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負責規劃之本校行政進修團一行5人
於上月21日至29日，赴姊妹校舊金山州立大
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進修，針

對校友關係、職員事務、大學組織架構和人
力資源分配及資訊科技如何運用於教育等問
題進行交流。
　此行5位團員各自有不同的專業職務，對於
與跨單位同仁一同進修，教務處註冊組專員
潘劭愷表示，每位團員對自己主要負責的業
務特別深入地和SFSU校方進行探索討論，可
反思職掌的行政業務，對於增進及提升行政
效率有很大的幫助。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專員李美蘭表
示，行前曾上SFSU網站搜尋課外活動資料，
到了該校深刻感受到SFSU對學生發展及學生
學習空間的營造用心之外，對身心障礙學生
的關懷，在校園的用心設施感受更加深刻。
　參考服務組編審蔡雅雯表示，對於SFSU
在2012年初啟用的新圖書館，印象深刻2大
特點，其一是將館藏四分之三的圖書閉架典
藏，利用自動倉儲取書系統（Library Retrieval 
System)提供調閱服務，節省許多空間及人
力；其二，大部份的空間挪為閱讀與團體討
論之用，館舍寬敞，學生利用率高。此外，
該校也規劃適用的空間及貼心的服務，如：
靜修室、研究生及教員專用閱覽室、10分鐘
快速列印電腦區、出借筆記型電腦、Wi-Fi列

印服務、手機簡訊詢問問題及身心障礙專用
電腦座位等，這些都是值得學習之處。
　資訊處作業管理組三等技術師楊敏雄及總
務處總務組專員張文馨同時表示，印象最深
刻的是，SFSU的one stop service的服務，其
中包括網路維修、電腦報修，以整合服務的
方式，免去學生奔波的困擾。張文馨提到，
參訪中發生小插曲，由於波士頓爆炸案的關
係，全美校園安全警戒也相對提高，接待人
員的手機收到一通由校方寄發有疑似爆裂物
的簡訊、email及語音留言，請師生避免靠
近；狀況解除後，同樣再通知教職員生，校
園安全聯絡網十分完善周全。

第五屆歐盟週-歐盟遊與學系列講座
時間 地點 主講者／講題
5/6

10:00 B912 歐洲語言諮詢有限公司經理磊欣怡
留學/遊學新選擇－歐洲

5/13 
10:00 B912

臺 北 德 國 學 術 交 流 資 訊 中 心
（DAAD）主任徐言
Study in Germany-Experience 
Europe 留學德國-經驗歐洲

5/15 
10:00 T505 英國文化協會專任講師黃玲嘉

翱遊英國-體驗英倫風情
5/15 

11:00 T505 歐洲語言諮詢有限公司經理磊欣怡
留學/遊學新選擇－歐洲

5/15 
11:00 E412

歐洲經貿辦事處新聞組組長林致真
逐夢歐盟:歐盟獎學金說明會~伊
拉斯謨斯世界計畫

5/20 
10:00 B912 歐洲教育展專案經理謝欣純

留歐記實暨歐盟學程簡介

5/20 
11:00 B912

法國在臺協會法國教育中心教育
專員侯潔芬
法國留學探索之旅

5/22 
10:00 T505

旅遊達人薛德瑞
一臺腳踏車可以騎很遠，那你想
去哪裡-歐洲篇

　【記者沈彥伶臺北校園報導】公行系於上
月30日邀請交通部長葉匡時在臺北校園D501
舉辦「海空港體制改革推動成效」演講，
分享自身實際推動改制計畫的績效與實務經
驗。此為商管碩專班（EMBA）的國際企業學

系「領導與團隊」核心能力課程，公行系主
任黃一峯表示：「課程安排為講座型，藉由
邀請專業經理人或政府機關首長和學生分享
推動方案的經驗與績效，達到課程所需的領
導理論、基本素養和實務3大主軸。因葉部長

