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使高中生
能夠更加了解淡江大學，教務處招生組於17日
接待臺中市立后綜高中社會組共148位師生，
帶領他們認識校園，但因大雨無法進行校園巡
禮，後以播放學校簡介影片概略介紹校園環境
彌補遺憾。
　招生組專員陸寶珠，向大家介紹各學院學系
簡介及淡江大學特色，包括大三出國、蘭陽校
園的三全制度、建築系的五年制等等，也邀請
了在校生數學系研究生和經濟系學生，以過來
人身份與經驗和大家分享，為何會選擇淡江大
學、在淡江周遭生活的感覺、學習過程中的收
穫等。會後也有學生詢問關於大三出國的種種
資訊。
　而來校參訪的高二學生表示，淡江大學是個
非常國際又多元化的校園，給予學生很多資
源，可惜的是今天天氣不好，沒辦法參觀學校

的風景。「謝謝老師的熱情，讓我知道大學不
只是為了自己的未來，也可以從中體驗人生的
大哲學。」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與文
錙藝術中心合作，推出「文錙音樂百匯」廣播
節目，以「可視化訊息」介紹文錙藝術中心的
音樂節目，增加收聽聲音以外的多元性。
   27日（週五）晚上8時起，除了在FM88.7頻
道、淡江之聲官網收聽「文錙音樂百匯」外，
還可以在「淡江之聲FM88.7」Youtube頻道上
「聽與看」該節目。淡江之聲臺長、大傳系
主任許傳陽感謝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的協
助，文錙音樂百匯為淡江之聲電臺首開影音節
目先例，電臺助理經由事先規劃，與了解音樂
背景特色，結合自身的播報專業，製播該節
目，希望提供閱聽眾有不同的收聽感受。助教

何嘉敏說明，除了原本的線上收聽系統，此次
拓展Youtube淡江之聲FM 88.7直播平臺，希望
藉由此次的初試啼聲，未來能將電臺所有節目
內容能置入視覺影像，讓好的節目內容，有更
多元的管道呈現。
   文錙音樂廳提供校內師生豐富的音樂饗宴，
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以往許多同學
反映，因受限時間和人數，導致無法到場觀
賞，藉由此合作方式，能讓校內師生不用再擔
心錯過精彩表演，主辦單位也期望能透過此創
舉，能將美感與藝術教育落實於同學，達到教
學相長的目的。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為讓師生更認
識語言學習資源，圖書館參考組特於U301開
辦「語言，原來我們這麼近」四場講座，分
別為17日「Easy test線上學習服務平台」、24
日「線上即時英語自學課程-空中英語教室、
Tutor Online」、24日「英語應考特訓資源- 
IELTS、NEW TOEIC」、26日「語言自學資
源介紹」。透過「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
系統」、「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Tutor Online」等多種語言學習資料庫，增
加自我競爭的軟實力。報名從速，額滿為止。
圖書館參考組組員劉靜頻表示，非常歡迎師生
參與此講座，以更了解學校所提供之學習資
源。（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資工系教授許輝煌研究領域涉及機器學
習、資料探勘、環境感知智慧等，透過專
業知識結合實務應用，與企業合作，藉由
資料探勘技術協助提升企業客服品質。
（文／趙世勳）

