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15日教務會議通過「學生期中退
選實施要點」，內容規定本校學生於期中考試
後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修習課程時，可辦理
期中退選課程，於行事曆每學期的第十三週星
期一上午11時至星期日上午10時止，自行在網
路退選，逾期不予受理，且以2科為限。該要
點中提到，大學部延修生及碩、博士班學生
期中退選後，當學期修習科目數不得少於一科
（含論文）；而學士班一、二、三年級及建築
學系四年級學生期中退選後，當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不得少於十五學分；學士班四年級、建築
學系五年級及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期中退選
後，當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不得少於九學分；學
生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學分學雜費、電腦
與網路使用費、語言實習費）之課程期中退選
後，不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此要點將
自公布日起實施。
　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此要點公布後會
對實作課程造成困擾，因實作課程多以分組
方式進行，在第十三週組員有異動時會影響分

組同學的團隊合作，且開放學生直接在網路退
選，會減少與學生對話的機會，她指出：「仍
遵照學校的規定辦理，但將思考應變方式解決
學生分組的問題。」
　而在上次會議中通過榮譽學程實施要點、研
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必修科目學分替代規則、
暑期開課要點、學分抵免規則，以及外國學生
來校就學規定等法規修正案；還討論通過綠色
能源科技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工學院軟體工程
學分學程實施規則、歐洲財金碩士學分學程實
施規則等學分學程案修正案；並通過相關各系
的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案。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透過行政院
僑務委員會的安排，馬來西亞留臺聯總的領
袖幹部一行65人，13日蒞校參訪。校長張家宜
指出，今年本校僑生總人數中馬來西亞占137
餘位，同學們各項表現亮眼，如：華僑同學
聯誼會在社團中十分活躍。
　馬留臺聯總由24個不同校際性和地
區性的校友會組成，並為全體留臺人
之最高代表機構，該會今年的總會長
由淡江校友李子松擔任，李子松直
呼：「很榮幸回到母校」。他表示，
擔任會長一職，首要是把留臺聯總的
幹部們帶至淡江，使他們了解本校的
教育發展。他也推薦 留臺聯總 的成
員，能將子女送至淡江念書。
　簡報座談由張校長主持，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前教育部長暨本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教授吳清基共同接待。他表示，馬總統曾多
次提及留臺聯總，並以留臺聯總成員的成就
為榮。來訪嘉賓另參觀宮燈教室、圖書館、
海事博物館、以及文錙藝術中心。

　【本報訊】101學年度的應屆畢業生有福
了，資訊處推出「學生版微軟授權光碟」方
案，提供5種選擇購買Windows8專業升級版和
Office2013專業版，購買和付費方式請詳閱碁
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微軟學生版光碟訂購
專區」網頁（網址為http://software.gotop.com.
tw/StudentOrderTKU101.aspx）。任何問題請
逕洽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吳小姐，電話：
（02）2788-2408轉874。

　【記者吳泳欣、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管科所校友徐航
健捐款1.2億元簽約儀式於16日下午4點，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校長張家宜率三位副校長等一級主管，感謝其回
饋母校善舉，並致贈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親筆題字
的「守謙」墨寶予徐航健。
　張校長致詞時感謝徐航健為本校創造新的里程碑，創辦
人張建邦博士得知消息也感到非常高興。張校長表示過去
校友捐款以系所為主，首次以興建本校大樓的計劃凝聚校
友向心力，期待帶動更多校友捐助，她更以徐航健的投資
專業，比喻本校是績優股，勉勵大家共同為本校的永續經
營繼續努力，張校長指出，校友徐航健為感念父親，以父
親徐守謙先生之名，命名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本
校國際會議中心還有會議廳等著校友來命名。」徐航健則
讚揚本校在張校長帶領之下校譽持續提升，指出校友在企
業的表現也深獲好評，「淡江擁有便利的地理與交通優
勢，相信興建國際會議中心將有助提升本校聲譽與國際學
術活動。」
　管科系系主任莊忠柱帶領管科所學弟妹出席盛會，並
獻花感謝學長徐航健的 捐贈。隨後總務長羅孝

