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工福利委員會為慶祝 65 週年校慶，並倡
導健康生活，於上月 29 日與本校羅浮群、資
深女童軍團、五虎崗童軍團，共同主辦「全校
觀音山健行」活動，130 位師生共襄盛舉。有
別以往，此次與「亞洲形上觀音山揹水隊」合
作，教職員工生與家屬自願揹水 20 桶至觀音
山上的奉茶處，發揮服務民眾的美德。
　另外，還有淡水地區的幼童軍團也一起參
與，讓爬山活動變得有趣。為鼓勵大家爬山動
力，只要沿路收集戳章，集滿且登頂即可參加
摸彩，笑語聲讓活動很熱鬧。員福會主任委員
曾琇瑱感謝大家的參與及揹水的辛勞，直呼：
「能在淡大服務是莫大榮幸，感謝大家共同為
活動付出。」（文、
攝影／黃詩晴）

訪泰山企業田中廠

【本報訊】本校日、韓姊妹校相會在亞洲未
來工作坊（The Asia Future Session）！
　日本姊妹校立命館大學為慶祝今年4月成立
大阪茨城校區開幕，於上月28日至30日，特地
邀請本校、韓國姊妹校慶熙大學參加亞洲未來
工作坊。本校由未來學所助理教授宋玫玫、國

際處交流組組員李靜宜帶領國企四何希瑞等8
人，一同前往參與該工作坊。到了當地，該校
特地將3校學生34人混合分成6組，以「假使你
是校長，如何促進亞洲人幸福的大學」為題，
讓臺日韓3國學生腦力激盪，於活動最後進行
簡報比賽，最後由何希瑞組以「impacto: 發揮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本校一、
二級主管學習優良的管理模式與認識食品安全
議題，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長暨泰山企業董事
長詹岳霖邀請，泰山企業技術群生產部經理蕭
閔欽代表歡迎本校於上月 27 日的第 145 次行
政會議中，參觀成立 65 年的泰山企業，前往
了解該企業田中食品廠的泰山茶品、八寶粥生
產線。在會議進行前，雙方各別致贈紀念禮物
以表達謝意。校長張家宜表示，未來大學將以
健康、照護為主，本校雖無醫學系所，但仍期

待各系所結合趨勢，發展相關特色領域。
　本次會議通過 5 項提案，有 105 年度教育部
獎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
色主題計畫、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校務研究中心
設置辦法；另外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則修正通過。
　為確保校務永續發展及提升校務管理效能，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設置校務研究中心，
為直屬校長室之一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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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詹慶齡曾玉玲獲卓越新聞獎

聚焦未來大學健康照護特色發展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7( 一 )
14:10

化學系
Q409

永光化學榮譽董事長陳定川
企業成功七要素

12/7( 一 )
14:10

工學院
E787

松騰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燕成祥
吸塵機器人的創新研發

12/8( 二 )
10:10

會計系
L303

KPMG 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曾國裼
高科技電子產業常見經營模式及相關
探討（下）

12/8( 二 )
12:00

衛保組
L301

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組營養師戴暐庭 
健康促進活動─「健康小坊─白開水
IN ！糖水 OUT ！」

12/8( 二 )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教
授吳樸偉
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olloidal Crystals and Inverse Opals

12/8( 二 )
14:10

水環系
E78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河工科
科長張凱堯
河川管理法規與實務 - 以淡水河為例
( 二 )

12/8( 二 )
14:10

經濟系
B713

雄獅集團董事長王文傑
Lifestyle+3C+020

12/8( 二 )
14:10

文學院
O502

The One 異數宣言品牌發展處副總經
理符心宜
串連，共好，大家好

12/9( 三 )
10:10

財金系
B713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丁克華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12/9( 三 )
12:00

