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麗澤
大學校長中山理於4日，受日文系之邀來校談
「道德與幸福─享受人生的學習法」，並與張
榮發慈善基金會總執行長鍾德美對談，吸引
逾百位師生到場聆聽。中山理以個人經驗為
例，認為事情無論是否有意願，試著把過程轉
化成為知識，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其次，透
過個人喜好來培養專長；最後，提醒大家保有
好奇心，培養分辨人生最重要事物的能力。
　此次活動配合校慶暨50週年系慶辦頂尖論
壇，由日文系副教授彭春陽主持。鍾德美認為
臺灣角落仍可見道德力的展現，如自助餐店或
便利商店為鼓勵學童讀書，提供成績單兌換免
費餐食，更是勉勵社會向上的力量。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6週年
校慶活動，在全球195所姊妹校中，30所姐妹
校、10位（校長及理事長）、57位校代表於今
日（6日）來臺賀壽，蒞校參與運動會、慶祝
大會等校慶系列活動。貴賓團走訪淡水校園，
觀賞本校曾榮獲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10
連霸的淡江機器人及獲得上銀科技智慧機器手
實作競賽，締造3連霸佳績的「大黃蜂MIT」
帶來創意展示。　
　此外，本校將再與4所姊妹校攜手簽訂合作
意向書，加深學術交流。由校長張家宜代表，
與美國佛羅里達工學院雙學位合作備忘錄；與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研究所國際共同研究計畫約
本交換；與哈薩克歐亞國立大學合作意向書約
本交換；本校公行系與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雙學
位合作意向書交換；
　校長論壇主題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新活力
與新策略」，由佛羅里達理工學院、南京航空
航天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韓國中央大學、
日本麗澤大學5校校長發表論文。晚上出席校
慶外賓晚宴，7日將赴蘭陽校園參訪辦學特
色。（詳細活動一覽表，請見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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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7(一)
10:00

電機系
E414

資策會創研所前瞻技術組經理吳業寬
影像處理應用

11/7(一)
10:00

數學系
S433

友達光電L6A廠副廠長陳文華
職場工作經驗分享

11/8(二)
12:00

教發組
E238

淡江大學教心所副教授李麗君
統計方法系列研習VI：迴歸

11/8(二)
12:00

歷史系
L205

門德揚文物拍賣公司行銷組長梁蘭莒
從拍賣市場解讀文物的價值

11/8(二)
15:00

中文系
L407

允晨文化出版社發行人廖志峰
中文人到媒體人的專業及自我學習

11/9(三)
14:00

經濟系
B508

學美留學顧問公司董事長張恆瑞

創業的心境與契機：從助人為快樂

之本出發

11/10(四)
8:10

資管系
B615

諸銘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郭賢祐

一堂價值100萬的創業課

11/10(四)
14:00

企管所
L204

黑面蔡連鎖餐飲事業執行長林聖豪

如何開始新創事業之經營

11/11(五)
13:10

通核中心

H103

東海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羅頌恩

從文藝復興談臺灣土地的藝術表達

教學
卓越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教
育部8位訪視委員於3日蒞臨本校進行
「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總
考評實地訪視」。上午由校長張家
宜介紹本校辦學理念、三環五育的
特色及教學卓越的目標，期許本校
能維持私校企業最愛第一。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則進行「計畫
目標和成效」簡報，將三化融入課
程、教師、學生三面向。下午重點
訪視國際移動力、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改革、教師教學提升4大面向之具體成
效，包括國際交誼廳、社團學習與實作認證辦
公室、機器人成果展示、學教翻轉教室等13個
實際場域。
　綜合座談各面向召集人逐一回應委員的提
問。委員對本校在6大面向的成效表達肯定，
包括社團學分必修化、國際化生源表現好等。
也建議本校未來可加強與在地化的連結。委員
也針對本校提出之執行面困難，給予答覆。
　訪評結果將作為106年度一年期延續計畫之
經費補助依據。

本校獲員工帶薪學習優等
　【記者陳品婕、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獲得「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獎勵」
優等獎，與國立臺灣大學、文藻外語大學並列
優等。上月29日由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代表
本校接受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頒獎表揚。
　今年是本校第四度獲得「中央政府推動建立
員工學習制度獎勵」。以104年度為例，員工
帶薪學習人數達3,962人次，學習總時數68,002
小時，取得證照總數197張等，受到肯定。人
資長莊希豐表示，很感謝同仁的努力及各單位
的協助。同時，在校外積極推廣本校特色，盼
能持續獲得外界肯定。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7(一)
10:00

電機系
E787

力領科技行銷企劃處副處長沈介俊
Capacitive touch sensor theory and 
structure introduction

11/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東海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張源杰
Recent Progress of Novel Materials 
A p p l y  t o  P h o t o v o l t a l i c  a n d 
Perovskites solar cell device