同時具備學術跟政府的歷練，帶給大家許多
經驗分享，包括如何推動改革、爭取地方政
府支持、提升內部同仁向心力等。」
　葉匡時舉出荷蘭、韓國、日本等國家案
例，顯現此為國際趨勢，「為提升我國商港
及國際機場的營運績效，因此採用『政企分
離』的作法，引進企業化的經營，提升經營
績效。」他再把焦點轉回桃園國際機場，將
過去的改制歷程與挑戰一一詳細介紹；葉匡
時表示：「從民國99年成立桃園國際機場股
份有限公司，並且搭配多項條例修正、良好
的部門制度，使機場能夠邁向企業化。」雖
然遇到不少制度、法規限制，以及相關機場
疏漏事件的新聞等挑戰，政府仍會努力落實
「政企分離」，組成專案小組推動，預估投
入4,630億元建設經費，將服務品質提升、增
加用人彈性，建造出更完善的制度，以繼續
提升「機場服務品質」評比排名，並全力打
造航空城、開發第三航站區、興建第三跑道
與融入創新意念，以發展機場特色，更創造
26萬個就業機會與2.3兆元經濟效益。
　葉匡時也發表願景，希望藉由企業化經
營，提高人事任用彈性和財務鬆綁，預計在
民國105年能夠達到300億元的整體營收與1800
萬TEU貨櫃量，以發揮「對內協調分工，對
外統合競爭」績效，讓交通建設更進步。

　【本報訊】「淡江i生活」APP現在又有新
功能，新增淡江大學無線上網自動登入及期中
期末成績查詢功能，只要輸入一次學號(或員
工編號）、校級信箱密碼後，在校園的Wi-Fi
熱點就能自動連線，以查詢相關訊息。依據資
訊處統計，「淡江i生活」APP，自上線以來
至上月11日止，共有11399人使用，未來將持
續開發圖書館使用功能，敬請期待。
　「淡江i生活」APP更新程式已在Android平
臺上線，凡持有Android平臺的全校師生，都
可以在Google Play用「淡江i生活」關鍵字查
詢後免費下載使用，趕快來體驗！

行政進修團5人赴SFSU 交流校務發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教學單位評
鑑之各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已陸續提交，即
日起至6月7日，教育學院、商管學院和全創
院正式進入專家實地訪評階段，將各自邀請
校外專家評鑑委員，依據系所之自我評鑑報
告書進行實地訪評，受評系所將以簡報、資

料檢閱、師生相關人員晤談，以及檢視教學
設備方式進行評鑑，而評鑑內容包括教育目
標、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學習成
效及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6月20日前受評系
所需提交總結報告書予品保處。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強調各系所的校外專
家實地訪評具有學術自主性，並對此次的實
地訪評具有信心，「系所依據設立宗旨目
標，並依據評鑑指標準備資料，相信這段期
間的訪評會 很順利。」此外，因應
教育部101 年 7 月 的 「 大 學 校 院

自辦外部評鑑」政策，凡獲頂尖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累積4年補助達2億元以上，即可申
請「自辦外部評鑑機制」，品保處已著手擬
定且將於今年7月底向教育部提交「自辦外部
評鑑機制」，白滌清說明，一旦此機制通過
後，即可據此辦理自我評鑑與實地訪評，辦
理完成後本校將提報「自辦外部評鑑結果」
至教育部，此「自辦外部評鑑結果」若是通
過，將可免受104年4月高教中心的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
　師培中心於上月30日完成實地訪

評，師培中心主任宋佩芬對於實地訪評的結
果感到滿意，並表示依據評鑑指標有助於師
培中心的業務統合，以及每個環節的資料管
理，以增進師培中心的整體性，從中也發現
校友完善度、網頁資料透明化等問題改善。
　宋佩芬指出，訪評委員提到從師培中心的
人力、硬體等資源，顯示本校對師培中心的
重視，並建議在資料上增加校務計畫與師培
中心的連結性，凸顯本校對師資培育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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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7(二)
19:00

公行系
D501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
政府行政組織機制再造，以解臺灣悶經
濟困局

5/8(三)
19:20

財金系
D223

行政院前院長游錫堃
綠活臺灣有機國

5/11(六)
9:10

保險系
D403

AON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人執行長賴麗敏
Global account風險主管對2013全球風
險看法

5/11(六)
14:10

保險系
D303

長榮國際公司副理吳及揚
工程保險理賠案例分析

淡江時報 徵選活動開始

徵選辦法，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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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6(一)
10:10

財金系
L206

中央大學財金系教授沈信漢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Firm 
Innovation

5/6(一)
12:10

經濟系
B713

臺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所
長林仲威
金融職場與證照簡介

5/6(一)
13:10

保險系
B706

南山人壽經理王永才
人身保險業務員證照考試輔導

5/6(一)
13:10

化材系
E830

清華大學化工系系主任陳信龍
Structures of  DNA-Dendr imer 
Complexes for Gene Delivery and 
Biomimetics

5/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興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羅順原
Concise synthesis of –galactosyl 
ceramide and i ts  analogs – 
including unexpected Mitsunobu 
cyclization and unusual Wittig 
diene formation 

