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教
發組於1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從孝親
與尊師談品德教育之推展」研習會，並與蘭
陽校園同步視訊，邀請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

校長、教政所教授吳清基擔任主講人。校長
張家宜致詞中提及本次主題和目前校園所推
動的品格年很契合，「感謝前教育部長吳清
基一同支持。」

　演講以4個方向切入主題，分別為「態度
決定高度」、「人生有三件事不能等待：健
康、孝親、教育」、「孝道和師道是立國的
根本」、「五月：孝親月、表揚孝親楷模；
九月：導師月、表揚優良教師」。接著探討
儒家孝經和論語中提及的孝道理念，以及禮
記‧學記和呂氏春秋等提到的師道觀念，以
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大家了解自古以來這便是
人們一直所重視的。談到品德教育的意義，
即是能夠把生活和道德結合，更是教育本質
的基礎工程。
　最後吳清基也和大家分享過去在教育上的
自身經驗，提供許多實際案例供大家參考，
並以「品德教育的目標在造就眾人之善」作
為總結。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說：「聽完分
享後，內心的迴響相當大，關於品德部分鼓
勵學生多參與學校的服務性社團，過程中獲
得成就感和喜悅，由外到內道德提升。」

創新與創業競賽助你圓夢快報名

英語能力檢定獎勵即起申請

系所發展獎勵評選 23日展示成果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日前，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之「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的複
審委員蒞校訪視後，本校通過學校組複審進入
決審，是學校組6名決審名單中的唯一大學。
　環安中心主任羅孝賢對於本校代表新北市政
府參賽且進入決審，感到榮幸且感謝評審委員
的肯定，他表示，本校落實「生活即教育」宗
旨，因此將環境教育融入教師、學生以及同仁
的生活當中：低碳便當的推廣、松濤館智慧節
能系統等，「會有今天的成績，是大家一起努
力的成果，我們將一如既往，共同推動環境教
育，和大家一起創造更好的環境。」

　決審將以不定期查訪方式辦理，將依據本校
事蹟的利害關係者擇定1個為指定對象訪談，
並再以本校提供的推薦單位為推薦對象查訪，
利於進行實地查訪作業。
　在訪視委員意見中，他們讚賞本校即知即行
的環境價值觀，從食衣住行規劃一系列生活環
保與品格教育，做法踏實值得效法；並認為設
置文錙藝術中心定期舉辦展演活動，助於推動
心靈環境教育，以增進師生對環境的感情，將
環境教育融入藝術以達心靈環保；同時建議加
強定量性成果數據、實驗室緊急應變、推動綠
色消費的習慣等。

　【本報訊】常言道：「你不理財，財不理
你」，但要如何準備理財已成為無法迴避的問
題，因此覺生紀念圖書館將在世界閱讀日中，
舉辦「閱讀添財：書中讀出黃金屋」主題書
展，讓你在琳瑯滿目的理財書籍中，找到自己
的理財之道。
　本次展覽共有「主題圖書和影片展覽」、
「FB電子書展」，以及「妙語說書競賽」3大

主題。理財書展將於23日（週二）至5月3日
在總館2樓閱活區、5月13日至24日在蘭陽圖書
館，將展出《把錢找回來》、《用小錢包過富
生活》、《庶民薪顯學-荷包變深術》、《用
薪水創造財富》等280冊圖書、〈百萬富翁白
手起家的祕訣〉、〈股神巴菲特&比爾蓋茲富
豪面對面〉、〈黑心交易員的告白〉等影片，
以提升理財智商；活動期間可以在淡江大學
圖書館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tkulib）中討論理財心法，將會每日刊登一篇
理財類電子書介紹理財妙招，如〈小資男女拚

百萬：365天理財手帳〉、〈一個女生的期幻
旅程：傻妞期貨進化史〉、〈外匯投資小百
科〉等，讓你晉升理財能手。最後，在5月2日
舉辦「妙語說書競賽」，讓你以說唱方式介紹
書籍，展現你對閱讀的熱愛。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理財類書籍是本校
圖書館借閱率高的熱門書籍，加上理財已是全
民運動，希望藉由主題書展的內容，讓同學能
及早了解理財，並可從規劃自己的生活費、打
工費等，進而小額投資。石秋霞說：「這次書
展內容豐富，歡迎大家踴躍參閱。」