11/8(二)
10:00

國企系
B312

金融研訓院測驗中心所長楊博凱
臺灣大型企業就業市場

11/8(二)
13:10

經濟系
C423

輔仁大學經濟系教授魯慧中
典型或非典型工作？臺灣男性和已
婚女性就業型態的決策模式及因素
分析

11/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楊仲準
C r y s t a l  s t r u c t u r e  a n d  m a g n e t i c 
properties of Cr-doped Mo1-xCrxSe2

11/8(二)
14:10

產經系
B702

震旦企業集團前董事長陳正雄
由小貿易經濟發展蛻變成全球大集
團的企業模式

11/9(三)
9:10

財金系
B503

玉山銀行資深經理何培真
玉山簡介及人才發展與數位金融發
展趨勢

11/9(三)
10:00

財金系
B713

旺旺友聯產險副總經理徐啟智
產險業概論

11/10(四)
10:00

戰略所
T306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淡江國際論壇系列三–美國總統大
選後外交政策初探

11/10(四)
12:00

文學院
L522

東方廣告董事長溫肇東
大地假我以文章 Sensibility & Sensitivity

11/10(四)
13:10

數學系
S104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專案助理王俞才
數學與人生

11/10(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張志浩
Asymptotic Theory of Conditional 
Generalized Information Criterion for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Selection

11/10(四)
15:10

大陸所
T701

新光銀行協理葉延齡
臺灣銀行業從業人員的甘苦談—愛拚才會贏

11/11(五)
10:10

資圖系
L526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所長林奇秀
學術開放取用中的掠奪出版現象

11/11(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經理蔡育珊
軟體維護的價值

11/11(五)
12:00

日本
政經所
T306

淡江大學土木系助理教授羅元隆
頂石課程的構想規劃

11/11(五)
14:10

經濟系
B506

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公司
人力資源科科長徐源凱
職場新人求職規劃與企業招募流程
介紹

國際論壇分析日本政經時勢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秉持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在母校

學習到堅持、不放棄且負責任的態度，

皆是我用錢都買不到的收穫！努力克服

逆境，相信任何事都不是hard work。

－時任印尼Narada資本公司獨立監察人周麗燕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6週年
校慶，通核中心將於11日（週五）起，以臺灣
為主軸，分別以美術、戲劇、舞蹈、音樂等4
大領域專家，舉辨系列「淡江藝文講座」。  
　邀請東海大學美術系講師羅頌恩、金枝演
社副導演施冬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講座教
授平珩、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蔣理容
主講。通核中心主任干詠穎表示：「希望藉
由不同領域的藝術交流，透過各領域專長的
大師們親臨示範講授，有助於提升學生對台
灣藝術的鑑賞與感受力。」
　另外，配合校慶活動，「2016淡江音樂季」
也將在25日開始，於文錙音樂廳舉行，將有
「星樂交輝」、「干詠穎雙簧管獨奏會」、
「雙管『琴』下」等系列音樂會，想陶冶音
樂性情的同學，快至通核中心（I805）索取。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政經所於1日舉行「淡江國際論壇
系列二：21世紀日本政經時勢」。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說明，日
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安倍三支箭、臺日漁業會談及日本政壇更迭
等議題，更牽動臺日關係，值得大家關注。
　所長任耀庭暢談「日本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農業談判的政經
意涵」、副教授胡慶山演講「21世紀日本政經時事」、副教授蔡錫勳
講解安倍首相帶領日本重回榮景之道、客座教授石田光義說明產學合
作課程、助理教授小山直則談觀光效益及徐浤馨談日俄關係，會中傳
遞不同面向的日本政經發展。任耀庭認為，「近年日本積極投入TPP
談判，盼與美成為TPP共同創建者，臺灣未來也規劃成為其中一員，
日本的動向與未來發展，將會牽動臺灣在內的亞洲各國市場。」

30姊妹校跨海來賀
冠軍機器人相迎

教部訪視教學卓越肯定國際化

　【記者陳昶育、廖吟萱、蔡晉宇淡水校園報
導】105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上月
29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以「校務轉型‧
教學創新‧共創藍海新策略」為題，校長張家
宜、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及一、
二級主管等教師逾180人參與研討。張校長致
詞時表示，面對少子化衝擊，須提早準備，深
耕本校特色（如：機器人、國際化等）創立獨

有的藍海策略，再結合創新思考長遠的轉型計
畫。藉由研討會集思廣益，盼能激發對學校未
來發展具體建議。
　針對「校務轉型」方面，由輪機系校友、
IDI朝代國際集團總裁柯耀宗以「超級價值力
─競爭優勢大升級」為題，分享案例並以互動
方式演講，強調：「以更少的時間及創造更高
的價值進行升級轉型。」而「教學創新」方

