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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品質打先鋒，經營占上風。（管理學院提供）

首次跨3院5系 多媒體產學合作
60週年校

慶前簽約 華電聯網將贈MOD設備 協助培育經營人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首
次跨領域，結合3院5系產學合作，預
計60週年校慶前與華電聯網簽約。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與
華電聯網於上月23日，由學術
副校長陳幹男主持，在FL505

大運會啟動

華電聯網新媒體應用整合處副總經理石佳相蒞臨講
李宗翰表示，該系可提供機構整合相關研發；電機
舉辦學術合作座談會。會中決議本校將首次整合機
座。另外，華電聯網也將結合校內相關單位舉辦創
系教授李維聰曾進行過機上盒相關研究，經驗豐
電、電機、資工、教科、資管等各系所資源及專
意競賽，並鼓勵輔導優秀團隊創業。
富；資管系系主任徐煥智指出，該系「系統實作」
長，與華電聯網進行多媒體服務平台跨領域產學合
此次合作係由華電聯網市場行銷處副總經理、
課程由學生進行畢業專題，可合作開發遊戲與應用
作。
資工系系友謝明燁所促成，謝明燁表示，感念母校
軟體；教科系系主任何俐安建議，將機上盒、遊戲
華電聯網是國內結合資訊、網路、電信、媒體
對他的栽培，因此希望進一步與母校產學合作，藉
等操作指引，以線上動畫教材呈現，並透過校內課
四大產業之寬頻應用整合服務廠商，也是提供中華
電信MOD數位 程，選擇優秀團隊進行開發；資工系副教授黃連進
此激發更多多媒體創意。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
電 視 服 務 的 最 則建議合作發展多媒體多元格式之機上盒等。
邀請校友與母校跨領域產學合作，不僅能有效整合
大供應商。此
學術資源，還能讓學弟妹了解，所學的專業知識能
此外，華電聯網亦將捐贈MOD相關教學與研究
後在行政大樓交棒給體育室主
次 合 作 將 由 本 設備；並配合本校開設相關課程提供師資，協助推
為業界帶來何種貢獻，進而奠定未來發展方向；也
任蕭淑芬，完成聖火繞跑校園
校 相 關 系 所 提 動MOD技術與經營人才培育；創育中心主任蕭瑞
希望這次合作可以成為將來淡江產學合作的發展模
的儀式。陳幹男表示，聖火是
供 創 意 研 發 ， 祥表示，初步決定將於99學年度，在通識核心課程
式。
一種象徵性的指標，而現在用
機 電 系 系 主 任 開設「數位電視新媒體講座」，由他授課，並邀請
LED將聖火虛擬化也環保化，
希望藉由這個活動讓運動風氣
更興
盛。（文／陳頤
華、林俞兒）
與借鏡。
院主辦，本校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由教
此次聯席會以多元方式進行，另安排
「希望能藉由一年一度的聯席會，把大
育部指導、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主辦的
座談及交流、分組討論、經驗分享等單
家聚在一起，討論圖書館機構典藏、未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
元，讓各館針對「新生代館員知能的培
來發展及校際之間的合作。」
席會」，將於13（週四）、14日在覺生
育」、「聯合典藏及電子資源採購」、
會中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際會議廳展開，邀集175所大專校院
「數位出版對圖書館的衝擊」、「圖書
Dr. Rush Miller、美國Emory University
與軍警學校圖書館館長一同參與，針對
館績效評估」等相關議題，進行充分討
教授王雪茅、台灣大學圖書館館長陳雪
當前大專院校圖書館的經營、行政協調
論及交流。
華等國內外專家學者發表專題演講，提
及發展趨勢等主題，共同交流與研討。
供大專校院圖書館發展方向、推動方針
該會議自民國78年起輪流由各大專校

繞跑校園迎聖火

9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於7日在國立體育
大學開幕，大運會聖火
於5日傳遞至本校，下午3時在驚聲銅像舉行傳
遞聖火儀式。圖為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中）接
下聖火火把後，率領田徑校隊等從驚聲銅像廣
場出發，一路跑
至海豚里程碑，轉
交給體育室
講師陳天文；最