賢以「淡江六六，創新紀元，打造七星級國際會議廳」為
題，說明興建大樓四大需求：第一，滿足大型國際會議需
求；第二，釋出現有會議室空間，提供教學研究使用；第
三，提升校內住宿與餐飲服務品質；第四，擴展本校形
象及國際知名度，「利用2018年即將完工的輕軌和淡江大
橋，四海通渠的區位優勢，將以新專業、新國際、新資
訊、新未來、新管理、新休閒、新生活七項新指標，打造
地上5層樓和地下2層樓共7個樓層的七「新」級會議廳。
基地選址在紹謨游泳館旁的溜冰場及籃球場，預期將於民
國105年，即66週年校慶時落成啟用。對於師生，滿足對
學術研討會及外賓住宿的需求；對於校友，提供企業教育
訓練和旅遊住宿的規劃；對於社會，則是行銷淡江，並提
供會展產業人才認證。」
　適逢今年是品德年，張校長讚揚徐航健不僅孝敬尊長、
關懷行善，也是公民實踐的最具體表現。中華民國校友總
會會長羅森表示，對校友徐航健此次大額捐款的行為深感
榮幸，「本校的教學造就了學生踏實、謙虛的品德，成就
了傑出的校友，而傑出造就了資歷，使得校友們懂得守謙
並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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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1(二)
19:00

公行系
D501

聯合報總經理孫志華
CRM架構下集團發展策略意圖

5/22(三)
19:10

財金系
D223

崇越科技董事長郭智輝
企業成長策略

5/24(五)
19:20

財金系
D406

元富證卷副總經理陳志偉
風險值VaR系統之架構與應用

5/25(六)
9:10

保險系
D403

產險公會理事長戴英祥
產險業的危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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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0(一)
10:10

英文系
T212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壬癸
教研相長-我的學術歷程

5/20(一)
10:10

亞洲所
E302

勵馨基金會國際事務組長安東尼 
(Anthony Carlisle)
The Global  Campaign to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中止對婦
女行使暴力之全球行動

5/20(一)
13:10

化材系
E830

臺灣大學醫工所博士後研究員張旭賢
專利檢索分析之方法用於研究的創
新與開發

5/20(一)
14:00

生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臺灣著作權保護基金會法務經理
李中生
著作權嘻遊記

5/2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輔仁大學化學系教授陳元璋
Charge-Transfer Excited States 
w i t h  ( R u t h e n i u m a m m i n e ) -
(Mono-dentate Aromatic Ligand)
Chromophores

5/20(一)
16:10

法文系
T604

華夏蠶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孫琇杏、法文系友會榮譽理事
長陳忠全
未來生涯規劃

5/20(一)
16:10

文學院
學生活動中心

消防署災害管理組組長林金宏
活著離開-火災及地震逃生要訣

5/20(一)
19:00

創業研習社
L412

E-gogogo總經理李文民
社會新鮮人－職場指南

5/20(一)
19:00

關懷動物社
O306

動物行為專家戴更基
狗狗的圖像行為講座

5/21(二)
10:10

德文系
T605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邱一徹
德文與我的人生

5/21(二)
14:10

水環系
E830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海科技研究
所助理教授謝志敏
波浪通過人工底床之數值模擬研究

5/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Prof. Sulabha Kashinath Kulkarni
Department of Physics,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 
Research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of 
Nanostructures

5/21(二)
15:10

保險系
B505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
長賴清祺
我國保險業國際化之前景

5/21(二)
16:10

財金系
B506

臺灣期交所副總經理邱文昌
我國期貨市場競爭態勢與發展策略

5/22(三)
8:10

國企系
B120

利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周啟陽
農業科技創新-植物工廠

5/22(三)
10:10

產經系
B603

海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昇誼
進入職場成功的第一步:如何撰寫求職
履歷表

5/22(三)
10:10

亞洲所
T507

中鹿營造董事長小野寺俊博
日本經濟與建設業

5/22(三)
13:00

產經系
B302G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王道一
How Expert Advices are Biased 
by Multidimension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How to Decipher 
T h e m ) :  A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Implementation of Multi-Sender 
Cheap Talk

5/22(三)
15:10

生輔組
SG321

講師陸奕夫
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專題演講:預防
性安全駕駛

5/22(三)
18:00

大傳系
O202

導演陳坤厚
電影場景的昨日與今日

5/23(四)
10:00

文創中心
L412

文化大學前校長李天任
文創的好色之途

5/23(四)
10:00

英文系
FL204

Dr.Paul Kei Matsuda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in English 