教學行政革新激盪淡江藍海新策略

　【本報訊】為歡慶66週年校慶，在資訊處數位設計組
協助製作下，本報沿用逾6年的網站，11月1日搶先改版
上線！因應數位化趨勢，本次改版特色為支援行動裝
置，瀏覽更加簡潔便利。（網址：http://tkutimes.tku.edu.
tw/）
　除此之外，延續本報1000期紙本改版特色，以「用戶

體驗」為核心，使用新聞照輪播方式以提升視覺焦點。
版面設計上，圖文編排及新聞照片輪播，更重視讀者視
覺感受。其他功能方面，增加「前、後期」按鈕，讓使
用者快速查找新聞；因應使用者需求，新聞照片申請，
有別於以往須至「影像資料庫」申請，新增可直接點選
新聞照下方「申請照片」按鈕申請功能。

藝文講座音樂季賀校慶

上月 28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
所所長房寧受戰略所之邀，演講「淡江戰
略論壇：認識中國—認識的距離」，逾 150
人與會聆聽。（文／林妍君）

教科系於上月 31 日與廣東省江門市代表
團一行 20 人在 ED201 進行「淡江大學、廣
東省江門市教育裝備交流會議」，分享教
研成果。（文／朱世凱）

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及管科系合辦「2016
第十二屆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ORSTW 2016）」於上月 28 日舉辦，
約 150 位學者與會。（文／杜歡）

戰略論壇房寧帶你認識中國

廣東江門代表團來校交流教育設備

管科研討會聚焦作業研究理論與應用

網路看更
http://tkutimes.tku.edu.tw/

大條
　【本報訊】由本校台北市校友會發起，聯
合各地校友會和各界校友籌募獎學金助學學
弟妹，至今已邁入第10年，並於上月29日舉辦
「105年度淡江大學校友會公益平台」頒贈典
禮，贊助校友親臨頒發成績優良、清寒、卓銘
勵學、熱心服務、同心5獎學金共151名、愛膳
餐券53名，學生手寫感謝函感謝校友支持。　
　現場，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副理事長陳兆伸
（左四）、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劉子經（右
四）、全球淡江企業家同舟協進會理事長董煥
新等人，與學弟妹近230位同桌合餐，彼此經
驗交流以提攜學弟妹。劉子經感謝校友捐資助
學，讓學弟妹生活與學業上獲得幫助，他表
示，學生的未來無限，透過校友的關懷增進對
母校向心力，再回饋母校。金鷹校友董煥新認
為，大家能在淡江就讀是種緣分，因此藉此平
台匯聚校友力量，幫助學生發展。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於上月30日，在京華城
喜滿客影城包廳播映，由國貿系校友李建復擔
任理事長之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出品的《四十
年》民歌40紀錄片，逾200位淡江人在假日休
閒之餘熱烈支持參與「淡江家庭日」活動。
　校長張家宜表示：「感謝林健祥校友包場，
讓淡江人一同回顧已故數學系校友李雙澤提倡
『唱自己的歌』的民歌精神，至今仍影響著淡
江音樂性社團。鼓勵同學透過此片深刻了解臺
灣及淡江民歌發展，並將此精神發揚光大。」
林健祥表示：「正逢66週年校慶，透過活動回
饋母校，加深校友了解民歌與淡江的關聯。」
　映前，由校長室秘書黃文智主持引言，李建
復則身穿TKU T恤大方展示自己是淡江的一
份子，他致詞表示：「片中紀錄許多淡江人參
與民歌的故事，歡迎欣賞這部入圍東京影展
『亞洲未來』競賽單元的紀錄片。」此片以
民歌40演唱會為核心，串連民歌代表人物的故
事，包括李雙澤、英文系校友楊祖珺、李建復
等校友，尤其李雙澤是貫穿全片的靈魂人物，
除了多次出現其各類作品，其「唱自己的歌」

精神甚至深刻影響多位民歌手。歌手胡德夫強
調李雙澤點醒他，因而唱自己卑南族的歌曲。
而當年「淡江事件」的西洋民謠演唱會主持人
陶曉清更指出李雙澤當時並未扔可樂瓶。
　映後，李建復、李雙澤亦師亦友的前化工系
教授曾憲政和觀眾座談，李建復指出，「淡江
在民歌時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曾憲政說
明，片中出現的《淡江週刊》畫面，是因當時
連續幾期分層次辯論「淡江事件」後續，「從
為何要唱自己的歌？到思考我們有什麼歌？到
最後探討為什麼不寫自己的歌？因此李雙澤被
激發寫了第一首歌《我知道》。」(「校園民歌
運動－在淡江發聲」參見本報第999期特刊。)

