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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之光！

張校長獲舊金山州大傑出校友
本校校長張家宜於5月21日，赴美國接受舊金山州立大學「傑出校友」殊榮，並於該校
畢業典禮上勉勵畢業生終身學習，也將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一句名言送給該校畢業生，
「成功不是結局，失敗也非末日；最重要的是有沒有勇氣繼續前進。」國際華人媒體《星
島日報》稱張校長為「華人之光」！
張校長談到，舊金山州立大學所灌輸她的精神，就是以自己的所學貢獻世界，這也是她
投身教育工作以來謹記在心的原則，她在淡江大學的領導目標之一，就是讓淡江子弟做好
走向世界舞台的準備！（圖／秘書室提供）

大三生踴報TOEIC 拚畢業門檻

█淡水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英語能力是職場重要競爭力，
本校97學年度入學之日間學制學生，通過英語能力檢測為其畢
業門檻，根據教務處統計，截至5月25日止統計，該學年入學研
究生1075人，未考試人數167，報考率為84.5%，考試已達門檻人
數447人；大學部4953人，未考試人數3791人，已達門檻人數841
人，報考率為23.5%。
教務處呼籲，目前報考率不高，希望學生積極參加英文檢定，
以免到了將畢業時未達門檻，屆時會有延畢的問題。尚未考過檢
定的電機三王辰修說：「還沒過英文門檻有點擔心，這個暑假考
慮報名多益測驗，順利達到畢業門檻。」
為方便本校教職員生參加多益考試，國際交流及國際教育處分
別於今年4月23日及6月4日舉辦多益測驗校園考試。其中，6月
4日即將上考場的報名人數，從4月的700人左右，增加為約1000
人，參加本次測驗的國企二賴奕安表示，會報考多益除了要達到
規定的英語門檻外，也是為了證明英語實力，「報考學校的多益
測驗除了方便，報名費也會比較便宜。」

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將開始申請

【本報訊】本校配合國科會「100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已於日前擬訂「淡江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
給辦法」草案，訂定教師申請、推薦及獎勵金核給評量方式，本
草案將於6月1日提案行政會議討論。於行政會議通過後，研究發
展處將公告相關申請辦法與作業時程，本案各教師申請時間預定
為6月1日至7日。
根據研究發展處統計，去年本案提送人數118人，獲獎共計
106人。研發長康尚文表示，今年與去年不同的是，各學院自訂
之評估方式，有意申請之教師可先逕洽所屬學院了解，並先行準
備申請所佐證之資料。
其支給辦法草案有關獎勵金核給評量方式有3項，為「依『淡
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第四條獲獎助者，依近5年獲獎
助篇數核給獎勵」、「依近5年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不
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分）及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件數核給獎
勵」、「依各學院自訂之評估方式核給獎勵」。康尚文提醒，有
關第3項各學院自訂之評估方式，因準備資料要花些時間，請欲
申請的教師儘早準備。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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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針對首獎〈兔寶/兔煲〉作家張輝誠
指出，其以平淡筆調書寫深情，可見其深刻
感受；作家房慧真認為，在俏皮的寫法中，
隱藏可怕的吃兔訊息，是從未看到的筆法。
校友組由中文系退休教授施淑女、副教授
倪台瑛及王麗華擔任評審，首獎〈追憶那段
孤獨而美好的時光~我在五虎崗的日子〉作
者張溶玲表示「這篇作品就像回憶錄！」希
望透過文章傳達給學弟妹，她如何從閱讀中
思考，從無知中到找到人生的方向。倪台瑛
肯定，這篇作品是作者求學的心路歷程，可
以給學弟妹一些反思，作為良好的學習典
範。
作家郝譽翔、童偉格、陳雪為小說組決
審，作者林羿瑩在〈給愛麗絲〉中，試圖去
描繪一個看似堅強而內心柔弱形象的「愛麗
絲」，以在沉睡中回憶過去，甦醒後發現自
己成為唯一的倖存者為題材。童偉格認為：
「〈給愛麗絲〉內化的描寫剛強又不失其溫
柔」；郝譽翔認為「它是入圍作品中最有詩
意的一篇」。
來自大陸廣州大學新聞學院，目前為大傳
系的黃俊傑拿下散文組的佳作，他表示，在
大陸曾參加幾次文學獎也拿過獎項，但以繁
體字來表達很不同，有較深的文化在其中，
我想將作品給大陸同學看，分享淡江所帶給
我的影響，「而獎金要請同學吃飯！」

