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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28(一)
13:00

化材系
E680

AMGEN公司首席執行處長葉秉陽
生技製藥的發展及蛋白質藥物劑型
的研發

3/29(二)
10:00

企管系
B704

Jeffery簡報工作室創辦人敖道桓
企業導師請益-跨界簡報力

3/29(二)
14:00

境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星展銀行執行董事朱麗文
職能輔導講座（銀行篇）－星展銀
行DBS Bank Taiwan

3/30(三)
8:00

資圖系
B218

三商美邦人壽財務長楊棋材
企業導師請益-現在開始不嫌晚-
大學生的財務規劃與投資理財

3/30(三)
10:00

資圖系
B218

三商美邦人壽財務長楊棋材
企業導師請益-現在開始不嫌晚-
大學生的財務規劃與投資理財

3/30(三)
10:00

化材系
絃瑞公司

本校化材系教授吳容銘帶領
企業參訪-絃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0(三)
13:00

國企系
B713

金融新貴求職攻略作者黃敏嘉
企業導師請益-金融新貴求職攻略

3/30(三)
13:00

會計系
B609

檸魔坊負責人楊凱翔
企業導師請益-會計系友創業經驗
分享-租稅規劃的重要

3/30(三)
16:00

境輔組
驚聲大樓10樓

中國信託2016年海外菁英培訓
說明會

3/31(四)
14:00

境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臺灣星傳媒副總經理陳美妤
職能輔導講座（廣告篇）－星傳媒
Star Media

4/1(五)
10:00

產經系
B601

三商保險板橋通訊處業務經理徐雯
企業導師請益-財務經濟在保單上
的應用

4/1(五)
13:00

觀光系
蘭陽農業發

展基金會

本校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帶領
企業參訪-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
2016宜蘭綠色博覽會

4/1(五)
15:00

境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臺灣微軟企業總經理邵光華
職能輔導講座（科技篇）－臺灣微
軟企業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28(一)
10:10

公行系
B117

台鐵貨運總所總經理陳淑慧
地方政府成功行銷經驗談

3/28(一)
14:10

產經系
B511

Comebuy公司總經理陳昆池
創業規劃及品牌經營分享

3/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物理所助理研究學者陳樫旭
探索微中子和黑暗物質

3/29(二)
10:00

國企系
B312

兆豐證券公司協理陳清吉
證券業業務狀況與發展趨勢

3/29(二)
14:10

水環系
E415

臺北科大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特
聘教授兼國際長陳孝行
薄膜處理的新技

3/29(二)
10:00

戰略所
T306

立法委員蔡適應
我的從政之路

3/29(二)
10:00

外交系
T404

前美國駐北京公使及前美國在台協
會台北辦事副處長王曉岷
中美關係及其對台灣的影響

3/29(二)
14:10

經濟系
B713

凱擘公司總經理王鴻紳
網際網路衝擊下的影音媒體產業

3/30(三)
10:00

財金系
B712

群益期貨董事長孫天山
期貨業概論

3/30(三)
10:10

師培中心
ED20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館長陳啟祥
海洋教育

3/30(三)
13:10

航太系
E787

華航航務處訓練部經理韋紹炘
飛行訓練實務

3/31(四)
16:10

大陸所
T701

中興保全副總經理朱漢光
物聯網帶動的產業新革命，搶攻智
慧生活的無限商機

4/1(五)
10:10

國際研究學
院

T306

澳洲國立大學中國在世界研究中心
副主任Richard Rigby
Australia and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pportuni t ies and 
challenges

張校長赴馬 賀創會20週年
　【記者林妍君、劉家伶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本校馬來西亞校友會於19日晚間在吉隆
坡帝苑酒店舉辦「創立20週年慶暨2016淡江之
夜」晚宴。校長張家宜率領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
劉艾華、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
等師長與會，並邀請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大使章計平、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
總會會長李子松等貴賓出席，近3百人熱情參
與，場面熱鬧溫馨。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為提供全校教職員
生更優質的教學與研究環境，目前正積極籌募
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期盼集結淡江25萬校
友力量，讓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順利於明年2月

