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現任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謝志偉、德國波
鴻魯爾大學教授Roland Harweg等，來自德、
日、韓以及本地的教授、學者們，近80位共襄
盛舉，一同討論書寫與口說德文之不同，尤以
在教學現場的實務經驗為主，分享與建議。
　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說明：「希望藉由這樣
的研討會，讓各校老師互相分享教學經驗所遇
到的書寫及口說德文的議題；讓德、日、韓的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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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邀
請昱晶能源科技副總經理劉偉澍，為本校二
級主管及基層行政人員演講「邁向成功之
路，職場必備核心職
能」課程，共172人報
到上課。
　劉偉澍歸納職場工
作必備有18項核心職
能中，特介紹最重要
的前5項：1.溝通技巧
2.改善人際關係3.樂在
工作4.時間管理5.壓力
管理等，並舉實例加
深同仁印象。商管學
院專員蘇美機分享，
老師準備課程內容非
常豐富，還提到健康
養生的觀念，最重要

的是，要有決心及毅力，把上過的課程落實
於生活中。人福組表示，102學年度第1學期
「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一級主管未開課
程還有名額，歡迎同仁報名參加。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會計學
系16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創系50週
年慶祝大會暨餐會」，席開45桌，參加
人數逾450人。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
會計系系主任張寶光及系上師長皆出席
參加。邱建良表示，看到許多系友回娘
家感到非常高興，會計是專業領域，學
生就職後在公司肩負很重要的責任，相
信未來會計系畢業學子的表現也會非常
傑出。張寶光說，適逢50週年大壽，為
迎接校友，在院長及各位主管支持下，
全系總動員籌辦喜宴，歡迎大家回來。
　活動開場由僑生醒獅團以精湛的舞獅表演，
吸引全場目光。接續有華麗的佛朗明哥舞蹈、
校友歡唱的卡拉OK時間，以及午後在覺軒花
園舉辦的茶會，校友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會計
基金會董事長、現任南僑集團董事陳進財校友
說：「身為會計基金會董事長，50系慶一定要
來，今天眾多學弟妹齊聚一堂，讓人看見會計
系的向心力，內心很感動，希望這種凝聚感情
的活動一直延續下去。」

　60年畢業系友、現任兆豐銀行常務獨立董事
陳戰勝表示，系慶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活
動，看到老朋友很開心，會計是門精深的學
問，課業就是基礎工程，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
園報導】教育學院於上
週1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大師演講」，
邀請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教學系統科技學系教授
Dr. Curtis J. Bonk，以
「新興科技與學習創新
大躍進-MOOCs開放
教 育 新 趨 勢 」 為 題 進
行 演 講 。 校 長 張 家 宜
表示，很榮幸能邀請到
Dr. Bonk到校演講，並
提到自己曾看過他的著
作，因此希望透過此次
演講，讓本校開放式課程做得更確實、完整。

　Dr. Curtis J. Bonk表示，希望能讓全世界
的教育資源公開，因此積極地推廣大學的開放
式課程，透過網站平臺讓全球想自我學習成長
的人，或者第三世界中沒有較好的教育資源，
及繳不起學費而無法接受教育的孩童，都能
接受各項自己想學習的免費課程。演講中Dr. 
Bonk以MOOCs開放式線上課程為例，說明線
上開放式教學課程，不僅只是有網路就能接受

教育外，還能透過討論區讓師生在平臺上互相
交流，打破空間疆域，讓教育透過科技，達到
最全面性的有效發揮。

　Dr. Bonk表示，目前全世界已經有多所名
校已經加入開放式課程，包括美國哈佛大學、
臺灣大學等等。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
劍涵表示，開放式課程是未來全球的教育趨
勢，讓更多人有多元管道的跨國學習，從這場
演講中，讓我們更了解到開放式課程的應用情
形。

　【記者林妤蘋、吳雪儀、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導】103學年度新設的碩士班有國際研究學院
的「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資工系的「全英語碩士班」及復招歷史系碩士
班。
　國際研究學院新設的「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目前已開始招生，本學程
的課程重點是集合臺灣及亞太地區主要國家
的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內容，旨在培養
國際事物實務的人才。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
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說明此學程將以全英語為

