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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26(三)
13:10

學發組
I304

勞動部TTQS桌遊課程講師劉晧
「桌近你我的距離，遊出課堂好關
係」-桌遊體驗與教學創意技巧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24(一)
13:10

化材系
E819

Postdoctoral in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USA高夢瑤
A Nature-Inspired Porous Electrode for 
Supercapacitors and Lithium Batteries

12/24(一)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藝術創作者鄭愛華
漫談藝術史到一個人創作

12/2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黃志恒
Studies on the regulation of influenza virus 
replication by small RNA in ferret model

12/24(一)
14:10

數學系
C013

金融服務業/預測客戶行為與推薦
銷售商品Allen Lin
數據與人生

12/25(二)
9:00

資訊處
E314

本校統計學系講師劉文琇
PowerPoint課程－簡報製作流程

12/26(三)
10:00

財金系
B713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李滿治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12/26(三)
13:10

大傳系
O502

中東鼓音樂家馬儁仁
創作泉源與生活體驗

12/27(四)
10:00

會計系
B515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劉慧萍
做個稱職的審計新鮮人

12/27(四)
10:10

中文系
L528

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王俊彥
中國氣論的發展與分化

12/27(四)
14:10

機電系
E401

明志科大機械系系主任朱承軒
機電產業發展趨勢與人才需求

12/28(五)
10:00

德文系
E302

青島凱韋斯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曾怡霏
從零開始的勇氣

12/28(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崝凱創意整合傳播有限公司執行總
監廖華傑
大傳給我的20年-大傳教育帶給我
的養分，如何讓我闖蕩江湖20年

12/28(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品碩創新管理顧問公司資深夥伴教
練侯安璐
創造你的鮮活人生－世界崩壞中，
仍可打造你的IDP

12/28(五)
14:10

經濟系
B506

本校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從人口老化與危老 重建看房地產未
來發展趨勢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演講看板

108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
網路報名
　碩士班：108年1月8日至2月21日止。
　博士班：108年4月30日至5月9日止。

考試時間
　碩士班：108年3月10日。
　博士班：108年5月25日。

 簡章洽淡江大學網站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於日前向本校教職員生徵集一本書名、一部
影片，以及推薦感動片段、最喜愛的一句話

等，獲得許多值得玩味的書單及分享語。圖書
館進而將此包裝成為100份禮物，於12月17日
到25日舉辦「聖誕驚喜：美妙的相遇」活動，
放置在總館2樓大廳與5樓非書資料室，邀請全
校師生尋找聖誕樹，也為自己抽取一份驚喜。
　每份禮物都包含一本書與一部影片，來自全
校教職員生的推薦，期望透過閱讀和分享，串
連更多讀者產生交集或共鳴。此次活動策劃
人、典閱組組員陳芳琪說：「每一個禮物都源
自兩位愛書人，藉由文字或影片畫面的觸動，
讓他們笑、讓他們哭，或心裡充滿感動，希望
搭起『美妙的相遇』這座橋，串連每一位讀者
的緣份，打開禮物，無限驚喜就在閱讀裡。」
　歷史三張家杰說：「原本以為圖書館只有讀
書的氛圍，沒想到在這也有濃厚的耶誕節氣
氛。我抽到『路邊野餐』這部片名，紙上的推
薦小語很吸引人，讓我很想趕緊找時間去看看
這部電影！」

▲覺生紀念圖書館將徵集而來的書單和分享語
包裝成為100份禮物，放置在總館2樓大廳與5
樓非書資料室，邀請全校師生尋找聖誕樹，也
為自己抽取一份驚喜。（攝影／丁孟暄）

　【記者麥麗雯淡水校園報導】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於12月18日下午
16時舉行淡海輕軌團體試乘活動，本校約30人前往參與。活動從紅樹林站
（V01）集合出發，一行人乘坐輕軌慢遊到淡水行政中心站（V07），由專人隨
行、詳細介紹輕軌的車站注意事項、列車內部及月台設備。
　淡海輕軌綠山線是北臺灣第一條輕軌，全線11座車站月台都有藝術家幾米的
創作，供民眾拍照留念，另有提供列車資訊，讓乘客清楚知道列車服務的時
間。此外，淡海輕軌沒有設置閘門，採自助刷卡方式進出，票價及轉乘優惠則
與捷運收費相當。
　前校長、化學系榮譽教授林雲山說：「輕軌看似對淡江大學有很大的福利，
但由於輕軌站與學校還有一段距離，會減少學生乘坐的意願，所以對淡江學生
沒有想像中的便利。但對於淡水居民有多一種交通工具是好事，而且輕軌在高
架上通行可以把淡水河、觀音山風景盡收眼底，是一種享受。」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您正要丟塑
膠手搖杯嗎？」為減少塑膠手搖杯隨意丟棄，
吸引蚊蟲與老鼠、遏止飄散臭味的情況，本校
總務處品管圈競賽小組「皇帝大圈」於11月底
開始，在商管大樓5樓至7樓的水槽與洗手間設
置回收塑膠飲料杯架，希望能引導校園師生養
成習慣，在丟棄塑膠飲料杯前先清洗乾淨，並
提升環保意識，期許達到減塑的效果。
　中文三謝孟真說：「這樣疊杯的設置有助於
維護校園環境整潔，如果日後可以增設更多地
點，相信髒亂的情況一定能有所改善。」

