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3(三)
19:10

保險系
D404

工程保險協進會主任工程師吳及揚
工程保險理賠案例分析

5/23(三)
19:20

財金系
D223

匯豐商業銀行臺灣區總經理李鐘培
銀行業與金融系的供需關係

5/26(六)
09:10

保險系
D404

金管會保險局科長陳映秀
健康保險之監理

5/26(六)
09:10

保險系
D309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產險業的危險管理

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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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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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運會本校獲19獎

5/21(一)
09:10

管科系
B709

臺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秘書長何立德
臺灣休閒漁業行銷策略

5/21(一)
10:00

電機系
Ｑ409

教育部國家講座 終生講座 李祖添教授
智慧型運輸系統的部分研究成果

5/21(一)
12:10

英文系
FL204

Chair,Department of English,Winona State 
University
A Promotional Talk on Junior Study Abroad 
Program & Graduate TESOL Dual Degree 
Program

5/21(一)
13:10

經濟系
E827

中研院經濟所特聘研究員賴景昌
國際金融理論發展

5/21(一)
13:10

管科系
B511

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分校商學院教授孫
明和
An overview on MCDM and its applications

5/2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前國科會主委前東吳、逢甲大學校長黃鎮
台博士  
從電影「楢山節考」談起

5/22(二)
09:10

管科系
U702

成功大學企管系教授康信鴻
沈入成本與企業最佳決策

5/22(二)
10:10

企管系
L527

太子油飯股份有限公司經理胡惟欽
太子油飯品牌行銷模式

5/22(二)
13:10

德文系
O504

臺北歌德學院講師 Herr Dieter Lutzenberger
中德口譯-金融實務篇(二)

5/22(二)
13:10

諮輔組
L308

心理師楊婉琳
在愛情中保有自我-親密關係自我界限講座

5/22(二)
13:30

水環系
E830

天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趙林博士
城市水資源優化管理及生態環境意義

5/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物理所副研究員蘇維彬
Quantum confinement effect: its influence on 
the growth of metal films and applications

5/22(二)
14:10

國企系
B616

ADK Taiwan創意長暨ADK大中華區創意顧
問游明仁
為什麼不可以

5/22(二)
14:10

保險系
B505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委員張士
傑
我國保險監理之現況與未來

5/22(二)
15:20

水環系
E830

天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趙林博士
包埋型納米鐵(NZV1)的製備及其去除污水中
鉻(Cr(VI))的研究

5/22(二)
16:10

諮輔組
B709

心理師楊婉琳
在愛情中保有自我-親密關係自我界限講座

5/22(二) 
19:00

物理系
S215

王尚勇
尋找上帝粒子

5/23(三)
10:00

教科系
ED601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廖遠光
教育科技研究的後設分析

5/23(三)
14:10

財金系
I501

宏觀財務顧問公司顧問陳敏莉
理好財，人生可以不一樣

5/23(三)
16:10

資傳系
SG318

林克威許Linkwish App公司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
葛如鈞
App產業中的設計與行銷

5/23(三)
18:30

大傳系
O202

紀錄片《很久》導演龍男•以撒克&吳米森
文學院週：紀錄片《很久》映後分享會

5/24(四)
09:10

管科系
B503

中化生醫科技永和店經理陳燕瑤
企業倫理實務

5/24(四)
12:20

學發組
Q409

知名網路專欄作家夏霏
男女生了沒－公主&王子日記(一)

5/24(四)
13:00

生輔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法務組長李中生
著作權百匯

5/24(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學系副教授廖文華
虛擬私有雲之網路架構

5/24(四)
14:10

英文系
FL204

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吳敏嘉
那一年，我們一起學口譯

5/24(四)
15:10

英文系
I601

1111人力銀行專案部副理張舜傑 
好英文薪水讓你三級跳

5/24(四)
16:00

大陸所
T505

臺灣服務業發展協會祕書長李培芬
臺灣服務業在全球產業之發展利基與威脅

5/24(四)
16:00

外語學院
驚聲國際會議廳

法國國家功勳騎士勳章得主洪麗芬
Sophie Hong 的巴黎異世界~絲綢時尚美學

5/24(四)
18:20

學發組
Q306

知名網路專欄作家夏霏
男女生了沒－公主&王子日記(二)

