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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第
二學期「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
會」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教學行政相關單位主管與班代表逾百人出
席，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張校長致詞時闡述

本校三化等教
育理念，更帶
領全場朗誦八
大素養，讓班
代表更加認識
淡江文化。
　會中，約18
位班代表針對
選課、吸、禁
菸 等 問 題 提
問，相關單位
師 長 一 一 回
覆。歷史二陳

容等，更鼓勵各單位加強雙語化
資訊，未來將改善網站英文資訊
完整與即時性。
　教科三張同學建議增加更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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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1(一)
9:00

國際學院
B302A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
東亞安全架構的新趨勢：臺灣與澳
洲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5/11(一)
14:10

機電系
E819

元富證券業務副總經理李明育
「機電」與「證券」有甚麼連結的可能

5/11(一)
14:10

圖書館
總館2樓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陳麗娟
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女總理Angela Merkel

5/11(一)
16:10

歷史系
L412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宇勛
中國災荒賑濟與社會福利政策：以宋朝為例

5/12(二)
8:10

德文系
T505

南山人壽臺北二區業務人力培訓處經理許華
當年輕人遇見大世界－職涯發展與就業趨勢介紹

5/12(二)
10:00

教政所
ED601

淡江大學教政所所長潘慧玲
大學課程與教學

5/12(二)
10:10

戰略所
T505

淡江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胡映雪
全球化下的幽默感—從Charlie Hebdo事件看諷刺文化

5/12(二)
12:00

衛保組
B309

馬偕紀念醫院諮商心理師羅惠群
「健康小坊─舒壓樂活」

5/12(二)
14:00

參考組
U301

講師江紀祖
商學資源運用

5/12(二)
14:00

未來所
ED501

淡江大學未來學所境外特約訪問教師
Dr. IVANA MILOJEVIĆ
Narrative Foresight:Storytelling for Change

5/12(二)
14:10

圖書館
總館2樓

有機誌總編劉鳳招
綠色時尚X樂活德國

5/12(二)
15:00

師培中心
ED201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國文教師徐茂瑋
生活與生命教育

5/12(二)
16:00

資圖系
L305

財團法人台北書展基金會協理郭孟君
國際書展：從臺灣走向世界，讓世界走向臺灣

5/13(三)
8:10

管科系
C013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處長劉宗玲
生技製藥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

5/13(三)
10:10

財金系
B7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前董事長羅澤成
信託業概論

5/13(三)
12:10

女聯會
SG319

馨禾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張貴珠
姐姐妹妹美一夏

5/13(三)
13:10

經濟系
B501

致伸科技人力資源處副理吳紹淳
面試技巧

5/13(三)
13:10

經濟系
B302A

陽信銀行經理簡致信
就業市場分析

5/13(三)
14:10

圖書館
總館2樓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李顯峰
歐洲經濟火車頭X隱形冠軍企業

5/13(三)
16:10

大傳系
Q306

學學文創前副理詹偉雄
電影產業與美學創意分析二

5/14(四)
10:00

會計系
B713

宏泰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蔡麗絲
人壽保險之內部稽核與客戶服務

5/14(四)
10:10

文錙中心
文錙音樂廳

雅砌音樂製作人及錄音師楊敏奇
音樂產業的分工與現狀

5/14(四)
12:00

衛保組
B309

馬偕紀念醫院藥劑部藥師陳雪慧
藥物也要「停、看、聽」

5/14(四)
13:00

歐盟中心
T503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所長劉以德
歐盟文化政策

5/14(四)
13:10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T701

時報出版社董事長趙政岷
村上春樹的商品價值

5/14(四)
14:00

資工系
E819

日本法政大學Professor Makoto Takizawa
Models of Eco Distributed Systems

5/14(四)
14:10

圖書館
總館2樓

家西藝術與家、藝術空間設計負責人劉興華
德意志X格林童話插圖

5/14(四)
15:10

資工系
E819

日本福岡工業大學Professor Leonard Barollj
Algorithms,Protocols and Solutions for 
Next Generation Wireless Networks

5/14(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尚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副執行長林志銘
網路創業 「愛情公寓」前進中國

5/15(五)
10:00

西語系
T310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公司專案經理金敏如
我在智利商務辦事處工作的日子－
從外交到企業職場工作經驗分享

