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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是連續第三年入圍，非常感謝學校給予肯定，
將於本週審查會議中呈現一年來教學、研究及
系友連結等成果。」課程所所長陳麗華表示：
「盼教學能突破創意限制和傳統框架，我們也
非常鼓勵老師及學生投入研究，期待學術發展
能更上一層樓。」
　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表示：「入圍即是肯
定，資工系會在各方面持續努力；簡報將呈現

　【記者楊喻閔、鄭乃文、丁孟暄、張洋、
胡榮華、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為獎勵績優
系所帶動之良性競爭，本校辦理第五屆「系
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將於11日（週四）
13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宜
主持。本次進入複審之8系所為化材系、電
機系、土木系、課程所、資工系、統計系、
會計系、保險系，將在會議中進行成果簡
報，歡迎校內教職員工踴躍參加。
　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表示：「系內致力於
強化程序整合，重視學術研究，包括持續調
整課程與推動實習，提倡就業領域多元，設
立『專業實務組』以達學用合一；此次入圍
是對全員共同努力的肯定，期望未來加強系
友連結，讓系務更向前進步。」電機系系主
任李慶烈表示：「電機系從入學到畢業帶給
學生豐富資源，系內的機器人研究團隊也積
極投入國際交流，教師研究能量豐沛，鼓勵
學生修習就業學程、參與校內外實習，另有
『希望工程』助學金幫助中低收入學生。」
　土木系系主任洪勇善表示：「本系最大特
色是成立已久的『風工程研究中心」，致力
於相關研究，在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今年

陳冲 130專家學者 聚焦核心競爭力 

（攝影／盧逸峰） （圖／軍訓室提供）

　走入全臺首座24小時營運的新北市立圖書館總
館，映入眼簾的是充滿科技人文感的各式閱讀空
間，而穿梭其中的新北市立圖書館館長，為本校
資圖所校友高鵬，以其在圖書館界長達20年的行
政與實務經驗，為新北市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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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本校防護團成員與全體師生，對於
複合型災害之認識與防範，於3日在文錙音樂
廳、圖書館前廣場，以及書卷廣場等周邊區
域舉辦「106年度防護團整編暨常年訓練」，
並於驚聲大樓周邊進行實務說明及演練。

防護團上陣防災演練高鵬歡迎「路過」新北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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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發展獎勵   隊晉級8

境輔組4講座
傳授職涯撇步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 上月26
日，為讓本校學生瞭解申請國外名校管道，
境外生輔導組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職涯講
座，以「如何申請世界名校」為題，由英揚
留學資深顧問黃欣嵐主講，並邀請7名陸生
淺談紐約大學、倫敦時裝學院、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金融碩士申請經驗等主題，吸引逾
60位學生前來聆聽。會中，學生透過案例分
析，更瞭解申請訣竅。3日則由臺灣大學保經
共好事業團隊營運長王永才主講「如何成為
企業愛用的新鮮人」，43人前往聆聽，他叮
嚀學生進入職場前應養成積極主動的態度，
學生也踴躍發問履歷表撰寫、面試技巧等內
容。8日、18日將舉辦「百變職涯！我在全世
界都找得到好工作，你也可以做得到！」、
「強化優秀僑外生畢業留臺工作暨居留法規
說明會」2場講座，詳情請洽活動報名系統。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於1日
舉辦「2017年第十二屆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
理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研的學者專家出席
探討管理與實務之融合，由企管系系主任楊
立人主持，近130人共襄盛舉。
　前行政院院長、現任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
適逢518國際博物館日及母親節，將於13日
（週六）舉辦系列主題活動，邀師生歡慶。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今年博物館日的
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敘
述難以言說的故事』，將以主題特展方式展
示「俾斯麥號」沉船真相，也因逢母親節來
臨，特別結合親子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包括，依博物館日主題將在海博館2樓
舉辦「到底俾斯麥號是怎麼沉的？」特展，
展期至7月30日止。13日14時在海博館4樓播
放播放影片「俾斯麥號殲滅戰」；在13時30
分、15時40分有兩場定時導覽，帶大家了解
二戰時俾斯麥號沉船的真相。配合母親節，
進行「快樂媽咪造型氣球DIY」於13日上午9
時10分和10時30分共兩場，備有氣球及打氣
筒。當日還有「款待媽咪—請母親喝咖啡」
活動，請自備環保杯，邀請來館母親及1名
同伴（限成人）喝咖啡，數量有限，送完為
止。報名請洽海博館（校內分機：2618）。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
選後就貸生（家庭年收入114萬元以上者）收
退費辦理時間為8日（週一）至19日，提供郵
局帳戶者，優先撥入帳戶，歡迎同學逕洽出
納組。補繳、退費單，將於8日前由各系所轉
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後請儘速至出
納組（淡水校園B304室、臺北校園D105室、
蘭陽校園CL312室）辦理；
　加退選後就貸生（含書籍費及住宿費）學
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將另E-mail至學生學校
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查詢。未完成補繳
費者，將無法辦理106學年度第1學期預選課
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手創光點千人動手玩科學

