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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校友雙年會 明年馬來西亞聚首

演講看板
█淡水

市區觀光，也邀請校友暨駐馬來西亞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副代表林明禮以「馬來西亞經
濟和投資環境」為題進行研討會，另有台商
代表討論「臺商在馬來西亞的經濟活動」；
特別的是，首次舉辦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創辦人杯」高爾夫球賽讓校友們以球會
友，增進情誼。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在參與馬留
台校友會15週年活動時，感受當地校友的向
心力和號召力，並對其籌辦活動的規劃能力
和團隊合作讓他印象深刻，因此建議在馬

來西亞舉行雙年會。戴萬欽指出，當地校友
表示，很感謝本校對僑生的照顧，讓他們在
外求學倍感溫馨，因此以實際行動來回饋母
校，「相信這次的活動一定會很成功。」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
示，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活動自2006年
在美國洛杉磯舉辦，明年將舉辦第4次，預估
會超越以往海外活動的參與人數。他強調，
藉由本次活動的舉行，除增進校友感情外，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跨媒體產學平台 張校長赴華視簽約

前往馬來西亞投資已為國際趨勢，歡迎校友
可藉由本次機會組團參訪當地的企業實況，
以增加投資商機。同時為慶祝創校61週年，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特在12日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第8屆第1次會員大會」，也將報告明
年的雙年會活動，一經定案即接受報名，歡
迎海內外校友共同參加，詳情請洽校服暨資
發處。

育成中心讚不停 人氣旺獲獎
【本報訊】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參加2011績優育成中心選拔，以
2,839票數獲得年度最佳人氣獎第3名！預
定於18日在育成聯合成果展中表揚。
該獎項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全
國有清華大學、中正大學等27所育成中
心參賽，由Facebook「創業臺灣育成家
族」粉絲團進行票選，各校除介紹自校
育成中心特色，也讓更多人認識育成中
心，並呼朋引伴上網按『讚』！在FB上
歷經1個多月的激烈競爭後，產生3個年
度最佳人氣育成中心，銘傳大學育成中
心及中正大學育成中心分獲1、2名。
該活動目的在針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曾補助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以及
參與教育部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激勵
計畫學校之育成中心進行選拔，以表揚
其培育中小企業及推動創意、創業、創

新工作等表現，以促進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多元發展，聚焦建立核心專長與
服務特色，激勵育成中心提升輔導服務
品質及能量。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
祥表示，藉由這個比賽可以了解學生對
育成中心的認識程度，「但以後一定多
請媒體廣為宣傳，例如《淡江時報》，
一定可以拿第1！」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經理詹健中表示，透過此次活動
讓學生對育成中心有更深的認識。
資管系助理教授戴敏育表示，本校的育
成中心提供產學合作的環境，並可讓學
生藉此機會實習。機電系校友邱湘傑目
前在本校育成中心耕藝科技網路平台工
作表示，十分鼓勵想創業的學弟妹，來
育成中心創業，因為學校提供了相關創
業的顧問，可以解決創業上的疑惑。

【本報訊】本校推動產學合作多元創
新，其中文創部分，開設多門文化創意產
業學分學程，學生透過跨領域學習文創產
業領域知能。因此，本校獲中華電視公司
邀請共同打造產學合作平台，成立「開放
式創新跨媒體產學平台」，本校校長張家
宜（右一）於10月31日應邀參加平台啟動
儀式。
啟動儀式以打造媒體新藍海為主軸，由
總統馬英九（左五）、新聞局局長楊永明
（左四）擔任見證人；本校大傳系教授、
現任公視及華視董事長趙雅麗（右三）、

臺南藝術大學校長李肇修（右二）、政治
大學校長吳思華（左一）、臺北藝術大學
校長朱宗慶（左二）、臺灣藝術大學校長
謝顒丞（左三），共同參與。
該平台的產學合作形式，未來將以人才
培訓交流、節目開發行銷、電臺營運管
理、頻道資源合作、產學專案推動、其他
新媒體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項目，推動全
方位合作，以加速我國整體「新媒體產業
價值鏈」的整合與創新。（圖／中華電視
公司提供）

