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校長參加馬來西亞留台淡江
大學校友會創會16週年紀念暨
2012年淡江雙年會推介典禮晚
會，與校友合影。（圖／校服暨
資發處提供）

 【記者劉昱余、楊蕙綾、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馬來西亞留台淡江校友會，3日在吉隆坡太子酒店
舉辦「創會十六周年紀念暨2012年淡江雙年會推介典
禮晚會」，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及境外生輔導組組
長陳珮芬4人前往祝賀。彭春陽表示，除恭賀及參加
晚會外，並拜訪馬國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國忠（Dr. 
Hou Kok Chung）、且與拉曼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簽結為姊妹校、參訪馬來亞大學，
並接受當地媒體《星洲日報》專訪，以及《南洋商
報》、《東方日報》、《中國報》等採訪，此行成果
豐碩。
  張校長與拉曼大學校長蔡賢德共同簽訂學術交流協

議書，成為本校第115所姊妹校。拉曼大學為馬來西
亞的新興研究型大學，創立於2002年，該校為馬來西
亞第一華人所辦的完整私立大學，為了紀念馬來西亞

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取名為拉曼大學，目前該校約有
二萬名學生，並提供全英語教學的環境。
  戴萬欽表示，除了兩校規模相近外，拉曼大學的好

名聲及未來前景發展也是關鍵。他特別指出：「拉
曼大學非常積極！今日（12日）將會有3位建築系的
教師及數名學生來校至建築系參訪。」透過姊妹校關
係，促進教授及學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戴萬欽表示：「現今社會中、外籍及港澳學生來台

就讀的人數增加，希望未來拉曼大學的畢業生可以選
擇來淡江就讀研究所，此外，來淡江交換的學生，回
去之後可以多傳播淡江的優點。」
  此行張校長受到馬來西亞留台淡江校友會熱情歡

迎，並參與其雙年會推介典禮晚會，會中並預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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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今年8月23日在馬來西亞舉行，歡
迎校友共襄盛舉。（文轉3版）

 　明治大學童軍團45人來到淡江！校長張
家宜、前教育部部長兼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監
事會召集人吳清基皆出席，明治大學童軍團
群長津野翔一提到，去年3月11日日本遭逢
災害，從電視台中看到臺灣幫忙募款，當時
非常感動，才希望策劃此行，用實際行動來
感謝臺灣人的義舉，「這幾天的相處，讓我
越來越感到臺灣的溫暖！」兩校也互送紀念
品，情誼更加深厚。校長張家宜則表示，兩
校學生透過社團進行交流活動，是國際化最
好的體現，更是服務學習的一環，培養一生
都受益的學分。
  行程中設計的沙崙淨灘活動，便是明治大學
童軍團想要回報臺灣的實際行動。吳清基更
是感動地說，童軍給予學生日行一善、以服
務為目的的人生觀，這即是最好的實行，也
鼓勵在場的所有童軍，「一日童子軍，終生童子軍！」
    歡迎會的後半則由課外活動輔導組帶領學生規劃遊戲，讓現場氣氛活絡不少，雖然語言不通，透過學生的日文翻譯，過程中遊戲進行順暢，語言彷
彿不再是問題。本校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更感性的在感謝餐會後寫下「跨海手足如前世，童軍情誼酒當歌。四日彷彿二十載，何時再擁飲交杯。」
展現兩校濃厚的童軍情，相見一刻，交情一世。（文／李又如、圖／童軍團提供）

明治大學童軍團來訪 見證童軍情誼如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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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一)
12:00

會計系
Q409

KPGM審計部執業會計師張淑瑩
【Best firm to work with】“會”樂新視
界

3/12(一) 
12:10

職輔組
T301

Career就業情報總編輯臧聲遠
2012就業新動向與科系出路

3/12(一)
13:10

化材系
E830

浙江大學副教授安全福
Polyelectrolyte complexes membrane 
with ultra-high permeation

3/1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台灣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副
教授莊雅惠
Natural killer T cells in airway 
eosinophilia and autoimmune 
cholangitis

3/12(一)
19:30

化學系
S103

化學系教授徐秀福
大學生不知道的事

3/13(二)
10:00

大傳系
O303

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郭盈靖
流浪的視界，底層的漂流

3/13(二)
10:15

教科系
L102

木人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田冠鈞
流浪的世界，底層的漂流

3/13(二)
10:30

課程所
E811

新北市淡水區忠山國小老師蘇梅儀
行動研究歷程之經驗分享

3/13(二)
10:30

會計系
Q409

資生堂學教育中心首席講師范百令
美資美儀暨彩妝

3/13(二)
13:10

經濟系
E829

非凡新聞部經理李文娟
財經時事導讀與討論

3/13(二)
14:10

保險系
B505

台灣電力公司財務處資產組組長王志鏞
國際保險市場概論

3/1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灣大學物理系特聘研究講座院士朱國瑞
The Electron Cyclotron Maser — Relativity 
in Action