主，而國際化的導向有助於招收外籍生，此學
程畢業門檻為24學分，修業2年即可畢業。師
資方面將請有英語教學經驗的教授來教學，本
院所開設課程都可提供學生選擇，戴萬欽說：
「這是5所全力支持的！」
　資工系新設的「全英語碩士班」將招收國內
外學生，目的是培育學生在計算機科學領域。
本學程最大的吸引點是和臺灣當地企業、海外
公司等進行跨國企業合作，增加國際曝光度，
除舉辦國際研討會外，學生還可選擇申請海
外交流計劃，每年提供2名外籍生「2年免學雜

費」的獎學金。
　現在，歷史學系碩士班103學年度已重新開
始招生。該班早期研究臺灣社會的地方學，近
年則是往區域社會史方向發展，從全球化發展
的角度反思相關議題。重新復班後，該班課程
豐富多元，增設如「臺灣環境史研究」、「歷
史人口學研究」等內容，以超越傳統史學內

涵，並結合社會學研究，朝向學際研究的方向
發展。歷史系系主任林呈蓉說：「本學期規劃
三波宣傳，希望能讓史學界師生知道這個消
息，也期盼能夠招生滿額。」招生資訊詳情請
至招生組網頁（http://www.acad.tku.edu.tw/
AS/news/news.php?class=104）。

 　 【 記 者 李 亞 庭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外 語 學
院於25日發行第1期「淡江外語報Tamkang 
News」，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淡
江外語報』是以1份報紙1個語種，一次發行6
份報紙，讓外語各系學生可擁有專屬該系語
言的報紙，從外文了解學校，教師也可將每
期報紙作為教學題材。」該報發行方式為每
學期第11週同時出刊6語紙本及電子版。歡迎
學生踴躍至外語學院索取！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5(一)
13:00

資圖系
L401

三玉顧問管理公司顧問邱鴻祥
知識創新與智慧財產權議題

11/25(一)
13:00

會計系／
職輔組
B509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郭宗銘
稅務專長

11/25(一)
13:00

學發組
E787

臺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奚永慧
【名人開講】如何自我提升英語力

11/26(二)
15:10

師培中心
H115

前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李偉文
品格決勝負

11/27(三)
8:10

保險系／
職輔組
B509

新光人壽公共事務部協理陳正輝
保險業經營

11/27(三)
10:10

財金系
B713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吳圳益
信託業概論

11/27(三)
12:10

教發組
I501

會計系副教授林谷峻
專題講座：「『英』該很有趣—英語授課
經驗分享」

11/27(三)
13:00

公行系／
職輔組

B117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
從大埔農地徵收談土地正義與公民所能
扮演的角色

11/27(三)
13:10

歷史系
L401

復興航空公司專員潘佳緹
航空業的現況與經驗分享

11/27(三)
16:00

公行系／
職輔組
B504

行政院研考會高級分析師謝翠娟
邁向電子治理的新境界

11/28(四)
10:00

日文系／
職輔組
Q409

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語專家
長谷川理恵
台灣的日語教育現況與未來的冀望

11/28(四)
14:10

資工系
E819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
葉啟棟
資訊通路業商業模式的創新

11/28(四)
17:00

資圖系
B312

專業簡報訓練師林稚蓉
構思有效、有趣的簡報

11/29(五)
13:30

中文系
L522

知名作家閻鴻亞
五虎崗文學獎30週系列活動－－作家講
座I

11/29(五)
12:10

文學院
L302

廣播電台主持人蔡宜穎
乘著夢想飛翔

11/29(五)
12:10

學教中心
Q409

超級旅行者ELAINE & VICKY
打工度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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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碩士班復招 指向全球化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5(一)
9:00

管科系
B512

晨星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工程師儷頤芳
半導產業之研發工程師與我的生活

11/25(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宋開泰
機動服務機器人控制與實驗

11/25(一)
10:10

法文系
B508

雄獅旅行社人資企畫副理李冠輝
旅遊產業和雄獅集團介紹

11/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Reaxys 化學資料庫講師 劉惠賢
Reaxys 化學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

11/25(一)
16:10

法文系
L417

真理大學講師金士翹
法國觀光旅遊面面談

11/25(一)
19:20

國企系
D403

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孫立群
全球反托拉斯規範與企業遵法計畫

11/26(二)
10:10

經濟系
B616

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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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二)
10:10

戰略所
T505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兼主任
張中勇
淡江戰略論壇－國家安全戰略高階講
座：非傳統安全議題之挑戰與對策