皇帝大圈試行減塑杯架

▲本校總務處品管圈競賽小組「皇帝大圈」於
11月底開始，在商管大樓5樓至7樓的水槽與洗
手間設置回收杯架。（攝影／丁孟暄）

3版

　【本報訊】本校於12月17日在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HC305舉行「淡江大學蘭陽副校長布達典
禮」。由校長葛煥昭頒發新設單位蘭陽副校長室
印信，予本校新任蘭陽副校長林志鴻。本報三版
製作新任主管專訪林志鴻。（攝影／麥麗雯）

專訪蘭陽副校長林志鴻
4版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主辦的
「淡江耶誕城 The MysTic」於12月17日至21日
在海報街盛大展開耶誕市集。耶誕演唱會於首日
登場，邀請到黃子佼、八三夭、陳芳語、頑童
MJ116等歌手接力開唱。（攝影／周舒安）

眾星雲集淡江耶誕城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熊貓講座於
12月19日，由教育學院邀請到國際知名的教
育領導重量級革新人物、泰國瑪希敦大學講
座教授賀靈傑（Philip Hallinger）來校進行
3場專題、圓桌演講及工作坊。賀靈傑於當
日上午11時先行拜會本校校長葛煥昭，由教
育學院院長潘慧玲、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陳劍
涵、策略遠見研究中心主任宋玫玫陪同。
　葛校長表示歡迎，感謝賀靈傑來校分享教
學與實務經驗，以及給予本校前瞻與創新的
教學建議，期待未來有更緊密合作機會。
晚間，本校董事長張家宜與賀靈傑進行晚宴
餐敘。賀靈傑研發了全球最廣泛用於評量
教學領導的量表（PIMRS），並長期致力
於建立亞洲教育知識領導的基礎，帶動國
際性合作計畫，更是曾獲得美國大學教育
行政協會（University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頒發終身成就獎。
　【潘劭愷、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賀
靈傑於下午13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
舉行演講，主題為「工業4.0的永續領導」，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前教育部長吳清

基、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學教中心
執行長張鈿富、國際長陳小雀等共襄
盛舉。賀靈傑透過許多方式與現場互
動，除了讓聽眾更容易理解，同時炒
熱會場氣氛，笑聲不斷。演講從「永
續」開始，他說永續概念不管在臺灣
或全球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其次提
到「領導」，他提到「管理是在系統
裡工作，而領導是在系統上工作」，
並說明領導者在品德上應具備的條件
及提升永續力所應扮演的角色；他還
提出「雁群式領導（the Geese-style 
leadership）的概念，希望團隊的所有
成員能在共同分享彼此價值之下，相
互支持與鼓勵以達成共同的目標。
　賀靈傑在分享過程中播放了多部影
片，其中呈現了許多泰國的哲學，包
括「天人合一」、和諧、心口如一等我們熟知
的概念，他還提到泰國將推展「德行學校」的
計畫，將正向價值觀與美德傳遞給下一代，其
中包括「透過將永續發展價值觀納入課程」來
啟發年輕人。最後他提到「永續發展不僅是一

▲教育學院邀請泰國瑪希敦大學講座教授Philip Hallinger
（中）來校演講。12月19日上午11時，先行拜會本校校
長葛煥昭（左二），由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右二）、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陳劍涵（右一）、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主任宋玫玫（左一）陪同。（攝影／周舒安）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提醒尚
未完成本學期加退選後應補繳費者，請儘速於
108年1月4日前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網站（網
址：school.ctbcbank.com），透過信用卡、
ATM轉帳或線上列印繳費單至臨櫃、四大超
商或郵局完成繳費。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
辦理107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課程及註冊作業，
畢業生則無法領取證書。詳情請至財務處網站
（網址：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補繳費逾期影響選課

