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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蟬聯6年韓國教育改革最優秀大學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3日，韓國中
央大學校長李鎔九一行3人蒞校參訪，並於驚
聲國際廳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締結姊妹校，
成為本校的境外第167所姊妹校、第9所韓國姊
妹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理工商管學院

3院長、國際長李佩華，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
基金會執行長陳惠美等人皆出席簽約儀式。校
長張家宜表示，「非常高興韓國中央大學成為
我校境外第167所姊妹校，希望今後兩校能進
行更多學術交流與合作。」

　　　韓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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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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三)
12:10

教發組
B302A

通核中心講師黃奕琳
教學助理研習活動－FUN電影
看教學-王者之聲：宣戰時刻

教學
卓 越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4日，盲生資
源中心舉辦103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友善校
園－親師座談會」，共計有44位甄試錄取的準
大一新生及家長參加。會中除了簡報本校學習
資源、學長姐經驗分享與交流、參觀松濤館及
淡江學園宿舍，藉此讓新生及家長熟悉校園，
瞭解盲資中心的服務項目，以及身心障生的權

益，期以減輕新生對新環境的疑惑和焦慮。
　盲資中心輔導員張閎霖說：「多數新生對於
選課有較多提問，而我們也用分組座談的方
式，透過與學長姐們對談及交流，達成一個良
好的互動；另帶領他們走訪系上、拜會師長，
期待解決他們對於選課及生活上的問題，增強
他們的適應力，同時也降低環境的陌生感。」

　【記者劉
昱余淡水校
園報導】本
校與陳水來
文教基金會
主辦，由教
育學院、校
友服務暨資
源 發 展 處
承辦「2014
淡江大學校
友校長教育
高峰會」上
月30日於高
雄慶富造船
（股）公司

校友校長教育高峰會 50人高雄聚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首
度推派102學年度品管圈得獎圈隊「夢
圈」及「MISS CACA圈」代表參加，由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中衛發展中心執行
的「第27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北區推
行區會選拔發表會」，2隊將於12日在桃
園長庚紀念醫院發表，當日備有專車供
教職員前往觀摩。
　夢圈成員、蘭陽校園圖書館編纂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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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9(一)
9:30

管科系
Q407

中興大學副教授王世澤
消費者行為相關研究分享

6/9(一)
14:10

數學系
S433

中研院數學所研究員李國偉
摺紙的藝術與數學

6/10(二)
10:10

戰略所
T201

英文系助理教授胡映雪
如何檢視全球化影響下的文
化變遷

6/11(三)
10:10

財金系
B712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
丁克華
綜合研討

6/12(四)
14:00

課程所
ED30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習與媒
材設計系系主任張芬芬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
考試將於16至22日舉行，為了讓同學做最後
衝刺，教務處即日起開放商管大樓B119教
室供同學溫書，開放時間為9至13日下午6時
10分至10時；14、15日則為上午8時10分至
下午5時。
　應考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若遺失學生證，須於考
試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親自到教務處
註冊組辦理補發；應考時未帶證件者，須
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
時間。考場規則請參閱網站（http://www.
acad.tku.edu.tw/CS/downs//super_pages.
php?ID=CS402）。

