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鄧晏禎淡水
校 園 報 導 】 本 校 日
前 榮 獲 台 灣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會 「 1 0 1 學 年
度 推 行 輔 導 工 作 績
優學校」，於上月26日在臺北市立大學接受
表揚，諮輔組組長胡延薇受邀針對「學校本
位輔導工作實踐」主題，分享本校的輔導經
驗。她感動地說：「本次為第四度獲選績優
學校，能獲獎是很大的鼓勵。」
　胡延薇說明，本次審核內容著重學校本

位，針對各校在輔導諮商工作是否重視專業
知能和特色發展；本校為人數眾多的私校，
針對學生議題訴求心理健康，以預防勝於治
療概念來進行輔導工作，除導入社工經驗進
行個案管理、與社區醫療長期合作、發展e化
心理諮商等皆深受評審好評。胡延薇表示，
評委尤其看中本校的諮輔創意，會結合學生
的需求推展相關輔導方案，以學生本位出發
來提昇輔導工作的效益，她感謝各級主管、
導師、教官、各院院長、各級系主任等全校
教師的支持與協助，「心理諮詢工作有點像
食品安全，平時需做好基礎建設、發揮同儕
力量用適應的角度來關懷學生，希望學生能
在大學的第一哩路中確保身心健康。」
　上月28日起在商管大樓門口，諮輔組以
「 擁 抱 失 戀 ， 迎 向 陽 光 」 和 「 你 性 平 了
嗎？」為題擺攤宣導，由讚美社協助，透過
寫小卡片給失戀者及填寫問卷拿禮物的方
式，來建立正確愛情觀和性別觀。西語二林
羿伶覺得能鼓勵失戀的人很有意義！

　 【 本 報 訊 】 6 3 週 年 校 慶 即 將
到 來 ， 淡 水 及 蘭 陽 校 園 將 展 開
一 系 列 慶 祝 活 動 。 8 日 為 本 校 校
慶，9日（週六）訂為校友返校日
Homecoming Day，將於淡水校園
舉辦校慶慶祝大會、校友返校活
動，系慶活動、藝文活動、學生生
活動及其他活動等。
　校慶慶祝大會於紹謨紀念體育館
7樓頒發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
獎。育成中心舉辦跨業聯誼會成立
大會暨育中心靜態成果發表會。今
年本校獲得友善校園獎及體育績優
獎，藉此一起分享校慶的歡愉。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舉辦校友返校
活動，包含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員
大會、校慶校友返校活動、菁英校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為
凸顯教學特色及彰顯本校數位化及國際化的
教學目標，自1日起開放義大利語、拉丁文、
法語、日語、西班牙語、俄語等6門入門雲端
課程供全校師生免費選讀。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強調：「這是全國首
創的福利，數位化網路教學是未來趨勢，希
望透過雲端課程向全校分享，累積本校數位
資源，並且藉由多種外語讓學生邁向國際
化。這些數位課程是由實體教室側錄，再經
過遠距組後製完成，經校長同意，免費開放
供本校師生選讀。預計2年內將錄製至少20門
外語課程，將來亦考慮開放供社會人士付費
選讀與提供校友優惠方案。」
　外語學院自101學年度開始規劃外語入門雲
端課程，目前已先錄製完成6個語種，今年8月
至9月底共有3,604次點選，成績亮麗。吳錫德
表示：「外語學院率先錄製社會所需，免費
提供給在校生自由選讀之眾多外語入門數位
教材，大大提高媒體曝光率及社會形象，不
但引起中央社及聯合報等重要媒體報導，並
獲各界嘉許，英業達（Inventec）公司經理且
為本校數學系新生家長林昭良，因而組團與
本院洽談合作及提供校外實習事項。」
　本校同學只要進入Moodle遠距教學平臺，

輸入學號、密碼，點選外語學院課程類別
「外語入門課程」即免費收看錄製完成的義
大利語等6門課，其他外語入門雲端課程將陸
續在Moodle教學平臺開放，歡迎多加利用。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5(二)
13:00

觀光系／
職輔組
CL404

如果兒童劇團(由[水果奶奶]趙自強
先生領軍)成員-羅國強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提升肢體及
語言表達的就業競爭力

11/6 (三)
8:00

國企系／
職輔組

B617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教
授楊佳翰
Desig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11/6 (三)
10:00

會計系／
職輔組
Q201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行政副總
經理林志雄
會計人職涯規劃

11/6(三)
18:45

國際處
驚聲國際會

議廳

曾駐海地大使館參事張文雄
國際禮儀專題講座

11/7 (四)
12:10

學發組
 I501

奇師文苑負責人博士黎珈伶
馬上學會榜首的K書關鍵秘訣

11/7 (四)
13:00

大傳系／
職輔組
Q306

八大導演、製作人與監製黃朝亮
如何使用視覺語言說感動人的故事

11/7(四)
14:10

資工系
E819

雅虎奇摩知識家資深工程師
江孟芬
Location prediction from check-in 
trajectory

11/7(四)
15:00

資工系
E213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楊茆世芳
擴增實境互動眼鏡使用者介面(AR 
Interactive Glass UI)