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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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順 便
真 實
地體驗道
地的大學生
活！」
除了認識校園的參訪外，教務處招生組也依各高中
的需求及停留時間做行程上的安排，如安康高中參訪
了位於傳播館的淡江之聲廣播電台。揚子高中輔導組
長陳韻如也表示，這類型的校園參訪提供了學生除了
在大學面試外，可以多點認識學校的機會。

6/4(六)
09:10

雲林揚子
高中300位師
生，參觀本校
校園。（攝影
／湯琮詰）

彼此從學習日文的經驗講到各自的生活文
化，建立了很好的情誼，也受益良多。
下午則在外語大樓的日本文化教室體驗
茶道文化，由日本文化研究社同學穿上和
服為來訪師生示範茶道。香港中文大學學
生表示，本校日文系的學習管道多元，更
能廣泛了解日本文化、增加對它的興趣。
此外，日文系還特地安排他們參觀淡水

老街、漁人碼頭等景點，體驗台灣風土民
情。該校學生為表示感謝，聯合製作一張
精美的卡片，向日文系師生致謝。田世民
表示，這次交流不僅是系與系，而且更能
促進校與校之間的感情，希望未來有更多
機會能與其他學校合作，讓學生有更寬廣
的視野，了解彼此的學習差異。

海博館再聚首

航海輪機 系友

航海、輪機系友回娘家，場面溫馨。（圖／海博館提供）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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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訓練中心老師莊蘋洙
全民英檢說明會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局長張振猷
因應氣候變遷淡水河流域防洪治理策略探討
文化大學物理系教授程思誠
Excitations and Stability of the Inhomogeneous
Excition－polartion Condensate
前美商安達北美洲保險公司執行長張嘉麟
跨國企業風險及保險管理實務介紹
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教授沈灝
數學與科學進步
世新大學資傳系副教授莊道明
資訊服務行銷
台北富邦銀行經理蔡志宏
金融服務業之職涯規劃-以富邦金控為例
知名財經專家許啟智
投資理財經驗談
中研院經濟所博士後研究李一鑫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aiwan
喬立達數位媒體網路策略與經驗設計總監魏澤群
使用者經驗與數位環境發展
弘富網通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紀忠
分享職場經驗
弘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如川
兩岸網路貿易操作實務（二）
中華汽車高級專員吳泰德
台灣汽車產業現況
英文系兼任講師蘇愛雲
亦師亦友
佛光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施唯禮
多元文化中的自己

台北校園

分享職能培訓心得 徵文至6月7日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由人事室舉辦的99學年度「行政
人員職能培訓課程上課心得徵文活動」開跑囉！希望藉由本活
動，鼓勵行政人員參加職能培訓課程，並分享心得感想、凝聚對
學校之認同感及向心力，形塑本校優質之學習團隊！本次徵文對
象為參加本年度職能培訓課程之行政人員，得獎作品將可獲得獎
金和獎狀。凡參加徵文者均可獲得小禮物乙份。活動收件時間為
即日起至6月7日前，繳交報名表及紙本作品到人事室二組，並傳
送電子檔至apsx@oa.tku.edu.tw。
圖書館祕書李靜君表示，身為學校的行政人員，對於學校所舉
辦的活動，本來就要多給予支持。而自己也常舉辦活動，知道舉
辦活動的辛勞，所以參與徵文是自己對主辦單位的肯定！而這次
所舉辦的課程除了提升專業技能以外，還特別開設『壓力管理』
的課程！藉由演講老師的人生故事，了解不同的人生歷練，而得
到更多的人生啟發，是我覺得這次課程特別的地方！「徵文文章
目前還在努力中，先把工作告一段落，再好好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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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30(一)
決策系 TOYOTA濱江營業所所長強龍
09:30
U704 台灣汽車產業行銷策略
Professor Gabrielle Schwab, University of
5/30(一)
英文系 California
10:00
FL204 A Time Beyond Survival: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Politics ofIndigeneity
中興大學化工系特聘教授張傑明
5/30(一)
化材系 Application of Supercritical Fluids Crystalization
13:10
E830 for Production of Health Supplements from
Natural Materials
國立交通大學生科系教授邱顯泰
5/30(一)
化學系
Exploring Natures Biocatalytic Systems for
14:10
Q409
Novel Chemistry and Drug Discovery
5/31(二)
歷史系 內湖社區大學講師陳金讚
變與不變-淺講,近代台灣庶民生活的變遷
08:10
L302
5/31(二)
決策系 愛普萊顧問（股）公司協理陳燕瑤
10:10
B312
職場會面之倫理議題
美加多益名師潘莛
5/31(二)
國交處
精準剖析多益考題及多益證照對升學求
12:00
B701
職的關鍵影響
5/31(二)
亞洲所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登興
12:00
T919
台灣移入配偶的微型企業經營

