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環境教育獎 決審再訪視

四川大學訪校 簽署學術學生交流協議

　【本報訊】過去17年持續捐款回饋母校的管科所校友徐航
健，近日決定未來5年將捐贈1億2千萬元，挹注淡水校園的國
際會議中心興建計畫，此捐贈活動將於16日（週四）下午3時
3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簽約儀式，未來國際會議中心
將以徐航健校友父親徐守謙之名，取名為「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校長張家宜感謝校友徐航健的大額捐款，同時表示，

「興建國際會議中心是讓本校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的利器之一，
且此新建工程的3億經費將全數向校友與社會勸募；徐航健校
友以捐款支持本校的興學理念，意義重大，將善用這筆經費持
續深化本校的教育理念，期盼能激起漣漪效應，帶動校友的募
款。」
　徐航健校友過去長期捐贈母校超過上百萬元，他表示：「希

望藉由捐助，拋磚引玉讓淡江
的眾多校友共襄盛舉，為學弟
妹打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他 期 望 在 會 議 中 心 外 嵌 有 文
字 ， 除 說 明 大 樓 命 名 的 由 來
外，「藉此讓校友有衣錦還鄉
之感，也可對校外貴賓彰顯本

校辦學教育之成功。」
　徐航健於民國65年畢業於管科所系統分析組，曾在國防管理
學校與本校統計系任教，他長於企業診斷、出任多家企業顧
問，以獨特的選股策略、穩健的態度投資股市達35年，最認同
股神巴菲特的投資理念，而得以在股海中勝券在握，贏得豐盛
的財富人生。儘管家財萬貫，但是生活樸實無華，除固定的看
盤作息外，保持每天勤作伏地挺身和仰臥起坐各百次、洗冷水
澡以維持健康。人生持盈保泰的他表達，很樂意來校分享一場
累積一生的投資理財經驗。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說明，這是首度有校友捐款達到
1億元，當初籌建國際會議中心時，即規劃若捐贈達1億元以上
則有命名權，因此該國際會議中心將以徐航健校友父親之名，
取名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徐航健專訪請見3版）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大陸四川大
學由校務委員會主任楊泉明率一行6人於7日
上午9時30分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親自接待，並與川大的5名交換生進行座談。
　本校於2010年5月與四川大學締結為姐妹
校，川大曾於2010年5月與本校共同舉辦「川
臺高校論壇」之際，由校長謝和平率四川12
高校代表團一行30人蒞校訪問，並與本校簽
訂學術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流專案協議書。

　四川大學來訪人員參觀本校之宮
燈教室、化學系實驗室、覺生紀念

圖書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及海報街
物理週實驗活動，並於11時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進行交流座談。
　座談中虞國興表示，校長張家宜個人曾
赴川大，與兩岸四地24所大學校長共同參加
「第七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論
壇」；兩校自99學年度第2學期起進行交換生
合作，交換生名額為每學期3名。目前，四川
大學每學年薦送5名學生至本校交換學習一學
期。自99年暑期迄今，本校連續4年邀請四川
大學師生來校參加國際處舉辦之兩岸營隊活

動。虞國興指出，本校未來與大陸姊妹校進
行雙學位合作，將更積極落實交流目標。會
中蘭陽校園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說
明蘭陽校園的特色及全英語教學方式，四川
大學來訪人員，皆表示十分有興趣，會中亦
交換兩校推動國際化方式，相談甚歡。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化創
意產業中心邀請全校對創意有高度熱忱的
同學，於18日、25日的12時30分，在L205參

