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的經驗、淡江品質獎單位代表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資訊處資
訊長黃明達將分享得獎經驗。接著將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文
錙藝術中心及新教育館。綜合座談中，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經營
品質委員會提供10項座談議題，如標竿學習對象及進行方式、
本校核心競爭力、淡江品質獎推行的關鍵成功要素、如何全員
參與TQM活動等，並由相關單位於會上直接回覆，充分的互
動及討論。
　30日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分為上、下午2梯次，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及覺生國際會議廳同時進行，並與臺北、蘭陽校園同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東京外國語大學於本月14日與本
校完成通訊簽約，簽訂學術交流
合作協議書，成為本校第116所
姊妹校。
　此次簽約由日文系牽線，由校

長張家宜與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
龜山郁夫共同簽署，協議書中制
定未來合作項目，如學生交流、
教師與研究人員之交流以及學術
資訊與刊物交換等內容，而具體
實施辦法，將由兩校另制定實施

相關備忘錄。
　東京外國語大學是日本頗有

名望的大學，多元化的語言課
程為該校優勢，有7個語系共26
種語言的教學。還設有地域文

化研究所、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及留學生日本語教育中心。東京
外國語大學與本校外語學院日文
系早已有多年的共同研究、合辦
國際會議、開設遠距教學課程等
交流合作計畫，東京外國語大學
校長龜山郁夫，更曾於2010年12
月17日親臨淡江演講。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秘書郭淑敏表示，簽訂
姊妹校後，未來兩校將加強師生
學術交流等實質合作。

854期
台北郵局許可證台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 華 民 國 一○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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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1學校要聞版

2版 4版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3版 百位教師研討命題策略  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 300人聯合勸募散播愛

3/26(一)
12:00

外語學院
FL106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內部空間（一）：如何貼合原文

3/26(一)
13:10

化材系
E830

東海大學化工與材料系助理教授何志松
Incident Ion Techniques: Sputtering, 
Scattering, and Ion Engine

3/2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上海復旦大學化學系教授劉智攀
Solid-Liquid Interface Photo-electrochemical 
Catalysis from First Principles Continuum 
Solvation Simulation

3/26(一)
15:20

資傳系
O303

幻想曲數位內容有限公司導演高嘉淇
動畫電影從資金到發行的經歷

3/26(一)
19:00

職輔組
Q409

廣達電腦(股)公司人才規劃暨管理處副
理馮為騰
產業趨勢講座(四)科技產業介紹與人才
招募

3/27(二)
11:00

法文系
FL106

中央大學法文系退休教授金戴熹
讀書會5   翻譯的陷阱：文化與語言

3/27(二)
12:20

諮輔組
覺生國際會議廳

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秘書長賴友梅
性別檢測工作坊系列講座－影片欣賞
及座談「青春水漾」

3/27(二)
13:10

經濟系
E829

中研院經濟所教授林常青
Estimation of a Panel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with Unobserved Common 
Shocks

3/2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物理所副研究員林耿慧
Morphology and Organization of Tissue 
Cells in Monodisperse Foam Scaffolds

3/27(二)
14:20

諮輔組
覺生國際會議廳

化學系教授吳嘉麗
性別檢測工作坊系列講座－性別檢測報告

3/27(二)
15:00

諮輔組
覺生國際會議廳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
究室教授畢恆達
性別檢測工作坊系列講座－校園無處不性別

3/27(二)
15:10

西語系
T310

臺北指揮家室內樂團暨兒童管弦樂團
Flores Gimenez Francisco Jose老師
西班牙的通俗音樂

3/28(三)
10:10

財金系
B1012

Michael Sperr
Licenses, QFII Trading Strategies, and the 
Taiwan Stock Market

3/28(三)
10:10

英文系
L305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國際電視網World 
Service TV口譯專員魏慶瑜
口譯--進入世界職場的門票

3/28(三)
13:10

企管系
B302b

香港商戴德梁行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董事總經理顏炳立
2012翻滾吧臺灣房地產

3/28(三)
14:00

環安中心
驚聲國際會議廳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後研
究員林正雄
大地環保與心靈環保