　【記者盧逸峰、呂柏賢、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為獎勵本校
績優系所，促進良性競爭，財務處依據「淡江大學系所發展獎
勵辦法」，選出化學系、日文系、企管系、財金系、戰略所、
電機系、資工系、資管系，進入第一階段入選名單；將在23日
（週二）下午1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參加由品保處舉辦的第
一屆系所發展成果簡報暨評審會議。（依筆劃順序排列）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說明，為獎助本校各系所的績優表現，
由校長張家宜擔任召集人，組成系所發展獎勵評審委員會，相
關單位先依據「系所發展績效衡量構面及指標」提供資料，再
由財務處統籌計算綜合排序分數選出前8名進入決選，最後選

出5系所為年度獲獎單位，各頒發獎金新臺幣15萬元。白滌清
指稱，各系所皆有自己的強項優勢，考量系所發展的多元性，
以「教學」、「研究」、「募款績效」、「在校生認同」和
「招生績效」5大構面的評比以力求客觀公平，「透過本活動
可了解各系發展，且能對獲獎系所進行標竿學習，歡迎全校教
職員工前來觀摩學習。」
　面臨首屆的成果簡報，入選系所皆努力準備以迎接評審會
議。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表示，近年來日文系的進步有目共
睹，很高興能在這次系所獎勵中脫穎而出，並感謝日文系教師
們的共同努力，希望藉此讓日文系有更多的進步。財金系系主

任李命志則表明：「將準備充

足，並積極爭取績優系所。」而戰略所所長翁明賢指出：「很
榮幸能獲選，本所無大學部希望藉由此會議，以凸顯我們的軟
實力，並展現我們的教學素質和成果。」
　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認為，本學年初接任系主任，雖有些緊
張，但在整理相關資料後，對資工系的發展胸有成竹，「感謝
前任系主任郭經華和系上全體同仁的協助，在這評審會議中，
教學分享的意義大過於競賽活動，會努力呈現系上特色和成
果，藉此吸取別系經驗並互相交流。」
　企管系系主任吳坤山表明，很榮幸能獲選為8系之一，因為
是第一次參加，將會在簡報中呈現企管系特色和未來發展，並
與大家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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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社團學習
實作課程進化

上課前排桌椅尊師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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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3(二)
19:00

公行系
D501

南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總經
理吳茂源
專業經理人經驗分享

4/26(五)
19:20

國企系
D404

兆豐證劵顧問、前兆豐證劵
總經理張明杰
研究方法-個案講座

4/27(六)
9:10

保險系
D408

嘉義基督教醫院醫教副院長
柯德鑫
職業病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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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飛龍談  從差異找出競爭特色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2(一)
13:00

產經系
B302G

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心
主任 劉孟俊
Foreign Subsidiaries’ R&D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Servitization in a High-profiled 
Developing Country: a Case 
Study of Taiwan-based Firms 
in China

4/23(二)
14:10

歐研所
驚聲大樓

T306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
任 戴炳然
歐債危機與歐洲一體化

4/25(四)
15:00

英文系
SG319

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 張旭嵐
告別菜英文，好英文讓你薪水
三級跳

4/25(四)
15:10

歐研所
T306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
發展研究院院長 馮紹雷
中美俄三邊關係：回到冷戰？
還是走向未來？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2(一)
10:00

職輔組
L212

再一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游
標榮
職場生涯規劃以及如何面對
職場生活

4/23(二)
14:00

教發組
I501

實踐大學教授陳龍安
變與不變：如何讓教學更有
FU

教學
卓 越

圖館推  世界閱讀日

　【本報訊】你想創業嗎？你想展現你的創業
能力嗎？即日起至30日止，只要是本校就讀各
系所在學學生（含研究所），對於特色產業創
業有興趣者，不限科系與年級皆可報名，由研
發處、全創院，創育中心所主辦「2013淡江大
學創新與創業競賽」，讓你發揮創新、創業與
團隊合作能力，第一名可獲獎金2萬元！
　參賽同學必須2至5人組成1隊，但1人只得參