3/13(二)
14:10

保險系
B505

臺灣電力公司財務處主管保險王志鏞
國際保險市場概論

3/13(二)
14:30

數學系
S433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博士陳逸昆
Boundary singularity for Boltzmann 
equation

3/13(二)
16:10

法文系
I501

駐法代表呂慶龍
從分享35年外交工作經驗談淡江菁英
國際競爭力-公眾外交您我都貢獻

3/13(二)
16:10

資管系
B506

美事多國際企業董事長王致霖
Google Enterprise應用軟體開發

3/13(二) 
19:00

職輔組
T301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人力資源處處長胡祖惠
金融產業介紹與人才招募

3/13(二)
19:00

證券研究社
SG320

華信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謝文恩
投顧老師的分享會

3/14(三)
14:10

財金系
I501

三商美邦人壽資深副總兼財務長楊棋
材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講座─保險與
人生

3/14(三)
15:10

統計系
B312

北城證券總經理石明煌
統計與證券商經營實務探討

3/15(四)
10:00

會計系
B712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執行長陳
春榮
政府會計之變革與發展

3/15(四)
12:00

會計系
B712

政府審計人員廖訓詮
變革中之政府會計及如何作好政府機
關主計人員(經驗談)

3/15(四)
12:10

法文系
T701

國際旅遊發展署台灣區代表翁淑惠
法國旅遊

3/15 (四)
15:10

英文系
I601

CIEE國際教育交流協會經理黃俊儒
美國工讀度假旅遊趣

3/15(四) 
18:00

職輔組
Q409

媚登峰集團訓練發展課副理莊舒涵
職場攻略與權益保障

3/15(四)
18:00

詞創社
SG402

Live Machine機動現場吉他手Samuel
創作講座

3/16(五)
10:10

西語系
T502

蒙特瑞國際關係研究學院、國防大學
講師閻艾琳
翻譯的文化因素

3/16(五)
13:10

經濟系
B701

大展投顧董事暨研究部經理 謝雅玲
金融業業務現況與金融重大犯罪案例

3/16(五)
13:10

統計系
B712

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杜明翰
優勢人生的九個必修學分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台北校園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張校長率團訪馬星洲日報　採訪

與拉曼大學締結姊妹校  推介8月23日吉隆坡雙年會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總統
府將於19日表揚在臺優異表現的新住
民，本校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講師徐
贇，將獲總統馬英九表揚。從上海嫁
到臺灣的她很榮幸獲此殊榮，「我真
的要感謝家庭的支持、同學們的鼓
勵，而在教學上也看到淡江對外籍生
的照顧，給我很溫暖的感覺，同時
也感謝淡江提供舞臺，讓我能夠發
揮。」
　徐贇除在台北校園教授華語，另外

也每週2次赴蘭陽校園支援華語教學。
成人教育部執行長施國肱表示，很替
徐贇高興，也肯定她的華語教學能
力。施國肱指出，本校華語中心提供
好的教學環境，並以專業能力和教學
熱忱來選擇講師，因此促進華語教學
的品質提升。此外，徐贇憑著努力，
拿到美容、幼保證照及華語研究所碩
士。她鼓勵未來有興趣從事華語教學
的同學，「加油，不要放棄自己的理
想。」

3/12(一)
19:20

資管系
D502

台北市電腦公會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推
廣中心主任李柏峰
綠色供應鏈

3/15(四)
19:00

財金系
D409

台灣信評學會理事長施敏雄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與通貨戰爭

3/15(四)
09:10

產經系
D221

教授林俊宏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國際
研討會)

3/16(五)
10:00

產經系
D221

教授林俊宏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國際
研討會)

台北校園

等

馬總統召見華語教師徐贇

雕塑與藝術展 高柏園:來與藝術家對話 

本校獲教部安全衛生認證 21日受證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首次參加，由教育部及行政院勞
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所主辦之安全衛
生認證制度，即榮獲「教育部100
年度大專院校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
證」資格。「安全衛生認證」的目
的是藉參與完成認證之大專院校，
來防止學校實驗場所安全管理之災
害發生，保障校內教職員生的安全
與健康，達到自主管理的目標；在
審查方面，共分為四個階段，並將
全台分成5區，第一階段的北區大
專院校，共有8所學校參加，一關
一關的評選，才能獲得此認證，而
本校也將在21日赴教育部參加認證
學校受證儀式。

    本校開設的臺灣
第一個國際遠距數
位 學 習 「 亞 洲 研
究 所 數 位 學 習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
前排為校長張家宜

（左五）、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右

二 ） 、 秘 書 長 徐 錠 基
（右一）、宏都拉斯共和國

臨時代辦楊振華（右三）、尼加拉瓜大使
達比亞（左四）、巴拉圭大使馬旭耀（右
四）、多明尼加共和國參事克勞迪歐（左
一）、外交部中南美司副司長俞大氵雷（左
三）親臨歡迎茶會。15位在職菁英能感受
到亞洲的文化、經濟等。學員在歡迎茶會
前，與本校同仁嘗試以中文寒喧，氣氛融
洽。（攝影、文／李鎮亞）