5/24(四)
18:30

大傳系
O202

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導演李惠仁
文學院週：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映後分享會

5/25(五)
12:20

學發組
Q409

宏範國際公司總經理王能平
主動創新，突破習慣領域！

5/25(五)
13:10

中文系
L301

名小說家李昂
用美食寫小說

演講看板
█淡水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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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創造差異 狩野紀昭精湛解析魅力品質

臺北校園

3版伊斯蘭金融 商機風起雲湧 五虎崗文學獎雙冠王林念慈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本校大學日
間部優秀學生成為更具競爭力的頂尖人才，教務
處於9日召開的教務會議中通過「淡江大學榮譽學
程」實施要點草案，將於101學年度開始實施，希
望能培育更多卓越的淡江菁英。
  第66次校務會議中，校長張家宜曾指出，本校

對學生學習一直有「拔尖」的構想。淡江的學
生，平均資質不錯，也有特別優秀的同學選擇本
校就讀，對於這些菁英學生，本校將以特殊的方

式、課程，培養其成為拔尖的學生。「榮譽學
程」就是針對特別優秀的學生規劃的「拔尖」

計畫。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大一大二生可在下
個學年度前提出申請，且不必另交學分

費，修習資格為各班前5%的同學，修課
期間成績須維持在班上前10%，所修

習的學分數不列入總學分計算，因
此不會有超修的問題，但一併列入

學期總成績計算。  此學程特別規
劃「專業領域、通識教育、課外

教學意見調查今填寫 　

 

歐洲常識王 歐研戴怡軒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歐盟中心舉辦的

「百問大學堂‧歐洲常識王」7日冠軍出爐！由歐研一戴
怡軒拿下獲得2萬元獎金。第2名為由資通四趙雨柔、政經
四楊志偉組成的藍羊拿鐵隊獲得；德文一周博文、張嘉
恩、許柏晟組成的歐盟小神童得第3。
  61組經過初賽，挑選出優異的15組，於7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進行決賽。題目內容包羅萬象，有藝術、行政、法
律、地理、政治等皆包括其中，參賽者不僅得對歐盟有相
當程度的理解，還需在短時間內作答。
  戴怡軒表示，自己本身是歐研所學生，平時課堂上會得

到歐盟的資訊，以及曾學過義大利文、德文、英文、法
文，藉由學習的過程中，可以更加了解歐盟文化，所以才
會對其相關知識較為熟悉。

品質應用於大學教育：標準化的教師資格審核條件是要務

康
撒
哈
米
達

　
淡
江
韓
國
日 

淡江榮譽學程 下學年

24日促產學媒合說明會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15日文
錙藝術中心舉辦「臺韓現代繪畫交流
展」茶會，邀請駐臺北韓國代表部代表
丁相基、策展人韓國鮮文大學東洋考古
學研究所所長李亨求、韓國祥明大學
名譽教授韓永燮帶領10多位韓國畫家蒞
臨；臺灣部份，請到國策顧問暨版畫家
李錫奇，以及駐校藝術家顧重光帶領近
20名臺灣畫家出席，彼此交換現代繪畫
之創作心得，拓寬跨越國界的嶄新藝術
視野。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本次展覽獨具

國際化之特色，我們可學習韓國在體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101年度開發
型及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即起受理申請，為了讓本校
有意申請計畫案的教師，了解申請流程及細節，研發長
康尚文將於24日（週四）中午12時在淡水校園I601，與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分享其申請經驗與說明流程。
  康尚文表示，「產學合作計畫本校仍有成長之空

間。」根據研發處統計，98至100學年度共計有12件通
過申請，總金額近6百萬，康尚文說明，產學合作計畫
不容易實現之原因，除了要教師們具有某專業技術外，
而另一方面也需有能與其合作的廠商，才有機會將技術
應用至業界。「當天除了說明計畫案的申請細節外，也
將邀請育成中心進駐廠商一同參加，藉由說明會，媒合
有興趣申請計畫案之教師與廠商的合作。」
  說明會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23日晚上10時止，至報

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報名，或洽詢研發處
產學組專員游靜芬，校內分機2561。