　【記者楊喻閔整理】當你經過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興建地時有注意到外圍的彩繪圍籬
嗎？這是2014年10月31日時，本校在此舉行
圍籬彩繪暨老樹移植「磚落砌起、淡江記
憶，守謙中心、牽手彩繪」活動，由校長張
家宜與逾2百位師生攜手彩繪圍籬。
　活動中，師生共同對守護球場的榕樹進行
祈福及斷根儀式，而圍籬花牆以校園歷史建
築物成立先後呈現「從克難坡到書卷廣場、
從宮燈教室到教育館、從溜冰場到五虎崗球
場」，記錄著校園大事紀。張校長帶領師長
在寫著淡江大學的圍籬花牆畫下第一道色
彩，並留下簽名紀念。在美術社完成底稿及
點色的圍籬上，各社團的學生也各自上色，
並搭配上許多紀念文字及圖騰，展現出校園
鮮明的一角。

　1日，科學教育中心與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前排左五）、本校研發長暨科學教育中心主
任王伯昌（前排右五）等人穿上實驗袍，與
20校所近千位國高中師生進行「鋅銅化學電
池」及「太陽能電池」化學實驗，以「能源」
為題，齊心發揮所學，最後各組將實驗電池進
行並聯與串聯組合點亮LED燈組，照亮新北市
政府6樓會議室，完成「手創光點」活動。會

中，侯友宜倡導實驗室的「安全十要」外，鼓
勵學生從做中學體驗實驗的樂趣並注意自身安
全。而長期支持科教中心的產業代表，台灣默
克、校友企業力方科技和三福氣體公司也出席
支持。 2日至5日，科教中心與科技部合作進
行「臺灣環島科普列車」，科普列車搭載不同
主題的實驗，駛進17個縣市讓千人動手玩科
學。（文／本報訊、圖／科教中心提供）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注意！本學
期學生期中網路退選（網址：http://www.ais.
tku.edu.tw/elecos/），自8日（週一）中午12
時30分起至14日上午11時30分止，每天上午11
時30分至中午12時30分為系統維護時間，不開
放退選。 期中退選以2科為限(請詳「淡江大
學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學生如無法繼
續修習課程時，務必於上述時間辦理，逾期中
網路退選期限，教務處課務組將不接受學生以
各種理由申請退選。教務處課務組勉勵學生對
於期中考表現不佳之課程，應再接再厲，努力
爭取期末好成績，審慎考量擬網路退選之課
程，避免造成擋修或延畢。

期中退選今起開始

財務處提醒補繳費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
報導】上月28日，視障資源中心

與啟明社合辦「職場狂想曲」活動，
由盲資中心輔導員蘇慧敏帶領8位身
心障生，了解職場現況。活動安排參
訪連續3年蟬聯新北市政府優良按摩
店「拍按叫讚視障按摩會館」，老闆
介紹店內環境與服務內容。此外，師
生搭乘桃園機場捷運赴桃園酒廠參觀
釀酒過程。
　蘇慧敏說：「其中有位視聽障礙
生，須時刻留意其狀況，過程中同
學們貼心地以在手心上寫字方式與其
溝通，彼此互助畫面，令人相當感
動。」視障生啟明社活動長、中文四
韋貞慈表示：「這次活動和以往不
同，改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期間發生
許多突發情況使行程延誤，非常考驗
臨場反應，未來將更注意時間規劃與

確認，也學習突發情形的應對。過程最印象深
刻的是按摩店服務十分客製化，從介紹中真切
感受老闆對工作的熱忱。」

頂石課程、校外競賽、學術研究、國際研討
會及雙聯學位交換生等成果。」
　統計系系主任吳碩傑感謝：「能獲審查委
員的肯定是歷屆系主任之悉心策劃與領導，
奠定本系教學、研究、招生、財務、募款5項
基礎，使學生能並重理論與實務，結合資訊
化發展以因應現今大數據的趨勢。系上教師
在教學研究上努力表現突出，將會持續努力
使招生、財務、募款達到一定的標準。」
　會計系系主任顏信輝表示：「很高興能入
圍本次的系所發展獎勵，將以『注重讀書
風氣』與『國際性會計師公會的接軌』來說
明會計系特色與發展，也藉由系上已與CPA 
Australia及ACCA課程認證及考試豁免的合作
強化國際實務合作，並將介紹系友募款的長
短期計畫。」
　保險系系主任曾妙慧為此次受評審肯定感
到高興，強調：「這是保險系首度入圍，感
謝歷屆系主任和系上教師的努力，才能在教
學、研究、招生、財務、募款上有亮眼的成
果而受到關注。」她預告：「將以系所教學
安排和學術研究作為核心，並延伸說明保險
系的特色發展。」

