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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2(一)
12:00

資訊處
驚聲國際廳

淡江大學資訊長黃明達
「如何增進校園網路資源分
享」說明會

5/12(一)
12:10

財務處
B425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淡水稽徵
所股長楊鳳鑾
綜合所得稅網路申報

5/12(一)
12:30

法文系
FL106

巴黎第三大學教授M. Arnaud Rykner
從巴爾札克到賈克希維特：
談文學與電影

5/1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防醫學大學生理及生物物
理系所長謝博軒
肥胖的藥物治療

5/12(一)
16:10

大傳系
Q306

佳映娛樂影視公司總經理劉嘉明
臺灣電影產業需要那些創意元素？

5/13(二)
9:10

大傳系
O202

編劇周旭薇
人物塑造與動作的鋪陳

5/13(二)
10:00

公行系
B312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張惠堂
德國人事制度

5/13(二)
10:00

戰略所
T502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
學部教授上山隆大
日本國防科技政策

5/13(二)
10:00

歐盟中心
SG503

歐洲經貿辦事處新聞組組長
林致真
歐盟伊拉斯謨斯學程及獎學金介紹

5/13(二)
10:10

亞研所
T506

國家安全會議前副秘書長張旭成
The ASEAN in the US Pivot to 
the Asia-pacific：Implications 
for China & Taiwan

5/13(二)
12:30

法文系
FL106

巴黎第三大學教授Mme Sophie Moirand
從近年歐洲史談語言溝通技巧

5/13(二)
13:30

環安中心
驚聲國際廳

觀樹教育基金會環境教育專案
主任江進富
飲食、產業與環境教育

5/13(二)
14:00

歐盟中心
T401

英國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史大慶
歐盟與臺灣的經貿關係

5/1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物理
組博士後研究員戴守煌
Hydro dynamics from gravity

5/13(二)
15:10

參考組
E314

淡江大學資管系教授楊明玉
Word2010排版秘笈大放送

5/13(二)
17:30

歐盟中心
驚聲國際廳

知名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歐洲藝術地圖

5/14(三) 
10:10

財金系
B712

富邦投信總經理林弘立
投信投顧業概論

5/14(三)
10:10

歐研所
T212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副院長徐勉生
從外交觀點看歐洲

5/14(三)
11:00

歐盟中心
O303

歐洲語言諮詢有限公司經理磊欣怡
到浪漫的歐洲遊學與旅行

5/14(三)
13:00

歐盟中心
SG304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許家誠
國際投資協定之發展與挑戰

5/14(三) 
13:10

財金系
B712

玉山銀行(股)公司資深理財顧
問蕭芳茗
銀行理專員業務

5/14(三)
18:30

職輔組
Q409

人生互動創意工作室總監符敦國
職場團隊溝通技巧

5/14(三)
19:00

新研社
Q306

逗點文創結社總編輯陳夏民
我用出版踢飛世界

5/15(四)
10:00

會計系
B713

日本大和證券顧問汪怡岳
投資銀行業務簡介與私募基金實務

5/15(四)
10:00

生輔組
Q409

創建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蔡雅蓯
校園著作權須知

5/15(四)
14:00

西語系
總圖2F

西語系助理教授戴毓芬
翻譯與世界文學

5/15(四)
14:00

歐盟中心
T512

紐西蘭歐盟中心主任Martin Holland
EU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5/15(四)
14:00

歐盟中心
T701

法國在臺協會學術合作暨文化處
處長Mr. Christophe GIGAUDAUT
Example of European Foreign 
partnership in Asia：Cooperation 
between France & Taiwan & its 
Dynamism（法語現場翻譯）

5/15(四)
14:10

產經系
B605

時間軸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李佳憲
3網1實－行動商務的未來

5/15(四)
14:10

機電系
E830

臺灣盛百股份有限公司經理王錦芳
工具鋼在機械工程的應用

5/1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美國南達科塔大學數學系教
授劉玉龍
Genera l i zed  Exponen t i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f o r  I n t e r v a l 
Censored Time-to-Event Data

5/15(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北市立社會教育館前館長賴明伸
經營自己的人生－談研究生如何
看待未來