11/8(五)
12:30

教發組
I301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生江肇元
資概教學小秘訣--優良/資深教學
助理教學示範與經驗傳承

11/8 (五)
15:10

物理系
S215

Dr. Alexandre Gloter
Scanning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Electron Energy 
Loss Spectroscopy studies of oxide 
thin films 

11/8 (五)
19:00

資管系／
職輔組
D409

知識安索帕副總經理兼知識長
邱元平
網際網路搜尋與網路行銷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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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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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909期

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校慶蛋捲節9日
敲響情人夢

2版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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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的健康的績優體育

法文系系慶文化巡禮中3版

淡水蘭陽校園同步展開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4(一)
10:10

電機系
I501

宙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智裕
反思目前台灣的就業現象－給年輕學
子思維上的建議

11/4(一)
13:00

西語系
覺生紀念圖
書館閱活區

輔仁大學副教授李素卿
小馬諾林(Manolito Gafotas)的異想
世界

11/4(一)
15:10

亞洲所
T507

明治學院經濟學系教授神門善久
安倍經濟學再興戰略-TTP與農業
篇(日文演講)

11/5(二)
10:10

歐研所
T306

Dr. Zsolt Gal
The European Financial Crisis-its 
root and consequences

11/5(二)
10:10

戰略所
T505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兼所長
蔡東杰
淡江戰略論壇－國家安全戰略高
階講座：國家安全與建構主義

11/5(二)
13:00

西語系
覺生紀念圖
書館閱活區

淡江大學副教授宋麗玲
西語國家兒童文學週-古巴詩人
馬帝( José Martí )《以實瑪利詩
篇》賞析

11/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Dr. Soe-Mie Foeng
Physical analysis for polarization of 
light by media

11/5(二)
14:10

水環系
E830

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簡昭群
水資源營運管理

11/5(二)
15:00

數學系
S104

中研院院士劉太平
Green's Function

11/5(二)
15:00

法文系
SG602

Directeur Boutique Cartier葉裕煒 
語言帶給你閃亮的人生

11/5(二) 
15:20

財金系
B713

寰宇財經課程講師戴柏儀
證券投資技術分析之運用技巧

11/5(二)
16:10

中文系
L307

會計系畢業校友尚鳳華
傳統藝術裡的語文表達-崑劇：朱
買臣休妻(第三齣：癡夢)

11/5(二)
16:10

資傳系
SG321

台灣傑出發明人協會榮譽理事長
兼督導陳鴻偉
創意與發明

11/5(二)
16:30

建築系
Q409

銘傳大學建築系所專任助理教授
褚瑞基
Pleasure of architecture theory

11/5(二)
19:00

職場達人社
E305

知名作家貓眼娜娜
一字千金賺很大

11/5(二)
19:00

歐洲聯盟學社
E510

中央研究院教授洪德欽
歐盟的食品安全與管理

11/6(三)
10:10

歐研所
T306

前駐德國代表處代表魏武煉
淺談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11/6(三)
10:10

通核中心
H107

創意總監鄭運鴻
機器人的演化、分化與虛化

11/6(三)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張育誠
職涯講座--面試技巧

11/6(三)
13:00

西語系
覺生紀念圖
書館閱活區

台東大學副教授杜明誠
西語國家兒童文學週-童詩與科普文
學：從Pablo Neruda的兩首詩談起

11/6(三)
13:10

歷史系
L401

兔將影視全球事業發展部協理黃俊傑
3D電影大未來與雲端科技

11/6(三)
13:10

職能福利組
驚聲國際廳

台北市專業秘書暨行政人員協會講
師游美未
基層行政人員班-「辦公室與校園
禮儀」課程 

11/7(四)
10:10

企管系
B703

85度C協理張佶文
天下嘉農～85度C國際化學習報告

11/7(四)
12:00

育成中心
SG321

馨禾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貴珠
美膚健康講座-如何成為凍齡美女

11/7(四)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李夙敏
職涯講座--創新思考力

11/7(四)
13:00

西語系
覺生紀念圖
書館閱活區

淡江大學副教授林盛彬
西語國家兒童文學週-Juan 
Ramón Jiménez的童詩

11/7(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兼任助理教授博士何金新
如何面對認知與迴避之抉擇