5/15(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叡揚資訊(股)公司公文專案二部經理劉玉雯
系統維運與測試

5/15(五)
14:00

參考組
U301

講師徐尉翔
掌握數據資料的最佳利器(2)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1(一)
14:00

英文系
T606

當代傳奇劇場指導老師林秀偉、張靜屏
當代傳奇劇場的創新與傳承之路

5/12(二)
14:10

大傳系
O303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龔大中
奧美廣告如何說故事

教學
卓越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5(五)
9:00

運管系
中正紀念堂

高速鐵路工程局局長胡湘麟
迎向智慧聯網時代之軌道運輸發展課題

5/16(六)
14:30

國企系
D307

台灣飛利浦照明事業部總經理柏健生
國際企業轉型策略分析-以飛利浦
企業為例

　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右者）以書法
藝術宣揚東方文化，獲韓國冬栢文化財團選拔為
國際通涉文化博愛賞，並於1日在韓國釜山安國禪
院舉行頒獎典禮。
　我國駐釜山辦事處處長唐殿文、東國大學總長
鄭昌根及前教育部次長周燦德皆與會。張炳煌表
示，希望藉此獲獎將在校努力的成果推向國際。
　冬栢文化財團是韓國文化機構，今年為創立45
週年，由韓國佛教傳播媒體董事長修弗禪師擔任
「國際通涉文化獎」委員會委員長，評選國際間
具有影響力的文藝界人士，並頒予最高榮譽獎。
（文／陳照宇、圖／張炳煌提供）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友善校園打造
無障礙，到美廣用餐好便利！總務處於日前在
松濤二館旁新建通往美食廣場的電梯，在近日
完工後、經測試已開放使用。身心障生須先向
視障資源中心申請，經評估、通過後，即可憑
學生證刷卡搭乘。住輔組亦配置兩張電梯通行
卡，以供臨時搭乘需求。
　節能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為維護身心
障礙生權益，在通往美廣處新設電梯，且無障
礙設施為透明設計，以便遇緊急狀況時可儘快
協助處理，希望可提供校內身心障礙的同學更
友善的用餐環境。」上週試乘電梯的大傳碩一
楊郭玴說：「真的覺得很方便。建議可再加大
電梯遮雨棚及調整語音在電梯運作前播報，讓
視障生搭乘時更加安全。」

美廣增電梯 友善無障礙

　5日，覺生紀念圖書館在海報街舉辦「E起
活閱冏外語OUT！」活動，為推廣及鼓勵師生
使用數位學習資源及提升語言實力。現場備有
PC和PAD等行動載具，另展示PELA PELA日本
語學習資料庫、空中英語教室校園教學雲及相
關試用資源，當天吸引不少學生駐足、一同參
與互動遊戲。
　西語二廖子涵說，「遊戲題目很平易近人，
資料庫配合各種程度的語言學習者，即使沒有
日語基礎的學生也能輕易入門。而且透過活動
了解到圖館提供的資源不侷限在紙本資料，還
有很多有趣的電子教材，讓學習無設限。」
（文、攝影／吳國禎）

E起互動 圖館開發閱讀趣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5日晚間，松
濤女宿旁的一棵老榕樹發生傾倒，造成一名女
學生閃避不及受傷送醫，該生有外傷與內臟挫
傷，目前接受治療並由家人照顧中。校方已致
贈慰問金，並協助申請保險事宜，教官也持續
與家屬連繫了解治療情形。
　當日意外發生後，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於第一
時間在現場指揮，軍訓室主任陳國樑、校長室
秘書黃文智等人旋即前往現場處理，並派員清
理周邊環境、恢復通路。總務處總務長羅孝賢
亦在現場對外媒發言。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說明，此樹患有褐根病，
先前嘗試醫治但仍無法根治，本已決定在今年
暑假移除，不料連日來雨勢造成斜坡土石鬆
動，讓受病害的根部無力支撐因而倒塌。節能
組組長姜宜山表示，校內有33棵樹木患有褐根
病，先前已進行減枝，亦透過鋼索支撐樹幹。
他說，希望趕在颱風旺季來臨前處理完畢。