期末考16日登場

　簽約前，
外賓們參觀
宮燈教室、
覺生紀念圖
書館，以及
智慧自動化
與機器人中
心等單位，
同時稱讚本
校學習環境
及 相 關 設

學生會藝術季

2版

4版

樂於教 創新學

運管週 宣導安全駕駛3版

蒐羅創意小物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9(一)
19:00

資工系
D501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陳振炎
軟體產業升級的利器─敏捷
方法

　已經規劃好航程，準備朝新里程
碑啟程了嗎？海事博物館將於12
日至14日舉辦「航向未來」畢業季
活動，除了提供船長服、水手服讓
你置身攝影沙龍中，另備有照片輸
出、檔案留存等服務，即日起開始
預約，每日限額50名。活動期間，
不但有導覽員穿著水手服為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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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文錙藝術中心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因為蕭邦－Veronica音樂
會」，邀請知名旅歐鋼琴演奏家顏慈瑩（Veronica）演出，吸引近200
位聽眾到場聆聽。文錙音樂廳組員壽華民表示，本場特色包括因蕭邦
的浪漫曲風而使得音樂家顏慈瑩決意投入演奏的故事，創作曲是與她
在歐洲學習及遊歷有關；另有改編童話曲目，藉以表現出個人獨特風
格與藝術巧思。
　顏慈瑩在上半場以鋼琴演奏，下半場則以玩具鋼琴及鋼琴同步演
奏，高超的演繹技巧搭配玩具鋼琴輕快的旋律，讓現場不僅響起驚艷
的讚嘆聲，安可曲更獲得聽眾如雷掌聲。水環三劉醇和說：「鋼琴家
的彈奏技巧非常熟練，柔順的音符曲調整個浮現在心中。」（文／黃
怡玲、攝影／盧逸峰）

親師座談 身心障生悠遊友善校園
瓊表示，本次仍以「精
進蘭陽校園住宿學院功
能」為題，發表重點
除了彰顯住宿學院特色
外，並佐以問卷調查結
果來確認成效。MISS 
CACA圈以「降低企管
系活動資訊遺漏率」為
題，透過「QC Story」
品管手法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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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飛行器 蘇希德獲聯合國實習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
導】機電系印度籍碩一蘇希
德 獲 至 聯 合 國 外 太 空 事 務
（UNOOSA）駐北京辦公室
（UN-SPIDER Beijing）暑
期實習機會。UN-SPIDER
屬跨國救援與應變性質的平
臺，主要集結各國數位資訊
及 資 料 進 行 災 難 的 風 險 評
估。此次實習計畫預計將本
校研發的微型飛行器，加強

　本校境外生首次組隊
賽龍舟！「淡江國際龍
舟隊」於上月31日參加

新北市貢寮澳底漁港划龍
舟比賽，更於2日出征全臺唯

一遵循古禮舉行祭典的北投屈原宮所舉
辦的划龍舟比賽，體驗臺灣傳統民俗文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
表示，之前僅帶外籍生觀看龍舟賽，「今年非常高興境外生能親身參與，對
臺灣傳統民俗節慶活動能有更深度的體會，且這項活動可以培養團隊默契，
期待每年都能參賽。」
　由22位境外生及臺灣學生組成的龍舟隊伍在雙溪初試身手，雖未贏得名
次，但也累積不少寶貴經驗。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傳一交換生張盛健說，「第
一次划龍舟，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夥伴一同合作。儘管相處時間不長，但彼此
間信任，讓出賽時格外有默契。」從法國遠道而來的交換生中文三胡敏娜
說，「參加端午節活動，讓我了解到節慶的文化內涵，雖然沒有贏，但留下
美好的回憶。」來自美國的交換生大傳一薇薇安娜說：「很高興參加這場龍
舟比賽，除了更了解臺灣傳統節日活動外，與夥伴互動的過程中，也發揮
團隊合作的精神；經歷這場比賽讓我留下難忘回憶，我愛團隊的每一位成
員！」 （文／盧一彎、圖／鄭雅文、遠距組提供）

施。此次與該校簽訂校際學術交流協議，
兩校將以此為基礎，進行實質之學術交流
與合作。李鎔九提到促成簽約契機時表
示，「今年3月在韓國慶熙大學參加校長論
壇期間，與張校長達成合作共識，這次很
榮幸來到淡江大學，並締結姐妹校，希望
能有更深遠的合作。」
　韓國中央大學建於1918年，是韓國知名
私立大學之一，在韓國各大學中，其歷
史、規模以及名望均享有盛譽。在韓國每
年對各大學實施的綜合評測中，該校連續6
年被韓國教育資源部評為教育改革最優秀
大學。中央大學設有19所學院和14所研究
生院，並在醫學院設有兩所附屬醫院；另
該校戲劇系、電影系和攝影系在韓國同專
業學科中，均排名第一。