5/23(四)
10:10

亞洲所
T511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聯絡官趙顯珪
北韓核武問題與南北韓關係

5/23(四)
10:10

法文系
B115

瑪德蓮書店咖啡負責人周品慧
浪漫中的嚴謹

5/23(四)
12:10

英文系
FL204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助理教
授郭令育
How does  an  Eng l i sh  ma jo r 
become a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5/23(四)
13:10

保險系
B613

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講座教授施茂林
法律風險管理之層理剖繪與發展

5/23(四)
14:10

資工系
E819

銘傳大學資工系系主任李御璽
在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挖掘(Data 
Min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5/23(四)
14:10

機電系
E830

曜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任中杰
二十年的變與不變

5/23(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南寶化工董事長孫德聰
崑山臺商重建慧聚寺始末

5/23(四)
18:00

職輔組
Q409

財團法人法人創新智庫暨企業大
學基金會執行長陳曉蓁
啟動向上管理的智慧，主管變貴人

5/23(四)
18:30

未來所
滴咖啡

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To die or not to die-死刑之外的另
一選擇

5/23(四)
18:30

大傳系
O202

攝影創作者馮文星
從圖片影像看淡水的今昔-城市容
顏的永恆觀照

5/23(四)
19:00

臺北市淡江
校友會
E509

憶點通工作室講師 李永斌
職場「憶」鳴驚人~「記憶術」增
強職場競爭力的秘密武器

5/24(五)
10:00

產經系
B918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燕淑
出口、FDI與最適環境稅

5/24(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兼副所
長簡錦漢
The impac t  o f  educa t ion  on 
m o r t a l i t y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a 
compulsory education reform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1(二)
12:00

英文系
FL204

台北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劉慶剛
「通識英文與教學策略」工作坊

5/21(二)
14:00

資圖系/職輔
組

B428

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編
輯暨版權行銷總監陳秋玲
創新出版：從編輯人、行銷到兩
岸版權交易平臺

5/21(二)
13:10

資工系
G315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專案
經理林言彌
互動電子閱讀App之應用與趨勢

5/21(二)
15:00

化材系
E514

臺灣中油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所
長吳榮宗
生質能源之綠色未來

5/21(二)
15:10

土木系
B712

處長許規泰
Tekla軟體之工程應用

5/22(三)
15:00

資圖系/職輔
組

L30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
主任王麗蕉
檔案管理

5/22(三)
15:00

日文系/職輔
組

L416

旅臺日本人職業作家、旅遊創作片
倉佳史
從鐵道文化資源來設計臺灣旅遊觀
光路線

5/23(四)
14:00

企管系/職輔
組

L416

美商韜睿惠悅企業顧問臺灣總經
理魏美蓉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之實務
案例研討

5/23(四)
14:00

機電系/職輔
組

E830

思愛普軟體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全
球技術支援總監張容展
軟體發展與未來

5/23(四)
14:00

校服暨資發處
T306

龍華科技大學研發長潘亞東
訂單培育企業人才經驗分享座談會

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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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主持人-口譯+臺風+臨場應變

5/24(五)
8:00

電機系/職輔
組

E214

名世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電子
工程師黃建達
ECG heartwave 演算法應用於
MATAB處理

5/24(五)
10:00

學發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樂生涯管理顧問中心執行長藍如
瑛老師
人際溝通一把罩

5/24(五)
10:10

資工系
G315

嘉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行動應用
軟體開發部經理張昀煒
IT人，進入職場之前，你要準備什麼？

5/24(五)
10:30

企管系/職輔
組

B506

緯創資通總經理特助王芯依
如何成為稱職的國際行銷人才

教學
卓 越

張紘炬數理統計走向全世界

3版

徐航健：1.2億拋磚引玉 23萬校友共建淡江

　【本報訊】本學年度畢業考將於27日至6月
2日舉行，同學須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
卡、駕照等應考。學生證遺失者，可於考前攜
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學
生證補發。教務處提醒，請同學詳閱並遵守考
場規則，不得有違規或舞弊行為，違者依考場
規則議處。畢業考試適逢上課同學，得持考試
小表向任課教師請假，以參加畢業考試。

馬留臺聯總65人蒞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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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重衛生勤洗手
2要遠離禽鳥