危樹傾倒緊急移除
　上月26日，生命科學開發中心主任王三郎
（前排右四）和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前排
右二）、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前排右一）
等8位教師前往越南，與國家大學科學大學
（VNU University of Science）共同舉辦為期
兩天「2015年化學與生物國際學術會議」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emistry and 
Biology），以生物科技、化學科技為主軸，約
120人參與。
　王三郎表示，本次出席會議的理工學院教師
皆發表20分鐘口頭演講，讓雙方相互了解研究
內容，以利今後師生互訪及學術合作。會後，
一行人另參訪該校的實驗室，期待後續有進一
步的學術交流。
　圖為越南國家大學科學大學校長Nguyen Van 
Noi（前排右三）贈予王三郎一幅「下龍灣刺
繡畫」。（文／陳品婕、圖／王三郎提供）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校友張俊
祥，現為捷力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日前致贈母校價值270萬元全新的CNC教學設
備，機電系於5日上午11時在機電系實習工廠
（E111）舉行啟用典禮，校長張家宜、學術
副校長葛煥昭、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工學院院
長何啟東等一二級主管、機電系系友會等人均
出席參與。
　張校長感謝張俊祥能在事業成功之餘，仍有
回饋母校的心意，她致詞表示，本校除著重專

個起點，不會是終點。」
　機電系學生感念學長對學弟妹的支持，以謝
卡表示對張俊祥的感謝。
　本次捐贈設備為捷力精密機械生產製造的
「車床GT12、鑽孔攻牙機PC460」，並和
其合作廠商德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捐贈裝置
在PC460機型上之五軸分度盤，及歐權科技
（股）公司捐贈的教學機項目，希望藉此精密
機械CNC工作母機來訓練學弟妹熟悉精密機
械加工技術，培養實務能力並建立教學特色。

張校長傾聽學聲

校友張俊祥贈校270萬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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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蕭婷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人力資源
處於4日舉辦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邀請城
邦集團PCuSER電腦人主編黃鐘毅以「雲端辦
公室：知識工作者的雲端大腦與智能助理」為
題演講，近兩百位教職員工參與。
　人福組組長彭梓玲於會後表示，對於雲端資
料處理的運用大開眼界，相信對未來工作效率
和生活品質皆有提升。
　演講分為Google及Evernote兩主題，黃鐘毅
認為個人生活與數位工具、科技技術密切相
關，顛覆了資料必須有條理分類儲存的迷思，
更強調搜尋的功能。
　黃鐘毅表示，Google有如智能助理，協助使
用者活化及善用大量資料。而Evernote則是改
變現代人整理筆記的方法，視為人類的第二大
腦，以數位備存紙本方式，加上搜尋功能，徹
底顛覆工作流程。
　資訊室專案發展組四等技術師陳燦珠表示，
這類數位工具對生活應用、資料整理非常有幫
助，而科技進步亦為我們帶來便利，改變筆記
方式及思考邏輯，我們應該要好好運用。

雲端辦公 行政效能Up

5日，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班代表座談會中，學生踴躍發言，並提出選課、
禁菸等疑問和建議，積極爭取自身權益。（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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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在「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上表現優異，總共奪
得12金3銀8銅的亮眼成績，全國排名第九。得
獎項目有擊劍8金、桌球 2金、游泳1金、跆拳
道1金；網球1銀、游泳1銀、羽球1銀；擊劍4
銅、游泳2銅、跆拳道2銅。體育長蕭淑芬開心
地表示，本校今年在全大運總獎牌數增加，優
秀成績令人驚豔值得稱許，同時顯見張校長對
體育代表隊的出國參訪獎勵制度奏效！相信在
大家努力下，明年可為本校再創佳績。
　其中擊劍代表隊囊括大會擊劍項目2/3金牌
成績，蕭淑芬表示，去年擊劍校隊拿下6金表
現亮眼，今年更奪得8金，成績相當輝煌。這
不僅歸功於教練王順民、黃皓志辛勤教導，日
前本校獎勵該隊赴日交流，加深隊員擊劍生涯
不同體悟，亦功不可沒。
　蕭淑芬說明，全國大專校院幾乎皆有網球、
羽球隊代表隊，但本校在區域賽中脫穎而出，
且決賽抱走銀牌，實屬不易。羽球隊更在睽違
多年後重回前三，在團體賽拿下銀牌。