大陸學生遊淡江交換就學實況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境外生輔導組於12月15日舉辦「2018大陸
學生淡江行」活動，來自臺灣科技大學、國立
體育大學、逢甲大學、世新大學等，共14所大
專校院、約20位大陸同學參觀淡水校園和本校
各系所主管交流，以及遊覽漁人碼頭、滬尾砲
台、小白宮等淡水名勝景點，增進校際友誼。
　此次開幕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國際事
務副校長王高成、國際長陳小雀致詞簡介本校
環境，工學院院長許輝煌、大傳系系主任許傳

陽及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等師生出席。會中師
生交流除了討論學制差異，也談到在不同學
校、系所得到獨特的學習經驗。活動承辦人、
境輔組組員林淑惠表示，希望透過本次交流來
推廣淡江優美的學習環境，吸引更多陸生到此
進修升學。
　參與活動德文二許彭禹說：「這是第一次與
他校陸生交流，除了討論升學讀研的規劃，也
談到來臺就學的生活經驗。這次也把校園之美
推廣出去，增進彼此情誼。」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已
於網頁上公告107學年第2學期註冊注意事項
（網址：www.acad.tku.edu.tw/RS/news/news.
php?Sn=1724）。註冊組提醒同學，請依規定
繳費截止日期108年2月15日前繳費， 凡於此
日期前繳費且無欠款者，即完成註冊程序；
108年2月25日起為加退選課程時間，屆時尚未
繳費或欠款者，則無法於加退選期間加退選課
程。 繳費紀錄於繳費後3個工作天始完成匯入
註冊系統，同學可於繳費3個工作天後，於網
路註冊查詢系統查訊（網址：www.ais.tku.edu.
tw/StuReg/Login.aspx）開放時間自108年2月18
日上午9時起至3月1日下午5時止（每日下午5
時至6時為系統備份時間，不開放查詢）。
　另外，自108年3月6日起，因尚未繳費或欠
款而未完成註冊者，應逕行至教務處網頁（網
址：www.acad.tku.edu.tw/main.php），點選註
冊組之「表格下載」、「學生報告用紙」，填
寫後交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註冊事宜；並
點選課務組之「表格下載」、「學生選課報
告」，填寫後交至教務處課務組辦理選課事
宜。 辦理就學貸款者，應於108年2月21日前
將「就學貸款申請書第2聯」繳交至學務處生
輔組，以便完成註冊程序。相關注意事項請詳
學務處生輔組網頁「學生就學貸款」專區。

新學期註冊事項報你知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於12月16日在台
北福華大飯店舉辦2018年度會員大會暨第四屆
系盃才藝競賽晚會，本校校長葛煥昭（中）出
席與會。（圖／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提供）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各系所
友間情誼，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於12月16日
在臺北福華大飯店舉辦2018年度會員大會暨第
四屆系際盃才藝競賽晚會，現場校友團聚、話
家常，氣氛溫馨、熱鬧。
　活動由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主
持。校長葛煥昭表示，藉由校友會活動及才藝
競賽晚會，希望增加彼此互動、凝聚向心力。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說：「校友在各系所求學，
與同儕、師長、學校產生情感，期待串連各系
所的校友資源，讓淡江人更加緊密。」
　林健祥表示，「期待透過專題分享，讓各系
所友會運作有所幫助。校友會由北、中、南三
區輪流主辦活動，以增加彼此聯繫。此外，學
校主動與校友接觸，也才能讓大家有機會盡一
份心力為學校付出。」
　企管系主任楊立人以「如何與系友『交
心』」為題分享交流經驗；教育學院秘書單文
暄則是分享「感動、心動、行動」。晚間的系
際盃才藝競賽晚會，校友皆使出渾身解數，最
終由日文系系友會表演「牡丹獅子VS.2020東
京盆舞」贏得冠軍。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
400淡江人團聚秀才藝

個領導者的責任，因為在群體中沒有絕對的
領導者，大家都可能是領導者，這是一個世
紀領導典範的大轉移，身為全球性的公民，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領導力和影響力，
但需要終身學習。」（文轉三版）