5/6(一)
16:00

職輔組、歷
史系
B702

書記官林旻逸、康軒文教編輯陳
廣文、非凡商業周刊編輯黃于珊
畢業校友座談~編輯與書記

5/7(二)
12:00

學務處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臺灣大學哲學所教授林火旺
品德決定勝負

5/7(二)
13:10

保險系
B505

華南產險副總經理張鳴文
營業中斷保險理賠案例分析

5/7(二)
14:00

數學系
S433

Research Associate Fel low at 
Associate Professor Level, CORE 
and FUNDP ,Academie Louvain, 
Belgium博士王馨徽 
A simple solution of the spurious 
regression problem

5/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成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吳忠霖
Manipu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 f  2D E lec t ron  Sys tem:  Cases 
in  Ox ide Hetero junc t ions  and 
Graphene

5/7(二)
14:10

財金系
U704

龍投資顧問公司總顧問李全順
漫談臺股

5/7(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國泰人壽襄理吳國輔
法律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5/7(二)
19:10

物理系
Q409

臺中科博館館長孫維新
在大自然中找尋知識的樂趣

5/8(三)
9:10

產經系
B602

新光銀行丹鳳分行企金業務經理
陳俊宇
銀行企金授信業務與客戶管理

5/8(三)
13:10

財金系
B606

證基會副主任陳曉珮
金融證照與職場發展

5/8(三)
14:00

航太系
E830

華碩電腦工程師周佳芬
3Ｃ產業熱管理技術簡介

5/8(三)
14:10

資工系
G315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
通訊研究所經理莊國煜
開放規格與社群於災害資訊之整
合應用

5/8(三)
16:10

財金系
B701

前華夏資融總經理吳金山
國際航空器租賃

5/8(三)
18:30

職輔組
SG317

Caree r職涯顧問鍾兆辰、李夙
敏、歐陽慧蓉
天才是放對位置的人～CPAS適性
測驗解析講座

5/9(四)
10:00

建築系
G508

M I T 建 築 碩 士 / 建 築 系 教 授 Ｄ . a 
Belén Hermida Rodriguez、Ｄ.a 
Covadonga Lorenzo
專業建築師養成：從歐洲教育談起

5/9(四)
10:10

文創中心
L412

肥貓國際娛樂有限公司總監魏嘉宏
華文創意產業的大時代，你必須
是成功的說故事人

5/9(四)
13:10

財金系
B515

大眾銀行經理黃建仁
認識銀行&如何規劃進入銀行工作

5/9(四)
14:10

機電所
E830

豪紳纖維科技(股)公司董事長陳明
聰研發部副理張耀元
28度C舒適輕生活產品和銀線應用
之介紹

5/9(四)
14:10

英文系
L306

傑眾公共關係顧問股份友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朱善慧
公關的基礎作業有哪些？

5/9(四)
14:10

資工系
E819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處長
陳國彰
精誠資訊公司服務介紹

5/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南達科塔大學教授劉玉龍
A Note on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 imators of  parameters  of 
A  G e n e r a l i z e d  E x p o n e n t i a l 
Distribution

5/9(四)
16:00

職輔組
Q409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副總陳誌敏
網路與遊戲軟體產業講座

5/9(四)
16:10

大陸所
T701

中國大陸來臺學位生蔡博藝
大陸青年生活經驗分享

5/9(四)
18:00

英文系
T508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國際電視網
World Service TV口譯專員魏慶瑜
口譯用詞+邏輯思考、聽力加強+
表達流暢

5/9(四)
18:10

保險系
B701

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經理黃坤傑
保險業經營實務及經紀人發展前景

5/9 (四)
18:30

未來所
滴咖啡

臺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
窮忙經濟學

5/9(四)
19:00

學務處
B713

雲門舞集綠色騎跡策劃人張晏鐘
綠色騎跡

5/10(四)
10:00

生輔組
鍾靈中正堂

崔媽媽基金會講師蔡亞芳
「學生賃居安全」宣導座談

5/10(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清華大學計量財務系教授余士廸
The non-uniform pricing effect 
of employee stock options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5/10(五)
16:10

法文系
T212

外交部外交學院大使邱仲仁
法國與法語非洲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6(一)
10:10