 【本報訊】本學期非畢業班的期末教學意見調查今日（21日）
開跑！系統開放至6月3日，透過同學中肯的回饋建議，有助於教
師教學回饋，進而營造更佳的學習環境，歡迎上網（http://info.
ais.tku.edu.tw/tas/）填寫。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享譽國際
的狩野紀昭大師於17日蒞校，以「Kano 
Model and Attractive Quality Creation（狩
野模型與魅力品質創造）」為題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演講。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為
全國第二個獲國家品質獎的大學，而全面
品質的要求，更與淡江精神相符。她也提
到，狩野博士對台灣非常熟悉，多次對臺
灣的科技業、大學提供很多品質與研發方
面的建言，希望大家能從大師的演講中得
到啟發並創造魅力品質。 
  狩野博士提出產品品質必須與時俱進的

論點，並詳述魅力品質理論、生命週期變
化，也介紹產品從無差異品質如何成為魅
力品質，並舉例日本Konica等公司在品質
創造上的演進。
  會中張校長提問，博士的理論是否只適

用在企業與產品上嗎？狩野教授認為，品
質理論適合用在任何地方。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問到哲學與品質的關係，狩野博
士解釋，過去他研究時曾探討亞里斯多德
的著作，其中說明品質就是不同物質之間
的差異，要解釋品質，「一定要從東西的
本質面去解釋。」

  狩野博士談到， 淡江的品質保證稽核處
的各項稽核成果，如品管圈、TQM等，
給他極深的印象。他也提到過去擔任院長
時，職員指稱「學生沒有抱怨」，但實際
上，他卻發現抱怨者眾且普遍認為學校不
理會這些抱怨。這讓他深覺到，在品質理
論趨勢中，市場必須由賣家轉變為買家需
求導向。另外，他也說明，現在幾乎人
人都能上大學，但大學品質的控管極為迫
切，若應用品質理論，建立「標準化的教
師資格審核條件」是為大學教育要務。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你今天「行動綠生活」了嗎？本校自世界地球日
起，參加的「2012行動綠生活低碳家園由我做起」校際競賽，統計至5月17日止，
目前累積減碳量為2759Kg，參與度百分比為1.00%，皆為大學排名中的第3名，與名
次前2名的學校相較，環安中心專員邱馨增笑著說，「希望更擴大參與率！」 
  環安中心鼓勵還未加入活動的淡江人一同為拯救筆筒樹、綠蠵龜、石虎及微孔珊

瑚等瀕臨絕種動物，別忘了參加活動，就有機會獲得環安中心準備的精美禮物，
包括現金獎新臺幣1千元。參與活動的法文二林佳彣表示，每日上課前紀錄的今日

李歐梵談抒情現代歐中小說
  【本報訊】著名教授、作家

和文化評論員—中研院院士李歐梵
於14日蒞校演講，講題為「歐洲與
中國小說的抒情現代性」〈Lyrica l 
Modernism in European and Chinese 
Fiction〉。 李歐梵的演講內容精闢，
觀點獨到。在演講中，他提出新的時
間觀：中國人有「朝代」但沒有「世
紀末」的觀念。李歐梵也特別談到
中國若干重要時期，如八國聯軍、
五四運動及其他事件，對中國文學的

老友聚首! 退休同仁共度愉悅春遊

減 碳 行 動 ， 讓
我 更 將 日 常 生
活 中 如 隨 手 關
燈 等 小 細 節 。
（2012行動綠生
活網址：http://
green.cw.com.
tw/2012/）

  北一區大專校院
學生事務工作協調
聯 絡 中 心 ， 於 1 7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辦「101學年
度第1次全體學生
事務長會議暨學生
事務參訪」，由教育
部主辦、本校協辦，
40餘所大專校院學務

長 出 席 與 會 ，
校 長 張 家 宜 表
示，「第一次有
這麼多學務長聚
首淡江，相信這
是很好的交流機會，
也期待大家有個美好
的淡江之旅。」會中
請到商業周刊創辦人
金惟純，以「新時代
的 自 我 修 練 」 為 題
演講座談，由科技、

