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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淡水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
導】由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舉辦的「2011歐盟獎學金」
徵文、攝影比賽，成績於
日前公布。徵文競賽大學
生組前3名分別為德文四張
詠婷、資圖二黃莉晴、 德
文四吳宣瑾；研究生組則
由歐研三陳韋達以及歐研
一徐偉傑並列第一名。攝
影競賽優勝為財金進學二
游聖賀，2名佳作土木碩四
吳俊磊，以及國企三鄭莉
璇。
徐偉傑表示，參加徵文
比賽是因為想檢視自己開
學以來在歐研所的學習成

果，而透過比賽過程，也
幫助自己重新了解歐盟在
國際中的角色，加上獎金
豐富，所以收穫很多。歐
洲研究所所長暨歐盟究中
心主任郭秋慶表示，除了
徵文、攝影以及英文演講
活動之外，未來計畫舉辦
歐洲簡報比賽，鼓勵具有
語言專長和歐洲旅遊經驗
者，能參與下次的比賽，
進一步認識歐洲。攝影競
賽得獎作品已公布在歐盟
中心網站（http://w3.tku.
edu.tw/eurc/），歡迎上網
瀏覽。

本校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前右三）及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
陽（右四），與南加州校友
會會長王曉蘭（右二）等校
友聚首並一同晚宴。（圖／
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南加州校友會第
29屆年會暨北美校友基金
會2011年會，11月19日在美
國洛衫磯太平洋棕櫚酒店
（Pacific Palms Resort）盛
大舉行，本校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執行長彭春陽，應邀赴美
參加，祝賀南加州校友會邁
入第29年，同時宣傳2012世
界校友雙年會活動。本次年
會以「珍惜100」為題，慶
祝建國百年及本校61週年校
慶，會中邀請金韻獎第2屆
冠軍民歌手施孝榮、洛城民
歌吉他老師江文山等人表
演，校友們載歌載舞，歡慶
至深夜12時。
當天活動席開40桌，約
400人參與，並舉行會長交
接儀式，南加州校友會2011
年會長王曉蘭與2012年下屆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主講人，他表示，這是研
發處首次將被動的行政服
務轉為主動推廣，希望大
家能來參加！
本次講座除將解說專利
的申請過程、智慧財產權
的相關法律，也會介紹組
內業務，黎汯洋表示，希
望讓師生更明白產學組的
角色為何，在需要幫忙的
時候能由產學組提供最即
時、專業的幫助。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教務長葛煥昭根據教務
處100學年度入學新生資料分析，於11月30日的招生委員
會指出，本校新生入學來源中，由甄選入學占40.87％、
由考試入學59.13％，新生來源區域北部人數占69.30％
最多。而本校100學年度入學新生人數前10名高中（如下
表），皆來自台北市及新北市。

本校100學年度入學新生人數前10名高中

葛煥昭表示，針對99學年度
入學新生人數前40名高中來源
學校，教務處擬訂「前進高中
計畫」招生宣導策略。本學年
起，依各學系新生來源高中學
校人數之多寡，請各學系負責1
所高中，規劃進行重點招生宣
導，提升招生成效。招生組組
長陳惠娟表示，前進高中計畫
中，各系與新生人數來源前10
名高中學校保持良好互動，才
能穩固生源，如：招生組目前
負責員林高中，在本學年就與
該高中互動頻繁，「若該校需

要本校進行系所簡介，我們會
盡量配合。」
「甄選入學」缺額率的改善
策略上，葛煥昭提出，因為此
類學生較考試入學，更重視
「個人興趣」及「學校聲望」
勝過於地緣因素考量，未來可
於甄選入學報名期間，特別強
化非北部地區之招生宣傳，讓
更多高中能鼓勵該校學生申請
本校，如中南部、東部、離島
地區，若能在甄選階段先行招
收該地學生，應可吸引較多學
生。

第121次行政會議 討論4項提案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第121次行政會議，於
2日在新北市八里區十三行博物
館演講廳舉行，會中報告事項
包括第120次行政會議決議案、
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及各單位重
點業務報告。校長張家宜表
示，本次的行政會議，猶如校
外教學，此行將會一同搭船、
參觀情人塔遠眺台北港，接著
前往褔容飯店用餐，她並預告
臺日大學校長論壇，也將於19
日在褔容飯店舉行。
會中討論教育部獎助私立大
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特色主題計畫；另外，102學
年度擬增設教育學院教育領導
與科技創新博士班案，名稱將
再討論；另外也修正「教職員

（圖／教務處招生組提供）

淡品獎品管圈競賽在即 將展特色亮點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學
年度品管圈競賽，目前共有3隊報名，
包括公行系的集資圈、招生組的ECO
招才圈、體育事務處的五虎圈。而今
年度的淡江品質獎參加單位有軍訓室
和總務處。
品管圈活動已於日前舉辦品管圈競
賽活動說明會，其中除了由秘書長徐
錠基進行品管圈競賽活動介紹，另包