（圖／本報資料照）

企管系於 1 日舉辦「2017 年第十二屆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
前行政院院長陳冲（右八）、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右七）等人出席研討
核心競爭力。（攝影／吳冠樑）

身心障礙生參訪榮獲新北市政府優良按摩店「拍
按叫讚視障按摩會館」。（圖／啟明社提供）

守謙之 4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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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講座教授陳冲致詞
表示，核心競爭力不
限 於 企 業 或 大 專 院
校，是社會、國家以
至於到全世界都需要
核心競爭力，這樣才
能帶動全球經貿體系
的進步。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認為，本校若
要永續發展，除了要
有 良 好 的 經 營 管 理
外，更需要實行瞬時

競爭策略以提升本校競爭力，創造出一波接一
波的優勢，藉由本次研討會共同交流提升競爭
力因應策略。
　本次還邀請到ZARA台灣區總經理陸嘉林、
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世弘、HPF
基金會董事主席童中白，以及梅杜莎行銷負責
人王順卿，分享企業提升競爭力對策。陸嘉林

第五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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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品保處）

在職場上，保持企圖心很重要，但不能好高騖遠，

凡事從基礎做起，讓自己變成「通才」，

並且不要中斷學習，努力並隨時做好準備，

有機會就上場。做任何事都是種挑戰，

凡事都需要事先規劃，以做好風險控管。

－時任寶來投信董事長張嵩峨

＆

祈願佑淡江
校長敲響平安鐘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
報導】3日中午的

書 卷 廣 場 人 潮
滿 滿 ， 在 校
長 張 家 宜 於
祈 福 繪 馬
寫 上 「 友 善
校 園 、 有 愛

無 礙 」 後 ，
敲響平安鐘掀起

高潮！這是學務處
舉辦的「2017祈願

佑淡江」校園安全宣導活動開幕儀式，張校
長、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學務長林俊宏、體育長蕭淑芬及新北
市調查處新店調查站主任洪德昌等師長、貴
賓出席。
　 活 動 由 國 企 系 同 學 的 歌 唱 「 T r y 
Everything」熱鬧開場，接著是淡水社區大學
學員與本校理學院同學的舞蹈表演。張校長
致詞表示，大學校園可視為社會縮影，本校
雖已於2008年成為第一所世界安全大學，但在
近10年後的今天，要因應時代的不同，更新
安全防範方式，一同為校園安全努力，也祝
福淡江永續平安。軍訓室於3日至5日的系列
活動中邀請新北市警察局、衛生局等7單位，
並結合校內國防武器研究社、紫錐花服務社
一同擺攤。承辦人中校教官蕭智育表示，希
望透過遊戲闖關方式宣導校園預防犯罪、拒
菸、反毒、賃居安全、交通安全等友善校園
理念，深化平安樂活意識，讓學生在健康安
全的環境中學習，促進身心正常發展。
　國防研究社社長公行三林子洋說，這次設
攤是協助教官室的紫錐花反毒宣導活動來進
行氣槍體驗的闖關活動，「除宣導正確資訊
外，也能達到宣傳社團的效果，希望有更多
人了解我們社團的活動內容。」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1日，香港順
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蒞臨本校參訪，由該校
學務主任盧漢煥、導師郭嘉豪率領26位學生，
除了瞭解本校就學環境外，也詢問申請管道，
並由國際長李佩華同國際處、招生組、體育處
同仁負責接待。會中介紹本校三化辦學理念、
硬體設施及姊妹校交換學生等特色，並說明本
校申請管道有個人申請及聯合招考，歡迎同學
踴躍嘗試。承辦人國際處組員林玉屏表示，此
次來訪學生特別想瞭解本校雙聯學位，而對於
本校游泳館、圖書館等硬體設施的完善，印象
深刻。
　3日，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一行36人，
由該校輔導主任謝淑華率領來訪，除參訪本校
硬體設施之外，也瞭解本校學生輔導機制，輔
導學生升學進修、學業等相關事務，林玉屏表
示，該校此行參訪對於本校全英語授課感到特
別，並指出制訂英文檢定畢業門檻，有助於學
生外語程度之提升。

