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管系校友莊雅婷：那一年大三，我們一起聽張創辦人
說淡江60年的故事，還有水果為我們加油打氣！好懷念！

歲末聯歡迎猴年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04年度歲末
聯歡會於上月27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覺
生紀念圖書館主辦，以「圖飛猛進，榮自淡
江」為主軸，現場準備精采的表演節目。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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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於上月9日，在臺北市政府地下一樓元福樓白
馬廳與臺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簽訂
策略聯盟意向書；本校由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主任江正雄，與臺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
導員協進會會長宋兆莉代表簽約，雙方在臺北
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副局長吳欣珮、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經營輔導組副組長文中元等人見證下完
成儀式。未來雙方將就育成產學資源網絡進行
交流合作，共同辦理及推廣創業相關知能、技
能訓練課程，建立相互輔導個案轉介機制，提
供在地創新創業者商機媒合服務，以形成完善
育成產學網絡，藉此深耕本校創新創業能量。
　江正雄表示，「本校在產學方面有多元領域
的合作機會，本次可與榮指員的輔導業務上產

生互補，進而創造中小企業創新之綜效，再加
上創育中心業務推動有成，亦可介接榮指員們
在經營實務經驗與產業網絡關係，讓新創企業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環境，同時也可以雙管齊下
讓各界企業借力使力，得以累積競爭力。」
　本學期起，創育中心將舉辦3梯次的「創業
知能提升工作坊」與「創業實作」課程，邀請
業師和專家來校開課，如政府創業資源運用、
創業財務實務、創業計畫撰寫等，幫助學生提
升創業知能，精進學生的創業力。第一梯次已
經開始報名，歡迎大家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或到淡江育成FB粉絲專頁了解相關訊息。
（創業知能提升工作坊：http://enroll.tku.edu.
tw/course.aspx?cid=fdcx105031701、淡江育成
FB：https://www.facebook.com/cpic.tku/）

　第十屆淡江品質獎經過受評單位簡報、實地評審及複審會議，評定由全球發展學院獲獎，
且於上月27日歲末聯歡會接受表揚（右下圖）。品質保證稽核處於上月15日舉行「第十屆淡
江品質獎複審會議」，由淡江品質獎召集人暨秘書長徐錠基、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董事長
佘日新、顧問蘇錦夥、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副教授江瑞清、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學
資源中心主任紀佳芬等11位校內外專家委員，共同對全球發展學院、商管學院，以及人力資
源處3受評單位進行複審會議。複審簡報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上午各受評單位進行20分
鐘簡報答詢，下午則進行實地訪評，受評單位均展示其特色之處。
　全球發展學院在工學大樓中庭展出（左上圖），由全發院院長劉艾華主持，強調其全英語
授課、大三出國及住宿學院為3大主軸，並以院內4科系組成多元人才庫，實施跨領域合作；
商管學院在B302a展現各項特色，由商管院長邱建良說明持續推動AACSB認證外，以擴增交換
生與雙聯學位等為發展目標；人資處則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現場展出連續5年獲新北市進
用身心障礙績優單位獎外，人資長莊希豐介紹人力資源以「公正溫暖」為出發的最適配置、
教師評鑑e化、勞保加退保作業等多項績效實例。（文／黃詩晴、攝影／閩家瑋、盧逸峰）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
於上月1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4學
年次第一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本次退
休有23位同仁，出席茶會為10人，約90位同
仁、教師、學生到場為他們祝福。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這學期榮退茶會
的參與人數較往年來的多，許多榮退同仁幾
乎將青春貢獻給淡江，本校能有現今的規
模，全倚靠過去大家一同的努力；因少子化
的衝擊，使得現今高等教育經營越發嚴峻，
在校的同仁將會更辛苦，盼已退休的同仁往
後能常回校給大家加油打氣。
　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歡迎退休人
員加入聯誼會，更感謝張校長的美意，使該
會成為學校正式組織之一，希望大家有空多
回校相聚並貢獻己力，提供自身教學及行政
經驗回饋學校。
　退休人員聯誼會於上月27日舉辦第一屆第
二次會員大會暨聯誼餐會，由林雲山主持，
總務長羅孝賢、人資長莊希豐出席參與，大
家見面彼此寒喧問候；更有3位90歲以上高
壽的退休人員，其中一位是90歲中文系校友
王甦到場參與；92歲機械系退休教授張厚盛
表示，很高興回校，餐點很好吃。

　【本報訊】文學院於上月21日舉辦「2016文
創兩岸學術合作會議」，福建師範大學副校長
汪文頂等一行13人與萬卷樓圖書公司副總經理
彭秀惠來校交流座談，針對今年8月合辦「閩
台班」相關細節，包括陸生來臺住宿、選課
及社團參與等議題交換意見，並邀請成人教育
部、教務處、人資處等單位，就授課教師之聘
書、排課教室、授課規劃等細節逐一協調。
　福建師大文學院文化產業管理系約50位大三