口館長 13日起交流經營趨勢

175大專校院 書

資訊中心服務 電腦維修獲肯定

【記者王妍方、李冠賢淡水校園報
導】「98學年度資訊中心滿意度調查」
網路問卷及抽獎活動開跑囉！即日起
至31日止，上網填寫問卷就有機會獲
得3G手機、iPod及無線藍光滑鼠鍵盤
組等大獎。詳情請上http://w5.tku.edu.
tw/feedback/ipc2010/查詢。
根據97學年度服務滿意調查結果顯
示，「教學計畫表上傳系統」蟬聯3年
教師滿意度最高；「個人電腦維修服
務」則同時獲職員及教師肯定，滿意度

分別為第1及第3。受訪學生滿意度前3
名為「課程查詢系統」、「淡江大學新
版首頁」、「E-mail系統」，此外，選
課系統滿意度雖仍相對較低，但已從96
學年度的3.97%上升為4.16%，資訊中心
主任黃明達表示，為解決無法順利登入
選課系統之問題，會在選課期間開放電
腦教室，避免個人電腦設備及網路頻寬
障礙耽誤選課，有需要之同學可多加利
用。
黃明達鼓勵大家踴躍上網填答滿意度

資管生計算機作品台灣區初賽獲第2
（攝影／劉瀚之）

校友活動及社會資源募集組

淡江之夜 校友認桌千人宴

學生篇
企業最愛 時報論壇 ─

【記者陳音勻蓁淡水校園報導】迎接60
週年校慶，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
任薛文發所召集的校慶籌備委員會「校
友活動及社會資源募集組」，除於11月6
日舉辦一系列校友活動，也計劃出版本
校60週年校友會紀念專刊，並發起「創
校六十週年募款六千萬專案活動」。
11月6日活動包括學生活動中心的「中
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世界校友會聯會雙年會」、「校友返
校餐會」、「慶祝60週年校慶管絃樂團
演奏音樂會」，並在「月亮咬一口」旁
平台舉辦「國際音樂嘉年華—從阿爾卑
斯山到五虎崗」，晚上則在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三樓宴會廳舉辦「淡江之夜校慶
晚宴」，邀請知名主持人、法文系校友
崔麗心主持。
薛文發表示，各項活動正積極籌備
中，其中，校慶晚宴的認桌踴躍，截至
目前為止，校友認桌已達60桌，有信心

達成席開90桌的目標，希望屆時參加人數
能突破千人。
募款方面，「創校六十年，募款六千
萬，一人捐一千，奠基一甲子。」活動號
召教職員、校友捐款，薛文發說：「款項
運用將尊重捐款人的意願，用在所指定的
活動或系所，讓本校更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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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資管四張筱玫等6人，在指
導老師資管系副教授梁恩輝帶領
下，日前以「動物王國－幼兒益
智觸控資訊系統」參加中華民國
資訊經理人協會主辦之「2010泛
珠三角（9+3）安利杯大學生計
算機作品賽」，在台灣區初賽中
榮獲全國第2名，將與政大、中
央共同於6月26、27日代表台灣
赴四川成都參加決賽。
「動物王國－幼兒益智觸控
資訊系統」以觸控式螢幕電腦為
平台，運用電腦動畫與聲音的功
能，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增加幼

瘋蕭邦 葉孟儒李珮瑜鋼琴獨奏
【記者施雅慧、曾詩涵淡水校園報
導】今年適逢蕭邦誕辰200週年，除
了文錙藝術中心將於週二（11日）晚
上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今
夜文錙廳遇見蕭邦」－葉孟儒鋼琴獨
奏會，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也將於14
日晚上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蕭邦VS.李斯特」鋼琴獨奏會。
「葉孟儒鋼琴獨奏會」反映熱烈，