與「策展經理人實務規劃與專業實作工作
坊」，優勝隊伍將獲得竹圍創藝國際的策展
實習的機會，活動報名至16日（週四）中午12
時止，額滿為止，請至線上報名系統（http://
enroll.tku.edu.tw/）報名。
　這兩天的工作坊中，結合理論和實務基
礎，邀請業界的專業策展人士：華宇顧問公
司文創策略服務小組專案總監陳建勳，以及
竹圍創藝國際專案經理顧心怡，說明策展企
劃、策展執行和策展實作項目；並由文化創
意產業中心執行長劉慧娟、資傳系助理教授
陳意文介紹策展理論基礎。
　本次工作坊的負責人陳意文表示，近年文
創產業受各界矚目，跨領域人才日趨重要，
因此藉由本次工作坊讓學生能了解策展領域
和專業素養，「25日將有策展實作競賽，將跨
系分組讓學生發揮策展創意，獲勝隊伍將有
機會在小白宮參與策展活動，機會難得請大
家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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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5(三)
19:10

財金系
D223

臺灣信用評等協會理事長施敏雄
財金專題講座主題-美國證券市場困局
與變局

5/18(六)
9:10

保險系
D408

醒吾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呂慧芬
長期照護機構之風險管理

5/18(六)
9:10

保險系
D403

壽險公會理事長許舒博
壽險業的危險管理

淡江時報 徵選活動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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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3(一)
10:10

法文系
T705

卡地亞春天百貨名店經理葉裕煒
語言帶給你閃亮的人生

5/13(一)
13:10

化材系
E830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兼任研究
員甘魯生
綠色化學：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之對抗為和諧

5/1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副校長安保正一
光觸媒奈米科技之應用

5/13(一)
19:00

創業研習社
L412

RICH CLUB主持人陳亦安
千萬富翁告訴你改變命運的秘密

5/14(二)
12:00

戰略所
T306

前國防部副局長姚祖德
國際政經情勢分析能力之培養與職場倫
理之建構：從資料搜集觀點談

5/14(二)
12:10

職輔組
Q409

就業情報資訊(股)公司平面媒體事
業總編輯臧聲遠
2013科系出路

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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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二)
13:10

未來所
B713

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
監督國會第一次就上手

5/14(二)
13:10

師培中心
B113

太御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林俊志
認識雲端家教：技術、教學法與師
資訓練

5/14(二)
14:00

數學系
S436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Dr.George 
C. Tseng （曾建城博士）
Integrative Genomic Modeling and 
Data Analysi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molecular aging 
prediction

5/14(二)
14:10

數學系
S433

數學系博士候選人徐育鋒
4-Regu la r  Leaves  o f  Pa r t ia l 
4-Cycle System

5/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蔡宗鳴
Application study of supercritical fluid 
technology in resistance random access 
memor

5/14(二)
14:10

水環系
E830

經濟部工業局北區工業管理處執
行長徐正祥
工業區開發及工程倫理

5/14(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5/15(三)
11:10

經濟系
B703

精進財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顧問諮詢部副總經理梁亦鴻正確
理財，投資未來

5/15(三)
11:10

資工系
T212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李中志
電腦之父—圖林

5/15(三)
13:00

師培中心
ED305

張老師基金會督導黃重仁
迷網！迷惘！－青少年網路輔導
經驗談

5/15(三)
13:10

女性文學研
究室
L3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創系副教授陳葆文
超越於形體之外-論聊齋誌異的知己情
與同性愛

5/15(三)
14:00

航太系
E830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助理教授陳蓉珊
R e d u c i n g  f l e x u r a l  m o t i o n  o f 
sandwich structures using internal 
resonators

5/15(三)
16:00

教科系
L102

上奇學苑影音剪輯與多媒體應用
專任講師田乃威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證照研習

5/15(三)
18:30

職輔組
Q409

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李紹唐
如何從小員工變CEO

5/16(四)
10:10

英文系
L301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旅業部經
理林信誠
餐飲旅館管理事業入門淺談

5/16(四)
10:10

文創中心
L412

資深廣告創意人黃新凱
Priceless Creative 你的創意值幾K?