11/26(二)
13:10

產經系
B614

萬泰銀行消費金融部協理蔡志宏
工作饗宴─人生成長與工作經驗分享

11/26(二)
14:00

經濟系
B507

意達資產管理公司副總裁盧意
財富管理業務證照

11/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灣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蔡政達
Advances in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11/26(二)
14:10

數學系
S433

台北醫學大學資學資訊研究所教授
蘇家玉
Introduction of bioinformatics web 
servers and databases for prote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alysis 

11/26(二)
15:00

管科系
B426

自由導遊陳威志
生涯管理的課題?問題?從公司法務到團
體導遊

11/26(二)
16:10

通核中心
H116

台北當代藝術館教育組組長/紐約古根
漢博物館亞洲部研究員 謝伊琳
跨文化藝術策展經驗談

11/26(二)
19:00

職場達人社
E305

社團法人中華從心出發願景協會修煉師
馬瀅瀅 
啟動你內心超能力

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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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三)
8:10

保險系
B509

新光人壽公共事務部協理陳正輝
保險業經營

11/27(三)
10:00

生輔組
驚聲國際會議

廳

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靳宗立
學生申訴案例分析-司法介入校園內部
事務

11/27(三)
11:10

經濟系
B616

榮電股份有限公司清算執行秘書吳金山
租賃業面面觀-以航空業為例

11/27(三)
13:00

管科系
B713

何嘉仁企劃業務經理賴軍維
企劃案撰寫實務面面覷

11/27(三)
13:10

未來所
E411

靈鷲山世界宗教博物館執行長釋了意法
師
「全球化下的宗教-以靈鷲山佛教教團
發展為例」

11/27(三)
18:00

職輔組
Q409

YAHOO關鍵字銀級經銷商-威旭數位 業
務經理鍾兆辰
職涯講座-網路創業

11/28(四)
10:10

德文系
T606

菲凡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執
行長柯祺禾
德文系業師講座（一）-提升個人競爭
力、啟發樂活生命力

11/28(四)
14:10

產經系
T505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
自由開放與經濟發展

11/28(四)
18:00

職輔組
Q409

廣播節目主持人吳若權
名人講座-吳若權-尋尋MeMe贏得自己

11/29(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新北市政府新聞局局長林芥佑
From Press Room to State Room

11/29(五)
10:10

保險系
B603

前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
工程保險實務

11/29(五)
13:30

機電系
E514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沈孟豪
A Novel  Energy-Based Fat igue L i fe 
Prediction framework FOR GAS TURBINE 
ENGINE compoenents

11/29(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教授黃台心
A New Approach to  Es t imat ing the 
Meta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Based on 
a Stochastic Frontier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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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二)
10:10

語言系
CL404

英文中國郵報記者Jane Richards
How to write for English Newspaper

11/28(四)
13:10

全創院
CL439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國際商務系法學
教授劉瀚宇
智慧財產權對學生之重要性（2）

11/28(四)
15:10

資創系
CL307

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王文男
020虛實整合商務

香港校友會改選 張校長主持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香
港校友會於16、17日在香港九龍尖沙咀舉辦
「63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晚宴暨淡江大學香港校
友會會長改選大會」。校長張家宜首度出席
該校友會活動，並率領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
與逾60位校友一同歡慶。
　首日，淡江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改選，張
校長主持新舊會長的交接儀式，由前任副會
長葉雅琴獲選。張校長讚賞該校友會協助校
友就業、升學等服務，且成為校友與母校互

動之橋梁。同時，張校長亦允諾給予5名香港
僑生2年免學費的名額，希望由淡江大學香港
校友會推薦。會後香港校友會捐款8萬元予母
校，作為港澳僑生專用的款項；電算系（現
資工系）校友梁宗榮亦當場捐贈2萬元，響應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一人一磚認捐活動」。
　翌日，活動安排參訪臺灣駐香港機構－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海華服務
基金主任李志文向張校長及戴萬欽說明香港
中學學制的未來趨勢，及對於明年之後可能
遭遇的招生衝擊等許多寶貴建議。