3/28(三)
14:10

財金系
I501

新光人壽副總經理林永和
「理財與創業」講座－壽險與理財:臺
灣壽險市場

3/29(四)
10:00

會計系
B712

高興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助劉世鼎
零件通路管理實務

3/29 (四)
13:10

歐研所
T702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廖福特
從歐盟人權看臺灣人權發展

3/29(四)
14:00

法文系
Q409

亞培米堤食品老闆戴永昌
法式點心品嚐活動

3/29(四)
14:00

英文系
FL204

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英文教授 Michele D. Ruhl
Big Picture Thinking: Archetypes and 
Visual Maps

3/29(四)
14:10

統計系
B511

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楊瑞森
統計應用於生物微觀世界

3/29(四)
15:10

英文系
I601

政治大學英文系教授陳超明
一生必學的英文文法：全球英語文法

3/29(四)
16:00

大陸所
T505

凌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龔輝云
臺灣物聯網之全球戰略

3/30(五)
14:10

產經系
B511

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林建甫
歐債危機的因果、演變與對策分析

3/30 (五)
18:10

國企系
B516

LG行銷總監詹千慧
市場區隔案例分享

3/30(五)
19:00

建築系
E787

建築師手塚貴晴
懷舊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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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品管專家　參訪本校經營績效

TQM研習會：彰顯品質特色　欣興電子分享獲戴明獎歷程

3/29(四)
19:00

財金系
D223

臺灣周易堪輿協會理事長蕭木通
周易文化與建築風水

臺北校園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20日下午「2時22
分」在教育館大廳外舉行教育館啟用慶祝典禮，3位
副校長、秘書長徐錠基等約有170位嘉賓與會，教育
學院院長高熏芳以幽默活潑的方式主持，高熏芳帶
領大家以「V」的手勢，喊出「讓我們歡呼三聲Ya！
Ya！Ya！」現場歡笑聲不斷，場面十分溫馨。
　開場由校長張家宜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以象徵

「源遠流長」的揭牌儀式，揭開「教育學院」金碧
輝煌四個大字，代表教育館正式啟用。
　而「生生不息」的植樹活動，由張校長和虞國

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以及高熏芳一同栽種灌木植株，期盼教育事業的發
展如翠綠的樹木般充滿生機；「長長久久」團拍活
動，邀請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校長李珀、
本校前學術副校長暨現任航太系教授馮朝剛，以及
現任政大教育學系名譽教授暨本校教育學院首任院

　
　

薰風藝遊－李奇茂、鍾正山雙個展

學系知多少？４月7日來淡江書卷節

藝術家在游于藝的生活之中，很容易掏心置

腹的交換筆底的乾坤，成長在臺灣的李奇茂與生

長在馬來西亞的鍾正山，相差將近10歲之多，但

在筆墨的共鳴之下，卻是毫無距離．兩人特別在

在歷史博物館舉行他們的回顧展和感念他們不朽

的友誼．即起至4月15日在國立歷史博物館二樓

201、202、203展廳舉行雙個展。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又到了畢業
季，應屆畢業生們注意啦！總務處事務整備組
將於4月1日起開放線上租借系統。
  為讓畢業生便利，今年特別在網站上設計

學、碩士服尺寸及庫存表，請各畢業班班代於4
月1日至30日期間上網登錄，班級繳費作業由畢
業班班代統一於4月底前，至借用系統下載班級
繳費單，並將繳費證明繳交至事務整備組，即
完成租借。領取地點及詳情，請洽各系系辦或
總務處事務整備組承辦人黃錦桐，分機2376，
線上租借系統http://163.13.180.119/clothes/。

簽訂東京外國語大學第116所姊妹校

週
三

淡江時報影像資料  可線上申請

畢業生！上網租借學碩士服

加退選後學雜費補繳退費　27日開始

教育新館揭牌 百餘嘉賓齊賀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
學期加退選後收退費辦理時間為27日
至4月13日止。補繳、退費單，將於
27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
（就貸生暫不辦理），請同學簽收後
務必儘速至出納組淡水校園B304或
臺北校園105辦理；補繳費者亦可利