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來訪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12月20日下
午2時，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的副國際長
B.V.Rathish Kumar蒞校，參訪覺生紀念圖書
館、機器人中心，並與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王
高成、尖端材料科學學程主任陳曜鴻、機電系
教授楊龍杰及航太系系主任陳步偉進行座談。
　王高成表示，歡迎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
的蒞臨，期許未來有更多的合作。會中雙方表
達兩校友好交流及重視，本校播放學校簡介的
影片、該校則是以簡報說明學校特色，使雙方
更加相互了解。
　 印 度 理 工 學 院 坎 普 爾 分 校 在 Q S  W o r l d 
University Rankings第283名、印度排名第 6
名；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RWU）第666名、
印度排名第3名。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第二屆全球正
體漢字書法比賽於12月15日下午2時在臺北市
圓山大飯店12樓崑崙廳舉行，由中華民國書學
會主辦，本校參與協辦，今年參賽者還有來自
法國、德國、日本、馬來西亞、美國等地，總
計收到8,121件作品，競爭相當激烈，最終選
出書法組特優獎6人、優選34人，寫字組特優
獎6人、優選31人。大會經由知名書法家、本
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評選，更邀請到前
總統馬英九出席。
　繁體漢字之美，其實不只華人欣賞，2015年
舉辦第一屆「正體漢字書法比賽」，就吸引眾
多國外參賽者。張炳煌表示，繁體字是臺灣重

要的文化之一，希望國內外民眾都能透過書法
藝術，進而欣賞繁體字之美。「這次比賽相較
於第一屆不同的是，先在海外進行評選，整體
書寫水準非常高，也看出全球對於正體字的關
注。今年書法組特優作品中，有一位來自德國
的羅南德，更是令我印象深刻，他處於非漢字
文化圈的德國，能夠有如此的表現，非常令人
驚艷。」
　前總統馬英九於會中致詞強調：「沒有繁體
字，就沒有書法；也唯有從書法，才能看出文
字的美學。」同時期待兩年後能再舉辦全球書
法比賽，持續推廣正體漢字。

▲第二屆全球正體漢字書法比賽於12月15日
在北市圓山大飯店舉行，由中華民國書學會主
辦，本校協辦，總計收到8,121件作品，競爭相
當激烈。（圖／黃維綱提供）

全球正體漢字書法賽 體現中華文化力量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好有愛！
本校女教職員聯誼會於12月17日至21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我的舊愛•您的新歡」二手衣
物愛心義賣活動。今年募集到上百件二手衣
服、鞋子、皮包、書籍、日常用品及玩具等，
且活動延續以往傳統，以競價方式開放58款精
品，吸引不少師生前往試穿、選購。
　女聯會理事長、財務長陳叡智說：「此活動
已經舉辦多年，延續著一貫惜福愛物的精神，
藉由二手衣物義賣的方式幫助弱勢族群，也傳
遞幸福，感謝全校教職員及同學們的踴躍參與
及熱情支持。」

▲本校女教職員聯誼會於12月17日至21日在
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我的舊愛•您的新歡」二
手衣物愛心義賣活動。（攝影／李祈縈）

淡江好有愛！二手衣物義賣好熱鬧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主辦系列音樂會「淡江音樂博覽會」，
於12月19日晚間7時迎來今年最後一場「害喜
喜HighCC」樂團演唱會，在文錙音樂廳熱鬧
展開。害喜喜樂團由主唱嚴文康、吉他巫康
裘、貝斯劉哲愷、鼓手白濰愷4位成員組成，
作品皆由日常生活的體悟出發，音樂風格天馬
行空，不受任何形式拘束，本次帶來第一張同
名專輯《害喜喜》中的所有歌曲及新歌，共15
首音樂表演，令臺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主唱嚴文康以清新溫柔的嗓音開唱，「邊緣
人」這首歌是客語歌曲，他將邊緣人的感受以
及對母語的熱愛詮釋得淋漓盡致，其中也演唱
《血觀音》電影主題曲「滿樹翠碧」，雖非原
唱人、但歌曲是由害喜喜成員創作，曲風、歌
詞帶給聽眾滄桑感。
　接著吉他手巫康裘分享自己多舛的感情史，
他把每次戀情寫成歌，其中一首「愛情的火

▲12月19日晚間7時迎來今年最後一場「害喜
喜HighCC」樂團演唱會，在文錙音樂廳熱鬧展
開。（攝影／周舒安）

害喜喜開唱 淡江音樂博覽會完美收官

熊貓
講座

車」是敘述失戀後，他從臺北坐車到臺東的情
景。最後應觀眾要求，再唱了新歌「海浪」，
由鼓手白濰愷創作，輕鬆曲調深受觀眾好評。
　參與同學化學四邱湘羽說：「我很想瞭解獨
立樂團，所以來聽表演。害喜喜的歌都很好
聽，我覺得他們唱出個人特色，非常厲害。」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於12月18日下午16時舉行淡海輕
軌團體試乘活動。一行人從紅樹林站出發，聽取專人介紹列車內

部、車站特色及月台設備。（攝影／麥麗雯）

圖書館耶誕邀師生美妙相遇

本校團體試乘淡海輕軌美景收眼底

賀靈傑拜會葛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