（攝影／閩家瑋）

淡江時報網站改版 手機看更便利

面，由實踐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陳龍安主
講「不同凡『想』－創意與創新思維」。以翻
轉思維帶出創新管理的內涵。
　下午參考Ansoff's Product-Market Expansion Grid
（產品／市場擴張矩陣）矩陣圖作為討論方
法，分組探討本校未來面臨轉型、校務發展創
新等可能性，提出課程、資源重置等因應策
略，會末進行綜合座談。第一組由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提出精進現有教學、研究內容，提升
學校競爭力之方式；第二組行政副校長胡宜仁
探討如何發揮本校優勢領域學系實力，轉型開
拓新市場；第三組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分析
本校國際交流現況及如何妥善重置既有資源之
實際做法；第四組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以未來
學角度作為切入引領組內探討各項校務計畫增
加競爭力之作法。（詳見本報1019期專題。）

桃李成蹊 熱鬧滾滾慶66

紀錄片重溫李雙澤民歌精神

日文系50週年頂尖論壇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7(一)
19:30

會計系
D301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課長金世仰
跨境電商營業稅稽徵專題探討─數
位經濟時代的新思維與挑戰

教育部訪視委員們，蒞校訪視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成效，由張
校長 ( 左 ) 與主管們陪同委員訪視社團辦公室。（攝影／蔡晉宇）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李建復（左）與
前化工系教授曾憲政（右）於映後合唱已故校
友李雙澤作品〈美麗島〉。（攝影／李建旻）

（圖／台北市校友會提供）

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 ( 左 ) 代表本校接受教育部
政務次長蔡清華 ( 右 ) 頒獎表揚。（圖／人福組提供）

校友公益平台獎助       生 151

在 66 週年校慶「一
蘭幽夢」蘭花展中，
展出今年總冠軍蘭花
「腎藥蘭」。（攝影
／何瑋健）

下午3點前完成關卡後，即可前往學生活動中
心服務台領取精美禮物，送完為止。此外，近
900位校友也將於上午11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
心與同窗相聚，交流情誼，歡迎校友們前往參
加。（6日校慶活動一覽表請見2、3版。）
　蘭陽校園於5日即舉辦66週年校慶慶祝活
動，當天除了有籃排球賽前4強爭霸戰之外，
還有園遊會擺攤活動共有14個社團，由搖滾來
搖滾去研習社、華麗旋轉國標舞社、街舞社等
社團進行表演，外籍生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特
色，社團安排互動遊戲，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等師長約200人
一起同賀淡江生日快樂。
感恩餐會近500位海內外校友齊聚
　5日中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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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在圓山大飯店共同
舉辦感恩餐會，香港、印尼、馬來西亞、大
陸、美國、加拿大等各地校友出席，與近500
位校友同歡慶賀母校66週年校慶。
總務處蘭花展 腎藥蘭奪總冠軍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6週年
校慶，總務處舉辦「一蘭幽夢」蘭花展，於3
日至6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本次展出來自
全省各地共368株蘭花，並有台灣蘭花產銷發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創校66
週年，今日（6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
育館7樓舉行「校慶慶祝大會」，將頒發第30
屆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由校長張家
宜、城西大學理事長水田宗子、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致詞。
　慶祝大會頒金鷹獎予邵光華、柯俊斌、余
維斌、王興、李延年、范巽綠及陳振貴7位得
獎之傑出校友（專訪見2、3版）。接著致贈
捐款及勸募感謝獎，感謝對本校的捐贈。
　董事長張室宜、監察人王美蘭、董事林嘉
政、董事洪宏翔、董事陳慶男、前校長陳雅
鴻、趙榮耀、林雲山、張紘炬、系所友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菁英校友會榮譽總會
長侯登見、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段
相蜀、馬來西亞留臺聯總顧問李子松、系所
校友會聯合總會榮譽總會長孫瑞隆，以及姊
妹校代表等蒞臨與會。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今日（6日）之校
友返校Homecoming Day聯誼活動中，以「淡
江佳偶666‧今生今世999」為主題，推出FB
打卡傳情和校園尋寶活動，於10時30分在驚
聲廣場報到處領取相關表單後，在9個指定景
點中進行3處之FB打卡，或在「淡江大學定
向運動地圖」中，尋找其中5點解密，只要在

展協會專業解說員為觀展民眾做解說。而今
年獲得獎的冠軍為較為少見的腎藥蘭，因其
花梗多、開花茂盛，且整體造型不錯而被評
選為冠軍。副總冠軍則為嘉德麗雅蘭，歡迎
把握機會，到現場體會蘭花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