香港中文大學與日文系相見歡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香港中文
大學日文系師生12人，於25日蒞校與日文
系進行交流，由日文系助理教授田世民負
責接待。為了讓學生實地體驗本校日文系
的上課情形，特別安排該校學生與本校同
學一起上課；中午則安排在FL106會議室
餐敘，兩校學生一見如故，餐敘中相談甚
歡。參與活動的本校日文四鍾勵進表示，

e

淡水校園

高中頻來訪 大學生活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高中生更加認
識淡江、了解淡江相關校系及環境，教務處招生組持
續接待來訪的高中學校，除了鄰近台北的淡江高中、
安康高中，雲林地區的揚子高中也在5月來本校淡水
校園參訪。招生組表示，99學年度至目前共有25所高
中職來訪，顯示本校積極招生的熱忱，招生組也至中
南部地區參與當地高中舉辦的大學博覽會，深入地區
介紹淡江。
25日下午來自雲林揚子高中師生，約300人，興奮
地穿梭在淡水校園中。「圖書館看起來很高級，很想
進去裡面！」、「想多待久一點去吃淡江這邊的美
食！」來自揚子高中的陳品錡、吳宜庭興奮地抬頭望
著圖書館說道。負責帶領的淡江學長姐除了原定的行
程外，經過海報街時也讓這群眼底充滿好奇的高中學
生們走進海報街體驗目前正在舉行的「運管週」。負
責帶領其中一組，也是來自雲嘉校友會的會計二鍾岳
峰說：「高中生很活潑，對於我們所講的所有內容都
非常感興趣。而這次逛校園的時間很充裕，所以也應
他們要求在小小麥、月亮咬一口稍作停留，讓他們休

e

演講看板

校友組刻劃花甲少年回憶 林羿瑩奪小說首獎
【記者莊旻嬑、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60週年校慶相關文學活動，自去年11月
「大師座談」、「校園無悔創作」活動就掀
起校園文藝風潮，而讓文藝青年飆文筆之第
27屆五虎崗文學獎「花甲少年」，於25日上
午10時在SG319進行壓軸決審。去年參賽作
品102件，今年有165件，稿件約增加6成。
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開心地表示，這次參賽
作品多、競爭更激烈的情況可見，日前所舉
辦的系列演講，有推動寫作風氣之效。
進入決審共計92件，各組首獎皆由中文系
包辦，新詩為碩三籃閔釋以〈酸辣湯〉拿
下；散文是碩二劉兆恩以〈兔寶/兔煲〉奪
得；小說組碩一林羿瑩寫〈給愛麗絲〉勝
出；而今年新增的校友組，由系友張溶玲以
〈追憶那段孤獨而美好的時光～我在五虎崗
的日子〉摘冠。
本屆共邀評審校外7位，校內5位。新詩組
首獎〈酸辣湯〉，作者籃閔釋表示，先前就
有寫食譜詩的想法，但這首詩是因為陪失戀
的朋友喝酸辣湯時有感而創作出來，「獲得
首獎很意外」。詩人丁威仁認為該作品將做
菜和愛情融合，巧妙比喻、創意十足。而評
審們有感於本屆新詩品質高，現場捐出車馬
費1萬，並增設推薦獎及5名佳作。
兩度得散文首獎的劉兆恩表示，第1次得
獎感覺新鮮，這次得獎是開心找到懂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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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幅以 筆所繪作的圖
畫，使用 筆具有半透明的特殊
功能，所以濃淡層次上非常清
楚，加上 筆有充分取用色彩的
特色，在昏暗的海面及天空，仍
然能夠將各種顏色疊合得很好。
以 筆作畫的另一項特點就是光
影的處理相當方便，這幅畫所運
用的光影感覺，相當自然，不容
易看出是數位工具的作品。 ︵圖
文／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