   【記者莊千慧台北校園報導】本校成人教育
部華語中心辦學績效佳，一直以來深獲教育部
肯定，106年度以六項計畫獲教育部補助，總
金額達941萬元。其中「臺灣觀光學華語」、
「促進日本人士來台打工度假短期研修華
語」兩計畫首次申請即通過。
　為推廣「臺灣觀光學華語計畫」，教育部已
於八月初舉辦啟動記者會，而本校華語中心為
了爭取此計畫，五月份就實地走訪大稻訪，規
畫「走讀、華語、品味、臺北」課遊程，藉由
大臺北地區便利的捷運網路，上午由華語教師
進行口語教學，下午則安排戶外講座，親灸大
臺北地區風土文化。「促進日本人士來台打工
度假短期研修華語計畫」預計提供一週免費華
語課程，結合青旅、觀光華語半天導遊，吸引
日人來台，並融入臺灣生活。
　6項計畫中，補助金額最高的是「開拓華
語文教育產業海外需求計畫一流華語中心計
畫」為420萬元，已是第四年獲得，須赴海外
招生，目前是與日本合作單位共同規劃招生方
案。本月初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前往日本拜會
了法政女子高等學校、橫濱中華學院、大阪中
華學校、東京中華學校、姐妹校龍谷大學等單
位，主要推廣本校華語中心華語觀光課程、語
言研習班及洽談外派老師的合作事項。
　而「華語教學人才培訓暨華語教學人員赴國
外任教計畫」，補助金額有175萬元，今年已
外派兩名華語教師至東京，分別為拓殖大學及
新富國際語學院，周湘華此行也特地安排與兩
位老師餐敘，除了關心老師們在生活上遇到的
任何問題，並相互討論如何整合當地資源達到
日本地區華語市場的最大效益。
　「教育部輔導華語文教育機構優化升級實施
作業」必須通過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評鑑後
才能申請，本校已3度通過。第四年獲得「華
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理及獎勵計畫」，周湘華
表示，招生人數須達標才能申請通過，本校華
語中心辦學獲教育部肯定，開辦至今共有來自
日本、印尼、美國、越南、韓國、德國等50幾
國來校學習華語，每年修讀人數持續增加。

11/01~13網路報名
12/03考試
簡章洽淡江大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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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記者李羿璇、歐陽子洵、洪筱婕淡水校園
報導】淡江第五波重要基石的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已於18日取得使用執照，將在11月4日之67
週年校慶中舉辦揭牌儀式。

　總務長羅孝賢說：「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建成後，已成為淡江大學中空間
最大的會議中心，具備先進的設施，
且不管是席次或設備等方面都已經準
備好迎向國際化。」
　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長姜宜山說
明，在校慶前會增設LED電視，未來
大廳預計會有簡餐、咖啡類商店入
駐，其餘空間也會增設靜態展示，同
舟廣場則會開放讓學生申請使用。姜
宜山表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是由
海內外校友共同熱情捐款而成，盼望

同學們在使用守謙的公共設施時，能夠多多愛
護、珍惜。」
  第五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日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開幕，是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

后綜高中師生148人來參訪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數學期
刊》（Tamkang Journal of Mathematics,TKJM）
於9月正式被收錄於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資料庫。ESCI是2015年新成立
的資料庫公司Thompson Reuters所推出的新興
資源引文索引資料庫，擴大Web of Science所
包含的學術期刊，廣泛納入各種新興科學領域
中，高品質且經同儕審核具區域重要性的出版

品。《淡江數學期刊》從1970年起開始出刊，
以一年出版二期，1985年後以一年四期出版，
投稿量多但為維持品質，接受量只有兩三成，
現今出刊第48期第3卷。
　《淡江數學期刊》主編、數學系講座教授郭
忠勝表示，《淡江數學期刊》在編輯群的努
力，期望達成最終目標被收入於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資料庫，更有影響力。

   教科四王煜開擁有秀氣臉蛋，戴上金邊復
古鏡框，顛覆眾人對饒舌的刻板印象。在首
屆饒舌積分制選秀節目「團戰B.W.B」中，
以穩健台風、特色創作及獨特的個人魅力，
技壓群雄稱霸總冠軍。（文／林妍君）（攝影／陸瑩）