學生將於105學年度來校就讀「閩台班」、修
習文創產業學程。課程分為專業基礎、專業
方向及實踐環節3類別，師資匯聚文學院5系教
師，預計專班開課人數70人，屆時開放約20名
本地生選修。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表示，目前文創課程已做
出口碑，本次首度成立閩台班，帶領陸生了解
文化創意產業及臺灣實務經驗，課堂也融合了
本地生一同學習，盼彼此學習、交流。

文創學程好口碑 閩台班 105 開課

　【本報訊】一起為村上春樹朗讀吧！村上春
樹作品全球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舉辦「為村上春樹獻聲─村上春樹經典
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賽」，藉由不同語種來朗
讀村上春樹作品，讓讀者一同感受跨越國境的
村上春樹魅力。本次競賽不限年齡、語言、國
籍，只要對村上春樹的著作有任何感動，都可
以報名參加；你可以報名錄影組或現場組，凡
錄影組的參賽者，須事先錄製參賽者的朗讀實
況影像檔，並上傳至村上春樹研究中心網站；
若參加現場組者，會另行公布時間和地點，
現場抽號碼牌上場朗讀，時間長度以2分鐘為
限，超過時間將嚴格扣分。還在等什麼，趕快
報名參加，有豐厚的獎項等您來贏取喔，報名
詳情請見村上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
www.harukistudy.tku.edu.tw/main.php）

村上春樹多元朗讀賽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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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美韋恩州大 簽訂雙聯學制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於上月19至22日舉行「2016世界青年
領袖論壇」，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
佩華、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何啟
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等師長出席。本次以
「Prospects for the World: Meeting Challenges 
with Vision」為主題，共有13個國家大學生來
校，針對「全球經濟」、「全球和平」、「全
球環境與全球化」、「全球文化與社會」、
「全球治理與民主」5大議題，進行討論及論

文發表。戴萬欽致詞時表示，本次論壇是第三
年舉行，也邀請海外姊妹校一同參與，提供本
國生與海外學生交流的園地，經由論壇方式還
能增進學生評析全球議題的觀點，新世代崛起
不容小覷，在此討論交流中以開創和培養學生
的新視野，以迎接全球知未來挑戰。
　參與者之一的本校生德文三古曉珮分享，
「藉由論壇可以看見不同國家的觀點以及角
度，並留意自己沒有發現的地方。」來自姊妹
校城西大學的長田陽平說：「能夠和來自各國

的同學交流意見是難得的經驗。」

13國青年領袖聚淡江 論全球議題

　【本報訊】上月14日晚上，境
外生輔導組在淡水福格飯店舉行
「104學年度境外生春節師生聯誼
餐會」，校長張家宜、僑務委員
會委員長陳士魁、僑生處處長廖
靜芝、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司長楊敏玲等人一起出席，與350
位境外師生一同感受春節氣氛。
同學們精采的才藝表演，令人目
不轉睛！
　首先由醒獅團帶來精彩的大鼓
表演為活動開場，接著由馬來西
亞僑生統計四柯永勝進行傳統童
玩的扯鈴表演；港澳同學聯誼會的吉他彈唱，
團體齊唱唱出合唱美聲；陸生諸天成的長笛表
演讓人如癡如醉；特別的是，來自越南的同
學，身穿傳統服飾唱出越南傳統歌曲〈媽媽的
溫柔〉（Duet），讓人感受到越南獨特溫柔
婉約氣質；OCSA僑聯幹部帶來的舞蹈展示活
力；最後，全體主持人獻唱新年歌曲，讓來賓
們拍手叫好。
　最緊張刺激的摸彩活動，則讓來賓、師長為
同學摸出大獎，以體驗活潑互動的春節活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上月16日，第
十四任總統、副總統暨第九屆立法委員進行選
舉，本校共有7位淡江人及前任師長順利當選
第九屆立法委員，將在立院為民喉舌，包括大
陸所校友、桃園市第三選區國民黨籍陳學聖；
戰略所校友、基隆市民進黨籍蔡適應；管科校
校友、新竹市民進黨籍柯建銘；戰略所校友、
臺中市第五選區國民黨籍盧秀燕；俄研所校
友、高雄市第二選區民進黨籍邱志偉，以及曾
獲本校金鷹獎的化工系校友、高雄市第三選區
民進黨籍劉世芳。另外，本校教心所教授柯志
恩，名列國民黨不分區候選人，得以進入立院
服務。
　對於所友表現傑出，戰略所所長李大中除表
達祝賀之意，也認為他們是很棒的典範。他提
到，所上畢業生發展多元，除了政治圈，在媒
體、學界等皆有良好發展，未來也會盡力與所
友們維持聯繫。

7淡江人

評鑑傑出獎」、「教學特優教師獎」、「資深
職工服務獎」、「優良助教及優良職工獎」等
獎項，表揚同仁一整年來付出的心血。
　頒獎後，精彩節目和摸彩活動旋即登場。首
先由圖書館同仁們帶來「舞動神曲猴賽雷」舞
蹈，以紓解全校同仁們一年來的工作辛苦，隨
後並由校長頒發「百萬健走達人」獎牌。接續
則以「淡江意象圖報喜」，以幽默短片展示學
生們在學校幸福且便利的校園生活。