陳惟真：社團多元豐富 做中學

（財金三）
淡江目前擁有200多個社團，明顯看出課外活動的
多元、豐富。我們熱衷參加各種不同性質的社團，舉
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從中學習。無論是團隊合作、人
際關係，甚至在活動中培養創新能力、危機處理等，
都是受企業主青睞的原因。在社團中，互相幫助，培
養出的凝聚力及團結向心力，也是學長姊積極提攜學
弟妹的原因之一。除課內所學知識，感謝學校提供自
由多元的課外活動。很榮幸能就讀淡江，我以淡江榮
獲企業最愛私校第1為傲！

陳珈豪：謙虛學習 國際觀更寬廣

（政經三）
淡江真的是一所能因應經濟、社會，創新、求變
的學校。在蘭陽校園的學習中，90％英語教學、師生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786-1.indd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4日開放索票上午馬上搶空；沒拿到
票者別灰心，演奏當天開放後補取
票。名鋼琴演奏家葉孟儒將演奏全
套蕭邦練習曲27首。「蕭邦VS.李斯
特」鋼琴獨奏會由通核中心副教授李
珮瑜帶領大家體驗古典音樂之美。
她準備了蕭邦的〈升C小調夜曲〉、
〈B小調鋼琴奏鳴曲〉等，要讓聽眾
大飽耳福。即日起開放至I805索票。

全體住校，以及大三全體出國的環境下，讓我學到與
以往填鴨式不同的教學方式，激發出不同的火花，也
擁有不同的思維。出國後，運用在蘭陽英語學習的適
應力，以及和同學討論的習慣，讓我在美國舊金山州
立大學修習期間，學得更多。在國外，我懂得放低身
段、謙虛學習，不僅英文能力進步，也讓自己的國際
觀更寬廣。

游采玲：基礎厚實 專業能力成長快

（西語二）
身為淡江人，真的很驕傲。由懵懂無知的小大一，
如今已是具備西語能力，即將於7月至西班牙拿瓦拉
大學展開交換生涯的大二生。學習中，學校給予基
礎能力培養，從大一的文法、造句，到大二的寫作，
聽、說、讀、寫連貫等訓練，讓我們養成良好的基
礎。看到許多大四歸國的學長姊，藉由異地學習，西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兒對學習的興趣，其創新性及獨
特性讓評審讚譽不絕。組長張筱
玫說：「為了這次比賽，我們將
最初設計的單機版改為網路版，
並進行擴充。很期待到四川與對
岸學生進行比賽。」資管系系主
任徐煥智也表示，希望能激發同
學更加成長。

水墨畫即起展台灣鄉情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
文錙藝術中心即日起至6月30日
止舉辦「台灣鄉情水墨畫」巡迴
展，訂於21日上午11時30分舉行
開幕式，邀請參展的水墨畫家之
一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
現場揮毫，並於當日下午3時10分
舉辦「校園裏的文化產值」專題
演講，邀請全校師生一同賞畫並
體驗豐盛的心靈之旅。
參展者皆為台灣水墨畫壇舉足
輕重的翹楚。為使全校能大飽眼
福，除了巡迴展原有33件作品，
另邀參展畫家提供山水、花鳥、
人文等題材作品，總計80件，透
過畫家對台灣的觀察與描繪，帶
領大家重新認識台灣之美。

並表達意見：「每個意見都是珍寶，大
家的建議我們會納入考量，讓使用者更
方便。」英文二盧永三表示，資訊中心
在新工學大樓和商管大樓都設有電腦教
室供使用，且紙張可免費索取；最近還
安裝了最新的Win7，讓同學可以使用
到最新的系統，很不錯；不過印表機的
列印效果不佳，時常發現碳粉太淡或印
好的講義模糊，希望可以再改進。