ESCI收錄《淡江數學期刊》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由人資處規劃
的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
程-打造高EQ、高抗壓職人」於17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開講，本次課程邀請到知名國際演
說家吳娟瑜為二級主管及基層行政人員授課，
報名參與人數達103位。 吳娟瑜老師於課程中
講授透過「情緒覺察」和「情緒探討」，讓自
己學習七項壓力解除的竅領，以及藉由角色扮
演找到自己調適的方向等要訣，並利用「壓力
測試表」讓職員們檢測自身的壓力狀況，進而
與職員對話、提供建議。
　人資處職能福利組蔡金蓮組員表示，有鑑於
現今職場壓力倍增，需要出口抒發，因此此次
課程邀請了情緒與壓力管理能力優秀的吳娟瑜
老師來引導，讓同仁找到高EQ和減壓妙方能
夠樂在工作。

饒舌冠軍歌手＠淡江
4版

職能培訓 吳娟瑜解壓

文錙音樂百匯＠淡江之聲FM88.7

更正：本報於 1046 期刊登「高思懷楊龍
杰專利獲獎」一文標題，誤植水環系高思懷
教授大名，特此更正致歉。

語言學習講座24日起跑

成教部華語中心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
程中，知名國際演說家吳娟瑜於 17 日來校演
講「打造高 EQ、高抗壓職人」。（圖／人資
處提供）

（攝影／戴先怡）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3(一)
10:10

企管系
B302b

Professor,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Tatiana Zaytseva
The Value of Innova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10/23(一)
14:00

大傳系
L307

BIG BIG CHANNEL香港聯意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曾孟卓
新媒體到底在玩甚麼?

10/24(二)
10:10

產經系
B605

工商時報編輯部副主任陳碧芬
東 芝 記 憶 體 案 - 是 郭 台 銘 有 夢 最
美？或是一場騙局？

10/24(二)
12:00

教發組
CL506

淡江大學觀光系助理教授陳意玲
CLIL教學系列研習Ⅱ︰CLIL研習對我
教學的反思與實踐

10/24(二)
14:10

水環系
E510

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莊文南
河川水環境營造工

10/25(三)
10:00

建築系
B312

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所
長薛方杰
高齡化社會需求與空間關係&通用
設計

10/25(三)
15:00

機電系
E402

廣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葉南輝
企業組織運作模式─領導統御與團
隊經營

10/26(四)
9:00

土木系
E515

中興工程顧問社大地工程研究中心
地工技服組組長蕭富元
台灣指標性公路工程-蘇花改隧道
的設計與施工

10/26(四)
10:00

電機系
E305

穩懋半導體專案經理黃凡修 
電磁波理論應用於現代科技發展

10/27(五)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分享：「籃
中演練」情境模擬教學法應用於公
共人力資源管理課程之研究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3(一)
10:00

電機系
E787

宜蘭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夏至賢
利用服務與學習來提升自我價值

10/23(一)
13:10

化材系
E819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吳哲夫
Chemical Process Design Using A 
Process Simulator Automation Server

10/24(二)
10:00

國企系
B712

華岡集團董事長特助王仁杰
兩岸創新物流模式介紹

10/24(二)
13:10

產經系
B511

台灣三星電子通路產品講師胡大裕
創業或就業

10/24(二)
14:10

經濟系
B712

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公司資深副
總經理桂竹安
企業成長策略之關鍵選項─認識企
業併購

10/2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趙松柏
S t u d i e s  o n  s o m e  b i l a y e r 
superconductors:Bi/Ni Bilayer as an 
example

10/24(二)
15:10

歷史系
L307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員黃宗鼎
對越「南向」知多少?邦交時期的
台越關係

10/25(三)
8:10

生輔組
L412

創建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蔡雅蓯
校園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應用

10/25(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臺灣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林長慶
證券業概論

10/25(三)
10:10

歐洲所
黑天鵝展

示廳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主任秘書陳錦玲
歐洲所造就我外交官生涯

10/25(三)
14:10

化材系
G315

紡織綜合研究所協理陳宏恩
智慧型紡織品的創新與挑戰

10/25(三)
14:10

日本政經所 
黑天鵝展

示廳

勤益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鄭
明政
國際經濟活動對人權保障之影響：
以公平貿易為例

