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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校友回娘家 春之饗宴熱鬧登場
賞花 摸彩 餐敘 球賽 重溫故情 分享 傳承 頒獎 砥礪學弟妹

品質保證稽核室 張校長揭牌成立

▲品質保證稽核室成立茶會，校長張家宜（右5）、品保室主任白滌清
（右6）及品保室同仁合影。（攝影／張峻銓）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
導】品質保證稽核室於11日下
午4時在覺生綜合大樓舉行成
立茶會暨揭牌儀式，由校長張
家宜和品保室主任白滌清共同
揭牌。張校長以「加油！」來
鼓勵品保室的同仁對未來推動
本校品質管理的重點工作。
在118次行政會議之會議提
案中討論通過，「品質保證稽
核室」等相關法規條文修正，
以促教育評鑑發展業務與人力
整合，使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得
以有效實施。品保室負責辦理
相關業務包含校務評鑑、系所
評鑑、教學評量、教學與行政
全面品質管理及規劃與執行內
部稽核等。

商學院與6企業 簽約產學合作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商學院將與國內
知名6家企業，於17日下午2時在台北圓山大飯店
二樓V110會議室，舉辦產學合作簽約儀式。合
作企業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及本校校長張家宜都
將出席。
雙方合作內容：由商學院內系所安排專業師
資，協助合作企業規劃並辦理員工在職進修；承
接合作企業委託執行專案研究計畫或專案顧問工
作；雙方共同辦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等。商學院

院長胡宜仁表示，商學院的願景是希望藉由產學
合作提升教學品質、擴大研究面向，進一步融合
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邁向亞太地區最佳商學院
之一。
合作企業有：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長行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青航股份有限公司。

期中評量意見調查 填答有獎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99學期第二次實
施「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實施時間為本月14日
至27日，學生以不具名的方式進行，至教學意
見調查系統網站http://info.ais.tku.edu.tw/tas/ 填
寫。如家中沒有網路的同學，可自行在學校資訊
中心的電腦進行填寫作業。為鼓勵學生填寫以提
高填寫率，品質保證稽核室準備4G隨身碟，以
電腦隨機的方式抽出40位幸運得主。歡迎同學上
網填寫。
品質保證稽核室主任白滌清表示，「期中教學

意見調查」主要希望教師和學生之間能在課程進
行中就有交流，同時藉由網路的便利性及匿名的
功能，讓學生能透過網路發表心中的意見；並且
藉由調查意見結果讓教師能夠針對教學方式進行
調整，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以問卷交流
的的方式讓教學內容及品質獲地整體正面成長。
統計二張雅筑說，「期中教學意見回饋的方式
真的是太好了，可以完整表達對學習上的意見，
因為安排期中調查，可以讓老師調整授課方式，
讓我在課堂上的學習效能提高且更加完整！」

日文系榮譽教授林丕雄著作《清き池水を求めて》
獲日本自傳史大賞「國際賞」

女聯會會員大會 婦女節賓果同歡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上週二
（8日）舉辦會員大會，同時進行賓果遊戲聯誼
活動，現場氣氛熱烈，並準備一百多份的精美超
值獎品，讓大家盡興而歸。女教職聯誼會會長黃
鴻珠表示：「本次的會員大會會在3月8日舉辦，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一同慶祝婦女節，更希望能利
用這天讓老師和職員有溝通的管道。」她同時開
心的表示，在淡江工作很幸福，能充分感受到盡
心盡力的團體合作氣氛。抽到隨身碟獎品的人二
組組長彭梓玲提到︰「每年的禮物既實用又用
心，很感激女聯會每年所籌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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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個人的故事開拓新文化，給予歷史佐證，
並提供學術研究。林丕雄的學生、日文系系主任
馬耀輝表示，林丕雄曾在日本教書，並於本校日
文系任教多年，對於日本文學等相關研究貢獻卓
著，對於他的得獎與有榮焉。

