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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春之饗宴 王裕聰接任大陸地區華南校友會會長

　【記者姜雅馨台北校園報導】本校大陸地區
華南校友會會長交接暨春之饗宴於4月14日在

東莞石竭富盈酒店舉行，
新任會長由中文系校友王
裕聰接任，東莞市台協總
會總會長蔡俊宏、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
春陽等近140人特地前往觀
禮，現場十分熱鬧。
　當天下午在酒店二樓唐
坊廳先舉辦了卓越校友聯
誼座談會，包括大陸校友
總會會長莊文甫、副總會
長李延年、吳育政、華中
校友會會長張義信、澳門
校友會會長張嘉寅、廈門
校友會會長黃天中、全國

校友總會副總會長林敏霖、全國校友總會副總
會長陳兆伸、全國校友總會卓越校友聯誼會主

任委員董煥新、台北市校友會會長劉子經與
會，會中談論到強化台灣和大陸雙邊交流之重
要性，以及兩岸校友聯誼必須要持續下去。
　接著一行人參加華南校友會會長交接典禮，
華南校友會於2009年成立，2010年開始正式活
動，目前已歷任郭山輝、莊文甫、邱樹林三
位會長。王裕聰校友深耕東莞20年，本著回饋
母校精神接棒，並定調為快樂出帆，他說，在
校友會裡，不管是大老闆還是打工仔，都是一
家人，快快樂樂才能讓校友會蒸蒸日上；他也
表示感謝歷任校友的協助，從彭執行長手中接
下華南校友會會長證書，深感責任重大，必定
對會務的推展以及營造校友會快樂的氛圍全力
以赴。（王裕聰專訪請見本報1061期三版「卓
爾不群」專欄http://tkutimes.tku.edu.tw/dtl.
aspx?no=46465

　【記者楊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覺生紀念
圖書館因應世界閱讀日舉辦系列活動，有閱讀
市集和館藏主題展。4月23日中午12時起，在
書卷廣場閱讀市集首先開跑。典藏閱覽組組長
石秋霞表示，本次延續「閱讀‧行旅‧愛分
享」的概念，以日本作為規畫主題，臺灣深受
日本文學和飲食影響，因此結合本校日文系學
系特色，以「食光記憶」為題來推廣閱讀活
動，讓大家因本展認識更多。此次以城市文學
為主軸，並結合飲食與文學，在活動和館藏上
都以此主題來呼應。
　「食光記憶」，在書卷廣場和圖書館2樓閱
活區舉行系列活動。23日，除了邀請校長張家
宜、圖書館館長宋雪芳開幕外，現場有「說書
沙龍」、「料理展演」、「漂書站」，以及
「互動遊戲」，說書沙龍是邀請日文系同學分
享東野圭吾的著作；料理展演現場示範章魚燒
料理和茶道；漂書站與本校環境教育推動小組
合作，選出環境教育等800冊圖書轉贈師生，
不但呼應世界閱讀日，也響應22日之世界地球
日，歡迎自備環保袋索取。另外，互動遊戲與

資圖系系學會和企管系合作，規劃頂書遊戲和
校園探索包等遊戲，歡迎大家一同參與。石秋
霞說，假使天氣不好將移至圖書館2樓閱活區
舉行。
　此外，於23日至5月13日止在圖書館2樓閱活
區舉辦館藏主題展，安排「文學地景」、「料
理小說」、「飲食地景」、「日本文學名著」
的書籍，歡迎全校師生密切注意。

　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因應世界閱讀日舉辦系
列活動中，於4月23日中午12時起，在書卷廣
場閱讀市集首先開跑，有「說書沙龍」、「料
理展演」、「漂書站」，以及「互動遊戲」，
歡迎大家趕快到現場。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世界閱
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於4月23日(今日)在圖
書館總館大門前舉行開幕式舉行「食光記憶－
日本飲食與文學閱讀地圖」，並於，校長張家
宜、圖書館館長宋雪芳、秘書長何啟東、總務
長羅孝賢、人資長莊希封與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等主管蒞臨現場。