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
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本
處另將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
至財務處網站http://www.finance.tku.
edu.tw查詢。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
法辦理101學年度第1學期預選課程，
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深化全面品質管理、
致力豐富交流活動！28日（週三）下午2時由中華民國品
質學會主任委員吳英志帶領，參訪成員有中華民國品質學
會理監事、經營品質委員會委員、CQM（品質管理師）
聯誼會成員及業界先進等約20位。30日（週五）由品質保
證稽核處主辦的「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今年以「彰顯
品質特色，持續提升組織績效」為主題，全校將有近650
人與會，會中也將揭曉本次品管圈獲獎圈隊！
　28日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來訪，將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

行簡報座談，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簡報
本校經營管理成果、秘書長徐錠基分享推動TQM品質管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想一探多采多姿
的大學生活嗎？4月7日上午10時，將在本校淡水
校園海報街舉行「2012 淡江大學學系博覽會-淡
江書卷節」。全校35個學系提供詳盡資訊及發送
文宣品；另結合淡水美食、文化及景點特色，藉
此活動讓來自各地學生及家長對本校各系能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預計參與人數將達4000人。
  本次活動由教務處主辦、招生組承辦，為提升

招生宣傳效益，將於本校大學甄選入學面試當
天一同舉行，博覽會中43個攤位將設小吃區，由
淡水老街的特色商家至本校擺攤，除吸引人潮，
讓同學不必舟車勞頓也能品嚐在地美食，也邀請
吉他、魔術、國標等10多個社團，於上午11時至
下午2時到場表演，展現本校豐富多元的社團活
力；課外活動輔導組也將協助安排親善大使，在
圖書館定時導覽及在海事博物館進行簡介。
  招生組職員趙新柔說明，活動內容分為5個部

分：學系博覽會暨淡水美食文化展、表演舞臺、

全方位服務臺、家長及陪考人員休息區、校內導
覽，其中「學系博覽會」將進行闖關活動及人氣
系學會投票活動。
  闖關活動服務臺將提供闖關卡，參加者可至各

系的攤位闖關，成功破關方可蓋章，凡集滿10個
不同學系之系章，即可至服務台兌換抽獎券一
張，以及人氣系學會投票貼紙一張。投票貼紙可
至投票區票選最愛的系學會。 
　而抽獎活動將於當日下午3時30分抽出最大獎

「iPhone4s」，以及Monster Beats耳機、及icash等
多項好禮！  
 此外，招生組「招生宣導影片甄選-招告天

下，生生不息」活動，收件截止日期將延長至4
月27日，歡迎踴躍報名，show出你對淡江的熱
情，還有機會獲得1萬元獎金！詳情請上招生組
網站查詢（http://www.acad.tku.edu.tw/AS/main.
php）。

  【本報訊】淡江時報影像新聞資料庫上線囉！由資訊處
數位設計組開發，以直覺易懂的方式呈現資料庫中的圖
像，讓本報記者透過平臺上傳，各單位需取用圖像者，
可在線上申請並下載，更具環保及時效，歡迎使用。
（http://tkutimes.tku.edu.tw/gallery/）
  資訊處數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示，藉由影像資料庫的

操作模式，提升報社管理者與使用者的便利性，減少過去
找尋新聞照所需耗費的人力。而近期也因使用者建議，在
網站下載的WORD及PDF檔中加入日期、期別。負責程

式設計的技士曾江安表示，「淡江時報影像新聞資料庫」
是以校園素材庫為基礎，再加上淡江時報現有的機制，並
針對資料性質，經過與淡江時報的多方討論後所設計。而
現有的功能，可以讓想申請照片的讀者，藉由一目了然的
瀏覽方式，照著網站的申請流程，找尋自己想要的照片。
「未來的下一步，希望使網站更加符合讀者與報社需求，
並期望能將影像庫與學生歷程做整合，讓攝影記者直到畢
業後都還能看到大學時代的報社服務經驗。」