加1組隊伍（可跨系組隊），不接受1人報名參
賽，每隊須有1位校內指導老師，將邀請專家
學者擔任決賽和複賽評審，歡迎校內學生踴躍
組隊參加。報名詳情可電洽校內分機2561經理
王竣騰、王乾又、專員周秀芳、組員駱慈愛，
或至研發處網站查詢（http://www.research.
tku.edu.tw/pages.asp?rframe-name=news-
right01.htm）。

陳曜鴻基因轉殖魚國際發光

贏戰期中考

3版

　開學一段時間了，本週是期中考週，校園中俄
文系同學相互演練，切磋發音練習，希望在期中
的驗收能順利過關。只要平時有準備和練習，考
試時放鬆心情，不輕易放棄每一道題目，且反覆
檢查，相信一定會ALL HIGH PASS過關。（文、
攝影／林薏婷）

本校進入國家環境教育獎決審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化創
意產業中心，將於29日12時10分在L412舉辦
「全球文創平臺開發與實習」說明會，主要
針對修習文創學分學程的同學，說明暑期實
習機構及相關資訊。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執行長劉慧娟表示，透
過這場說明會能幫助修習文創學分學程的同
學，在產業實習中能應用所學於實際工作
上，同時也歡迎未修習文創產業學分學程的
同學一起參與了解，以獲得更多訊息並提早

了解自我優勢。
　關於文創中心暑期實習的申請資格條件
為，曾修習過文創產業學分學程者，大四及
大三的同學有優先媒合資格，鼓勵有文創學
程基礎的同學對外實習，關於本次說明會的
訊息和暑期實習相關資訊，請見文創學習
網（http://www.ccci.tku.edu.tw/index.php/
tw/），或洽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專員蔡佩
君，校內分機2323。

130行政會議 榮譽學程加強課程優越性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30次
行政會議於1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
長張家宜主持。會議一開始張校長表揚資工系
和資管系參加「2012第17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
服務創新競賽」成績優異，為校爭光，並頒發
獎金各5萬元予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和資管系副
教授梁恩輝。
　張校長致詞時重申今年為品德年，希望各系
所院能有更具體的做法，共同落實品德活動；
張校長並鼓勵大家參加23日（週二）的系所發
展成果簡報，藉由這些績優系所的經驗，可相

互切磋交流。
　在專題報告中，教務長葛煥昭說明「榮譽學
程實施現況與未來發展」。葛煥昭解說實施現
況和推展過程外，並檢討選修現況，提出具體
改善措施，如建立榮譽學程課程的優越性和改
進課程設計、適度放寬門檻嚴格維繫品質、抵
免相關畢業學分、視需求於夜間開班、編製宣
導手冊加強宣導等。會中，大家討論熱烈，提
出可增加與就業化的連結、強化獎勵措施等相
關建議，鼓勵符合資格的學生參與，增加選修
榮譽學程的人數。

　【本報訊】本校為獎勵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
試測驗成績優異之學生，特訂定「淡江大學學
生參加英語檢定考試獎勵作業要點」。即日起
至30日止，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頁（http://
www.oieie.tku.edu.tw/app/news.php?Sn=357）
下載「淡江大學學生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獎
勵申請表」，填妥後備齊學生證影本、英語能
力考試成績檢定證明影本，並經系所助理簽章
後，送至驚聲大樓10樓T1003室。

吳清基論  4方向推展

 外長林永樂26日演講

文創學程暑期實習29日說明

首
屆

　　　教學卓越計畫
教學
卓 越

化學生林子淯 獲壁報論文獎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傳出得
獎捷報！化學系教授陳曜鴻所指導化學四林子
淯以「NMDA受體在斑馬魚早期肌肉分化所
扮演之角色」為主題，參加中華民國細胞及分
子生物學學會的「第28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
會壁報論文」比賽，經初選與複選後進入前
10%，從近300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選為優
秀論文獎。這是化學系睽違6年再度在生物醫
學聯合學術年會壁報論文比賽拿下好成績。
　林子淯說明，此次研究動機在於探討一種對
於鈣離子通透性極高的谷氨酸類受體-NMDA
受體，在斑馬魚早期肌肉分化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以孕婦在懷孕時為例，提供胚胎的
成長環境需要大量鈣離子作為發育的基本養
分，才能促進肌肉與胚胎的發展，而一般認為
NMDA受體僅提供神經部分的刺激；但研究
發現，NMDA受體仍會提供早期尚未成熟的