落成。」張校長致贈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
煌親題之賀詞，祝賀校友會成立20週年。
　會中，馬來西亞校友會捐款新台幣3百萬元
感念母校栽培；另外，還特別致贈「淡江之
光」匾額給即將卸任的會長拿督李子松，感謝
他幫助臺灣拓展馬來西亞境外生的貢獻及服務
本校校友。彭春陽感謝馬來西亞校友會響應守
謙募捐，目前已認捐中型會議室一間；同時對
於校友會大力協助招生宣傳，表達感謝之意。
目前，臺灣是馬來西亞學生留學的第3大國，
僅次澳洲和英國。18日到23日，林志鴻組成招
生訪問團，拜訪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循人獨
立中學進行招生交流，期盼此次主動出擊，能
讓更多優秀的學生來校就讀。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捷報！本校德
文系校友、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長吳瑪悧榮獲第19屆國家文藝獎美術類獎
項，是首位女性獲得藝術類得主，並獲贈一百
萬元獎金和獎座，頒獎典禮將擇期舉行。
　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的國家文藝獎舉
辦長達19年來，至今有近百位的傑出藝文工作
者獲獎，是國內藝文界最高藝術榮譽獎項。吳

瑪悧長期以公共藝術、複合媒材方式活躍於當
代藝術創作，她常透過藝術方式反思社會議
題，近年尤其關注地方社區藝術及環境生態，
例如策畫2006年「淡水河溯河行動」及2007年
嘉義「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等多元藝術行
動對社區營造產生影響力；她將以「舌尖上的
旗津」為當地創造新的可能性。吳瑪悧低調表
示，「仍會在自己所屬的領域繼續努力。」

文錙講座 31日談世界音樂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全
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2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登
場，此次主題為「化挑戰為機會，發揮團隊影
響力」，近6百人參與。校長張家宜以全面品
質管理7大精神與同仁互勉，致詞表示，本校

自1992年推動全面品質管
理已達24年，為讓同仁更
熟悉TQM的精神，請大家
說明如何發揮團隊影響力
外，並請一、二級教學和
行政主管依據TQM7大精
神，具體說明帶領單位同
仁如何邁向TQM。

　本屆淡江品管圈競賽首獎由企管系學生組成
的「甜甜圈」奪得，第二名是蘭陽校園組成的
「夢圈」，第三名由總務處的「皇帝大圈」贏
得。今年的淡江品質獎為全球發展學院，由全
發院院長劉艾華進行經驗分享。

　首場專題演講由卡內基訓練執行長黑立言主
講「發揮團隊影響力」，他以砍樹競賽故事勉
勵大家在職場上須隨時充實自己；接著，他請
現場觀眾起身向8人握手寒暄，大家在一片問
好聲中了解如何突破現狀。黑立言說明成功是
建立在團隊合作中，每個人須不斷磨練，隨時
與他人溝通，以正向態度來面對和解決問題。
　第二場專題邀請弘光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蘇
弘毅說明該校推動TQM歷程後，由獲第28屆
全國團結圈競賽自強組銀塔獎的該校圖書館跳
火圈經驗分享。本校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回應，
該圈隊經驗值得學習。本報將於1002期製作
「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專刊」。

　22日，本校與安徽滁州學院締結學術交流合作，本
校由校長張家宜（右），與安徽滁州學院校長許志才
（左）代表簽約，雙方在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梁端俊
見證下，完成兩校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簽約儀式。
　張校長期待兩校將有更多交流，許志才表示，希望能
有多元方式加深兩校情誼，也使雙方教師、學生有更多
專業知識的交流。安徽滁州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史
賢華、計算機與信息工程學院院長陳桂林、電子與電氣
工程學院院長林其斌，與本校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商管學院院長
邱建良等人互動熱絡。（文／王心妤、攝影／何瑋健）