　接著，圖書館同仁們更帶來「熱舞十七賀新
春」閃亮且精彩的熱舞表演。至節目尾聲，則
由圖書館同仁們帶領全體合唱，祝福大家「歡
天喜地猴氣來」。最後公布明年的歲末聯歡主
辦單位由資訊處接棒。在熱鬧的表演節目中，
不時穿插摸彩活動，幸運獲獎的同仁們皆開心
不已！最大獎是張創辦人獎3萬元，由體育處
活動組組長黃貴樹獲得，歲末聯歡在歡樂氣氛
下完美落幕。精彩圖輯，詳見四版。

境外生春節聯誼會 才藝表演吸睛

　【本報訊】美國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特於上月27日蒞校與本校簽訂姊
妹校，本校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美國韋恩
州立大學由工程學院院長Dr.Farshad Fotouhi
代表簽約，雙方在韋恩州大Dr.Simon Ng, 
Associate De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Dr. 
Chih Ping Yeh（葉治平）, Chai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lege  of Engineering、本校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工學院院長何啟東、電機
系系主任陳巽璋、電機系教師等人見證下完成
儀式，成為本校第186所姊妹校。Dr. Farshad 
Fotouhi表示，這是首度來臺，將會再帶領該
校學術副校長來校參訪。
　除了進行姊妹校簽約之外，也簽訂3+2和
1+1雙聯學制，這將助於縮短學生修業年限，
並取得國內外大學學位。促成此次的合作為本
校電機系校友葉治平，同時亦在該校擔任工程
科技部部長，他說：「是與第二屆電機系畢業
校友謝景棠、張明宗共同促成，韋恩州大與當

地企業交流密切，有許多產學合作機會，除學
生受益外，亦提供教師海外交流的機會。」

　【本報訊】文錙藝術中心於16日（週二）
起，在文錙中心展覽廳舉辦「2016新浪潮繪畫
展Ⅱ」，由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光教授及臺灣
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陶文岳推薦，20位具
創造力並勇於表現自我的新一代青年藝術家，
展出這些創作者的水墨、水彩、油畫、版畫及
攝影等多種媒材作品，讓參觀者感受他們在傳

統與創新的歷程中內在的能量與波動。
　此次的新浪潮Ⅱ是一種創新的組成，集合國
內外各大專藝術科系及研究所在學與畢業的藝
術創作者，聚集而成的聯展，展現青年創作者
的想法與實踐，及傳承與創新豐富創造力。
　展期至3月23日止，25日將舉辦開幕式，歡
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

文錙中心16日辦新浪潮繪畫展Ⅱ

榮退茶會歡送退休同仁

第十屆淡品獎揭曉

　104學年度境外生春節師生聯誼餐會中，
本校境外生帶來精彩演出。受人注目的是
來自越南學生，身穿越南傳統服飾齊唱當
地傳統歌曲〈媽媽的溫柔〉，讓人感受到
母愛的溫柔和甜蜜。（圖／境輔組提供）

　上月27日，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特地來校
簽訂姊妹校，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由工程學
院院長Dr. Farshad Fotouhi（左）代表和本
校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右）代表互簽合
作備忘錄，成為第186所姊妹校，將進行雙
聯學制合作交流。（攝影／淡江時報社）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上月9日，
與臺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簽訂
策略聯盟意向書，由創育中心主任江正雄
（左）、榮指員會長宋兆莉（右）代表簽
約。（圖／創育中心提供）

　104年度歲末聯歡活動中，覺生紀念圖書
館以「圖飛猛進，榮自淡江」為主題，為
大家帶來精彩的演出，圖書館館長宋雪芳
（右）特別精心打扮為大家帶來「舞動神
曲猴賽雷」表演。（攝影／姜智越）

　國際處於上月19至22日舉辦「2016世界青年領袖論壇」，
共有13個國家近40位學生，來校交流「Prospects for the World: 
Meeting Challenges with Vision」。（攝影／盧逸峰）

　身為主持人之一的馬來西亞僑生國企三莊茗
雲表示，雖是第三次主持，仍緊張萬分，本次
表演者都展現才華實力，以現場彈唱、樂器演
奏等方式，精采才藝演出獲滿堂彩。

1000期倒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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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期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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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豐厚的摸彩獎金與獎品，全校同仁
與退休人員、教職員工眷屬共同歡聚
盛會。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感謝同仁們一整
年來的付出，本校在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都有卓越進步表現，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猴運
連連，在少子化的趨勢下，一同再次打下漂亮
的一仗！」
　隨後由張校長揭曉「第十屆淡江品質獎」
得主為全球發展學院，並頒發獎金15萬元及獎
座。此外，陸續頒發「103學年度教師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達500萬以上者績優獎」、「教師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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