3要吃熟食

期中退選 教務會議通過

　【本報訊】化學博二王彩惠日前獲得國科
會補助，將於暑期赴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理
工學部化學系進行8週的研究，本年度獲補助
者共21位中，只有兩位是私校生。
　王彩惠以「合成具高度手性之六萃并寇衍
生物與液晶性質探討」為題，研究手性和旋
光性相關內容。她表示，因指導教授徐秀福
的實驗室和慶應義塾大學理工學部化學系教
授山田徹的實驗室長期有學術上的往來，且
和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相關，因此參加這申
請計畫，期望此行中，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實
驗室經營模式和做事方法，將研究經驗帶回

臺灣分享，並在研究上相互合作。
　王彩惠指出，很開心能獲得補助前往日本
學習，預計7月7日出發，目前和大家一起準
備赴日的研究內容，在日本的8週期間將與山
田徹的實驗室共同完成此次研究成品，她謙
虛地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功勞，是大家的
鼓勵和支持，才能獲得這次機會，會好好把
握，並努力完成此次研究。」該項補助由國
科會與日本交流協會合作，為促進臺日青年
研究人員交流，擴大學術研究視野，補助臺
日博士生暑期赴日研究參訪考察，補助項目
包括，機票、生活、研究、保險等費用。

畢業考27日起舉行

　【本報訊】本校受教育部委託，2012年11月21日在
日本姊妹校法政大學設立「日本臺灣教育中心在日辦
公室」，以強化臺日學術合作與交流。而日本法政大
學感謝本校的協助，期能促進與臺灣之間的各項交
流，在臺北校園D321室成立臺灣事務所，且於24日
（週三）下午4舉行揭幕茶會，由法政大學總長增田
壽男（Toshio Masuda）將親自率團來校主持，以表
達對臺灣的重視與感謝之意。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本週三（22
日），覺生紀念圖書館開放汰舊期刊索贈，
並請自備環保袋。索取期刊依地點分為總館2
樓203指導室、鍾靈分館（鍾靈化學館3樓）、
臺北分館（臺北校園5樓），各館索贈時段和
期刊淘汰清冊請上圖書館網站查詢（網址：
http://blog.lib.tku.edu.tw/post/2/5533）。

圖館22日索贈汰舊期刊

化博王彩惠獲國科會補助赴日研修
應屆生授權光碟5優惠

夏季蛇出沒！小心
　【本報訊】7日上午8時，安全組在化學館前
捕獲一條約4尺長的無毒錦蛇，並放入布袋交
由淡水消防局處理。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
因天候日漸升溫，是蛇類出沒頻繁季節，請全
校師生外出時留意堤防遭蛇咬，校園中若有發
現時請通報安全組。

　「2013文錙盃學生e筆書法比賽」於13日至
17日在書法研究室舉行，學生熱情參與，且
管科系學生還相約參加，比賽時依指定內容，
在60分鐘內使用e筆系統自由書寫。參賽者歷
史四張庭華表示，曾聆聽過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張炳煌介紹ｅ筆書寫系統，因而產生興趣，
「但使用後並沒有想像中容易，需要時常練
習，但上手後覺得有獲獎的機會。」而參賽者
英文一胡暄指出，6千元的冠軍獎金是吸引她
參賽的主因，比賽中她以多年的書法資歷運用
楷書書寫唐詩「客曉」。獲獎及相關訊息，將
公布於中文系及書法研究室網頁。（文／鄧晏
禎、攝影／賴意婕）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
院首度舉辦「專任教師著作聯展-讀千
本書行萬里路」，於13及14日在外語大
樓大廳外語特區走廊，展出外語學院6
系教師著作，包含272本著作、譯作及
升等論文，其中有外語學院季刊《世界
文學》、英文系《淡江評論》、德文系
《淡江德語文論叢》。外語學院院長吳
錫德指出，全院每位教師展出著作，平
均約有2.5冊。校長張家宜在為外語週剪
綵後，也前來仔細觀展。吳錫德談到，
藉由此次展出，對各系教師創作之著作
是一種肯定，也增進師生彼此的了解。
另外，學生的觀展會以教師為楷模，進
而提升讀書風氣。他也談到，學校將譯
作列為教科書，無形中也鼓勵教師投入
譯作行列。他透露，未來展出將加入與