加深臺皖兩校情誼

本校 滁州學院簽學術交流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賀！國家圖書
館於18日公布「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統
計結果，本校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育資料與
圖書館學》季刊榮獲圖書資訊學門「最具影響
力人社期刊獎」，此次在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環伺下，以臺灣
人社引文系統中圖書資訊學門的影響係數最高
而贏得第一名。本校亦獲得「最佳學術曝光獎
(Ⅱ)」的肯定，在104年點閱數最多的私立大
學校院第五名。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季刊執行編輯、資
圖系副教授林雯瑤表示，感謝學校的支持，未
來也秉持理念，以嚴謹的態度，挖掘更具潛力
與創新的稿件。此季刊創刊46年來，多次獲得
學術上的肯定，於2009年以來，不僅數度榮列
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
2015年更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評定為教育學門專業類A級期刊。同年，被
國際知名的Cabell's Directory of Publishing 
Opportunities資料庫收錄。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30(三)
15:00

戰略所
D302

國內戰略學者羅慶生
古典與新古典-戰略研究的前世今生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28(一)
10:10

政經系
CL306

台灣營建研究院院長楊亦東
學校到職場-旅程的展開

還有      期
        本週活動@福園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布吉納法
索籍、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一年級陶墨勇於14
日至18日赴義大利羅馬參加哈佛大學舉辦「世
界模擬聯合國年會」，在「社會創業挑戰賽」
中榮獲優勝，獲創業獎金3千美金。
　年會中，逾百國、2千5百位學生代表，透
過會議了解聯合國和國際組織運作方式。陶
墨勇在「社會創業挑戰賽」賽程的前3個階段
表現優異，經評選獲至羅馬參與後3個階段
的機會。經過激烈競爭，他與母國隊員Sanfo 
Bassirou和Kafando David和其他6國隊伍進入總
決賽。最終與德國、菲律賓及印度等其他3隊
伍獲得優勝。
　陶墨勇以「GreenFaso（法索）」為題，運

香港3中學來訪 讚賞校內體育多元設施
　【記者蔡晉宇、王心妤、張少琪淡水校園報
導】22、23日，香港3所中學約50名高中生來
校參訪，除了參觀紹謨體育館、覺生紀念圖書
館、宮燈大道等，並安排座談會以了解本校學
系特色外，也與就讀本校的香港學生大陸所碩
一林侯宇、英文二呂仲琳、俄文三簡蔚姍及歷
史二陳紫晴到場，交換校園生活心得。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17日的沐妮
悠．紗里蘭創作演唱會中，她帶來精彩的演
出，讓觀眾沉浸在排灣族絕美新女聲中。
　文錙藝術中心將於31日（週四）上午10時10
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在地化就是世界化
的世界音樂觀」音樂講座，邀請靜謐時光團
長、詞曲創作製作人黃培育來校分享，他將
分享他的音樂創作歷程，歡迎全校師生踴躍
參加。

29日境外生職能講座開跑
　【本報訊】境外生輔導組為讓本校境外生了解臺灣產業
發展和職場環境，境外生輔導組因應職涯啟航週，首度舉
辦職能輔導講座。29日起，將有星展銀行、中國信託、台
灣星傳媒體、台灣微軟公司將來校為本校學生說明產業和
海外職缺等內容；凡對該產業有興趣者皆可至活動系統報
名。（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3/29(二)
14:00

3/30(三)
16:00

3/31(四)
14:00

4/1(五)
15:00

星展銀行執行董事朱麗文
驚聲國際會議廳

中國信託2016年海外菁英培訓
說明會

驚聲大樓10樓

台灣星傳媒體副總經理陳美妤
驚聲國際會議廳

台灣微軟公司總經理邵光華
驚聲國際會議廳

　境輔組為本校境外生舉辦職能輔導講座，邀請科技業、
金融業等行業為學生說明。（圖／淡江時報社製作）

　馬來西亞校友會於19日晚間吉隆坡的創立20週年慶祝會中，因感念母校栽培特捐款3百
萬元，由校長張家宜（右三）代表接受。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
等人陪同參與。（圖／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            》國圖評最具影響力NO.1教育資料與
圖書館學