10/25(三)
15:10

土木系
E787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終
身特聘教授陳正宗
斐陶斐榮譽講座 大師專題演講〈數
學力學與計算〉

10/26(四)
10:00

國企系
B713

板信銀行經理陳達煌
銀行業的職場秘笈

10/26(四)
10:00

資圖系
L408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
所助理教授 張瑜倩
學術倫理與自由

10/26(四)
12:00

資圖系
L522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授王梅玲
數位學習課程之發展與設計

10/26(四)
13:10

戰略所
黑天鵝展

示廳

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戴錫欽
從媒體人到從政之路

10/26(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陽明大學副教務長蔡有光
由自然科學的角度看未來

10/26(四)
15:10

大陸所
T701

愛麗斯國際講師郭育志
溝通及談判技巧

10/26(四)
15:10

歷史系
L201

業餘畫家高崑湖
繪畫的創作與技巧

10/26(四)
19:00

圖像漫畫
研究社

L412

台灣資深漫畫家曾建華
漫畫分鏡

10/26(四)
19:00

禪學社
H119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旅居科學家吳旭智
《時間管理》

10/27(五)
10:10

大傳系
O202

PayEasy行銷公關處副總經理陳中興
新媒體與電子商務

10/27(五)
13:00

日文系
H116

業界講師湯之上良直
湯之上老師講堂系列2：傳授使用
電腦編撰外語論文報告秘笈

10/27(五)
14:10

經濟系
Q305

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池秉聰
代理人基中古車市場建模與產業分析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第六屆卓越校友表揚19人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淡
江大學校友總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
會暨第六屆卓越校友頒獎典禮於14日在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舉行，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前校長林雲山、張紘炬、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中華民國校
友總會榮譽理事長陳定川、菁英校友會會長
陳慶男、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中華民國
校友總會前理事長李顯榮，以及歷屆卓越校
友皆出席。
   會中先進行第十一屆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
事長改選，由穩懋半導體董事長、會計系校
友陳進財高票當選，並且通過聘請陳定川為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等提案，陳
進財表示：「校友總會在歷屆理事長的帶領
下，表現皆相當亮眼，並已奠下良好基礎，
未來期盼校友會間能更加團結，延續優良
傳統以回饋母校。」接著表揚第六屆卓越
校友，共計19名，有許文昉、吳進和、邱孝
賢、陳世明、吳榮彬、王裕聰、藍俊昇、蕭
裕耀、龔劍釗、廖明隆、謝麗鶯、廖美華、
郭士賢、林谷隆、陳清龍、許博彰、林金
嬌、陳武男、林威呈，由張校長與陳定川共
同頒發卓越校友當選證書。
　本次活動還安排至汽車螺絲螺帽大廠－恒
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由恒耀董事
長、機電系校友吳榮彬親自接待；亦邀請陳

進財以「佛道Ｘ商道」進行專題演講，闡述自
身經營理念，及分享擔任國策顧問以來對政府
財稅政策提供建言的經過。張校長在會中除了
感謝陳定川對本校校友總會用心經營與母校之
回饋，同時亦肯定校友經營公司的卓越表現；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則歡迎校友踴
躍報名明年3月2日至4日舉行的「2018年世界校
友會雙年會」。
　晚宴席開38桌，由南寧高中戰鼓隊揭開序
幕，張校長特請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提筆致送
「保定川光」墨寶予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陳定
川，場面溫馨感人，新舊任傳承交接更掀起當