西語系、職
輔組
L212

良油化工公司董事長陳双喜
從創業到服務社團

5/7(二)
13:10

西語系、職
輔組
T310

心理師、臨床心理博士候選人藍
挹丰
在生命轉彎處，看到前進的動力

5/7(三)
18:30

學發組
S106

課程所碩二張夢萍
學習策略工作坊-「統計軟體一
把罩」-SPSS進階教學 （上機操
作）

5/8(三)
09:30

會計系/職輔
組

B509

吉翔護理之家負責人羅春月
探討新興產業成功因素：以長期
照護產業為例

5/8(三)
14:00

企管系/職輔
組

B712

輝瑞藥廠副總經理薛光仰
企業人才培訓與管理才能發展

5/8(三)
14:10

文創中心
O306

創意連結總經理陳虹年
數位內容產業化

5/8(三)
15:00

日文系、職
輔組
T601

保聖那管理顧問(股)公司業務經理
島田誠 Makoto Shimada
日本企業研究

5/8(三)
18:30

學發組
I304

文學院林泰君
學習策略工作坊--「輕鬆簡報快
‧易‧通I」--PPT簡報設計技巧

5/9(四)
10:00

日文系、職
輔組
T505

觀光局特約日籍記者吉岡生信
臺灣日本兩地的導遊考試的秘訣

5/9(四)
10:00

學發組
驚聲國際
會議廳

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講師朱
爾威
英聽大進擊

5/9(四)
12:00

俄文系
FL106

中國文化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專任
教授陳兆麟
俄語語音教學（對象：教師）

5/9(四)
14:00

資工系/職輔
組

E819

憲鋒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周憲忠
創業契機與風險經驗分享

5/9(四)
18:10

保險系
B516

保險系助理教授何佳玲
人身保險業務員考試證照輔導(二)

5/10(五)
14:00

出版中心
L407

貓頭鷹出版社顧問陳穎青
基本編輯和基本設計

教學
卓 越

UAV馬德明造優質無人飛機

3版

葉匡時來校演講

教育商管全創3院展開實地訪評

交通部長葉匡時演講海空港推動成效

時報記者陳振堂

　【本報訊】土木系系友兼本報前攝影記者
陳振堂，日前參加臺灣新聞研究會主辦的
「2013年度臺灣新聞攝影大賽」，獲突發新聞
第三名、圖文特寫第三名、肖像第三名及佳
作，共4項大獎，是本次獲獎最多之參賽者。
本攝影大賽即日起於TUTTI SPACE展出得獎
作品，詳請請上：http://tppa1.blogspot.tw/。
　目前擔任中國時報攝影記者的陳振堂，2009
年曾以本報專訪盧廣仲之攝影作品獲肖像類
第3名。再次獲獎陳振堂認為，「剛好是個檢
視自我這4年來工作成果的好機會！」由於公
布名次當天是評審現場投票，陳振堂回憶得
知自己獲獎時，興奮的說不出話來，「投了
數十張的作品，能獲這麼多前輩的肯定，十
分高興，我還會繼續拍下去！」
　認為好還要更好的陳振堂，憶起當初在本
報拍攝的照片，「過去的作品總是時提醒著
我，還要更進步。」他指出，對人的態度影
響他拍照的成果，以前放不開、不敢指揮受
訪者，沒有安排到完美就按下快門，「但現
在能放鬆、自在，也比較能游刃有餘的處理
受訪者的角度、畫面，這當然是需要再三的
練習。」
　陳振堂以本次肖像類第三名的作品為例，
北歐犯罪小說家尤．奈斯博照片時，為了貼
近作者，事前查閱許多相關資料以了解其性
格，甚至安排符合作者特質的「刀」及廣告
顏料製成的「血」，「當你抓緊特質後，就
知道自己要拍什麼了。」他也勉勵喜愛拍照
的學弟妹，「攝影是很『個人』的，拍到自
己喜歡的作品最重要！」並期待更多人參
與，「透過比賽，來省思自己看到什麼、拍
到什麼，檢視自己想表現什麼主張。」

淡江ｉ生活APP新增

海博館參加考古生活節 模型船好夯

 Wi-Fi登入 成績查詢

　海事博物館上月26、27日
參加十三行博物館的「考古生
活節」，現場介紹海事博物館
外，還準備淡水舢舨船模型
等有獎徵答獎品，解說員穿上
水手服裝和參觀民眾互動，吸
引眾人的目光，尤其淡水舢舨
船模型大受歡迎，直接在現場
DIY組裝，解說員日文四莊凱
評說：「還有校友到場參與讓
我很感動。」海事博物館專員
黃維綱表示，很榮幸參與十三
行博物館十周年的活動，藉由
本次活動能讓更多人了解海事
博物館，進而增加參觀人數。
（文／李季衡、攝影／鄧翔）

