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學院締日東北大工學部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與日

本東北大學工學部學術交流與學生交換合約簽
訂儀式」於10日舉行，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日本東北大學國際長陳強進行簽約，理學院院
長周子聰及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等師長共襄盛
舉。何啟東表示：「本校電機系長年與日本東
北大學推動合作交流，該校不僅是日本前5名
同時是諸多世界大學排名中的前百大，能與其
合作非常榮幸。此次簽約自本學期起，雙方每
年將各有2個交換生名額，不僅承認學分且赴
日就讀該校時學費全免；若是成績優秀時，還
會頒發獎學金以示鼓勵。期許本校理學院及其
他學院能與該校合作亦或締結姊妹校，不僅拓
展學生眼界，更能提升本校競爭力。」

陳強表示：「淡江的教學及國際交流值得本
校學習，未來成立Summer School，盼淡江學

生來參與，希望未來有機會簽訂兩校的MOU
建立更大的交流。」周子聰則表示：「非常感
謝工學院的介紹與幫忙，期待能與該校建立學
術交流與學生交換。」

9日，瓜地馬拉共和國駐華大使亞谷華（下
圖左）及該國國會議員Miriam Lissette Pineda 
Chinchilla（下圖中）一行4人拜訪外語學院，
由院長陳小雀（下圖右）接待介紹該院辦學特
色與現況。會中，陳小雀介紹該院致力於培養
外交、商業、文學領域之人才，以擴大國際化
的學習面向。瓜國議員Miriam Lissette Pineda 
Chinchilla特別讚賞本校以學位、學分學程培養
跨領域人才之特色。會後，陳小雀致贈個人西

語書著作，書中談及196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瓜國作家阿斯圖里亞斯，兩位貴賓均稱
讚：「陳小雀作為華人作家，研究本國國寶級
作家的功力一流！」陳小雀表示：「特別感謝
西語系卓越校友、前中華民國駐瓜大使孫大成
推薦，貴賓特別選擇本校作為臺灣高等教育的
訪視對象。期望集結本院在外交部任職的傑出
校友之力量，未來持續邀集重要人士蒞校，讓
淡江名聲遠播。」（文、攝影／周雨萱）

4日，大陸姊妹校廣州大學校長鄒采榮（右
圖右）一行8人蒞校參訪，由校長張家宜（右
圖左）、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等一、二級主管接待。張校長表示，本
校與廣州大學交流密切，2008年與該校簽署
交流合作協議，並在該校設立「工程結構災害
與控制聯合研究中心」，該中心受到廣州省科
技廳重視且定為「國際產學合作示範基地」；
2011年該校22位交換生與本校大傳系學生交換
學習經驗等，希望未來交流能更頻繁。鄒采榮
說明兩校往來密切，尤其在科技領域更有許多

【本報訊】上週評鑑委員陸續來校進行系所
「103-104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
7、8日訪視國際研究學院和外語學院教學情
形；10、11日評鑑理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
各系所；17日訪通核中心。校長張家宜、品保
處稽核長白滌清走訪受評單位關心評鑑情形。

評鑑委員依據系所之自我檢核報告書進行實
地訪評，如與受評單位師生晤談、教學現場訪
視等；受評單位向評委簡報說明教育目標、課
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以及
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　

歐洲研究所簡報說明並現場展示出版專書和
論文。歐研所所長陳麗娟表示，評鑑委員對所
上深入研究歐盟中心、獲歐盟莫內計畫經費補
助、課程隨趨勢調整等印象深刻，並肯定歐盟
研習營推廣歐盟知識。陳麗娟指出，評委另提
出課程結合實務界、增加跨國雙學位合作、設
大學部以系統性培育歐盟人才等建議，將彙整
評鑑結果作為持續改善參考。

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感謝同仁的努力，回復
評委意見效率高。針對本次的評鑑，黃永裕分
享，評委對本校推動國際化成果、大三出國制
度等給予肯定，對本校首進QS英國語文與文
學排名感到印象深刻；評委建議口譯教室可引
進更專業級的設備，讓學生可以發揮口筆譯專
長與職場接軌。