5/16(四)
10:10

保險系
B704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王永才
保險與理財

5/16(四)
10:30

資工系
驚聲國際會

議廳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
教育部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5/16(四)
14:10

機電系
E830

臺大創新育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劉學愚
職涯規劃

5/16(四)
16:10

大陸所
T701

中國生產力中心專員張哲維
兩岸觀賞魚產業現況與發展

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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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入國際職場的捷徑-口譯

5/16(四)
18:30

西藏研究中心
FL106

文殊顯密佛學會常住上師鄔金智
美堪布
中陰的修行準備

5/17(五)
10:10

資工系
G315

雷爵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
長鄭明輝
行動遊戲市場之發展與機會

5/17(五)
14:00

英文系
E415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專任講師莊蘋洙
英文能力測驗（一）題型與答題技巧說明

5/17(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研究員賴孚權
Media Bias When Advertisers Have 
Bargaining Power

5/18(六)
9:00

管科系
B712

主持人:管科系系主任莊忠柱
2013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
學術研討會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3(一)
10:10

全創院
強邦國際會

議廳

臺灣EPSO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
隆安總經理
企業創新與永續經營

5/13(一)
16:00

大傳系、文
創中心
O303

納智捷行銷協理李昌益
如何為品牌說故事做行銷：以納
智捷為例

5/13(一)
18:30

中文系學
會、微光現

代詩社
L408

竹教大中文系助理教授丁威仁
實驗的日常

5/14(二)
8:10

保險系
B617

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人公司企業
特殊風險部執行副總徐柏園
國際保險經紀人的職涯發展

5/14(二)
10:00

法文系
T508

個人翻譯工作室專職翻譯王念慈
「我的職場歷程(口譯)」經驗分享

5/14(二)
10:00

學發組
I304

教心碩二歐陽靖、教科碩三陳婉鈺
「學習‧另謀出路」-學習診斷

5/14(二)
13:10

西語系
T310

退休駐外大使黃瀧元
外交翻譯與職場經驗分享

5/14(二)
18:30

學發組
S106

課程碩二張夢萍
「統計軟體一把罩」-SPSS進階教
學 （上機操作）

5/15(三)
8:00

資圖系、職
輔組
L212

艾迪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邵美玲
圖書館經營管理實務:來自資訊供
應商的角度

5/15(三)
10:10

西語系
B601

黃慶良
口譯的經驗與技巧

5/15(三)
12:00

俄文系
FL106

歐研所教授彼薩列夫
口語翻譯課教學方法

5/15(三)
13:00

企管系、職
輔組

B302b

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史英
與執行長馮喬蘭
非營利事業創新與產業發展

5/16(四)
14:10

德文系
T701

歌德學院（臺北）德國文化中心
專任講師Frau Barbara Werland
德文檢定工作坊

5/16(四)
17:00

資圖系、文
創中心

L507

靜宜大學圖書館參考組組長姜義臺
為什麼圖書館員應蒐集網路資源？

5/16(四)
18:30

學發組
I304

文學院組員林泰君
「輕鬆簡報快‧易‧通」-PPT簡
報設計技巧

5/16(四)
19:00

全創院
CL501

中醫師蔡志一
住宿學院特色講座「輕鬆養身好
健康」

5/17(五)
10:30

教發組
I601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英」該怎麼說？-小組討論常用
會話訓練

5/18(六)
9:00

諮輔組
B127

諮商心理師楊鎧宇
聽到內在的呼喚-生涯敍事工作坊

5/19(日)
11:00

俄文系
E416

俄國語文學系
俄國語文能力檢定講座

教學
卓 越

數位原生談變遷中教學現場

3版

葉匡時來校演講

徐航健捐1.2億 建國際會議中心

教科系17日研討學習新科技

教學
卓 越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學
院師培中心協助竹圍高中共同推動的「全球
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於上月27日參
加iEARN Taiwan（臺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
會）所舉辦的「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學習
（PBL）成果發表」，竹圍高中榮獲最高獎項
「特優獎」。
　協助推動「全球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的師培中心助理教授陳劍涵，主要是以專題的
方式，讓竹圍高中的老師了解與學習國際教
育，再由教師們落實國際化的教育課程讓學生
們與國際接軌。當中竹圍高中的英文老師李映
彣，帶領著4位竹圍高中學生親手製作卡片與