5/16(五)
9:00

管科系
B302A

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
2014年兩岸管理科學學術研討會

5/16(五)
10:00

歐盟中心
T504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副院長李酉潭
歐洲民主轉型中的公平正義問題

5/16(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成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陳奕奇
The Forward Rate Unbiasedness 
H y p o t h e s i s R e v i s i t e d :  A 
Nonlinear Pane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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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漢平翻譯不忘生命科技

好學樂教分享 成果豐碩

　【記者呂瑩珍、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商
管、工、文學院共同與鼎新電腦公司合作推動
「學士班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於9日舉
辦說明會，超過120位同學參加。由商管學院
院長邱建良，工學院院長何啟東、文學院院長

林信成及3院系所主任等人與會。邱建良致詞
時表示：「現今畢業生就業困難，透過本學程
培訓和實習機會，讓學生就業能無縫接軌。」
鼎新電腦總經理王敬毅說：「鼎新董事長、總
裁與執行長皆是校友，透過合作、培養專業能

力，期待淡江學生成為鼎新生力軍！」 
　會中，鼎新電腦經理柳朵怡介紹該企業文化
及學程內容。同學提出大四必修課與本學程實
習期衝堂問題，邱建良回應將全力配合學生
需求、調整大四生必修課時間，且本學程21學
分列入畢業學分。鼎新電腦於22日安排企業參
訪，可至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tinyurl.
com/o78pc8e）報名，更多資訊見本報網站。
　為擴大產學實習，教務處於7日籌開產學合
作拓展實務實習課程會議，由校長張家宜主
持，3位副校長、各學術單位主管均出席與
會，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張校長對各院的

努力予以肯定，同時希望各系努力朝2型態發
展，包含設置就業學分學程，企業提供業師及
實習，成績優異者在畢業後，優先簽約聘任、
部分課程全學期安排在企業實習。 
　各學院院長報告目前積極洽詢合作機會的
產官機構，對未來表示樂觀。中華航空將舉
辦培訓機師初試，提供30應考名額，條件不
限學系、且多益成績達650分以上（聽測達300
分）。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除大力支持拓
展實務實習課程外，針對各院需求將再研議，
並於下次會議中討論。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則希
望各院系再多對學生加宣傳產學合作內容。 

本校與鼎新電腦合辦就業學程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外語週於5日
至8日舉辦「外語大樓尋寶趣－二手市集」，
募集外語學院各系所學生提供二手物品擺攤，
如衣服、飾品、書籍等物資。活動總召俄文二
羅羽晴說：「希望透過二手市集能促進與他院
交流，也能把物品傳給下一個有需要的人。」
大傳二范顗說：「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實用，
可以找到需要的東西。」
　外語學院與聯經出版社合作發行之學術期刊
《世界文學》已被收錄於「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系統」及「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中，且在外語週也提供8折代購服務。另1
月出刊的第六期《世界文學》主題為飲食與文
學，透過文學作品反映飲食，饒富樂趣。外語
學院院長吳錫德說：「第七期《世界文學》預
定9月出刊，主題為電影與文學，書中將探討
改編自文學作品的電影及箇中的文學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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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對唱組奪冠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2(一) 
19:20

財金系
D223

匯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總裁李鐘培
銀行業經營實務

5/13(二)
19:00

公行系
D309

考試委員蔡良文
經典與人生管理

5/17(六)
13:00

圖書館
D221

華藝DOI註冊中心學術服務規
劃師潘鳳儀
淡江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
說明會

3版

Android、iOS版本QR Code
在淡江時報網站提供下載

淡江學術圈
APP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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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2(一)
18:30

大傳系
O303

世新學生廣播劇團指導老師葛大衛
廣播音效之運用

5/13(二)
14:00

大傳系
O202

奧美廣告群創意總監龔大中
奧美廣告如何說故事

5/15(四)
10:30

學發組
驚聲國際廳

學生學習社群
學生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5/15(四)
10:10

觀光系
CL308

噶瑪蘭客運(股)公司秘書李思葦
旅遊業顧客衝突與處理

5/15(四)
13:00

遠距組
驚聲國際廳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國際遠距教學分享

5/15(四)
18:30

課外組
Q409

【魔幻力】CC謝昕璇 
創意X思考X生活

5/16(五)
8:10

觀光系
CL324

飛來旅行社總經理薛正中
航空訂位實務分享講座

教學
卓 越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中 心 於 3 日 舉 辦
「故事達人工作坊」邀請故事島
校長巧克力（本名林宗憲）主
講，透過課堂互動遊戲，從中學
習說話技巧，培養與觀眾互動的
氣氛。文創中心執行長劉慧娟表
示，「希望透過此次工作坊，培
養學生的肢體語言，讓他們從頭
到腳都會說故事。」
　上午課程《故事表達技巧》，
透過個人故事，用戲劇化方式表
達，再搭配肢體動作，豐富演說
的過程，並提高感知度。下午安