物理系針對評委關心的課程規劃和實驗性課

程，利用彈性時間臨時加開課程座談會。教育
學院為了本次評鑑，徹夜準備至評鑑前一日晚
間11時，展現出最好的一面。

校友們也返校與評委晤談，大傳系校友林俊
耀提到母系開課內容廣泛對就業有所幫助，也
建議與產業趨勢結合，多增加實務內容。中文
系校友楊蕙綾說明，目前從事媒體工作，係學
生時擔任淡江時報記者，對業界接軌有幫助，
建議系上可增設相關業界實習課程，相信能拓
寬學弟妹的視野。外部評鑑結束後，各受評單
位須提交自我評鑑總結報告書予品質保證稽核
處外，亦須進行持續自我改善。

教學   教材優異      師獲表揚

　上週，三民書局於圖書館大廳舉辦書展，現場有繁體中文與外文書籍
供師生選購，現場購買即享有 79 折的優惠，現場詢問度最高、最受歡迎
的是各類英文書籍。到圖書館借閱書籍的中文四彭宛萱表示：「現場有
許多很有趣的書籍，尤其喜歡郝廣才的《今天：366 天，每天打開一道
門》，其書中每一天都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故事，引人入勝，另外現場也
有許多畫冊十分引人注目，希望下次還能舉辦類似展覽。」（文／劉蕙
萍、攝影／閩家瑋）

　【本報訊】10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教學
優良教師，以及教學優良教材獎勵名單出爐
囉！教學特優教師共有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
明、水環系教授盧博堅、經濟系教授萬哲鈺、
英文系副教授陳宜武、戰略所副教授施正權、
課程所助理教授張月霞、資創系助理教授朱留
7 位教師獲獎，依「教師教學獎勵辦法」規定，
教學特優教師每位每月獎勵新臺幣 1 萬元及獎
狀乙面，將於歲末聯歡會上受獎。
　教學優良教師有中文系副教授許維萍等 46
位獲獎，獲獎優良教師文學院 4 位、理學院 4

位、工學院 10 位、商管學院 13 位、外語學院
7 位、國際研究學院 1 位、教育學院 2 位、全
發院 1 位、體育室 3 位、通核中心 1 位，依規
定獎勵每位可獲獎狀乙面，每位每月獎金 2 千
元。教學優良教材共 16 位獲獎勵有理學院 4
位、工學院 4 位、商管學院 4 位、外語學院 1
位、國際研究學院 3 位；教學優良教材教科書
類，依規定每位每月獎金 3 千元、教材教案編
製類每位每月 1 千元，皆獲頒獎狀乙面。獲獎
名單刊於人資處網站。
　盧博堅教學 30 年來始終以板書方式，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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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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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廳書展搶購

教學單位外部評鑑實地訪評 評委肯定

7 位教學特優教師將於歲末聯歡受獎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4( 一 )
10:00

電機系
E787

比法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許志忠
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12/14( 一 )
14:10

工學院
E787

心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李永文
創業管理心路歷程分享

12/14( 一 )
18:00

交流組
T110

多益托福雅思補習班名師 陳蕙
國際參與講座： E-mail writing

12/15( 二 )
9:00

教學支援組
B218

SAS 特聘講師唐立人
SAS Visual Analytics 大數據 實戰講堂
- 使用零售業銷售資料與網站點擊資
訊進行視覺化大數據分析

12/15( 二 )
10:10

管科系
L401

新竹物流營業處運輸企劃部副理李書賢
國內物流產業與實務介紹 - 以新竹物
流為例

12/15( 二 )
13:00

數學系
S433

鈦思科技公司工程師賴寶妮
MATLAB in Education 教學研習專題講座

12/15( 二 )
14:10

文學院
O502

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于國華
臺灣文創的競爭力

12/15( 二 )
14:10

經濟系
B713

光寶集團管理部總經理暨資訊長王定一
The Power of IT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12/16( 三 )
10:00

東協中心
T504

外交部前次長高英茂
Myanmar's recent elections and its 
military rule.