11/7(四)
14:10

產經系
T505

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所長林仲威
大型公民營企業就業甄試策略

11/7(四)
15:10

法文系
B119

北京薇娜利雅總經理黎乃滌
我最美麗的一場邂逅 
Channel 香奈兒培訓經理何梅
我的精品人生

11/7(四) 
16:10

財金系
B616

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所長
林仲威
金融從業人員的人格特質與準備

11/8(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莊英俊
雲端行動浪潮下，數位內容的契機

11/8(五)
13:00

西語系
覺生紀念圖
書館閱活區

靜宜大學副教授林玉葉
西語國家兒童文學週-淺談馬杜德
(Ana María Matute)的兒童文學
書寫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教學

卓 越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6(三)
13:00

諮輔組蘭陽
校園主任室

CL404

中華創造學會副秘書長蔡巨鵬
生涯規劃講座-夢 想就去做！

11/7(四)
13:10

全創院
CL43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授莊淇銘
社會規範與個人潛能

新生志願序大幅提升 前進高中見成效
　【記者趙巧婷、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招
生組將於9日上午10時在淡水校園舉辦第3屆
「擁抱蛋捲－102淡江大學生活體驗營」，邀
請北北基地區各高中學生參觀本校，並參與
校慶活動。希望能藉此加深高中生對本校印
象，進而提升就讀本校之意願，截至上週已
有近140名高中生報名。
　上月30日召開本校招生委員會103學年度第
2次會議，教務長葛煥昭專題報告〈102學年
度大學日間部入學新生資料分析〉。tm「大
學考試入學分發」新生志願序，本學年度新
生將本校學系選填1至10志願之人數，從26.0%
大幅提高至37.4%。另就100至102學年度與同
性質11所大學（輔仁、東吳、元智、中原、

世新、實踐、逢甲、靜宜、東海、銘傳、文
化）指考成績排名比較，本校排名仍維持第5
名不變。
　葛煥昭從新生資料分析，100至102學年度入
學新生高中來源學校，各地區的比例並無太
大差異，65%以上學生均集中於北部地區。其
次是南部地區，推測原因為該區沒有與本校
同性質的私立大學。所以建議各學系持續配
合「前進高中計畫」，打破地緣關係積極招
生宣導，招收更多非北部地區的學生。教務
處將更進一步規劃南部地區高中學校為合作
對象，讓本校未來新生能呈現更多元化！依
據數據顯示，102學年度各系負責推動成果，
前3名分別為中文系、大傳系、保險系。

管理科學學會5日蒞校訪視

外語學院6雲端課程免費選讀

盲資中心桌遊講座 趣談職涯發展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盲生資
源中心於上月23日晚上為身心障礙學生舉辦
了一場「少年奇幻漂流，桌遊淺談職涯」講
座，邀請實踐大學資源教室輔導老師洪瑞聲
分析職涯發展以及求職技巧， 18位學生參
與，過程中歡笑聲不斷。
　活動將同學分為2組進行桌上遊戲，藉由趣
味體驗，讓身心障礙生從中了解自己的職業
興趣及取向，提早做好生涯規劃。盲生資源
中心輔導老師張閎霖表示，如此才能建立同
學正確的職涯態度，並培養職場需要的核心
能力，及就業必備的相關技能。公行二陳琦
翰認為，在遊戲中要和其它玩家互相競爭，
來爭取最高積分，在競爭中卻也需要團隊合
作及互相溝通，達到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讓我們了解到將來進入職場中也會遇到類
似的過程，簡單桌遊也有豐富收穫喔！」

國科會研究案260件通過

加退選補繳退費24日止

統計系慶50年席開50桌

淡江時報 徵選活動開始

徵選辦法，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

品德之星

詩人但丁：智慧若有不足，可用品德來補，
但品德不足時，則無法用智慧補足。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5(二)
18:20

資工系
D503

中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林潮文
資訊安全碼─源碼檢測

11/6(三) 
20:00

財金系
D406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林建甫
兩岸新經貿關係發展與展望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委託中
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於5日蒞臨本校，就「101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之運用進行實地訪視，審查委員將到淡
水校園與蘭陽校園兩地進行相關單位的資料查
核，也將晤談12到16位教師，藉此瞭解本校經
費執行成效，並在綜合座談時就當日查核情形
提出建議，作為本校後續改善之依據。

品保處表示，本校於101年度獲該項補助經
費逾1億3,298萬元，皆已分配支用於「充實、
改善軟硬體」、「改善師資及研究獎勵」、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及研究生獎助學
金」、「辦理環境安全衛生」、「改善游泳池
熱泵節能系統」及其他獎勵補助等項目，並於
本校財務處網頁公告詳細支用內容及執行成
效。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依研推組統
計，本校教師102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案，截至10月23日止，申請總件數為537件，
申請率為為72.47%，核定通過件數260件，通
過率為48.42%。其中工學院申請率為百分之
百，為通過件數最多84件。去年總件數申請率
75.4%，通過率為50.4%，較去年下滑。各學院
通過率排名是理學院70.49%，工學院56.76%，
外語學院46.43%。通過件數第一為84件的工學
院，其次為商管學院72件，理學院43件。