61週年校慶

居禮夫人特展 覺生圖書館8日推出

【本報訊】配合61週年校慶，
「2011居禮夫人特展」首展將於8
日至30日在圖書館閱活區展出，並
將於12日上午10時30分在閱活區進
行開幕式，活動將有書展、海報、
小型座談會及有獎徵答等活動。歡
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與！
今年適逢居禮夫人獲頒諾貝爾化
學獎100週年，為了讓大家重視女
性在科學領域的貢獻，同時也推
動科學人才培育的理念，特舉辦
「2011居禮夫人特展」，展出項目

包括性別與科學書籍、居禮夫人生
命歷程系列大型海報，以及邀請性
別領域專家學者帶領專題影像座談
會，藉由傑出女性科學家樹立典
範，提升校園重視女性科學教育。
另有相關系列活動包括：16日
「原子核裡的女性身影」演講、21
日「愛因斯坦的太太」影片欣賞
及座談等。詳細活動可至性別平等
教育專區網站查詢（http://gender.
tku.edu.tw/）。

61週年校慶

組隊來校慶趣味競賽 12日開賽

時30分，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
進行，總名次將以各比賽項目名
次積分累計判定。趣味競賽項目
包括：「海底撈月」、「戰豆
fighting」、「耳明手快」、「當我
們童在一起」、「擠眉弄眼」等。
快組隊來拿獎！報名詳情請洽教心
所專員李彩玲（分機：3003）。

█網路

張校長獎5項績優 葛煥昭提出榮譽學程
4年可完成，主要提供有才能且具高度學習動
機的學生，透過特殊的三環（專業、核心、課
外活動）「榮譽課程」，與授課教師密集的聯
繫與互動，「榮譽學程」能使「榮譽學生」
（Honors Students）發現並深度地追求他們的
興趣。葛煥昭更指出，本校該學程要順利成功
實施，除開課學分數及經費的支援外，端賴各
相關單位的規劃與密切配合。
康尚文針對產學合作的範疇、本校產學合作
現況、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進行說明。
並分析產學合作之課題與挑戰，其中提到與業
界共同研究先導型及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結
合跨院合作，培養多元人才走向「跨院合作」
，培養「多元人才」，藉由他院的優勢領域以
達到「互補」效果。在新創事業落實產學合作
方面，鼓勵本校教職員生運用學術研發成果，
衍生新創事業，藉以發展本校資源。並談成立
財團法人大學基金會，可由大學師生、校友暨
社會人士共同捐助成立，其功能可使創業投資
師生創業初期取得資金、協助計劃管理及跨國
技術轉移及專利補助、參與計劃投標國家計劃
案、將師生研發成果技術轉移於產業界，並促
成衍生公司（spin-off）之誕生。

演講人/講題

11/7(一)
10:10
11/7(一)
10:10
11/7(一)
11:10

管科系
B613
法文系
T406
法文系
L301

中華郵政總經理室企劃發展副管理師周昆法
中華郵政物流之發展
台灣大學法文講師M.Denis Aublin
La Normandie, une r'egion marqu'ee par la mer
台灣大學法文講師M.Denis Aublin
La Normandie, une r'egion marqu'ee par la mer

11/7(一)
13:10

化材系
E830

11/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1/7(一)
15:00

中文系
L307

國立聯合大學能源工程學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薛康琳博士
燃料電池與電網儲電電池
大同大學材料工程學系教授吳溪煌
Developments of Large Format Lithium Ion
Batteries
貓頭鷹出版社陳穎青
2011出版社產業就業講座

11/8(二)
10:10

管科系
B429

TOYOTA濱江營業所所長強龍
台灣汽車產業之行銷策略

11/8(二)
13:10

水環系
E830

行政院農委會農田水利處處長張敬昌
我國農田水利現況與發展策略

11/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1/8(二)
14:30

數學系
S433

11/8(二)
15:10
11/8(二)
19:00

經濟系
B506
物理系
S215

中央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朱旭新
Laser-driven Ultrashort Coherent X-Ray
Sources i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李渭天博士
Routing Permutations on the Vertex Set of
a Graph by Matchings
台北教育大學講師林子玄
職場禮儀知多少
物理系助理教授林大欽
牛頓也瘋狂：1+1>>2的時代來臨了