12/16( 三 )
10:10

財金系
B713

新世紀保險代理人總經理 謝海財
保經保代概論

12/16( 三 )
10:10

財金系
B701

台新銀行人資處協理徐敏哲
就業文件書表準備與面試注意事項

12/16( 三 )
14:10

資圖系
L206

國立政治大學圖檔所博士班陳勇汀
從資訊行為到數位學習 - 談數位閱讀
之研究

12/16( 三 )
18:00

大陸所
T504

本校大陸所助理教授陳建甫
「到阜陽六百里」談中國農民工的問題

12/17( 四 )
10:10

東協中心
T511

工研院產服中心營運長陳立偉
臺商在印尼和馬來西亞市場的機會與
挑戰

12/17( 四 )
14:00

參考服務組
U301

TEJ 特聘講師 徐郁婷
掌握數據資料的最佳利器 (1)-TEJ

12/17( 四 )
14:10

數學系
S104

翰林出版公司鄭景文
數學與人生

12/17( 四 )
15:10

資圖系
L301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王祥安
文化資產與數位技術

12/17( 四 )
16:00

大陸所
T701

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于國華
兩岸文創產業的交流與互動兩岸表演
藝術的市場策略與產業機會

12/18( 五 )
10:10

大傳系
O201

PayEasy 公共事務部副總經理陳中興
PayEasy 我的一畝田公益平台簡介

12/18( 五 )
10:10

資工系
E787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廖宏祥
行動寬頻新世代來臨，漫談 5G 互聯網

12/18( 五 )
14:10

經濟系
B701

本校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2016 年房地產發展趨勢 - 兼論房地
合一稅對房地產市場影響

12/18( 五 )
15:00

村上中心
FL619

本校日文系助理教授王嘉臨
村上春樹最新作品《身為職業小說
家》導讀系列活動 4

教學卓越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4( 一 )
8:00

保險系
B513

新光人壽協理陳錦慧
人壽保險核保理賠行銷實務

12/14( 一 )
10:10

法文系
T606

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有章藝術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潘台芳
博物館行政藝術管理

12/15( 二 )
14:10

水環系
E415

經濟部水利署水規所所長江明朗
臺灣水資源之過去與未來

12/15( 二 )
16:00

機電系
E412

西華藝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張熙昌
誰是接班人

12/15( 二 )
16:00

機電系
E787

業捷實業公司營業技術部課長吳鴻哲
超精密加工機之發展現況及其應用

12/16( 三 )
10:00

財金系
B701

台新銀行人資處協理徐敏哲
就業文件書表準備與面試注意事項

12/17( 四 )
14:00

遠距組
I304

國立空中大學副研究員黃慈
104 年度種子教師第 4 次培訓工作坊

教學
卓越

住
宿
生
心
窩
甜

淡江預見大未來

─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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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何
種武器，但我確定第四次世界大
戰只會有棍棒跟石塊。

瓜國議員讚育才跨領域 廣州大學合作密切

外校陸生 70 人來訪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4( 一 )

19:00
保險系
D404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馮振杰
金融投資的交易實務

　耶誕節的腳步將近，校園裡充滿了濃濃的耶誕氣息，在這溫馨的季節裡，課外活動輔導組
舉辦了「好話連連，幸福年年」－點燈祈福活動，希望帶動校園「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使正能量在校園中無限蔓延。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2016 年整個大環境將面臨全球暖化、
食品安全、經濟疲軟等問題，但不論世界如何改變，明年為淡江 66 週年校慶，本校將歡欣
鼓舞歡慶，也將會有一系列慶祝活動。（文／陳羿郿、攝影／馮文星）（文轉四版）

耶誕樹點燈閃耀校
園

【本報訊】本校今年獲得「中央政府推動建
立員工學習制度獎勵」特優獎，與國立臺灣大
學並列特優，也是唯一獲得特優私校，於3日
由人資長莊希豐（上圖右）代表本校接受教育
部部長吳思華（上圖左）頒獎表揚。今年是第
三度獲得「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獎
勵」，以103年度為例，參與學習員工人數達
4,250人次、員工帶薪學習總時數63,360小時、
員工取得證照數量為129張等，受到肯定。

教長頒員工帶薪學習特優

英文各類書籍熱門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境輔組
於12日第三度舉辦「大陸學生淡江行」的參訪
活動，本次共邀請全臺20所大專校院約70位陸
生來校參加，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

活動由本校各學院院長介紹該院系所特色，
並回答升學等相關問題外，還參觀校園環境；
會後帶領他們遊覽淡水名勝，如漁人碼頭、紅
毛城、小白宮等，讓大家彼此聯絡情誼，同時
促進對本校的學系特色了解。