俄羅斯的學生做交換，這不僅讓學生們透過寫
卡片來學習英文，更透過卡片交換的方式與世
界交流並認識不同的文化。這4位學生就以交
換卡片的學習經驗在「國際教育交流暨專案式
學習（PBL）成果發表」以「The World in an 
Envelope」為主題，用英文作簡報及答詢，在
十幾個參賽高中隊伍中脫穎而出，並獲得在場
評審一致好評，榮獲最高獎項「特優獎」。
　陳劍涵表示，這4位同學在報告時口語表達
相當清楚，且能夠把在卡片交換中所學的事務
完整的分享出來。看見他們在這活動中真正的
學習到國際交流也從中有所收獲，讓陳劍涵深
感欣慰。

雅安不哭勸募得７萬

　大陸校友會於7日在休憩文化區舉辦「雅
安不哭，海峽不寬」愛心勸募活動，由烏克
麗麗社、實驗音樂社等社團助陣義演，校內
師生、校外人士共襄盛舉，共同為四川雅安
地震獻上心力，截止8日累計捐款金額超過7
萬元。陸友會執行秘書日文二蔡博藝感謝大
家的捐款，表示此勸募金額9日匯入世界展
望會的帳戶，日後會製作感恩海報說明善款
流向。捐款人公行二林益樑說：「希望雅安
居民可以儘快堅強起來，恢復昔日家園。」
（文／夏天然、攝影／蔡昀儒）

　【記者劉芷均、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日前通過「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決
審，8日決審委員來校訪視，由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率領相關單位陪同參與；會中環安中心
主任羅孝賢簡報強調本校環境教育的推廣與
改善措施，如成立環境教育專區之網站、採
用QRcode方式將環保教育概念融入課程等的
創新服務等。

　實地校園走訪中，除沿路說明本校的環境
教育具體措施外，委員黃輝源向企管二劉同
學詢問所學專長和環保的連結性，劉同學以
「校園服務學習課程中，學到環保的重要
性。」的回答讓黃輝源稱好，肯定本校環境
教育的落實。目前審查階段已告一段落，將
擇期公布得獎結果。

游錫堃呼籲綠活臺灣
　【記者吳雪儀臺北校園報導】財金系8日
邀請到前行政院長游錫堃以「綠活臺灣有機
國」為主題，呼籲重視生態和環保，透過推
廣有機農業，讓人類與地球生活更健康。財
金系系主任李命志表示，此次講座讓財金系
學生能夠學習規劃、執行應用綠色產業，
「不只能夠有利潤，也能以健康面思考，了
解到臺灣農業長遠的發展趨勢。」

　什麼是有機生活？游錫堃表示，有機農業
是有機生活的開始，進而達到食衣住行育
樂有機化。他認為：「我們除了要活得安
全，吃得健康之外，更要注重節能減碳、綠
建築、綠交通等，都屬於有機生活的範圍
內。」財金碩專二楊穆郁表示，經由這次的
講座了解到健康的重要，「如果沒有健康，
財富、地位和權勢都如同泡影，所以我們要
更注重綠色產業。 」
　財金碩專二張瓊文說：「透過演講吸收的
專業知識，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全球的能源
危機，也知道有機產業對我們的重要性，覺
得受益良多。」

爵士音樂會14日索票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一起來
聽爵士吧！文錙藝術中心將於21日下午
7 時 3 0 分 舉 辦 「 爵 士 ． 潛 意 識 ： 共 聲 體
SYMBIOSIS三重奏音樂會」，邀請知名音
樂家曾增譯、爵士大師Martijn Vanbuel、
Sebast ian Kaptein3人，以鋼琴、低音提
琴，以及爵士鼓，將在文錙音樂廳即興
表演。如欲參加者請於14日（週二）起
至 松 濤 館 文 錙 藝 術 中 心 展 覽 廳 免 費 索
票 ， 數 量 有 限 ， 每 人 限 取 2 張 ， 詳 情 可
至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tw/
musichall-20130327.htm）查詢。