全大運豐收
獲12金3銀8銅

同學反應選課系統顯示「本系生優先選」必修
課，卻仍有部分該系生選不到課。教務長鄭東
文回應，未來將更完備相關系統設定以改善現
況。德文三彭同學提出核心課程選課不易，葛
煥昭回應，為維護核心課程品質，開課數量有
一定限制，但在選課總人數量一定足夠同學選
課，未來將逐步調整更適當的核心學門開課比
例，改善核心課程選課人數不均問題。
　歐研碩二林同學及土木三陳同學，分別提出
應保障吸菸權利及拒吸二手菸等問題，總務長
羅孝賢表示，希望吸菸者及非吸菸者相互尊
重。為落實無菸校園政策，本校每週兩次配合
衛生單位稽查，違者依法開罰。
　蘭陽校園政經二李同學反應學校網站英文資
訊略有缺漏、更新較慢情況。國際長李佩華表
示，該處已聘專人英譯網站資訊與淡江時報內

所主管等人出席，與即將於六月畢業之首批來
臺就讀本校的應屆陸生27人，面對面了解他們
的未來發展。張校長鼓勵大家發言後，陸生們
暢談四年來的學習成果、社團經驗、同儕間扶
持等校園生活點滴。資圖四陳語時感性地說，
「四年時光中，系上教授、導師對陸生照顧讓
我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礙於陸生無法在臺就業的法令限制，許多陸
生提出希望學校能提供大陸的就業資訊，戴萬
欽對此回應，「可善用大陸的校友資源，未來
將強化這方面經營，以提供更多就業管道。」
英文四梁家儀說：「淡江社團的參與給我不只
是課業上的學習，更培養了組織和統籌能力，
也實踐寬廣的人生面，感謝這四年來在淡江體
驗到的一切人事物。」

業能力養成外，亦重視
學生團隊合作、敬業精
神等軟實力的培養，從
這次致贈儀式足見淡江
的教育是成功的。
　張俊祥談到母校在自
由 多 元 興 趣 探 索 的 培
育，讓學生具備多元化
能力，在進入社會將起
很大的作用，「因此非
常開心能回饋母校，希
望 企 業 也 發 揮 育 才 功
能，所以這次儀式只是

張炳煌獲韓冬栢藝術大賞

陸生話感謝 班代表座談發言踴躍

學輔導資訊。學務長柯志恩回應，將來在職涯
輔導方面加入升學大方向指引，而升學資訊詳
情可向系上師長詢問相關建議。學生議會理學
院代表物理三洪同學，反應部分行政人員與同
學的溝通態度有待改進。張校長表示，學校推
行全面品質管理，對行政人員態度尤其重視，
每位行政人員皆有名牌，若碰到態度欠佳者，
可向單位主管反應。座談會尾聲，張校長特別
強調，校內溝通管道順暢，不僅止於座談會，
若有其他意見都可以向班導師、系主任、各單
位等做反應。
　境外生輔導組於4日中午12時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舉辦「與陸生有約」座談會，校長張家
宜、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系

本學期班代表座談於5日登場，由張校長（前排右一）主
持，相關教學與行政單位主管及班代表逾百人出席。學術
副校長葛煥昭（立者）回復學生提問。（攝影／盧逸峰）

湯智烘創業智慧戒指

　【記者蕭婷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邦中小
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廠商「為什麼不股份有
限公司」，是由103學年度資管系EMBA校友
湯智烘創立，以研發智慧戒指ARING，獲得
臺北市產業發展局獎勵40萬創業補助，亦通過
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100萬。創育中心秘
書陳彥筑表示，中心提供多項創業課程，除鼓
勵學生參與創業競賽，更積極協助校友申請青
年創業貸款。
　湯智烘認為，從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的關
鍵在於，能把想法轉化為實際成效。他說：
「創業過程中有許多質疑的聲音，每步皆充滿
困難與考驗。」湯智烘憑藉著不服輸的個性，
放下身段、從頭學起，扎實地做出成果。他與
學弟妹們分享，若想創業必須找尋明確的目
標、以及擁有一顆熱忱的心。

北市獎勵補助40萬

理工8師赴越南研討化學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