拉美遠朋學員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開學至今已來到第5週，有什麼話想要對授課老師說嗎？100
學年度第2學期的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跑囉！可至學校
首頁左方「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按鈕進入，或是直接連結網
站（http://info.ais.tku.edu.tw/tas/），填寫至25日。填畢問卷就
有抽獎資格，快來抽知名品牌8G隨身碟！（文／李又如）

17日 系所友會成立聯合總會 
  【記者

劉 昱 余 淡
水 報 導 】
校 友 年 度
盛 事 「 春

之饗宴」將於17日登場！上午由各系自辦校友
回娘家（如附表），下午3時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成立大
會，將由化材系系友會理事長孫瑞隆主持，校
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淡江大學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慶男、中華民國淡江大
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等將出席。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系所友會聯合
總會的成立，將不同專業領域的校友橫向連
結，藉此整合校友的企業資源，也增加產學合
作的機會，同時讓各系所友會、同學會的經營
主軸更加明確，以建立校友交流平台。蘭陽校
園也將於上午11時30分在強邦教學大樓1樓，
舉行資創、觀光、語言及政經系聯辦的「蘭
陽校園2012春之饗宴」，邀請校友回顧就學時

光。
  今年春之饗宴改由各系所自行邀請系所校友

敘舊聯誼，形式有所改變。彭春陽表示，改
變是想增加校友對系所的認同感，同時也能和
校慶活動有所區別，讓校友資源能平均分配，
也利於直接回饋系所，「一般來說，校友對系
所比較有感情，往年由校服暨資發處所辦的活
動，雖然可以聚集校友，卻減少校友和系上的
連結，因此今年改變模式，希望能提高校友和
系所的親密感。活動當天張校長預計將親自走
訪各系所活動，直接與系友們對話。」
  此外，18日有2系自辦校友回娘家：「電子

與電機系友會觀音山登山活動」，前往觀音
山登山、餐敘。法文系春之饗宴，於上午11時
30分在台北摩賽卡法式茶館餐廳，餐敘、頒發
獎學金。戰略所於23日，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舉辦30週年所慶暨第8屆紀念鈕先鍾老師戰略
學術國際研討會；24日管科系於上午10時，在
D522辦理管科系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校友
會成立大會、餐敘聯誼。

  【記者劉昱余淡水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於6日舉辦「雕塑與環境的對話」雕
塑聯展開幕茶會，展出26位臺灣菁英雕
塑家的作品，並安排一系列的座談，讓
有興趣的師生能夠與藝術家更進一步的
接觸，也讓許久未見的雕塑家們開心地
齊聚一堂。
  在開幕茶會上，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表

示，雕塑就像是易經中的象與意，這樣
的展覽能夠讓我們與藝術家及自己的心
靈對話，高柏園說：「我們以培養心靈
卓越人才為目標，就是要不斷地和藝術
對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看到
了藝術家們願意至淡江大學展覽作品，
相當感動，也希望此次訂定的題目能夠

讓雕塑美化校園及環境。而臺灣雕塑學
會理事長楊奉琛表示，雕塑讓藝術與環
境之間產生意義，也希望未來雕塑能夠
與建築及各機能對話，「雕塑就如同
陰陽、八卦、五行，不斷地調和、相
容」，若是和文化創意產業結合，對未
來的環境建設將大有益處，如此建構臺
灣，成為一個指標。
  楊奉琛認為，台灣擁有豐富的文化資

產，希望透過校園的展覽，能夠傳承給
新一代。而財金二李孟潔表示，在這個
展覽中發現藝術品也可以很平易近人，
「藝術品賦予了環境一些主題，凸顯出
不一樣的特色」。

系所 時間 地點 活動內容

中文系 10:00 L212 餐敍聯誼
歷史系 10:00 L522 餐敍聯誼
數學系 10:00 S104 系友大會暨系友盃聯誼賽
化材系 11:00 H110 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保險系
10:00
2:00

大腳印餐廳
體育館

那些年我們一起讀的保險
餐敍聯誼、校園巡禮話當年

企管系 11:30 B425 2012春之饗宴：餐敍聯誼

資管系 11:30 B302A 圍爐座談

英文系 12:00 FL204 當我們同在一起：邁向大未來

西語系 10:30 FL106 春之饗宴

日文系 9:30 文錙音樂廳 黃憲堂老師追思音樂會

亞洲所 9:30
台北校園
校友會館

春之饗宴校友返校

教政所 9:30 ED201 教政所友回娘家
未來所 9:30 ED503露臺 未來所校友返校

360度環場影片網上看
 【本報訊】本報將於17日下午3時拍攝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行的「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成立
大會。由建邦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推薦之
進駐廠商「柒二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360度
環景技術，觀眾可在觀賞影片時瀏覽場景不同
的角度，彷彿置身其中。想體驗環景影片可上
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來校樂學文化經濟

   由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副部長何
國忠（左二）見證，本校校長張家
宜（右一）與拉曼大學校長蔡賢德
（左一）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締
結為姊妹校。（圖／校服暨資發處
提供）

 第115所姊妹校

春之饗宴系友回娘家

   註：ED為新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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