　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帶領日文碩一佩德羅和
日文三谷井研輔二位學生，「說料理˙談文
學」為題，用流利的中文為大家講述章魚燒的
歷史以及日本文學。而在書卷廣場上，安排有
日本文化研究社的茶道展演、資圖系和企管系
以及機器人研究社合作的互動遊戲區，如頂書
遊戲、校園探索包和AI 夾娃娃機等體驗，同
時，圖書館和資圖系合作「漂書站」活動，有
關環境教育、日本文學、漫畫等各類書籍，約
800冊提供師生索取。
　張校長表示：這次是為了呼應世界閱讀日以
及世界地球日所舉辦的系列活動，鼓勵大家多
多閱讀之外，也讓全校師生重視環保概念。而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圖書館自2015年開始，
定期舉辦世界閱讀日活動，隨著AI趨勢的來臨
認為閱讀不應侷限在教室或圖書館內，而是隨
時皆可進行，同時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規劃，
能夠使讀者和作者有跨越時空的交流，並且希
望能使大家更加享受圖書館所典藏的書籍。

減1組；品保處、校
友服務暨資源展發處
則不設組，直接由執
行長監督；成人教育
部轄下的5個中心，
共 設 一 位 主 任 統 合
督導。另外教學單位
中，107學年度碩士
班停招之系，助理減
少一名；學生數少於
200名的教育、國際
學院之研究所，兩所
共用一名助理；電機
系學生數量多，增加
一名助理，請教學與
行政一級單位先在處
院會議中，針對組織整併、組名更名等提出方
案後，將送法規會討論，預計於5月11日之161
次行政會議中討論。
　現場與會者針對不同面向提出討論，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建議IR還可運用在其他重要議題
上，各單位可以共同來集思廣益；德文系系主
任吳萬寶表示，若遇到淡江系內互搶新生的問
題，能否有其他更好的策略。針對人力調配問
題，財務長陳叡智提出可否改變既有編制，使
管理人力上更有彈性。中文系系主任周德良發
言認為目前系上助理人數較少，以東吳大學為
例，系上會有大學部秘書、研究所祕書、6位
助理；中文系只有3位約聘助理，應該要以服
務學生為重要考量。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建
議可以學院為單位來招生，並希望IR系統能加
入教師研習資料，讓IR系統使用能更完整。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4月13日，第
160次行政會議在守謙有蓮國際會議廳舉行，
與臺北校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教學與行
政主管一二級主管出席，由校長張家宜主
持。張校長表示，本次會議，除了一級主管
外，也邀請系所主管和學生代表參加，以了
解本校校務發展；張校長指示校務發展計畫
和高教深耕計畫已經開始進行，最大受惠者
是教師與學生，請各系所主管深入了解並確
實執行；此外，也請各系所專任教師除了教
學，請多參與研究與發表，維持研究動能。
此外專任教師亦可多協助學校事務如擴展生
源、募款、產學合作等。張校長提醒系所主
管要多關心系上教師教學情形，以達教學成
效。
　專題報告中，資訊長郭經華報告「校務研
究@淡江─數據解碼、演繹和行動」，舉例
說明IR科技對於招生的幫助，郭經華展示資
訊處新推出的SI2.0系統，讓同仁們了解數據
分析之架構，「相信這個系統，可以為即將
登場的個人推甄面試， 做出分析並擬定策
略。」
　人資長莊希豐以「學校經營環境變遷下組
織及人力配置之檢視」為題，以數據顯示少
子化危機愈趨明顯，接著分析勞「逸」不均
的現況，並檢視本校行政、教學單位的人力
配置現況。
　而後，張校長表示未來將分階段進行組織
瘦身，以利於淡江永續經營；當場裁示行政
單位中若少於（含）5人將裁併於他組，107
學年研發處、體育處、教務處、學務處、總
務處、財務處、覺生紀念圖書館7個單位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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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南沿海有著300年的製鹽歷史，這片充滿台灣風味的榮景，卻因為時代變遷而慢慢沒落，逐漸
被眾人遺忘。11年前，本校大傳系校友蔡炅樵在家鄉嘉義布袋開始了鹽業復興運動，他從關心地方
歷史文化出發，引領地方創生風潮，一手創立「洲南鹽場」，2016年獲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組優等
獎，自創品牌生產的手工日曬鹽花，因為被台灣之光吳寶春師傅使用在「台灣春鹽布里歐麵包」並
於3月14日呈現在米其林晚宴上，一夕之間受到更多矚目。（文/本報訊  圖／凌于涵提供）