陶墨勇世界模擬UN年會 奪創業金

美術類首位女性

德文系校友吳瑪悧獲國藝獎

　外交與國際一陶墨勇參加哈佛大
學舉辦「世界模擬聯合國年會」，
在「社會創業挑戰賽」中獲創業獎
金3千美金。（圖／陶墨勇提供）

and

　22日，聖貞德中學由升學及就業主任黎漢
恩、教師蔡永康帶領15位同學來校，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的座談會中了解本校就學概況。該校
同學李振安說：「淡水校園風景好，座談會讓
我對學校有更多瞭解，會考慮前來就讀。」
　23日，可風中學、青松侯寶垣中學分別來校
了解「入學管道」、「入學資格」等相關議

題，境輔組說明本校
的大三出國、榮譽學
程等本校特色優勢。   
　青松侯寶垣中學副
校長方嘉琪對本校多
元化設施的體育表達
欣賞之意。

TQM24年扎根 發揮團隊影響力

　104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
會中，邀請卡內基訓練執行長黑
立言主講「發揮團隊影響力」。
（攝影／李建旻）

海外實習夯

　黃詩淇在泰國的非政府
組織之「ANFREL」實習。

　鄭雅慈（左）和魏
靖之（右），參與法
國亞維儂藝術節，擔
任翻譯志工。

學系博覽會展淡江特色
4月

2,3

　為讓105學年度之個人申請入學的大學新鮮人了解本校學系特色，教務處招生組將於4月
2、3日與蘭陽校園同步舉行學系博覽會，將有50個學系為來自全臺各地學生及家長說明各學
系課程規劃、職涯發展外，並介紹校園中各項教學設施。招生組組長黨曼菁表示：「從各系
的介紹展現淡江的特色和優點，以增進學生就讀本校意願。」
　活動兩天，各系將提供家長和考生相關服務與諮詢。電機系將舉辦小型展覽，於面試等候
教室中，展出電機系3組專題作品，包含研究、學習、比賽作品成果，希望能讓學生更了解
該系特色。機電系在系網頁上製作就讀機電系3大理由，將師資、得獎紀錄、學生就讀該系
的心得影片與大家分享。另外，建築系於28、31日在系館舉辦該系簡介和安排系館參觀，讓
家長和學生能實地了解。本報製作「企業最愛專刊」見本期二版。（文／陳品婕）
本校3生獲教育部《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專刊》專訪
　本校法文碩二鄭雅慈、魏靖之，以及政經二黃詩淇日前接受《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專
刊》專訪，將他們參與國際學習故事與大家分享。本校自推動國際化以來深獲肯定，並榮獲
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機制103年試辦計畫特優學校，將持續與國外各大學簽訂學
術合作協議、重視英語教學、鼓勵大三出國等措施，以拓展學生全球視野。
　鄭雅慈和魏靖之都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擔任翻譯工作，協助臺灣劇團與法國技術人員溝
通、公關宣傳協助。兩位均表示這是趟難忘之旅，鄭雅慈認為善用語言工具能讓世界看見台
灣軟實力；魏靖之指出，更開拓自己國際視野對未來有更多想像。黃詩淇則是分享在泰國
ANFREL（亞洲自由選舉網路）的海外非政府組織（NGO）實習經驗，她說明，這次的實習
經驗能學以致用，蘭陽校園的全英語環境，除了提升語言能力，也增進與境外生接觸交流機
會，「大三出國將到捷克就讀，很期待未來的大三生活。」（文／王心妤、攝影／蔡晉宇）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倒數時報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