排《創造性戲劇教學》，藉由模
仿各種環境聲音，練習想像力、
創造力及專注力，用肢體來表現
說故事的藝術。林宗憲說明，
「透過遊戲來破冰，拉近彼此間
距離，希望藉此讓同學向內觀察
自我，也向外走出舒適圈。」他
提醒，「語言的力量很重要，要
善用故事來感動人。」
　國企二藍天晴說：「透過工作
坊學習表達藝術，很有趣。」會
計三趙禹豪認為，「學習用故事
來感動人，透過提高生活敏感度
來加強說話技巧，收穫很多。」

張炳煌獲榮譽文藝獎章 赴日展示e動法帖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張炳煌於4日在「103年度文藝節慶祝大會
暨中國文藝獎頒獎典禮」中，獲副總統吳敦義
頒授「榮譽中國文藝獎章」，肯定長期貢獻於
書法的推動與研發。張炳煌表示，「希望教育
部能將書法列為必修課程，讓國內外更加重視
書法發展。」張炳煌從早期書法「每日一字」
用毛筆在九宮格宣紙上書寫，到現今與本校資
訊工程團隊共同研發「數位e筆」，致力於書
法教學。而上月張炳煌榮獲中國書法十大最具
影響力人物，成就獲得兩岸肯定。

　此外，張炳煌於上月23日赴日本東京受邀參
加「于右任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回顧展」，並與
駐日本代表處代表沈斯淳等臺日貴賓共同剪
綵。張炳煌在開幕會後，以「于右任人與書」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另親自展示「于右任標準
草書千字文e動法帖」。張炳煌表示，于右任
在近百年來受兩岸尊敬，於日本書法界深具知
名度，很多人學習他的書法，但很少有機會看
到他的作品，以及了解其為人，這次特展有助
於日本友人認識他，更足見政府對于右任書法
作品的保存與重視。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任職北美洲熊
貓企業董事長的外語系西班牙文組（現西語
系）校友劉敦仁捐贈逾3千本書籍給本校圖書
館，書籍類型涵蓋有中文、西班牙文、義大利
文及世界藝術史等典藏。劉敦仁表示，「雖然
我已經離開母校超過半世紀了，但總認為將藏
書捐贈回淡江，是我對母校的感恩，且可讓後
進、學子充分使用。對我來說，淡江遠離城市
喧囂、環境優美，更是讀書的好地方。」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劉董事長飲水思源
的態度、對後輩的愛護及關照，我們真的非常
感謝！」對於贈書上架時間，採編組組員林怡
軒提到，日前書籍已全數抵校，正在確認是否
與館藏重複，未來有機會以「圖書轉贈」方式
提供同學免費索取。

　文錙藝術中心於1日舉辦「圍繞舒曼：音樂
詩人與詩人音樂家」，有近200名觀眾到場
聆聽。文錙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此次邀
請德國艾哈特鋼琴三重奏（Trio Achat）演奏
音樂詩人舒曼的名曲，以及知名作曲家霍夫
曼、克拉拉作品，讓同學更深入地感受重量
級樂曲。」
　此外，驚聲大樓文錙音樂廳外新設有電視
牆，現場同步轉播廳內演出實況，吸引不少路
過的同學駐足觀賞。艾哈特鋼琴三重奏透過鋼
琴、小提琴與大提琴演奏名曲，用純淨、渾厚
的音色及層疊的音量變化，詮釋出優雅浪漫的
曲風，現場掌聲不斷。
　西語四周雅惠認為，「本身對歐洲事物與音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4(三) 
13:10