歐盟週9日音樂會開幕
　【本報訊】為增進本校師生認識歐洲國
家，本校歐洲研究所、歐盟研究中心，以及
覺生紀念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共同舉辦
「2013第五屆歐盟週」系列活動，並於9日
在文錙音樂廳舉行開幕音樂會，將有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
慶等蒞臨出席，除音樂表演外，將進行2013
年歐盟朗頌比賽優勝頒獎、舒曼宣言朗讀，
以及歐盟教學教材-EU at Glance PPT 成果
發表會。
　還有歐盟專題講座、歐盟遊與學演講，以
及6日起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絕美歐洲座
談，歡迎全校師生前往參加。講座詳情請洽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網站（http://w3.tku.edu.
tw/eurc/）。

　【本報訊】即日起，淡水客運紅28路線公車
調整部分班次，並增開直行班車，直行學府路
往返捷運淡水站至淡水校園，不再繞行鄧公
路，其直行車行駛班次時間為週一至週五，車
門邊將有標示「直行學府路」的字樣以提供辨
識，車上的電腦看板亦標示「直達」，歡迎全
校師生搭乘使用。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
大陸所邀請前副總統、現任兩岸
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萬長於
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博鰲
亞洲論壇與兩岸經貿關係」為
題，講述近年兩岸的經貿發展。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大陸所
所長張五岳、副教授郭建中、副
教授楊景堯皆出席，現場吸引
120餘位師生一同探討該議題。
　首先，蕭萬長介紹「博鰲亞洲
論壇」的創始緣由、發展現況及
現今在亞洲經貿所扮演的角色。
以其對兩岸經貿的了解，他提
到亞洲時代的來臨，民間應有

類似世界經濟論壇的非官方且具
代表性的組織，去探討亞太地區
的經貿情形。此外，蕭萬長說：
「2001年之後，兩岸問題以經濟
為主軸。」ECFA的簽訂，更是
兩岸經貿新的里程碑。期盼未來
可營造互利共榮兩岸共同市場。
　同時，蕭萬長也分享上月出席
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的情形。今
年是歷屆以來，規模最大、出席
人數最多、討論最熱絡的一次。
尤其與中國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
平交換兩岸經貿問題，相當有意
義。對於參加博鰲亞洲論壇，他
認為對兩岸關係的推進有相當的
助益，該論壇的影響甚遠。西語
二李佳靜說道：「蕭董事長暢談
兩岸經貿關係，其中也引出淡江
大橋的時事，令人受益良多。他
雖曾擔任副總統一職，然而誠
如張五岳教授所說『發展兩岸經
貿，克服政治因素』這樣的思路
氣度令人欽佩。」

　【記者潘倩彣、林佳彣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教育學院於1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大師演
講」，邀請國策顧問暨清華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榮譽講座教授
李家同以「從28篇經典演說學
思考」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當
天 由 教 育 學 院 院 長 張 鈿 富 主
持，多達150餘位師生與會。
　演講以國內外28篇經典演說
包括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
傑佛遜的《美國獨立宣言》、
法 國 浪 漫 主 義 代 表 作 家 維 克
多．雨果的《紀念伏爾泰逝世
一百週年演講》、中國末代皇
帝溥儀的《溥儀退位詔書》、
德 國 納 粹 黨 黨 魁 阿 道 夫 ． 希

特勒的《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
會閉幕演說》及英國首相溫斯
頓．邱吉爾的《邱吉爾就職演
說》等為例，李家同用輕鬆、
詼諧的口吻，佐以自身與歷史
故事，帶領全場穿越古今。
　 李 家 同 表 示 ， 歷 史 上 的 戰
爭，都是重要人物所發起的，
可從中得知他們想法後，以擷
取 他 們 的 知 識 ， 才 能 精 進 思
考 。 他 提 到 臺 灣 教 育 問 題 ，
認為每個人應該要養成發問的
習慣。教科三張瑞芳分享道：
「李教授的言論發人省思，因
時間關係，所以未能有充分的
時間分享，期望下次能再聽到
他更多演講。」

李家同

　前副總統蕭萬長2日蒞校分
享出席2013年博鰲亞洲論壇情
形。（攝影／余浩鉻）

 獲臺灣新聞攝影賽４獎

蕭萬長
談兩岸經貿發展

　國策顧問李家同，1日來校進行
專題演講，他從國內外28篇經典
演說中，談如何學習思考。（攝影
／余浩鉻）

（圖片來源／截圖自行動裝置）

紅２８直達淡水捷運站

從演說中學思考

894-12.indd   1 2013/5/3   下午 08:2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