西語系
Q409

知名導遊王儷瑾
跟著官方導遊走 - 認識西班牙的景點
與美食

12/9( 三 )
18:00

大陸所
T504

本校大陸所助理教授陳建甫
紅色供應鏈 : 臺商的出走與未來

12/10( 四 )
10:10

東協中心
511

外貿協會專門委員陳廣哲
東協五國經貿概況與佈局策略

12/10( 四 )
10:10

職輔組
Q409

Career 就業情報職涯顧問林素瑾
正確工作價值觀與職業倫理

12/10( 四 )
13:10

歷史系
L201

國立勤益大學兼任副教授蘇志宗
考十年磨一劍 - 無可取代的價值

12/10( 四 )
13:10

歷史系
B120

莊淑旂基金會董事長莊壽美
健康養生書的行銷特色 - 以莊淑旂博
士養生著作為例

12/10( 四 )
14:10

統計系
B511

美國喬治亞大學統計系教授陳占平
An Equivalence Test using the Fama-
French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US 
Mutual Funds

12/10( 四 )
14:10

數學系
S104

前壹週刊副總編輯賴偉峰
數學與人生

12/10( 四 )
14:10

資工系
E81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所助理
教授吳世光
多媒體科技與大數據分析

12/10( 四 )
14:10

管科系
SG506

敦南科技處長姜禮燈
企業運作之實務分享

12/10( 四 )
16:10

大陸所
T701

廈門長庚醫院醫師陳天心、邱豐祥 
比較兩岸醫療系統與制度：外資在大
陸經營醫院的經驗 Part2

12/11( 五 )
10:10

資工系
E787

中華電信公司博士廖宏祥
4G 行動寬頻的機會與挑戰

12/11( 五 )
10:10

大傳系
O202

三立行動媒體事業部副總經理林慧珍
三立電視台發展影音新媒體策略

12/11( 五 )
14:10

經濟系
B701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測驗中心
副主任陳曉珮
如何有效考取金融證照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教學卓越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7( 一 )
10:00

法文系
L303

亞全科技副總經理林璟妙
法語學習與職涯發展

12/7( 一 )
13:00

化材系
E81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系 ( 材料組 )
副教授郭俞麟
陶瓷材料於化學迴路燃燒技術之研究

12/7( 一 )
17:00

資圖系
B312

康健雜誌總編輯黃惠如
雜誌產業的發展與轉變

12/8( 二 )
9:00

資工系
E213

建奕科技有限公司專案經理陳奕亘
產學合作教學實務專題演講 - 智慧
型感測控制

12/8( 二 )
16:00

機電系
E412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董事長張義雄 
因應未來多變的環境，在大學時應學
習的能力

12/9( 三 )
10:00

財金系
B701

研訓院測驗中心所長楊博凱
金融人才適性分析

12/9( 三 )
10:10

資圖系
L306

Dr. EMILY SEITZ, Ph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Digital Youth

12/9( 三 )
13:10

資圖系
L306

Dr. EMILY SEITZ, Ph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Digital Youth

12/9( 三 )
14:10

資圖系
L206

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助理教授謝吉隆
社會網絡分析概念與案例

12/9( 三 )
15:10

保險系
B616

新光人壽區經理黃西田
職涯規劃經驗談

12/10( 四 )
14:00

大傳系
B312

痞客邦營運長周守珍
網路行銷

12/10( 四 )
15:10

資圖系
L30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
究助技師廖泫銘
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

12/11( 五 )
10:10

資圖系
B130

Dr. EMILY SEITZ, Ph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Digital Youth

12/11( 五 )
13:10

資圖系
L507

Dr. EMILY SEITZ, Ph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Digital Youth

12/11( 五 )
15:00

化材系
T212

翰可國際公司董事長陳洋淵
臺灣太陽能光電產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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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退選今日開始

國際處前進東南亞教育展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上月18日至25日，國際處前進泰國和緬

甸參加「第五屆臺泰高等教育論壇」和「105學年度緬甸地區招生宣導
說明會」，拓展本校國際能見度。

國際長李佩華前往緬甸參加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主辦「105學年度
緬甸地區招生宣導說明會」，8天行程安排至東枝等地區，為當地華
文中學校長和教師、有意來臺升學的家長和學生，介紹本校各學系特
色。李佩華表示：「藉此說明會讓當地師生家長了解本校外，並希望
簡化緬甸地區僑生赴臺升學程序，以能提高他們赴臺留學之意願。」