張炳煌陪同馬總統賞書法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副

主任兼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於10日受總統
馬英九邀請，與教育部部長蔣偉寧同行參觀中
部臺灣道教總會舉辦的全國書法比賽。馬總統
相當關心當代書法發展之脈絡，並肯定張炳煌
長年推展書法的努力。張炳煌表示，由於馬總
統肯定他長年推動書法，所累積的深廣經驗，
因而邀他一同前往觀賞比賽，馬總統也希望能
在國民教育、社會推動及書法相關的文化產業
盡一份心力。

39個系所友會成立聯合會

步視訊，由張校長主持。本次品管圈共有3個圈隊參賽：公行系
的集資圈、體育處的五虎圈、招生組的ECO招才圈，而新出爐
的品管圈圈隊將在會中分享，歷屆淡品獎單位代表：財務處財務
長顏信輝、資訊處資訊長黃明達、以及本屆得主總務處總務長鄭
晃二，也將分享獲獎經驗。另安排專題演講，由欣興電子董事長
曾子章、副總經理陳冠富談日本戴明獎獲獎歷程（戴明獎是日本
品質經營的最高獎項）。稽核長白滌清表示，「希望藉由分享讓
本校同仁學習欣興電子的得獎經驗，以及推行全面品質管理的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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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杜鵑盛開 美不勝收

  教育學院揭牌活動開始於20日下午2時22分，教育
學院院長高熏芳帶領大家比出「V」的手勢。（攝影
／李鎮亞）

孫瑞隆當選會長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17日校友返校「春之饗宴」活動，於下午3時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成立大會」，39個系所友會代表
與會，校長張家宜（右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右一）、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左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
（左一）、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秘書長李崇能等人皆參與。張校長表
示，系所友會扮演著連繫校友的重要角色，期盼透過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的成

長黃炳煌，與張校長、三位副校長以及高熏芳一同
合影。「圓圓滿滿」的湯圓享用會與「悠遊自在」
的參觀時間，許多他校主管、教師也來此共襄盛
舉，張校長更於會中致贈高熏芳2隻綠色的琉璃鴨
子，祝賀喬遷之喜。
  教育館大廳明亮的綠色牆上展示了「善意、堅毅、

創意」的標語，與一旁紅色大蘋果的圖片形成鮮明
的對比。高熏芳表示，紅蘋果在國外有「教育」的
意義，而教育館內部如此充滿童趣的設計，代表著
「回歸赤子之心」，教育學院秉持善意、堅毅和創
意的教育理念，更是黃炳煌創院時所建立的核心價
值。張校長致詞時說道，很興奮教育學院終於有自
己的家，因教育學院較晚成立，之前暫借其他系所
的館舍，今年12歲可以獨立了！她表示，雖然教育
學院是最年輕的院所，老師最少，但負責淡江的三
化教育，因此責任重大，期待未來在工作上會有更
好的表現。黃炳煌致詞時提到，他認為教育學院就
是要與別的學院不同，須展現自己的特色，他開心
地說：「教育學院除了House和Home之外，更是一
個Family，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本校於日前通過教育部與行政院勞委會合辦之「校園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並參加教育部於21日在5樓大禮堂
舉辦之「教育部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安全伙伴成果發表暨
授證儀式聯合記者會」，由教育部常務次長吳財順（左）
授證予本校總務長鄭晃二（右）。此認證代表本校從「政
策目標」、「危害辨識」到「風險評估」等，皆能達到提
升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之能力，並且致力於永續發展的減災
校園。（攝影／李鎮亞）

ＹＡ！ ＹＡ！ ＹＡ！

立，連結不同領域的校友。會中完成
理事長選舉，由化材系系友會理事長
孫瑞隆（右三）當選為第1屆會長。
他表示，感謝大家的支持，未來將邀
請各校友會會長、同學會會長成立顧
問團，讓更多校友能加入團隊。

   各系所也邀請校友返校聯誼，張校
長特走訪日文系的「黃憲堂老師追思
紀念會」、教政所的校友回娘家及化
材系的餐會。張校長表示，各系安排
活動多元，如球賽、天元宮賞櫻等，
希望能有更多系所每年至少辦1次活
動，讓校友返校聯絡感情。（攝影／黃資詒）

教部頒認證 安全衛生再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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