晚高潮。翌日校友們赴奇美博物館參觀，
在大合照中劃下完美句點，大家相約明年
澎湖見。
大陸華中校友會於7月成立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
華中校友會已於7月1日正式成立，是本校
在大陸的第五個地區性校友會，首屆會長
由1967年畢業的中文系校友、武漢駿鴻福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信義出任。張
信義表示：「未來將致力提供完善的校友
資源共享平台，藉此讓校友會的功能發揮
到極致。」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至校
友企業恒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參訪。（圖／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
院發行之電子報，自上月27日起對全校專任教
師發行，同時與Yahoo！奇摩合作，同步刊載
於Yahoo！奇摩《客座作家－淡江國際評論》
專欄。院長王高成表示，欣見一年來的努力有
了成果，現今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希望能藉由
電子報的發行及與專欄的刊載，讓國際學院教
師們的專業評論，有個更合適的發表管道，並 表演藝術季開放索票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表演
藝術季」開跑囉～文錙藝術中心將於本學期
舉辦一系列的音樂表演活動，將有四場不同
的表演，本次相較於以往的音樂演出還增
加了配合音樂表演的演出，絕對讓你值回
票價！首場演出「瑞典音樂三次方冒險台
灣-“musicmusicmusic”樂團 feat. 蔡雯慧演
唱」爵士音樂會，難得邀請到瑞典的樂團以
及蔡雯慧來演唱爵士樂，表演會呈現非常活
潑的風格，將在31日19時舉行，於24日開放取
票。每場次將於演出前一週開放至文錙藝術
中心展覽廳索票，每人限取2張。文錙藝術中
心組員壽華民表示：「之後分別還有三場流
行樂、國樂以及原住民的音樂劇場，主題相
當豐富，歡迎大家來共享音樂盛宴。」詳細
資訊請上文錙藝術中心官網查詢。

《淡江國際評論》上線 Yahoo奇摩同步刊

成後的第一場會議。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
育司司長鄭淵全、本校校長張家宜、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以及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陳劍涵出
席。鄭司長致詞表示：「為因應時代變遷，目
前正規劃師資培育的新政策，計劃把中小學的
教材教法製成專書供師培生使用。另外，除了
理論和基礎外，各大學更應強化實踐。」張校
長致詞時恭喜與會貴賓都是歷史的見證者，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是第一棟由校友捐款的建設，
在淡江的發展史上相當重要。國際學術研討會
往年多在師範或是國立大學舉行，很高興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初次接辦的活動就這麼有意義，
希望藉由匯集國內外學者激盪教育的火花。
   研討會主題為「各科教材教法」，內容包括
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國際論壇以及分科教材
教法工作坊。貴賓臺北市立松山家商教師尤雅
智表示，此次研討會來到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環境和空間都令人耳目一新，且「守謙」的命
名，非常符合教育者應有的素養，以身作則，
才能帶領學生終生學習。台灣科技大學數位所
學生阮祥瑜表示，能有這個機會直接與不同領
域的老師進行教學討論，很開心。本校西語系
助理教授劉莉美表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相當
氣派，很適合舉辦國際型會議，非常驕傲此次
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能在本校舉行，也相信將會
提升淡江大學的形象。

獲教部補助94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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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校的能見度。
　該電子報由該院5所1系教授群，針對國際之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學術等議題進行評
論，內容豐富多元。
   105年9月發行試刊號，10月16日起正式發行
第1期，經過一年營運，現在擴大發行對象主
要為國際學院師生、全校專任教師、校友、
相關領域的校外學者及校外媒體記者，每週
出6篇，輪流出稿，使用不同語言發表，迄今
已發行33期，相關內容請至國際學院網站（網
址：http://www.ti.tku.edu.tw/epaper/epaper.
php?list=1）查詢。

第十一屆中華民國
校友總會理事長改
選，由穩懋半導體董
事長、會計系校友陳
進財（右）當選，國
貿系校友陳定川（左）
為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榮譽理事長。（圖／
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

師培國際研討會 首用守謙

第五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 日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是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第一場會議。
（攝影／吳冠樑）

后綜高中師生 148 人於 17 日來校參訪，他
們來校了解本校的學系內容、大三出國、蘭陽
校園等特色外，並對淡大校園的學習生活等印
象深刻。（圖／招生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