為歡度
母親節，
國際交流
暨國際教
育處於5
日在海報 skype傳情 媽媽我愛妳
街舉辦「媽媽我愛妳」活動，提供網路電話，讓
全校教職員工生跟媽媽說「母親節快樂」。活動
6小時，吸引近200人使用，包括10餘名外籍生也
來打電話，將思親之情透過聲音，飄洋過海傳送
給媽媽。圖為來自泰國的外籍生、企管碩二許美
齡一邊拿著話筒，一邊漾滿了笑容，她表示，國
際電話很貴，用網路電話既省錢又方便，這次母
親節不能回家，感謝學校舉辦此活動，讓她向母
親祝賀，「媽媽很開心」。（文／江啟義、圖／
林奕宏）

服務隊伸援手 報稅變easy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報稅時節又到了，
會計室首次成立稅務服務隊，即日起至28日止提供
個人綜合所得稅諮詢、試算及申報服務。承辦人會
計室專員曾淑和表示，鑑於往年學校同仁之報稅需
求，今年特別開辦此服務，協助同仁順利報稅。
服務採「預約制」，請洽會計室約聘人員陳坤宏
（分機2243）預約服務時段。須備妥自然人憑證或
戶口名簿影本、各項所得證明、各項可扣抵之支出
證明。曾淑和表示，備齊各項單據可協助確認，自
然人憑證所下載之國稅局資料是否漏列；需儲存報
稅資料者，請自備隨身碟。

語能力進步很快，更讓我期待大三的留學生活。很開
心在父母親的支持下，選擇至淡江就讀，且能到國外
學習，相信未來在專業能力方面，必更能有所成長。

簡巧玳：22萬校友相挺 力量大

（公行一）
在師長的推薦下，我選擇進入淡江公行系就讀。在
近一年的學習歷程中，我發現淡江能獲《Cheers》及
《遠見》雜誌評為私校第1，絕非浪得虛名，豐富的
圖書館資源、24小時不打烊的自習室，以及可供列印
講義的電腦教室，讓我的學習更加豐富。在老師辛勤
的教授下，相信從基礎學起的我們，能力一定不亞於
他校學生，邁入職場後，有22萬校友的我們，不但能
發揮向心力，相挺相助，也一定能夠運用所長，在職
場發光發熱。
（文／江啟義整理）

選擇淡江的

60 個理由

理由21、數位班開課首創
遠距學習取碩士
理由22、國內首創文化創
意產業三合一課
程
理由23、全國首創機器人
研究所
理由24、亞洲第一個西藏
研究中心
理由25、國內唯一有歐盟
資訊中心的專門
研究學校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淡水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5/10(一)
10:10

公行系
Q409

5/10(一)
12:20

企管系
B302A

5/10(一)
14:10

財金系
L215

5/10(一)
14:10
5/10(一)
15:10

化學系
Q409
保險系
B712
資管系學會管
理學院資訊顧
問室
G315
西音社
SG132
國貿系
B515
國貿系
B515

5/10(一)
19:00
5/10(一)
19:30
5/11(二)
10:10
5/11(二)
12:10
5/11(二)
14:10
5/11(二)
14:10
5/11(二)
14:10
5/11(二)
14:30
5/11(二)
15:40
5/12(三)
10:00
5/12(三)
10:00
5/12(三)
10:10
5/12(三)
14:10
5/12(三)
18:10
5/13(四)
11:10
5/13(四)
13:10
5/13(四)
13:30
5/13(四)
14:00
5/13(四)
14:10
5/13(四)
16:10
5/13(四)
18:50
5/14(五)
12:00
5/14(五)
12:30
5/14(五)
14:10
5/14(五)
14:10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劉昊洲
公行系學生生涯規劃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謝安
國際期刊投稿之經驗分享
台北大學企管系教授王祝三
Will Price Movement toward Equilibrium
Overshoot? Evidence from Share
Repurchases and Subsidiary Selling
中山醫學大學教授蔡振寧
The moonlighting enzyme:GSK3
財聖保險經紀人公司副總經理 徐煥昌
最好的準備vs.最精采的未來
微軟學生大使Silverlight講師董是明
SilverLight網頁技術開發講座

