參加。」

加退選補繳費
NOV 8 起開始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於11
月8日至30日辦理105學年度第1學期加退選
後一般生及就貸生（家庭年收入114萬元以
下者）收退費。加退選後之補繳、退費單
將於11月8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
收，請同學簽收後儘速至出納組B304（臺
北校園D105、蘭陽校園CL312）辦理。
加退選後的學雜費補繳及退費名單，也將
會傳送電子郵件到學生信箱，或可至財務處
網站(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未完成補繳退費流程之同學，將無法辦理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預選課程，且畢業生不
得領取證書。本次出納組開放淡水及臺北校
園「夜間」辦理時間為11月8日至11日之18
時至20時。詳情可逕洽承辦人財務處約聘人
員戴品慈，校內分機2067。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