清風徐來開幕揮毫 16 日起賞山岳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舉辦「清風徐來－徐純原、徐澄書畫聯
展」，於9日上午舉行開幕式。來自大陸書
畫家徐純原、徐澄亦出席開幕式並致贈書法
作品予本校典藏，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代表
接受。葛煥昭致詞時表示，本校重視生活美
學的精神，經常舉辦藝文活動，培養學生美
學涵養。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說明，從兩位
參展人作品中，見到江浙文人書畫風格的呈
現，能讓人深思傳統書畫的內涵與延續的必
要性，未來將持續推動兩岸藝術交流。

會中，徐純原和徐澄
現場揮毫，讓觀展師生
凝神摒氣欣賞。觀展學
生法文二章婕儀表示，

能現場看兩位大師親筆展現書法，十分值得。
　此外，文錙中心自16日（週三）起，推出
「臺灣山岳之美－山林生態藝術特展」，邀
請駐校藝術家李奇茂、莊靈等69位國內知名藝
術家參展，將展出約80件囊括水墨、水彩、油
畫、版畫、攝影等多元類型作品，將於23日舉
行開幕式。文錙中心秘書顏孜芸介紹，本次展
品將以「臺灣山岳」為題，可以看到各形各色
的臺灣山岳還有攝影作品，展期至105年1月25
日，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觀展，一同欣賞藝術家
巧手表現的臺灣山色之美。

村上研究中心赴日發表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於12日由村上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等
4人，前往日本專修大學以「越境的村上春
樹」為題進行特別講演會外並發表4篇論文。
曾秋桂和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文化學系教授川
村湊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座談會，討論村
上文學臺日發展的不同主軸與影響。

另外，村上研究中心將舉辦「2016第二屆微
電影徵選比賽活動」，參賽者以「我與村上
春樹」為題，拍攝3分鐘微電影，展現你與村
上春樹的連結，提供獎金鼓勵作品優異者。
報名截止日至105年3月31日止，詳情請至村上
研究中心網站查詢（http://www.harukistudy.
tku.edu.tw/main.php）。

板上寫下每個算式步驟，引導學生按步就班的
了解「工程數學」和「流體力學」，盧博堅表
示，這兩門課程枯燥生硬，以板書方式讓學生
不易分心且容易理解，每到一個段落都會詢問
學生並觀察反應後，視情況調整講解內容，他
說：「很喜歡教學，感謝受到肯定。」

　水環碩二古濙瑜分享：「盧博堅老師的教法
很好，一步一步帶領我們了解『流體力學』，
感受到盧老師對教學的熱忱和對學生的用心；
最大的收穫和學習，就是盧老師在教學和研究
的工作上親力親為，以及認真負責的態度，影
響了我們。」

本校至臺師大僑先部招生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組8日參

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舉行的104學
年度升大學博覽會，與超過1千5百名僑生介紹
本校特色。主辦單位特頒發「教育熱忱獎」以
感謝連續5年參與之國內30所大專校院，本校
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代表領獎。招生組專
員陸寶珠表示：「學生對商管科系和大傳系的
詢問度最高，關注全英語授課、學費、入學資
格申請、住宿等問題，為學生解惑。」

姊妹校廣州大學 4 日來訪

實質的發展，近幾年廣州大學發展快速，著重
於產學合作並與在地經濟做結合，而科技正是
兩校的結合點。他期望，未來能與土木工程學
系及教育學院多交流和加強合作關係，雙方互
利互惠和截長補短，並歡迎淡江師生前往廣州
大學交流。（文／陳羿郿、攝影／姜智越）

（圖／人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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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主管
安全宣導

接待參訪

交換生免日學費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於9日
的「一級單位以上主管資訊安全宣導講習」
中，邀請BSI英國標準協會總經理蒲樹盛，說
明「科技風險與金融數位化的挑戰與機會」，
現場與臺北和蘭陽校園同步視訊，一級單位以
上主管均出席參與。校長張家宜感謝蒲樹盛蒞
校傳授專業知識，並鼓勵各單位主管能汲取講
習中資訊，思考最方便快捷的工作方式。講習
中，蒲樹盛說明，如何從全球風險中看到科技
創新的機會，以及金融數位化後面臨的趨勢與
挑戰。在問答時間中，秘書長徐錠基提出雲端
服務的個資問題，並如何安全使用雲端服務；
蒲樹盛回應，可使用安全可靠的雲端平臺。

講習科技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