香港2高中來訪
雙聯英語授課吸睛

張校長敲響平安鐘。
（圖／軍訓室提供）

職場狂想曲

說明，ZARA自40年前起開始C2B（Consumer 
to Business）的經營模式，全球各分店店長
須隨時上傳經營數據、當地天氣、消費者狀
況匯報於西班牙總公司，以掌握全球趨勢，
更於6年前成功掌握O2O營銷模式(Online To 
Off l ine)，藉此提升核心競爭力。許世弘則
進行實務論壇、童中白和王順卿則以專題演
講，分別說明企業實務經驗。
　在學術交流方面，本次共發表22篇論文，
囊括經營管理中創新的議題，廈門大學企業
管理系系主任唐炎釗、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
城學院特聘教授兼兩岸交流合作中心主任胡
敦富和兩校同行教授也到場交流。唐炎釗分
享，在本次研討會增加海外學校與各界先進
共同切磋，相信使大家收穫滿滿。
　畢業企管系校友特地返校參與此次研討
會，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也出席
聆聽，財金一張佳藝指出，對ZARA運用核心
競爭力打開臺灣市場感到印象深刻，該分享
內容具有實用性並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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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08(一)
9:30

教育學院
ED601

淡江大學教政所退休教授楊瑩
兩岸大學追求卓越邁向世界一流
政策之檢視

5/08(一)
13:10

化材系
E819

中原大學化工系教授劉偉仁
石墨烯材料製備技術與最新應用

5/08(一)
14:00

全財管
學程
B512

國泰金控經理Ms. Chiyi Tsai
Experiences sharing -working at 
a bank for more than 10 years 

5/0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臺大化學系教授廖尉斯
TBA

5/09(二)
8:10

管科系
B615

資訊工業策進會數據科技與應
用研究所正工程師陳維婷
大數據分析決策在金融及商務
領域之應用

5/09(二)
10:00

國企系
B712

彰化銀行副理盧富美
銀行業大型聯貸案實務分享

5/09(二)
10:10

資圖系
L307

檔案管理局典藏組組長陳淑美
我國檔案編排與描述現況

5/09(二)
13:00

公行系
Q409

現任政務委員唐鳳
網路世界裡的人際關係

5/0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北科技大學化工與生物科技
系副教授鍾仁傑
Preparation of Nano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5/09(二)
14:10

經濟系
B712

泛宏碁集團的創辦人之一邱英雄
贏向財經震撼的挑戰與契機

5/09(二)
14:10

產經系
B511

立宏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世緯
從科技潮流看產業競爭優勢機
器人世代的崛起

5/09(二)
15:10

保險系
B505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總
經理吳崇權
我國保險業國際化之前景

5/10(三)
10:00

歐盟中心
B602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
授高銘志
從歐盟電業自由化看台灣新通
過之電業法

5/10(三)
10:00

財金系
B712

富邦投信總經理李明洲
投信投顧概論

5/10(三)
13:10

化材系
E826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經理何宗仁
工研院與工業分離程序實務

5/10(三)
14:10

化材系
E787

中華紙漿董事長黃鯤雄
化材系畢業生何去何從？

5/10(三)
15:00

德文系
T505

淡江大學未來所研究生Marco 
Ortmann
Working Holiday in Germany

5/11(四)
13:00

歐盟中心
N203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教授葉國俊
英國退歐公投迄今的發展與思考

5/11(四)
13:10

通核中心
I501

宏遠紡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葉清來
深根臺灣，放眼全球－創新力、
智慧力、永續力、精實力

5/11(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夢想城鄉營造協會執行長徐敏雄
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

5/11(四)
14:10

資工系
E819

臺北大學前商學院院長方文昌
Using Big Data and Text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How Customer 
Experiences Posted on Yelp.com 
Impact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5/11(四)
19:10

水環系
E787

上市化學材料科技公司研發部
主管李振瑋
年輕人不願向低薪低頭

5/12(五)
10:00

大傳系
O202

《秋刀魚》總監陳頤華 
從紙媒到社群時代的新閱讀

5/12(五)
10:00

歐盟中心
E409

財經分析師孫家瑞
投資歐洲 I-從生活看歐洲經濟

5/12(五)
10:10

資工系
E787

中華電信數據通訊分公司智慧
聯網處處長王景弘
物聯網與電信大數據於智慧交
通及觀光旅遊的應用

5/12(五)
14:10

產經系
B505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蕭明福
熊彼得成長模型中，貨幣和財
政政策對內生性市場結構與經
濟成長的影響

5/13(六)
13:10

戰略所
T306

台船公司總經理陳豊霖
淡江戰略論壇-造船產業與經
濟發展的關係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08(一)
13:30

大傳系
O102

中天電視台攝影組召集人李東益
淺談新聞採訪攝影

5/08(一)
19:00

大傳系
O201

《經典雜誌》攝影師劉子正
新聞攝影

5/09(二)
10:00

大傳系
O202

自由作家施佩歧
認識台灣與大陸電視編劇現況

5/11(四)
10:00

電機系
E787

工研院資通所射頻技術部門經
理陳正中
行動通訊與射頻技術趨勢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08(一)
19:10

保險系
D326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涂志佶
台灣產險市場經營現況與發展

國際海博館日週六登場

教學
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