海嘯警報

行動化學館 啟用典禮HIGH翻天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
國際化學年「行動化學館啟用典
禮」於上週四（10日）下午3時
在海報街登場。中國化學會理事
長鄭建鴻、校長張家宜與理學院
院長王伯昌也到場參與，為行動
化學車正式啟動，現場充滿歡樂
氣氛！
張校長表示，自己是文科出身
的，對化學的印象是充滿符號的
「元素週期表」，但是對於化學
巨擘居禮夫人十分推崇，「身為
女性，感到與有榮焉！」王伯昌
說明，為了讓偏遠地區的學校也
能參予此活動，以利化學普及，
行動化學館不惜「上山下海」，
▲「行動化學館啟用典禮」 外島學校也列入巡迴範圍，「要
中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致詞， 讓大家都體驗生活化學！」
身後為行動化學館。
化學系主辦化學週也在海報街
現場利用壓力原理製作可樂 展示化學實驗如可樂冰等與大家
冰。（攝影／梁琮閔）
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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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及獎品。而由資管系規劃的手桌球
比賽報名將於今日（15日）截止，歡迎全
校師生組隊報名！
俄文系將於19日下午2時30分，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辦師生家長座談會，及系友
分享演講，講題為「俄語學習與職場生
涯」，由俄文系第三屆系友、俄文系助理
教授鄭盈盈，分享其國際貿易、中俄文翻
譯等經驗。
公共行政學系當天下午在鍾靈中正堂進
行專題演講、校友敘舊、學長姐經驗分享
及召開公行系學友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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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全體教職員生的「消防演練」，演練
內容將包含海嘯警報的緊急應變措施。
另外，99學年度第1學期赴日交換生中，
仍有1位研究生滯留東京從事研究，國際
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已於當天確認其行蹤及
安全。大三出國留生目前約68位正在日本
留學，日文系助教顏嘉慧表示，雖然事發
當日電話全部無法接通，但仍於第一時間
以e-mail及msn等方式，與全部學生取得聯
繫，並確認其安全無虞。

行副與校友會談
回饋母校提供就業管道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於上週四（10日）和水環系校
友，現為精英國際教育集團總經理張義
雄，進行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會談。其中
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數學系系主任張慧
京、英文系助教及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
組長朱蓓茵等共同參與討論，針對大三大
四畢業生提供就業的新選擇。
高柏園表示，學校和校友之間的合作，
將提高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度。張義雄指
出，希望能與各系所合作，提供就業機
會，並藉以回饋母校；讓學生能夠於在學
期間，就有實務搭配理論基礎的經驗，對
於進入職場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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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5(二)
14:10

▲淡江校園杜鵑花開，色彩繽紛爭奇鬥
艷，吸引人駐足賞花。（攝影／鄭雅文）

演講看板

█蘭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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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淡水校園

3/15(二)
14:10

校安中心緊急因應
赴日生安全無虞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月11日日
本宮城縣外海發生芮氏規模9級地震，中央
氣象局地震中心發布臺灣地區海嘯警報，
本校於下午4：30起由校安中心發布海嘯警
報。
校安中心教官王啟光表示，在接獲通知
後緊急通知人事室、課外活動輔導組、住
宿輔導組及蘭陽校園等全校停止上班上
課，並在校內廣播，通知全校師生勿前往
河口及海邊逗留，以免發生危安情事。
而蘭陽校園則由軍訓室蘭陽校園組傳2次
簡訊通知各社團負責人、學生幹部及宿舍
樓長，通告學生勿靠近海邊。軍訓室蘭陽
校園組組長葉與駿表示，預計在4月底，將

▲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榮譽教授
林丕雄日前以《清き池水を求めて》榮獲由日本
自傳史學會主辦的「第11屆我的自傳‧日本自傳
史大賞『國際賞』」，頒獎典禮將於5月7日在日
本東京舉行。
林丕雄為本校第3屆金鷹獎得主，其得獎書籍
內容記錄他的人生經歷及心路歷程，已獲日本國
立圖書館收藏。談到這本書，林丕雄語重心長地
表示，在228事件後，家裡發生了很多不幸、難
過的事情，哥哥去世對他造成很大的影響，當下
寫出心情的悲慟，才得以抒發；出版這本書，是
希望以自身的經驗分享悲傷後的振作，及平靜心
面對困境的過程；也希望每個人在面對挫折時，
能勇敢克服不畏懼。
日文系教授曾秋桂說明，日本自傳史學會在日
本是歷史悠久且頗具聲望的單位，此大賞遴選以
自傳為主軸的相關書籍，為成功人士做記錄，