育、藝術和戲劇方面的文化發展，並以韓語「康撒哈米達」感謝現場來賓的參與。丁相
基致詞說道，很開心受邀參觀畫展，本次活動除了能藉由臺韓兩地的創作家，以畫作等
藝術形式提升大眾的文化素養，也展現出兩國之間良好的友誼。韓永燮表示，在此次畫
展中能推敲出現代畫作的發展性格與演變，亦能發現許多兩國的中生代畫家之創作，擦
撞出前所未有的火花，十分精采！副主任張炳煌提到，本次畫作具有深度創作意涵，營
造極佳的東亞美學氛圍。他並稱當天為「淡江韓國日」，畫家們於晚間在文錙音樂廳欣
賞「韓國檀國大學Amare ensemble室內樂團」，與國人相見歡。
  韓國畫家仁川大學造型藝術學部教授李桂園分享，他的作品「同質異形」以松木木塊

替代顏料為材強化主題性，藉畫作傳遞「擁有同一成份，但具備不同的成分結構導致外
型不同」的含義，象徵每個人看似擁有不同的長相和個性，但最終還是回歸到最原始的
「人」之理念。大傳二李又如表示，臺灣畫家陸先銘的「顧」和韓國畫家李榮熙的「人
生之路」，將畫中人物繪得栩栩如生，「相當能引起我的共鳴！」（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淡江不碳氣，快上網加入！

拔尖

　退休人員聯誼會的101年春季一日遊，於日前
由理事盧慶塘及執行秘書李琳帶領一行34人，興
高采烈地搭遊覽車前往林家花園、三峽老街、復
興鄉角板山、蔣公行館等，沿途欣賞美麗風光，
雖偶遇陣雨，但絲毫不減興致。多位同仁都在參
觀後表示：「真感恩母校的照顧，更感謝前校

長林雲山成立了退休聯誼會，讓大家常有見面機
會。」李琳說：「本次旅遊大家感到非常溫馨，
除了要感謝員工福利委員會補助每位參加者300
元，更要感謝主委林震安費心安排行程，讓大家
有個美好充實的一天。」（文、圖／退休人員聯
誼會提供）

 全 體 學 生 事 務 長
暨學生事務參訪會
議，由校長張家宜
(左二)、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左一）、
北一區大專校院學
生事務協調聯絡中
心召集人暨臺灣大
學 學 務 長 馮 燕 ( 右
一)、教育部訓委會
常務委員楊玉惠(右
二) 共同開幕。

  臺灣大學等40餘所大專院
校學務長蒞校參訪。

  國際品質
大師狩野紀
昭博士(右)
來校開講，
由校長張家
宜(左)親自
主持。（攝
影／鄧翔）

教部與　眾學務長訪淡江

影響。李歐梵提出的「班雅民式」閱
讀中國文學頗有創意，透過對寓言和
作家創作心理學的研究，他把中國作
家，包括胡適、沈從文、郁達夫、魯
迅、梁啟超的文學作品，與西方現代
作家包括赫塞、吳爾芙、喬艾思和紀
德的文學作品作對比式跨文化研究，
試圖在中國文學中找到世界文學的
「迴響」（echo），讓20世紀初期的
中國文學研究在世界文學的架構下別
具歷史意義。

北
區

商業、經濟等角度探討此時代的生
存之道。本校為全國首創社團必修
化的大專校院，活動安排來賓參訪
本校推動社團事務的課外活動輔導
組、社團TA辦公室及社團活動成果
展，以達成學生事務交流的目的。
(文／盧逸峰、攝影／李鎮亞）

活動」之三環課程。專業課程共開4門8學分，以各
院為單位，培養學生在該領域具備獨立研究與主動
創新的精神，各院系將請專業教師做一對一的學術
指導，引領學生探索、開發學科中對各領域的學術
興趣；通識課程開設3門6學分，讓學生擁有國際視
野、了解在地文化，以及道德思辨力；課外活動部
分為2門各1學分，設立主題創意思考、溝通技巧、
領導統御、服務學習之講座課程，栽培其成為全方
位的領導人才。
  修畢榮譽學程者，除核發學程證書外，其所修習

的學程課程都會特別註明於歷年成績單中，且在學
位證書上加註「榮譽學生」字樣，對再進修或就業
均有十分強大之助益。選擇就讀淡江碩士班的同
學，將提供一學期3萬，兩學期共6萬元的獎學金！
葛煥昭提到，本校長期致力於關懷弱勢學生，但尚
未有培養頂尖菁英人才的相關措施，藉此課程強化
優秀學生的學術專業能力與職場競爭力，「希望他
們未來能在國際的各領域中有所貢獻，成為淡江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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