　 【 記 者 潘 倩 彣 淡 水 校 園 報
導】教育科技學系將在17日（週
五 ） 、 1 8 日 （ 週 六 ） 在 覺 生 國
際會議廳舉辦「2013數位學習國
際 研 討 會 ： 2 1 世 紀 學 習 科 技 趨
勢」，將邀請校長張家宜開幕致
詞，且有美、新、加等國逾200位
學者蒞校，共同研討行動學習科
技、網路社交應用媒體、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等數位學習的最新科
技發展與教學應用。
　17日將有美國舊金山大學副教
務長Dr.Brian Beatty進行「Living 
on the Perpetual Bridge: Connecting 
yesterday to tomorrow with today's 
educational technology」專題演
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科
技系系主任Dr. Seng Chee Tan說

明「E-learning in the knowledge 
creation paradigm: Changes in 
cultur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18日加拿大Athabasca大學電腦
資訊系副教授Dr.Maiga  Chang
分享「Context-aware Inquiry-
based Mobile Game-based Learning 
Models and Personalized Activities 
Generation」、荷蘭Twente大學行
為科學系副教授Dr. Piet Kommers
以「ICT as Creative Factor in 
Renewed Education」為題演講。
　教科系系主任張瓊穗表示，此
研討會的目的是希望讓教學者能
運用新興科技於教學中，因此邀
請的外國講者均有豐富的多媒體
教材經驗，相信會在數位學習的
應用上有所幫助。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
後就貸生收退費辦理時間為13日（週一）至26
日止。補繳、退費單於今日（13日）前由各系
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
速至出納組B304、臺北校園D105，以及蘭陽
校園CL312辦理；補繳費者亦可利用信用卡及
ATM轉帳方式繳納。加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
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另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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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一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
得領取證書。
　另開放夜間及假日協助辦理補繳、退費事
宜，14日至17日期間：淡水校園下午6時至8時
止、臺北校園則於下午5時至7時止，以及18日
（週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詳情請見財務處
網站（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文創策展工作坊 實作競賽報名

張校長率團參訪韓４姊妹校
　【本報訊】本校首度正式造訪韓國姊妹
校，校長張家宜5日至10日率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商管學院院長
邱建良、學務長柯志恩、國際長李佩華代表
團，赴韓國參訪漢陽大學、慶熙大學、京畿
大學與慶南大學4所姊妹校，受到各校高規格
的接待與熱烈歡迎。此次參訪中，與漢陽大
學約定近期內簽署學生交流協議，參觀慶熙
大學遠距教育設備，而京畿大學國際處希望
增加來本校的交換生人數，慶南大學校長朴
在圭則應允參加63週年校慶。
　張校長表示，近年韓國高教質量快速躍
升，值得我們學習借鏡。此次參訪成果豐
碩，除增進韓國姊妹校情誼外，未來將深化
其學術交流、增進教師互訪的合作研究，以
及拓展韓國學位生與交換生來校研修。
　此次參訪行程中，亦拜會駐韓國臺北代表
部代表梁英斌，梁英斌設宴接待張校長一行
人，了解與韓國交流情形，席間交談甚歡。

　6日校長張家宜（左）致贈紀念品予
漢陽大學校長林德鎬。（右）。（圖片
／國際處提供）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即日起，開
始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大學部畢業班
科目至19日止，非畢業班及研究所科目則於
27日至6月9日止，任何可上網地點均可進行
評量，只要進入學校首頁點選左方「期末教
學意見調查」、或直接輸入網址（http://info.
ais.tku.edu.tw/tas/）即可評量，須將選修課
程全部填寫完成以評量，請踴躍上網填寫。
品保處研究助理巫孟蓁表示，大一生均於資
訊概論實習課填寫，品保處會與資訊處協調
安排電腦教室，便利學生填寫，歡迎多加利
用，詳細填寫時間請向各系所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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