學校要聞版
e
e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海博館曾是航海系及輪機系
的教室，而去年適逢海博館20週年館慶回顧展暨航海、輪機
系友回娘家活動響應熱烈，海博館決定於今年28日續辦！舊
雨新知在海博館10時展開，相逢的場面，十分溫馨，文錙藝
術中心主任李奇茂、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也到
場致詞，師長、老友相見歡，輪機系第五屆系友暨總聯絡
人董雲春說：「此活動讓四處分散的學長、學弟重新聚集，
有個交流的平台，大家一起進行歷史的回顧，場面格外溫
馨」。
令人驚喜的是，失聯已久的航海系第一任系主任楊樹澤，
恰巧在活動幾日前來到海博館，回憶以前仍是商船學館並在
此教書的過往，在得知此消息的第一時間便決定參與！他表
示，今年91歲，離開淡江已有25年，恰逢機會難得回來看看
老家，和老同事、學生見見面、談談近況。對比今昔的校
景，見到熟悉的建築物有懷舊之感，他說：「看淡江發展繁
榮、領導有方，十分開心，希望學校培育的人才能承先啟
後，為國家奉獻心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中華電信協理兼數據通信分公司副總經理
電機系
簡志誠
D504
物聯網商機與新電信服務
保險系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醫院副院長邱仲峯
D408 癌症危險管理
行政院勞委勞會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專
保險系
任委員許淑華
D405
社會保險之監理

吸菸人：亂丟菸蒂不對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總務
處統計過去3個月在校園內亂丟菸蒂
的平均數據「10個半天在全校16個地
點，拾獲總計665支菸蒂。」總務處將
工友清掃時，發現亂丟的煙蒂以數據
統計，其中數量前3名為：商管大樓前
棟西側屋頂層梯間及出口區、商管大
樓後棟廁所及工學大樓西側屋頂層梯
間及出口區。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技士謝育
賢表示，希望能藉由柔性勸說的方
式，提醒吸煙者不亂丟菸蒂。未來環
安中心也會有相關宣導措施，並和軍
訓室共同巡檢，以期達到校園內的整
潔努力，也提醒吸煙者在吸煙區內吸
煙。軍訓室教官尤臺蓉說：「不吸二
手菸是每個人的權利，一起為無二手
菸的環境努力。」另提及，本校禁煙
規則第5條明文規定：「於禁菸場所
吸菸者，在場人士均有勸阻義務及權
利，且人人皆可舉發。」她呼籲全校
師生，維持健康的環境不單純只是撿
拾菸蒂，而是要發揮道德勇氣規勸吸
菸者。
公行二劉宜萍表示，以前上課的路
線總是要經過福園涼亭的吸煙區，自
從撤掉後，覺得自己少吸了許多二手
菸，空氣也變得清新許多。日文三楊
惟婷表示，當在校內遇到抽菸的同學
時，不太敢上前去規勸，希望能由教
官來勸阻。
部分吸菸人士表示，現在校內的吸
煙區都剩下較偏僻的地方，像是在商
管大樓樓頂，因此造成許多人現在都
在大學城或是水源街吸煙。但「亂丟
菸蒂就是不對」，學校可以多勸導吸
煙者必須將菸蒂丟進菸蒂桶，而非禁
止吸煙，學校和吸菸者兩方面的溝通
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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