全創院
CL439

紐西蘭坎特伯里大學政治系
教授陳永福
E d u c a t i n g  G l o b a l l y  a n d 
G l o b a l l y  E d u c a t e d ： A 
Perspective from an Academic 
No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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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週熱絡 促銷世界文學

　北美洲熊貓企業董事長、外語系西班牙文組
（現西語系）校友劉敦仁（右）於1月來校，並
與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左）及採編組人員洽談
贈書事宜。（圖／圖書館提供）

校友劉敦仁贈逾3千書

兩岸金融產官學 18日研討
　【記者盧一彎、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財務
金融學系和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將於18日在驚聲
國際廳舉辦「2014第十一屆兩岸金融市場發展
研討會」，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金管會主委
胡勝正進行專題演講〈兩岸金融交流與臺灣金
融佈局〉。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表示，「本次
研討會預計有逾2百人參加、近50位專家及學
者到場，預計將分享臺灣金融業創新與國際化
的實質應用。」
　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林蒼祥表示，「這次

會議是兩岸校際間規模最大的金融學術交流平
臺，亦為兩岸金融合作做出貢獻，期待培育出
專業人才。」
　研討會集合臺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昌、
保險發展中心董事長賴清祺等商界人士，以及
安徽財經大學校長丁忠明、浙江大學金融系教
授鄭備軍等人與會。會議主題論壇為「金融創
新、發展與國際化」，另有公司理財、金融機
構、財務工程、資本市場、行為財務與市場微
結構等9個學術場次，同步在商管大樓進行。

高校品保機制 本校展現成效
　【記者黃雨柔淡水校園報導】2日，教育政
策與領導研究所、臺灣高等教育學會與中華民
國技職教育學會共同舉辦「大專校院教育品質
保證機制」研討會，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代表張
校長致詞，並為專題演講主持人。教育部政務
次長陳德華指出，高教國際化發展重點，包含
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強化國內大學國
際移動能力、鼓勵國內大學與國際一流大學發
展共頒學程、推動大陸地區高教策略。

　前教育部次長楊國賜推崇本校在全面品質
管理的表現，「淡江大學正是大家學習的榜
樣。」虞國興則分享為提升學習成效，本校早
在民國70年實施教學評量，民國81年引進全品
管，陸續設立淡江品質獎及淡江品管圈競賽活
動，而後榮獲國家品質獎又成立品質保證稽核
處, 一切均為建構一個保證及改善教學品質的
機制。

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化學系教授徐秀福表示，好的期刊不僅內容要具體，撰寫能力更顯
重要，也是呈現研究的關鍵。（攝影／鄧翔）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於5日與蘭陽
校園同步進行「研究、發表、再研創：將學術研究發
揮至極」投稿系列講座。會中邀請任職於《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Advanced Materials》材料
科學期刊代理編輯Lorna Stimson，以「如何增加你的
成功至極！」為題，解釋如何用最精闢詞彙、關鍵命
題，以及強而有力的數據來準確地表達研究內容，有
助於推動學術成就，進而抓住編輯目光。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右圖）、化學系教授徐秀福則
是分享學術研究的創新及成功投稿國際期刊的寶貴經
驗。何啟東指出，「對學生來說，發表論文最大困難
是在撰寫英文，且英文能力對於學術發表能否發揮極

何啟東.徐秀福談如何躍升國際期刊

班
代
表
大
會　　　　　6日，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站立
者）主持「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
談會」時，以淡江時報896期專題說明之前班
代表會議中，學生建議開設全校性跨院系學程
說明，該項提案隨即通過會議、著手推動，並
與時代基金會推出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由

商管學院企管系開設創新與創業管理課程等。
虞國興說：「以此案例可看出本校絕對會採納
同學好的建議，請大家藉此管道與師長們面對
面溝通交換意見，請同學提供好的構想和建
議。」（文轉四版）（文／范熒恬、莊博鈞、
圖／生輔組提供）

文錙廳外實況轉播 驚聲圍繞    舒曼
樂懷抱著興趣與

熱忱，

故事達人教你提高生活感知

且音樂
廳外的電
視牆不但

能即時分享，更能讓來不及進場的觀眾一同聆
聽。」數學系碩班校友張弘陵說：「難得的三
重奏音樂會，我還特地帶媽媽一起過來聽。」
（文／黃怡玲、攝影／
鄧翔、張令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