WOS國際顧問8日有約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如何撰
寫論文，投稿到優質期刊網站，提昇論文能見
度嗎？圖書館參考組邀請任職於新加坡湯森
路透的甯寧博士，將於8日10時在I501，演講
「與WOS國際顧問有約—搭乘科研高鐵，提
升研究國際影響力」。甯寧擔任科學與學術研
究的解決方案顧問，橫跨鑽研電路與系統、材
料與裝置以及計算神經科學等領域，並在國際
著名同儕審查期刊及會議論文中發表六十多篇
論文，將介紹如何運用引文協助研究、論文寫
作要領、掌握期刊投遞以及利用論文提升影響
力（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
後收退費辦理時間至24日止。補繳、退費單於
上月28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 （就
貸生暫不辦理），財務處表示請同學簽收後務
必儘速至出納組B304、臺北校園D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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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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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期
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文創工作坊報名週三截止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繼2日衍生商
品設計與行銷加值工作坊後，文創中心將於
10日上午10時，在E301舉辦「文創元素開發
工作坊」，邀請對文化創意及商品設計有高
度興趣和熱忱的學生踴躍參與。活動報名至6
日（週三）止，請至報名系統（http://enroll.
tku.edu.tw/）報名，或洽文創中心專員楊宜
甄，校內分機2323。
　在本次工作坊中，邀請天晴設計事務所設
計總監易瑋勝，分享衍生商品設計開發與輔
導的豐富經驗，此活動將講授文創元素開發
之策略，以及將文創素材融入生活脈絡和進
行文創元素開發個案討論與實作。　

   統計系創
系50週年慶
祝大會暨餐
會，系友返
校，場面壯
觀。（圖／
統計系提供
合成照）

　諮輔組於上月28日在商管大樓門口，擺
攤宣導「擁抱失戀，迎向陽光」和「你性
平了嗎？」。（攝影／吳國禎）

友會迎新活動等。 
　 一 系 列 活 動 已 經 開
跑 ， 包 含 各 系 系 慶 活
動、校慶運動會、校慶
園遊會、蛋捲節、米食
節及蘭花展等活動，蘭陽校園則有師生路跑、
球類錦標決賽、園遊會等活動。
　藝文活動方面，文錙藝術中心舉辦「弦舞在
淡江」經典室內樂4+5、「台灣現代14名家邀
請展」活動。「台灣現代14名家邀請展」活動

時間為8日至12月22日，邀請到在30-50年代
畫壇14位重量級的現代繪畫藝術家前來參展。
展覽作品以西畫為主，表現方式有具象、抽
象、新寫實、新表現等相當具代表性的臺灣現
代繪畫作品。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
導】統計學系於上月26日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辦「統計學系創系50週年慶祝大
會暨餐會」，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統計系系主任吳淑妃、淡江大學系
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及統計系系友會
會長石明煌等人皆出席，吸引逾400位系友前

來共襄盛舉，並在學生活動中心席開50桌，場
面壯觀。虞國興表示，「學校從以前到現在有
很大的不同，感謝大家不遠千里而來，本校畢
業生一直以來都在企業愛用榜上有名，能有此
成果都是各位在各行各業優異的表現，對一個
學校來說50週年不算長，統計系未來的成長需
要大家的協助與督導。」（文轉三版）

員福會率167人暖壽登觀音山

志願序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10 574人 20.9% 664人 26.0% 1009人 37.4%

11-20 711人 25.9% 672人 26.3% 755人 28.0%
小計 1285人 46.8% 1336人 52.3% 1764人 65.4%

　在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新生志願序分析中，本學年度新生志願序前10名人數比去年大幅提
昇。（資料提供／教務處）

　為慶祝本校63週年校慶，上月27日由員工福
利委員會與童軍團合辦「全校觀音山健行」活
動，共有167位教職員生及眷屬參與！登觀音
山為本校悠久傳統，今年由員福會主任委員宛
同、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帶領攻頂，童軍團
以「登得愈高，望得愈遠」標語鼓舞大家。宛
同表示，這是繼42年後第二次爬觀音山，很高
興同仁參加踴躍，鼓勵大家走出辦公室。今年
首次50位陸生參與，來自廣東資工二的許佳煒
說：「第一次來爬觀音山，風景很美，平常有
空一定會再來！」（圖、文／賴意婕）

淡江大學校慶

週年

　本校4度獲得推
行 輔 導 工 作 績 優
學 校 ， 由 諮 輔 組
組 長 胡 延 薇 代 表
受 獎 。 （ 圖 ／ 諮
輔組提供）

本校4度獲頒輔導績優學校

63週年校慶 校友9日Homeco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