【記者莊旻嬑、林俞兒、黃雅雯淡水校
園報導】忘不了留存心中那校園百花盛
開的景色嗎？今年「春之饗宴」將於19日
（週六）上午10時，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
中心及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兩地同時
迎接校友回娘家！
上午，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將於10
時展開歡迎會；10時30分播放60週年校慶
更新的「學校簡介」，由楊雅喆執導，讓
校友一同感受片中淡江的過去、現在及未
來，接著由校友合唱團帶來表演，另有摸
彩活動及校友管樂團授旗儀式。中午，校
友總會理事長羅森及各縣市校友會理事
長、幹部也將至覺生國際會議廳與校內師
長餐敘；報名參加賞花及賽球的校友，將
至牧羊草坪享受戶外野餐的悠閒。下午2時
在活動中心集合，將帶校友至滬尾櫻花大
道賞花；同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也舉辦
球類競賽，將有熱愛運動之校友、師生，
以球會友！
蘭陽校園於上午10時，也在強邦國際會議
廳舉辦摸彩、餐敘、校友回校經驗分享等
活動。於下午1時30分也邀請系友到戶外球
場打排球，活動筋骨、交流感情。
而各系為迎接校友回校，全校許多系所
在中午與校友聚餐並話家常，包括：歷
史、數學、保險、經濟、管科所、公行、
資管、德文、法文、美洲所等。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表示，本次特別
安排社團校友會學生協助活動的進行，希
望藉由校友與在校生的互動，感受母校對
校友們的重視，也能從互動中傳承經驗，
也使校友未來呼朋引伴，回校歡聚，「以
提升淡江人的凝聚力及認同度。」
其他系所也舉辦活動歡迎校友，如資訊
管理學系特在宮燈教室辦「淡江資管系友
家族溯源尋根活動」，由資管系的大一學
生，尋找在校家族上屆學長姊，大四學生
尋找畢業的家族，召集學長姊回校，當天
活動參加團聚最多人數前三大家族，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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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e除了可以完整表現傳統筆墨
的書畫作品外，也能結合現代繪
畫的技巧；本幅作品，大體介於
水墨與水彩畫之間。使用毛筆的
特點將畫面勾勒出來，然後將顏
色鋪於景物之中。由於顏色較水
墨為明麗，所以能將旭日的色彩
表現出來，並且充分體現陽光斜
照、透視的技法，畫法簡單但是
意味深遠。（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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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Helio Optoelectronic Crop. Senior
化材系
Manager 陳景宜
E830
照亮你的人生-淺談LED照明產業未來
新竹生命線員工協助中心督導/勞委
教心所 會快樂勞工Happy-Call專案督導黃智儀
Q213 當諮商遇見工商:企業諮詢與員工協
助方案推動實務
化學系 遠東新世紀公司廠長黃至瑋
Q409 液晶顯示器光學模
台北市政府台北逍遙遊講師張繼瑩、
就輔組
旅行社從業人員王春菊
L401
導遊業的發展現況與展望
台北市政府台北逍遙遊講師張繼瑩
歷史系
旅行社從業人員王春菊
L401
導遊業的發展現況與展望
東華大學物理系教授郭永綱
物理系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agnetic
S215 systems-probed by electrical and
thermal measurement
保險系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陳國華
B505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局長賴柏勳
水環所
因應氣侯變遷，談台灣北區地區水資
E819
源調度
建築系 李天鐸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李天鐸
Q409 幹 建築 這一行
大傳系 普杜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平
O303 我要飛上青天
中正大學國際經濟學系博士謝旻良
經濟系 Alternative Form of Government
B302D Expenditure Financing in Growth
Analysis with Numerical Experiment
國企系 京元電子人資處副處長林雅迪
B614 電子化供應鏈管理於科技產業之應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陳坤盛
統計系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or a
B302A Manufacturing System Based on
Quality, Cost and time
廣達電腦熱傳聲學設計部經理黃玉年
機電所
Thermal/acoustics design integration
E830
in IT product
大陸所 弘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如川
T505 兩岸網路貿易操作實務
「光明之道」(The Bright Path)英國中
心的常駐教師Arjuna I Shaya
歷史系 進步與和平：一個有關當地西方文
L205 明的觀察'On Progress And Peace:An
Observation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Civilization'
資傳系 天工開物股份有限公司互動設計師王伯宇
O205 互動創作工作坊(二)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姜堯民
財金系
Do Investors Learn from Experience:
B505
Evidence from Frequent IPO Investors

台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6(三)
19:00

公行系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陳金貴
D405 社會企業

3/18(五)
18:00

財金系 政治大學商學院教授扈企平
D402 中國金融市場概論

ISO14001環境內稽展開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
第2次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內部環境稽
核，於11日起至22日止為期10天為稽查時
間，內稽小組於4月12日前完成結案及提交
相關文件。
本次內稽查檢重點有：上次內、外稽核
不符合之項目、各單位環境目標之訂定執
行與績效展現、環境紀錄管理表填寫情
形、先驅化學品申報紀錄、環境考量面鑑
別情形之追蹤、實驗室毒化物申報與運作
紀錄及各表單繳交狀況等。環境安全與保
護中心專員邱馨增表示，如發現缺失，受
稽單位於29日前完成不符合事項之改善。
希望各單位能盡力配合完成審查項目；同
時若各單位需環安中心共同協助改善事
項，歡迎提供寶貴意見。有關環境管理
程序書等資料，請參考環安中心網頁：
http://environment.tku.edu.tw/

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證 申請開跑囉！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100年度「中小企業創新服務憑證補
(捐)助計畫」即日起受理報名，欲申請者請
於4月11日前向創育中心詢問，歡迎踴躍參
與。
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本計畫主要是
政府鼓勵中小企業依據創新需求，主動向適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當的知識服務機構進行互動，進而提高擴大
產學研三方合作的利基效益。本次的申請範
圍從技術可行性研究、研發流程建構再造或
創新性產品或技術之測試驗證等皆可申請。
申請文件等相關內容，本中心皆可協助。關
於本計畫相關內容及報名資訊請洽本校創育
中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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