談合作的可能性。高柏園說
明，此行參加南加州校友會
年會，強烈感受該校友會在
海外的優秀表現及強大組
織，他勉勵在校生，應多接
觸國際性的場域，開拓自己
的視野，並勇於冒險。他強
調，此行除了讓校友了解母
校的近況，同時也支持海外
校友活動，以加強校友服
務。
彭春陽表示，南加州校友
會從1982年成立至今，成功
維繫校友聯繫近30年，成員
已逾千人。彭春陽指出，這
次年會中，感受當地校友的
熱情，也看到海外校友的相
互扶持的凝聚力。彭春陽
歡迎全校師生今日（5日）
在I501於上午10時，會長王
曉蘭將回校以「逐夢。築
夢。淡江人。」 為題進行
演講。

本校大一新生來源 北部人數占69.3%

黎汯洋談專利申請及智慧財產管理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
報導】對於專利申請不知
該從何下手嗎？「智慧財
產權」這個名詞對你來說
既熟悉又陌生嗎？研究發
展處產學合作組將於15日
下午2時在工學大樓E830
舉辦「專利申請暨智慧財
產權管理策略說明會」之
演講，本次演講將由研發
處研發長康尚文擔任主持
人、研發處經理黎汯洋為

會長商學系校友吳寶璘交
接。王曉蘭表示，「感謝高
副校長及彭執行長遠道而來
參加這次年會，也感謝母校
多年來的照顧。」吳寶璘感
性地表示，南加州校友會在
會長王曉蘭的帶領下，非常
活躍，未來接下會長的棒子
後，會持續王會長的積極作
為，並與母校保持聯繫。
高柏園提到，這次準備了
校慶畫冊及學校紀念品致贈
南加州校友會，並說明本校
的資訊教學大樓計畫及2012
年馬來西亞世界雙年會，希
望校友們能共襄盛舉。他指
出，這次的參訪行程，還前
往德州休士頓校友會、加
拿大溫哥華校友會交流互
動，並透過王曉蘭引薦，與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
校長Marye Anne Fox及副校
長Paul Kit-Lai Yu見面，洽

括競賽活動評審標準及成果報告書撰
寫說明會，並請獲獎圈進行經驗分
享。
目前3個單位報名品管圈競賽的各
隊，將展現特色亮點，以取得評審青
睞。集資圈旨在增加系友募款的成
效，而ECO招才圈欲降低境外生紙本
報名的使用率，白眼圈則是要針對體
育課場地使用，改善場地干擾，避免

非上課學生使用該場地影響授課。參
加的3個單位將在明年2月14日前繳交
成果報告書，經過初審後，進入複審
的隊伍將進行現場簡報暨審查會議。
淡品獎的部分，接下來將公告複審
簡報演練時間、舉辦複審會議簡報及
實地評審等競賽事項，而複審結果將
於歲末聯歡會公布並頒獎。

黃文智

夯

期刊贈閱語文電腦類

工育嬰留職停薪辦法」；而由
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提的
「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正草案中說明，本
校自100學年度起各學院、體育
事務處、軍訓室及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每學年至少開設3門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因課
程開設屬學術事務，故主任委
員由學術副校長兼任，討論通
過。
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提出臨
時動議表示，教師獎勵資源分
配不均，如最新的服務學習課
程目前並無獎勵等例子，期望
學校能重視。張校長表示，請
學術副校長於院長會議中，再
進一步討論。

幽默詼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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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綜合企劃委員會
執行秘書林燦輝
駐外及人生經驗談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黃惠敏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

12/5(一)
10:00

西語系
E302

12/5(一)
10:10

12/5(一)
13:10

公行系
B701
校服暨
資發處
I501
化材系
E830

12/5(一)
14:00

法文系
L302

法文系兼任副教授、前駐巴林大使薩支遠
歐元創設始末與國際經濟的關係

1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曾筱筠
The effects of Arylhydrocarbon receptor
activation on oxidative stress production

12/5(一)
10:15

12/5(一)
16:30
12/6(二)
11:00
12/6(二)
12:10
12/6(二)
12:10
12/6(二)
12:10

南加州校友會會長王曉蘭
逐夢。築夢。淡江人。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陳林祈
R&Ds of Enzymatic Glucose Biofuel Cells

外語學院 資深專業譯者及翻譯教師歐冠宇
SG503 翻譯的美麗與哀愁
國際研究
臺灣駐加拿大代表處代表李大維
學院
加拿大與臺灣的關係
T30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經濟系
展基金會測驗中心副主任陳曉珮
B604
金融證照考試講座
大葉大學歐語系助理教授、德國遊學團口
德文系 譯員、德國夏綠蒂植物化妝品公司亞洲區
T502
駐區經理黃琦君
中德口譯─旅遊導覽篇(一)
澳洲Swinburne大學前瞻學院博士Jose
未來所
M.Ramos
SG321
全球未來的另一種選擇