職業樂手江尚謙
爵士鼓講座
台灣樂金(LG)市場行銷部總監詹千慧
消費者行為剖析
台灣樂金(LG)市場行銷部總監詹千慧
行銷個案分析
清大物理系助理教授唐述中
物理系
Study of Pb thin films on Ge(111)
S215
substrate by ARPES and LEED
學發組
台北市潛能發展協會理事長陳光
Q409
邏輯式快速記憶法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水環系
劉振宇
E830
金門地區地下水水資源現況及管理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教授蔡志鑫
數學系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of EEG
S433
group studies by reproducibility
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教授曾建城
數學系
Genomic meta-analysis for dimension
S433
reduction and gene clustering
遠傳電信加值服務平台協理陳惠南
資傳系
智慧型手機軟體市集(app store)應用現
Q306
況與趨勢
臺北縣家庭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素幸
資圖系
淡水故事媽媽種子團在社區中小學閱
L507
讀之推廣
陶朱公理財規劃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保險系
黃西田
B712
CFP證照考試與準備方法
冠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
商學院
從一個建築業的模範生談台灣房地產
I501
之投資經營
行政院部會CNN英語大練功總教練朱爾威
就輔組
看Facebook學CNN
Q409
英文系
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永興
L201
樸實剛毅認識自己
英文系
國立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卓江
U403
如何看待英作文修改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決策系
副總經理馬珮琴
B504
共同基金的服務與行銷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林沛群
機電系
概說仿生足式機器人
E830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林守德
資工系
Multi-instance Classification for
E819
Imbalance Data-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Participating KDDCUP08
大陸所
鶯歌陶瓷博物館館長游冉琪
T505
兩岸陶瓷之發展概況
攝影社
職業攝影師曾敏雄
Q306
流浪的風景
大傳系畢籌會 彩妝師黃瀞儀
O202
DHC春夏彩妝正繽紛
師大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所長賴志木堅
課程所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方案規劃與實施
Q302
台安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土木系
何應璋
B713
由wii感應原理談工程監測之應用與實例
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魏國棟
產經系
To Evaluate the Existence of the Triple
B511
Dividends---the Case of Levying Energy
Related Environmental Tax in Taiwan

台北校園
5/15(六)
9:00
5/15(六)
9:15

保險系
D408
商管聯合碩士
在職專班、國
際商管所
D403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警務正常金蘭
詐騙危機管理
寶來投信總經理劉宗聖
兩岸證券業與投信業發展現況

李歐梵演講文學與音樂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4日邀請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歐梵，在覺生國際會議廳演講
「文學與音樂，現代主義的美學」，探討音樂在文
學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兩者間的互動關係，現場
座無虛席，甚至還有人坐在窗邊聽講。
李歐梵介紹德國文學家托瑪斯曼的小說《威尼斯
之死》及所改編而成的歌劇，講述其中配樂所展現
的特色，與劇中主人公心情之呼應。外語學院院長
宋美王華也到場聽講，她說：「人文學科是個豐富的
有機體，蘊含各種知識」，並勉勵外語學院學生，
學習外國語言除了實用面，也應拓展人文知識、培
養深厚的人文素養。

公行師生訪陸探公職制度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管理學院院長
王居卿日前率領公行系師生，赴大陸武漢湖北省行
政學院、北京中國政法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及參訪。
公行系系主任黃一 夆 表示，希望往後能與該2校簽
訂學術交流協議，進行教師互訪或互派交換生。
4月26日在武漢湖北省行政學院進行「兩岸公務
人力培訓座談會」，由該院教授王亞群主持，針對
公務人員進修及培訓制度進行討論。黃一夆指出，
該院學生為大陸現職公務員，期望未來能將公行系
部分課程移至該院教學，以更加熟悉對岸地方政府
人事管理等相關知識。
之後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兩岸公私協力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探討兩岸公私合作的異同。
該校政府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常保國表示，希望與
本校能建立制度化的交流，定期、定時舉辦各類相
關學術活動。
山

山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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