11/9(三)
12:10

經濟系
B427

杉祐實業(股)董事長雷鋐亮
世界霸權的經濟角力

11/9(三)
14:10

化學系
Q409

11/9(三)
16:00

企管系
B118

中研院院士王瑜
"Journey in Crystallography"（結晶學之
旅）
刑事警察局偵一隊隊長廖訓誠
學生常見意外事件處理與預防

11/9(三)
16:00

德文系
E402

外交部研設會執秘谷瑞生
口譯與外交工作

11/10(四)
10:00

會計系
B616

11/10(四)
13:10

俄文系
T705

俄文系第3屆系友黃英慈
俄語學習與職涯規劃

11/10(四)
14:10

機電系
E830

中央大學資電學院院長王文俊博士
中大電機系ICIP Lab 機器人

11/10(四)
14:10

資工系
E819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王昱舜
Content Aware Visual Media Retargeting

11/10(四)
15:10

管科系
B713

群益期貨總經理賈中道
以企業經營成功之人才培育－談大學生
應做之準備

11/10(四)
16:10

國企系
B505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人員周光漢博士
中國大陸海外直接投資對第三國及區域
經濟整合之實證研究

11/11(五)
15:00

大傳系
O202

燃燒吧！歐吉桑導演黃建亮
談燃燒吧！歐吉桑創作理念和發想

台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1(五)
19:20

演講人/講題

國企系 香華天品牌經理張翠芳
D324 新意境企業理念

楚雲教你口條台風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快來一探廣
播人的神秘面紗！熱活招生志工隊將在I201舉
辦「專業DJ來校園－教你口條與台風」講座活
動，將於8日（週二）晚上6時30分入場，7時開
講，邀請曾獲3座廣播金鐘獎的知名廣播節目主
持人楚雲，分享自身經驗，教你如何培養好口
條與台風。想有專業口條與台風嗎？請於明日
晚上至I201，快來充電哦！

招生組赴香港巡迴宣傳

【本報訊】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於日前赴香港
參加歷年規模最大的「2011香港教育展暨中學
巡迴宣傳」活動，臺灣有中興大學、彰化師範
大學等共37所大學參展。招生組4天設攤位外，
其中有2天前往香港聖公會李炳中學、寶覺中
學、獅子會中學、崇正中學4校巡迴宣傳。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本校攤位詢問度頗
高，而本校境外生以港澳生人數最多、有境外
生輔導組及僑生聯誼會等課業生活方面的協助
來吸引學生，並將校友活動紀念專刊放置攤位
供詢問者翻閱，強調香港僑生畢業後之成就。
許多學生對淡江十分熟悉並表示，「我姊姊讀
淡江」、「我媽媽是淡江畢業」，可見淡江校
友力量之大。招生組專員陸寶珠指出，行前透
過校服暨資發處與當地校友聯絡，香港校友會
會長林偉業、副會長葉雅琴等多位校友熱心的
協助，使得參展十分順利。

61週年校慶

淡江輝藝親族藝術盛會 61位參展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61週年校慶到來，淡
江校友大集結！文錙藝術中心於即日起至2012年1月

12日舉辦
「淡江輝
藝－淡大
親族藝術
聯展」，
邀請在各
藝術領域
中耕耘的
校友、教
職員工及
其眷屬參
展，共61
位參展，
其中40位

為本校校友，展品以精緻而優雅的作品連綴出
完美的淡江風情。
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張人方表示，本次為民國
百年校慶特別企劃，而以各聯絡管道尋找許多
已畢業2、30年以上，從未返回母校的校友回來
參展。其多位已成為專業的藝術家，其中更不
乏多對校友夫妻檔。
此次展出的作品內容以平面藝術為主。參展
的校友以書法、國畫、西畫、攝影及押花等各
種形式，在多年後返校展現他們的所思所學，
並呈現各自精采的人生意境，彷彿從各個角落
拾起時空的拼圖碎片，勾勒出更為完整的淡江
風貌。張人方強調，本校自創建以來從未設立
過任何藝術相關的科系，但校友們卻在課餘時
間自學，或在畢業後自行進修，現在各藝術領
域發光發熱，「真的是我們最大的驕傲！」