教育部率國內24所大專校院國際事務主管赴往「第五屆臺泰高等教育
論壇」，本校由國際處秘書郭淑敏代表參加，並參訪泰國碧武里皇家
師範大學、曼谷皇家理工大學等8所大學，促進認識該國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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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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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陸瑩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部主辦之「104 學年度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
視僑生活動（北區）」，於 4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教育部國際及兩岸
司、僑務委員會、勞動部、大陸委員會、內政部役政署、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等
22 個相關政府單位，與近 60 所北區大專院校僑輔老師及僑生代表，進行聯合訪
視僑生活動，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開場，約 200 人一起參與。教育部國際及
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玲問候現場僑生，致詞表示：「藉此活動可關心僑生在臺學
習生活外，將來會放寬僑生留臺工作的配額。」本次共分成 4 組進行討論後，再
由學生代表向現場官員們提問。各校學生大多提出對工讀金、健保、居留證時效、
未來在臺工作機會等問題，現場官員現場答覆學生問題。戴萬欽表示，很高興能
承辦這次活動，除促進各校僑生交流外，亦能推動本校國際化之能見度。

　【記者朱樂然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於上月 28 日上午舉辦「溫馨接送
情」境外生接待家庭聯誼活動，由國際長李佩華主持，共有 14 位來自大陸、馬
來西亞、越南、新加坡、索羅門群島，以及香港等國學生介紹家鄉文化外，還有
接待家庭的經驗分享，現場使冬日變得溫馨。身為接待家庭之一的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吳美華表示，是自願擔任境外生接待家庭，參加的原因是有感自己女兒在國
外留學打工，因此想以同理心給境外生溫暖，藉此分享臺灣的熱情和文化交流。

淡江預見大未來
並不是所有的夢想家都是贏家，但所有的贏
都是夢想家。夢想是未來的關鍵。
聖經云：”沒有願景(夢想)，人就毀滅。”
想成就自己，先有夢想。

─  Mark Gorman
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2015 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
2、3 兩日在驚聲大樓盛大舉行，逾 80 位產官
學界代表來校交流主題研討和專題演講。2 日
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資訊處資訊長郭經華、
資工系榮譽講座教授趙榮耀、資策會數位教育
研究所所長李進寶，以及中央大學資工系特聘
教授楊鎮華共同進行開幕啟動儀式。葛煥昭致
詞表示：「很榮幸能與教育部資科司共同舉辦
智慧校園研討會，本校已將智慧校園列為 105
至 107 學年度的校務發展計畫的重點工作，也
獲教育部經費補助校務研究大數據分析計畫，
藉本次研討會能讓實務工作者與學者專家進一
步交流合作。」
　在驚聲大樓 2 樓中庭中，還有與主題相關的

廠商展示科技成果（見上圖），如資策會和緯
育公司合作的 TibaMe 學習網、商丞科技的雲
端服務系統整合、程曦資訊的 CRM 顧客關係
管理等，吸引許多師生到場了解。最受注目
的是，由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帶領研究團隊研發
「淡江資訊王」APP，結合物聯網概念和學生
資訊能力測驗需求，讓學生使用行動裝置練習
資訊考題。
　參與者之一的明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系統
開發組組長劉錫斌說：「透過本次活動，利於
評估智慧校園及雲端教學的相關應用發揮在我
們學校。」中興大學計資中心劉孟坤提到，從
這次研討內容利於規劃該校智慧校園發展的短
中長期目標和所須技術。（文、攝影／姜智越）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德文系校
友詹慶齡、大傳系校友曾玉玲與7位記者以作
品《中天調查報告－不能吃的秘密》榮獲第14
屆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追蹤臺北、臺
中的收油小蜜蜂，揭露臺灣廢油流向不明、食
品認證制度模糊及餿水油現實，突顯臺灣食品
安全的嚴重性。