肌肉細胞養分，藉由與斑馬魚的胚胎來模擬人
類胚胎最早期的發展，是否因外在物質，如鈣
離子殺手咖啡因、防腐劑等化學有害物質會破
壞胚胎裡的肌肉發展，「未來將要繼續做更深
入的研究，希望讓脊椎動物肌肉發育之相關研
究能有新的見解。」
　林子淯開心地說：「這是第三次參加生物醫
學研討會，卻是第一次參加壁報論文比賽，研
究過程並不容易，常常半夜都要跑實驗室看結
果，獲獎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更感謝教授
陳曜鴻的指導與鼓勵，讓我能夠獲獎。」
　陳曜鴻給予肯定，「很高興看到所指導的學
生能有漂亮的成果，實驗需要耐心觀察和長時
間研究，還要不厭其煩去探討各種題目，希望
能將生活創意運用在實驗上，相信會有更多的
新發現，藉林子淯的得獎鼓勵同學，要對自己
的實驗有信心。」

　 　 1 2 日 英
文 系 校 友 暨 南
僑 集 團 會 長 陳
飛 龍 蒞 校 ， 為
本 校 一 級 主 管
演 講 「 組 織 管
理 」 ， 校 長 張
家 宜 （ 右 一 ）
等19位一級主
管 出 席 ， 一 同
交 流 企 業 經 營
心 得 。 （ 攝 影
／賴意婕）

　化學四林子淯研究斑馬魚班獲選為「第28屆生物
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壁報論文」優秀論文獎。（攝影
／謝佩穎）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規
劃「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已於上月陸續
開課。12日邀請英文系校友暨南僑集團會長陳
飛龍，為本校一級主管演講「組織管理」，校
長張家宜等19位一級主管出席，一同交流企業
經營心得。
　陳飛龍首先介紹南僑集團的創業歷程，從傳
統肥皂廠的製造業起家，到與國際大廠如旁
氏、P&G合作開發民生用品，接著進軍餐飲
業，自2005年起開立點水樓餐廳、寶萊納餐廳
等，陳飛龍說明，主要是結合產品開發和行銷
能力，並積極聘請外籍顧問，讓南僑集團能容
納多元的文化與思維，以因應南僑集團的「求
變、應變、不變」企業精神。
　張校長表示，這場演講融通課堂上的所學，
並體驗從理論到實際力行的精彩實例，從陳飛
龍校友分享的故事中可以發現，他對細節和專
業的掌握，讓南僑集團在面對眾多競爭者時，
努力找出差異性並成功轉型，「相信能帶給我
們在經營上的啟發，希望藉此演講能找出本校
與他校的差異性，發展出我們的教育特色。」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戰略所將於
26、27日在臺北校園舉行第一屆「淡江戰略
學派2013年會」，由戰略所所長翁明賢、助理
教授陳文政共同籌辦，邀請到斐濟大學國際
與區域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兼兼任教授Richard 
Herr、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亞太歷史系
高級研究員Paul D'Arcy、日本學習院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中居良文、日本國家防衛研究所高級
研究員Prof. Masayuki Masuda，共3國4位外國
學者與會，和國內40餘位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此外，亦邀請外交部部長林永樂和監察委員黃
煌雄進行演講。
　本年會於26日進行「泛太平洋和平與安全學
術研討會」，以南太平洋、西太平洋安全議

題，以及泛太平洋安全問題為題

討論，並舉行「亞太區域安全研究國際合作聯
盟會議」的圓桌論壇；27日則是「第九屆紀念
鈕先鍾老師戰略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局勢下的
臺灣戰略」研討戰略的實踐、安全研究、戰略
研究3方面，和「全國戰略社群博碩士論文發
表會：多元創造」共4個部分。
　翁明賢表示，此次年會是強調本校在國內戰
略領域的領先地位，並邀請戰略社群學者一同
交流，希望樹立本校在國內的學術地位。除了
延續紀念鈕先鍾老師戰略國際學術研討會，更
首創全國戰略社群博碩士論文發表會，其中發
表的3本論文集，預計出版專書，加強國內、
外的影響力。陳文政補充說道：「任一學派是
經年累月非一蹴可及，藉此次年會推動該領域
的研究，有助維持本校在國內的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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