林授昌．青春無悔

【本報訊】由員工福利委員會、
體育事務處主辦「本校61週年校慶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活動」，報名至
今日（7日）止，每組10人。最高
獎金可獲5千元。另有造型及參加
獎，未得名隊伍皆可獲得精美禮物
一份。
比賽將於12日（週六）下午1

Jens Jørn Dahlgaard目前為林雪平大
學機械工程學系質量技術和管理主席及
教授，也是丹麥品質獎的共同創辦人，
曾於2009年受邀在本校台北校區，與經
濟部工業局合辦的「卓越經營標竿管理
技術研討會：校務卓越經營-為大專院
校奠定國家級品質」演講。Dr. Su Mi
Dahlgaard-Park 為瑞典Lunds大學服務管
理學系教授。2位目前皆任國際品質學院
（IAQ）院士。

第66次校務會議

【本報訊】本校第66次校務會議
於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現場
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中文系及數
學系教授鄭惟厚各獲頒獎金5萬；
另頒「團隊研究績優獎」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獎金120
萬、盲生資源中心獎金50萬、風工程研究中心30萬。此外，
會中討論多項提案，其中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修訂專任
教授基本授課時數為8小時、副教授9小時、助理教授及講師
10小時等。另外，教師評鑑未來全校教師改採同一標準，並
重新修訂教師評分準則。會中，另有教務長葛煥昭以「淡江
大學榮譽學程」為題、研發長康尚文以「產學合作之課題與
挑戰」進行專題報告。
校長張家宜表示，依據學習與教學調查指出，未來將成立小
組，強化學習成效。並指示相關單位，期中考結束要關注境
外生學習成效。此外，也肯定校友聯絡網及社團學分化的推
動及執行頗有進展。
葛煥昭針對「淡江大學榮譽學程」說明內容及相關實施辦
法。他指出，該學程成立的動機，為招收優秀新生及拓展優
質生源，目的在鼓勵在校生積極主動學習，並申請進入「榮
譽學程」。其配套措施包括「榮譽學生」畢業後可優先錄取
碩士班、提供「榮譽學生」錄取碩士班之新生第一學年每一
學期1萬元的「淡江大學研究生獎學金」、「榮譽課程」中之
進階專業課程學分可抵免碩士班學分。他說明，該學程為2至

█蘭陽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裕民會計師
審計實務
欣葉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施劭偉
11/10(四)
企管系
台菜料理發展面面觀－品牌領軍，一枝
10:10
B704
獨秀
11/10(四)
會計系 刑事警察局偵一隊隊長廖訓誠
12:00 鍾靈中正堂 學生常見意外事件處理與預防

校慶日2位國際品質大師蒞校演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品
質大師Dr. Jens Jørn Dahlgaard與Dr. Su
Mi Dahlgaard-Park蒞校演講，將於8日
（週二）上午10時2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進行演講，台北、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現場將由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口
譯，2位大師將以「Excellence & Ethics for People and by People」為題，校長張
家宜、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等單位主
管都將出席參加。

█台北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淡水校園

12日校友返校日舉行會員大會 凝聚海內外校友情誼

【本報訊】2012年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雙年會－「淡江有情，大馬有愛」，將
於明年8月23日在馬來西亞舉行，4天3夜的
活動預計有美、加、香港、及中國等海內外
600名校友共襄盛舉。
馬來西亞留台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彭慶和
對安排600人的活動內容表示，「真心想為
母校做點事，希望藉由這個活動凝聚海內外
校友的力量。」彭慶和指出，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雙年會首度在東南亞舉行，為了有別以
往，規劃4天的行程，除安排布城及吉隆坡

1

本畫作者林授昌，為66年自本校畢業，現為新竹市美術協會
理事長。（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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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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