出版中心合作重新出版之《西洋經典名著譯
叢》，相信明年的書展將會更熱鬧！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
處於15日在體育館舉辦「品格夜店」，首度
重現夜店實況，由校長張家宜和學務長柯
志恩帶領體驗有品夜生活。開場邀請「Mr. 
DINNER」樂團帶來組曲炒熱氣氛，接續張
校長發言，「品德無所不在，無論我們身在
何處，都要重視品德；期待可將淡江變成有
品德校園。」品格夜店透過3齣類戲劇呈現，
工作人員藉由飾演無奈DJ、孤單女客人及夜
店女王，以真實故事探索目中無人富二代、
不相信真愛的業務員，以及天真浪漫女孩，
在五光十色、令人迷醉的夜店氛圍中，除了
絢爛際遇外，還試圖隱藏孤單內心世界。
　「狂歡數小時後，你得到想要的嗎？」柯
志恩說明，「重現夜店場景，讓同學分享彼
此的價值觀；將爭議性話題用生活化表現，
並探索不同面向。」因此，主持人彭韻治在

每齣表演結束後，由教心所研究生擔任桌
長，引導各桌學生探討，包括「你為何想跑

夜店？」、「如何吸引他人目光？」及「如
果看到女友穿超短裙在夜店跳舞」，引起同
學們踴躍提出看法，例如「我想要尋找快
樂、放鬆，還有認識朋友。」、「我不能忍
受女友和別人熱舞。」最後，彭韻治在劇末
後提問「酒醒後是否一切都還很美麗呢？」
讓現場參與者有深思的空間。
　中文三傅志學直呼，「真的很不一樣！朋
友都說過去跑夜店，不知道要幹嘛，可是今
晚活動有主題，與道德相結合，很另類、有
趣！且用戲劇手法引導思考，雖然這很難具
體說明為何想去夜店，但我相信我會開始學
習過著有品夜生活。」最後，柯志恩表示，
「我很感動與驕傲這次活動很成功、圓滿，
謝謝所有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而這絕對
是屬於所有學生的舞臺，希望可促進校園品
德文化的深耕。」

   疾管局、本校衛保組和淡江時報關心您

　15日學務處在體育館舉辦品格夜店活
動，以情境劇方式引導讓學生思考，夜店
迷醉氛圍。（攝影／賴意婕）

　16日下午舉行管科所校友徐航健（左三）捐款1.2億元簽約儀式，
為感謝其回饋母校善舉，致贈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親筆題字的
「守謙」墨寶予校友徐航健，校長張家宜（左二）、總務長羅孝賢（左
一）、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右一）、秘書長徐錠基（右二）合
影。（攝影／謝佩穎）

e筆書法賽即席揮毫
品格夜店上演情境劇探討迷醉世界

外語學院教師著作聯展

日法政大學辦事處在臺北校園

　外語學院於13、14日首辦專任教師著作
聯展，校長張家宜（右）前往參觀，且德
文系系主任鍾英彥（左）陪同說明。（攝
影／吳佩穎）

校友徐航健回饋母校 師生喝采
• 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說：「興建國際會議中心是有必要性的，且大部分的大專院校都已

經擁有國際會議中心，本校也需要一個場地能夠舉辦研討會和接待外賓，而有確切的目
標在募款上也較容易。」他認為學校發展和校友募款有很大的關聯性，當系所獲得的募
款越多，就能運用在提供獎學金或是提升教學設備，也能藉此提高學生學習參與意願。

• 管科系副教授陳水蓮同樣認為在全球化的教育之下，興建國際會議中心是必要的，同時
也對於校友的認同感以及回饋母校感到相當驕傲。

• 土木四陳奕帆表示：「感謝學長對學弟妹的投資和肯定，期待能享受到這優渥資源，以
及國際會議中心所帶來的附加價值。」

• 土木四葉建廷表示：「希望這棟大樓在建造時，可讓相關科系的師生參與其設計或建造
團隊，提供學生們更多實際經驗，也期待在這棟新大樓裡規劃適當的社團使用空間，方
便學生使用。」

• 管科三范珵勛表示：「我覺得學長實在太厲害了，我真的是轉對系了！希望未來能跟學
長一樣有出息，賺很多錢回饋學校，不過我要指定給鋼琴社使用。」

• 管科碩一蔡宜軒認為，校友事業有成而回饋母校是很好的行為，未來會想看看興建完成
的大樓，並且之後有機會也想效法校友的行為，為母校貢獻一份心力。（記者楊惠綾、
林妤蘋、黃怡玲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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