昆士蘭科大來校擴增雙學位合作

BS10012預評

高中開講 行銷淡江

會計系50年 活動中心團圓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6(二)
18:10

課程所
D305

太御科技線上課程講師 王昱今
同步遠距教學-Joinnet的應用

11/28(四)
19:20

管科系
D501

台科大講座教授林義貴
個案學習與個案論文寫作

11/28(四)
19:30

國企系
D403

兆豐證券總經理張明杰
競爭策略與網路世代之消費者剩餘

　 【 記 者 盧 逸 峰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為 申 請
BS10012個人資料管理認證，於上週二於淡水
校園接受BSI公司之預評，而BSI公司也安排評
鑑委員至受評各單位進行實地訪評。
　品保處秘書孔令娟表示，本校預計在12月接
受正式評鑑，因此先安排預評，藉此機會了解
校內單位還有哪些可改善的缺失並加以改進，
在正式評鑑時便能有較完善表現，本次評鑑委
員共提出18個建議，品保處在加以統整後，會
再傳達給各單位，請各單位進行檢視並改善。

淡江外語報25日創刊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13、15日招生
組受邀至高雄中山高中及桃園南崁高中，召開
升學說明會，招生組承辦人陳宛伶出席，兩場
演說吸引近百位高中生熱烈參與。除簡介本校
各系院特色外，特別強調本校三大特色，如：
大三出國留學、社團多元學習、設備資源完備
等優勢，讓目前高二、三的學生對淡江不再陌
生，將來面對選校、系的抉擇時也不會對淡江
一無所知。另外，招生組招生團隊22日也參與
桃園新興高中的升學博覽會設攤，針對本校特
色與升學資訊提供詳盡的簡介，場面熱絡。

書寫 vs.口說 德語國際研討論教學分享

全英語碩班 跨國界招生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澳洲姊妹校昆
士蘭科大一行4人於15日上午蒞校訪問，由國
際長李佩華主持座談，理、工、商管學院院長
及同仁皆與會。目前，商管學院已有國企、經
濟、財金，以及產經4系施行學士、碩士的雙
學位體制，座談中主要是討論擴大學、碩士雙
學位的名額，未來擬新增除公行系外的7系交
流，以彼此提升交換生數量。

淡江i生活 貼心盲生
　【本報訊】資訊處為體貼盲生需求，在點選
「淡江i生活」圖示時，會有語音告知圖示功
能。為公行四黃振洲同學提出需求，由資訊處
作業管理組四等技術師王啟全設計，已完成
Andriod版本，近期將完成iOS版本。資訊長黃
明達表示，很高興能為盲生做此方面的設計，
希望為他們帶來便利及帶來拋磚引玉之效。

職能培訓課程 收穫滿行囊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16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3中華民國德語文
學者暨教師協會年會及國際學術研討會：書
寫德文及口說德文」研討會，邀請前新聞局局

校園測速中 請微笑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依據「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人員及車輛出入管理規則」規定，
汽機車於校內行駛時應減速慢行，且時速不
得超過20公里。自18日起，總務處安全組於校
內交通車停車場前進行不定時測速，提醒車輛
進入校園時應注意行車速度。淡水校園曾有教
職人員及外車常因趕時間而忽略，因此限速20
公里確保行人安全。安全組呼籲在校內行車時
應減速慢行。總務長羅孝賢表示：「看到測速
時，請微笑！不過別擔心，只是提醒，並不開
罰。」

教育學院Dr.Bonk大師演講

育成中心獲中小企業處績優第二名

教授提供國外的德文使用與教學現況，互相交
流。另外，還邀請到德國著名語言學家Roland 
Harweg，讓我們從中學習很多。」
　此次研討會除了3場專題演講外，共安排了7
場論文發表。研討會後，歌德學院為慶祝成立
50週年舉辦餐會；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
協會舉行幹部改選活動，使與會者能夠在交流
之外，並增進感情。

國際學院
資 工 系

　張家宜校長（左四）與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學系統科技學系教授Dr. 
Curtis J. Bonk（左五）及教育學院同仁合影留念。（攝影／馮文星）

　會計系16日的創系50年慶祝大會，席開45桌，逾
450人熱情參與。（攝影／鄧翔）

　建邦創新育成中心於19至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參加「育成先鋒‧加速
創新─成果交流暨榮耀頒獎典禮活
動」。20多家角逐績優，獲「102
年度績優育成中心青年創業組第二
名」，由總統府國策顧問施顏祥頒
發獎狀及獎座，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上臺領獎。另育成中心輔導之企業
─聯瑞科技公司亦榮獲「新興產業
加速育成計畫電子資訊組─創新育
成中心亮點企業」獎牌，由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處長葉雲龍頒獎。（文
／鄭文媛、圖／育成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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