洲南鹽場負責人 蔡炅樵 
復興鹽業之路 獲吳寶春米其林宴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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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中，張校長也頒發各項獎項，體育處活
動組組長黃貴樹擔任本校105學年度個人資
料管理稽核小組稽查員，匡助良多，特頒
獎牌一面；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
協助教育部「106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
大專校院甄試」，匡助良多，特頒發獎牌一
面；總務長羅孝賢、體育長蕭淑芬、陳逸政
教授、黃谷臣教授、范姜逸敏教授、黃貴樹
助理教授、趙曉雯助理教授、蔡慧敏講師、
張嘉雄講師、李欣靜講師、陳凱智講師、黃
子榮講師協助本校辦理「2017臺北世界大學
運動會」招募，績效斐然，各頒獎牌一面；
蕭淑芬及黃貴樹配合「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
動會」招募志工，各頒獎牌一面；羅孝賢參
與106年「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選拔，榮獲
「銀獎」，特頒獎牌一面。

視障中心分享
身障生生活經驗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
心於上週開始舉行106學年度生活適應工作坊
「生活新據點~Love My Life」，推出一系列的
活動公告，有美食饗宴、電影欣賞、桌遊等活
動，期許身障生們分享自身的生活經驗，促進
彼此交流與表達能力，擴展交友圈，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們一同參與。系列活動於4月26日至6
月8日共5場在B125舉行，詳細的活動資訊與時
間請查閱中心公告。

研究所僑生
獎學金申請開跑

加退選後收退 
費辦理通知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究所
僑生獎學金申請開跑了! 依據「教育部補助
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作業要
點」辦理，凡是港澳學生依輔導辦法來臺就
學本校研究所，依港澳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入
學者，並且為一年級第2學期以上之僑生，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達9學分以上，其前1學
期學業成績85分（含）以上及操行成績80分
（含）以上，即可申請獎學金。
　每學期辦理一次，逕向境輔組提交申請
表、成績單正本及郵局帳戶影本，即可補助
每名每月新臺幣一萬元，截止日期至27日，
詳情可上本校國際處官方網站查詢，或是向
境輔組承辦專員趙芳菁洽詢。

優久大學聯盟
12校教務合作開跑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優
久大學聯盟第8次教務長會議於20日14時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菁英廳召開，此次會議由本校
承辦，優久大學聯盟統籌中心執行長崔文慧、
12所大學教務長（世新大學教務長由校長代為
出席）及相關業務同仁參加。教務長鄭東文致
詞，歡迎大家來淡江大學，本次將就合作項目
做匯報、整合與討論，也希望大家能提出各自
想法。
　會議主要討論12校教務合作項目的執行進
度，包括，境外生資格驗證資訊分享、磨課師
平臺，資源互享、共同開課，校際選課，多元
選擇、暑期聯合開課，加值資源效益、持續推
動國內交換生、辦理跨校多元跨領域學習活
動、持續推動跨校輔系及雙主修。並決定下次
會議將在7月於輔仁大學舉辦優久大學聯盟第9
次教務長會議。

俄羅斯、大陸、日本 3所大學姊妹校 短期夏日學習交流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注意！財務處
通知106學年度第2學期加退選後一般生及就貸
生收退費辦理時間為4月23日至5月11日。提供
郵局帳戶者，已於4月20優先撥入帳戶，歡迎
同學逕洽出納組。而補繳、退費單，將於4月
23日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
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淡水校園B304室、臺北
校園D105室、蘭陽校園CL312室)辦理。
　有關加退選後之一般生及就貸生學雜費補
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另將E-mail至學生學校
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http://www.finance.
tku.edu.tw)查詢，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
理107學年度第1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
取證書。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近日發布多則與姊妹校短期交流的相
關活動資訊。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員楊鳳僊表
示：「學生通過報名與本校具有友好關係的姊
妹校的短期交流活動，可以體驗與臺灣不一樣
的學習生活，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包括俄羅斯姊妹校遠東聯邦大學的夏日研

習活動，活動時間8月9日至29日，報名日期
至4月30日；大陸姊妹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
「2018夏日課程」，活動時間自6月14日至7
月6日，每一課程學費人民幣3000元，免住宿
費和註冊費，報名日期4月30日截止；日本姊
妹校長崎大學的研習交流活動，以全英文授
課，涵蓋環境政策、環境保護等議題，報名截

至5月4日；2018年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超短期課程
(Program C)，該課程開課學校涵蓋8個國家25
間學校，報名截至27日。詳細資訊請詳見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官網。