盛大舉行，產官學界逾50位校友相見歡，其中
集結各級學校校長28位共同探討「未來人才培
育策略」，而日文系校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副司長馬湘萍受邀專題演講，及化材系校友
高雄市副市長劉世芳亦出席支持。
　高峰會發起人暨贊助人，同時是慶富集團
總裁暨本校菁英校友會會長陳慶男表示，為
因應臺灣少子化現象，希望藉此研討方向，
提供教育政策參考。因此在校長張家宜率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育
學院院長張鈿富、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
陽等人前往。張校長強調，本校秉持培育具
心靈卓越人才，已有無數教育界菁英校友，
為臺灣奉獻心力、孕育人才，能在此聚首討
論未來教育方向，為臺灣人才培育獻策。
　專題演講分別由馬湘萍、物理系校友東華

大學校長吳茂昆、教科所校友建國高級中學校
長陳偉泓，以「挑戰與轉變－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策略」、「如何培育21世紀的時代青年」、
「未來大不同－高中生如何學習？」為題，分
析臺灣教育現況及國際趨勢。吳茂昆特別提及
高教人才培育須與產業緊密連結，重視學生需
求，提供產學合作。陳偉泓認為在科技及社會
快速變遷下，須教導孩子如何面對未來準備，
具備知己知彼、平衡管理、主動學習的思維。
　在分組討論中，針對未來社會圖像、培育未
來人才、少子化因應策略等議題進行討論。最
後結論，大學高中職組校長認為，大學可從現
有科系轉型以因應未來需求，並積極拓展生
源、加強國際觀、重視在地化，創造多元選
擇。中小學組校長則提出品格教育的重要，應
從小扎根培養良好價值觀、具關懷、熱情的態

　本校校長張家宜（左）於3日在驚聲國際廳與韓
國中央大學校長李鎔九（右）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書、締結姊妹校。（攝影／張令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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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品管圈出征全國團結圈
說，還有機會獲得限量150套的紀念品。（文
／黃詩晴、攝影／張令宜）

　MISS CACA圈圈長企管四陳映蓉說
明，「本次出賽成員另有曾參與101學年
CACA圈的隊員，實施除了增加口頭宣
傳外，另強化效果確認及維持策略。」
競賽結果及頒獎典禮將於13日比賽結束
後公布和舉行。第27屆全國團結圈活動
競賽」相關事宜，請至品保處網站（網
址：http://www.qa.tku.edu.tw/main.
php）查詢。

攝影畫質，形成小型無人載具飛行器
後，帶至國際發揚及學術交流。
　此發明因製作成本低廉的優勢，對於
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的救援功效及應
變，將產生莫大影響。蘇希德說：「期
待自己能把想法帶進UN-SPIDER，並
從中學習再將所學帶回本校深研，做為
回饋。」
　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表示，期許未來
有更多本校學生到國外實習，以達國際
化的教學宗旨。

本校與 締結姊妹校

32生通過科技部研案核定
　【記者蘇靖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研發
處於上月30日公布本校學生參與科技部103年
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通過件數為32件。
其中，工學院為20件，為全校最多。商管學院
通過件數為8件居次，理學院通過3件，文學院
則通過1件，而電機系通過7件、資工系通過6
件為最高前2名系所。凡通過計畫的學生，每
名皆可獲得獎學金3萬2千元。
　公行三張文峰以「地方政府節慶活動對施政
滿意度之影響，以我國地方政府為例」為題，
成功爭取到執行資格。他表示，「大三修習
〈地方政府〉課程，發現對城市行銷有興趣，
我還主動找了許多教授討論，很感謝老師的幫
忙。」電機三姚振傑以「視覺自主保齡球機器
人之設計與實現」通過申請。他說明，機器人
會偵測球的位置，並自動走到定點後，執行吸
球與發球動作。姚振傑表示，「中間構想不容
易，真的很開心能通過計畫。」未來也將繼續
研究FIRA機器人，嘗試足球比賽。

淡江國際龍舟隊成軍

度。彭春陽也特別感謝雄友會的熱
情協助，讓活動能圓滿順利。

各地校友會網站 http://www.fl.tku.edu.tw/schoolfellow-summary.asp?type=03

境外生划古龍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