難掩興奮之情的詹慶齡表示，能以中天調查
報告系列節目摘下大獎，真的很開心。希望藉
由報導食安問題，給予觀眾思考方向，在工業
化後的商業環境下，人們於追求方便、美味、
便宜的同時，是否也為自己的選擇做出了取
捨。且以日本為借鏡，藉由別人的作法，讓政
府和民眾一起來思考食品安全議題相關環節。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第
一學期期中網路退選，將於第13週、即7日
（週一）上午11時至13日上午10時進行作業，
以2科為限，請無法繼續修習課程的同學，務
必於上述時間辦理，逾時將不再接受任何理由
辦理退選。教務處課務組勉勵同學，若對期中
考表現不佳之課程應再接再厲，努力爭取期末
好成績，避免因期中退選後造成擋修或延後畢
業之困境。

評委本週起來校評鑑

就貸生收退費 7 日起

赴日參加亞洲未來工作坊 impacto獲冠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7日起，本校
將進行「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
評鑑，有訪評委員到校進行實地訪評；7、8日
是訪視國際研究學院和外語學院的教學情形、
10、11日是評鑑理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
17日是訪評通核中心。本次的訪評內容除了以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教
師教學與學習評量」、「學生輔導 與學習資
源」、「學術、專業與服務表現」、「畢業生
表現與整體學習成效評估」、「自我分析、改
善與發展」6 大評鑑項目為準則外，也會實地
了解教學設施、教學現場，並對系所主管、教
師、行政人員及學生進行晤談後，對各系所學
制、系所發展等事項，提出具體改善建議及評
鑑結果。

品保處專任研究助理張倍禎表示，透過外部
評鑑能促進本校辦學成效，提醒抽中晤談同學
準時出席、攜帶個人學生證及注意服裝儀容。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就貸生
收退費辦理時間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補繳、
退費單於7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
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B304、臺北
校園D105、蘭陽校園CL312辦理；補繳費者亦
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退選
後的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將傳送電
子郵件至學生學校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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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
二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出納
組另開放夜間及假日辦理作業，淡水校園8日
至11日下午6時至8時止；臺北校園8日至11日
下午5時至7時、12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機車違停 加強取締
【本報訊】以機車為代步工具者日漸眾多，

隨意停放機車占用防火巷已造成住戶困擾。安
全組呼籲，校園週遭道路狹小且多為防火巷，
請同學注意行車安全外，並發揮公德心勿在防
火巷中違規停車，警察將加強取締違停。

環安中心於1、2日針對本校百餘間實驗室舉
辦「104學年度實驗室人員健康檢查」，以落
實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本次共有
281人受檢。

本次健康檢查項目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
包含「一般體格檢查項目」、「有機溶劑作業
檢查」、「噪音作業檢查」、「粉塵作業檢
查」、「游離輻射作業檢查」、「正己烷作業
檢查」6大項， 檢查項目包含胸部X光攝影、
血壓測量、尿蛋白及尿潛血等。檢查結果預計
於12月底出爐，屆時也將安排醫師到校諮詢
服務。化學系助教劉璧嘉表示：「舉辦定期的
健康檢查，讓長時間待在實驗室的我們安心許
多，如果身體上出狀況也可以即時治療，也提
醒了我們平時要多注意自身健康。」（文／李
昱萱、攝影／何瑋健）

實驗室 281 人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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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福會童軍團 揹水奉茶

影響力」獲得冠軍。
宋玫玫表示，本次很開心能與日韓姊妹校互

相交流，尤其參與的學生有一半是非臺日韓籍
學生，除了議題上的討論外還促進國際交流，
並推廣本校未來學特色。她還提到，感受到兩
姊妹校培育學生的用心，「本次參與的學生表
現很好，充分發揮自主性，期待這些學生能成
為淡江種子。」

130 人攻頂觀音山

22

境輔組辦接待家庭聯誼 各國學生溫馨相見歡

　4 日的 104 學年度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視僑生活
動（北區），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楊敏
玲（左一）與 22 個中央機關來校，與近 60 所大
專院校僑輔代表了解需求。（攝影／林俊廷）

落實OHSAS

智慧校園雙管齊下 資訊王 APP 受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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