校長裁示 瘦身9單位整併

筆尖感受
「禪」繞畫的世界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20日午間，
女教職聯誼會邀請美國禪繞認證教師鐘宜
伶舉辦「一筆一劃好舒壓，禪繞畫體驗」活
動，吸引超過50位教職員共襄盛舉，從筆尖
感受「禪」的世界。
鐘宜伶首先介紹，禪繞畫(Zentangle)起源於
美國，而作畫不要求技法、創意高低，講究
隨心所欲。只需一紙一筆，便能在畫畫過程
中獲得放鬆與平和的心境，透過藝術抒發感
情。另外，她亦分享了自己與禪繞畫結下不
解之緣、遠赴美國深入學習的故事。
　 經 過 解 說 後 ， 鐘 宜 伶 接 續 教 導 大 家 利
用「o、c、i、s」四種線條，創作出「韵
律」、「商陸根」等6種不同風格的禪繞
畫。圖案時似幾何、時似自然植物，完成後
又可加以點綴，如塗黑或將兩個圖樣融合在
一起，創造出帶有個人風格的作品。現場情
緒一片輕鬆，交織著專注與討論的氛圍。
　有份參加活動的財務長陳叡智表示，這種
繪畫方式不但讓大家心靜、忘卻壓力；又能
揮灑創意完成畫作，十分有成就感。看到同
仁們的熱烈參與，如果未來條件充分，希望
可以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4 月 13 日第 160 次行政會議在守謙有蓮國際會議廳舉行張校長也頒
發各獎項（攝影／吳冠樑）

女教職聯誼會邀請美國禪繞認證教師鐘
宜伶舉辦「一筆一劃好舒壓，禪繞畫體驗」
活動 ( 攝影 / 羅偉齊 )

世界閱讀日4/23  日本主題展食光記憶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為照顧同仁身
體健康以期及早發現並預防疾病之發生，人資
處職能福利組於4月23日上午8時至11時30分，
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健康檢查，此次
健康檢查分為「到校健檢」與「免費癌症篩
檢」兩種。檢查結果會在6月初安排榮總醫師
至校與參與健檢同仁做5-8分鐘諮詢服務。
　此次開放名額共150名，當天亦接受現場報
名，實施對象為專任教職員工及退休教職員
工，目前已有逾90位教職員工報名。健檢結束
後會獲得一份精美小禮物，希望教職員同仁踴
躍參與。

免費健康檢查到校健檢
癌症篩檢4月23日進行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2018全國跨
校暑期優質通識課程「夏季學院」4月23日
中午12時開始第一階段線上報名選課！夏季
學院聯合北中南區65所大學共計92門課程熱
鬧開課，提供同學暑期進修、跨校交流及
學分認抵的機會。其中，本校也開設4門課
程，包含「生命科學：人體的奧秘、 環境未
來、中國歷史與人物、媒體與傳播文化」等
供學生修習，領域及科目名稱。 
　通核中心編纂鄭月琴表示，夏季學院跨校
暑期通識課程提供給本校學生另一個修習通
識課程的管道，學生可依照興趣、離家近等
需求，選擇至不同的學校地點上課。大傳二
林嘉倩表示，「我覺得夏季學院的選課機制
相當不錯，因為自己很想選他校的課，但礙
於距離一直做罷。這樣不僅可以打發暑假的
無聊時間也可以就近充實自己，我覺得十分
有興趣！」相關資訊請上2018全國夏季學院
認抵資訊查詢頁面（http://www.n2.org.tw/
enter/reconized_list/start）或本校通核中心公
告頁面查詢（http://www.core.tku.edu.tw/
app/news.php?Sn=186）。

夏季學院 跨校暑期通
識課第一階段線上報名

於 4 月 18 日 12 時， 在 驚 聲 大 樓 10 樓 T1005 辦
公室說明（照片提供／國際處）

　【記者蔡宣穎淡水校園報導】臺灣經濟部建
立的國家網絡平臺Contact TAIWA，於4月18日
12時，在驚聲大樓10樓T1005辦公室說明，本
次邀請Contact TAIWAN承辦人，中華民國對外
貿易協會服務業推廣中心組長郝代源、專員廖
於甄、毛爵偉，向僑生、外籍生推廣企業徵才
活動，積極為臺灣廠商和專業人士搭橋媒合，
共26名僑生參加。
　4月30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201室將舉行
企業徵才媒合會，共60所企業參與，希望僑
外生踴躍報名。活動報名網址：http://www.
ContactTAIWAN.tw/event/2018jobfair

大陸地區華南校友會會長由王裕聰（左）接任，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執行長彭春陽（右）特地前往東莞頒發證書。（圖／華南校友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