12/6(二)
13:10

諮輔組
B712

1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2/6(二)
14:30

數學系
S433

12/6(二)
16:30

建築系
Q409

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顏忠賢
小說裡的建築是一種全面啟動式的殘酷劇場

12/6(二)
19:10

保險系
D402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講師殷文玲
識人學在企業經營管理之應用

12/7(三)
13:10

文化大學生涯發展中心彭信揚
燦爛人生講座
University of Delaware博士梁宗嶽
Probing the Gravitational Scale with
Running Gauge Couplings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博士顏佐榕
Grouped Variable Selection via Nested Spike and
Slad Priors

未來所 澳洲Swinburne大學前瞻學院博士Jose
黑天鵝展 M.Rames
示廳
社會企業的前瞻與未來

12/8(四)
09:10

未來所
T502

澳洲Swinburne大學前瞻學院博士Jose
M.Rames
創新與前瞻未來

12/8(四)
10:00

會計系
B616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事務所執行長于紀隆
「愉快」做志工

12/8(四)
10:10

歐研所
T306

淡大歐洲所教授陳麗娟v.s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李
貴英
歐洲聯盟的貿易政策與保護主義

12/8(四)
12:30

課程所
C308

永平高中校長李玲惠
國際教育課程領導

12/8(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台灣大學機電系助理教授張立天
先進微/奈米結構製造技術與運用

12/8(四)
15:15
12/8(四)
16:00
12/9(五)
10:10

英文系
I601
大陸所
T505
西語系
T705

GOSTODY世界學人諮詢顧問梁維純
英、美、澳 遊、留學剖析
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
NGO在兩岸和全世界的發展
佛光大學生命與宗教系教授游祥洲
曼陀羅與生命的核心價值

12/9(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教育部人事處專員丁士芳
大學畢業前一定要做的事

12/9(五)
10:10

資工系
T212

12/9(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處長陳國彰
雲端運算議題分享
經濟系助理教授陳柏儒
Madas of FDI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12/9(五)
12:30

學發組
Q409

12/9(五)
19:30

管科系
D408

ILS人源整合學苑首席講師兼口才諮商師舒國文
口語表達-撼動人心的說話技巧

臺北校園
臺灣宅配通營運本部部長徐慶懿
臺灣宅配產業之行銷策略

蘭陽校園
12/9(五)
16:00

觀光系
蘭陽縣礁溪鄉公所主任秘書游文祥
強邦國際
地方觀光產業發展與永續經營
會議廳

講述性別平等教育 現場笑聲不斷

本校校長室祕書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執行祕書黃文智，進行性別平等教育
訓練課程時，嚴肅地講述法條，舉實例
時又生動幽默。（攝影／李鎮亞）

圖書館於上週舉辦汰舊期刊贈閱活
動，本次約提供5百多種，3千多冊。
2天的索贈活動，無論是下課時間、中
午時段，教師及學生皆不受風雨影響，
仍吸引眾多人數陸續前往索取。淡水校
園覺生圖書館語文類別的英文雜誌及電
腦相關雜誌最為搶手！而台北校園圖書
館，則有人索取Time雜誌。非書資料組
組員黃彩媚表示，剩下的期刊預計交由
慈青社規劃捐贈。（文／鍾小喬、攝影
／李鎮亞）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台北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與執行長彭春陽赴美致賀

歐盟徵文攝影揭曉 郭秋慶鼓勵參與

1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
園報導】性別平等教育
是個談起來嚴肅的議
題，而上週之「性別平
等教育訓練」課程，本
校校長室祕書暨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祕書
黃文智，以幽默風趣的
主講方式，讓在場與會
的400餘位受訓者，在
短短40分鐘內充分了解
關於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
擾防治法之相關規範，
宣導關於師生及職員間
性騷擾、性霸凌等相
關法條，參與者直呼
「好精采！」、「好有
趣！」、「這樣的課程
很容易懂！」。

此教育訓練課程由人
力資源處主辦，第1梯次
已於1日在淡水校園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並與
蘭陽校園、臺北校園同
步視訊，另外兩場將於
5日（週一）、6日（週
二）進行。黃文智藉由
實例故事來讓現場同仁
瞭解相關知識，以生動
的敘述加深大家對法條
的印象。黃文智指出，
現行的狼師條款規範的
不僅是教授及老師，亦
包括工友及全校教職
員。並藉由此訓練課
程，讓全校職員瞭解性
別平等及性騷擾的相關
資訊，避免以身觸法！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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