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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獎最佳攝

二、三版

全品管特刊

張校長關心陸生職涯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日，校
長張家宜（右四）出席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
協進會、財團法人海峽基金會舉辦的「2016大
陸台商菁英招聘會」，了解台商企業人才需求
趨勢並關心本校陸生職涯發展。活動當天共有
39家企業參展，除了釋出近千名職缺外，現場
還提供面試、履歷投遞等服務，吸引本校陸生
前往了解，英文四盧一彎說：「參加這活動為
了解職涯趨勢和自身優勢，感謝張校長對我們
的關心。」（圖／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提供）

大傳校友劉子正以「真食餐桌」專題，獲文化
部第40屆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獎」，是臺
灣出版界最高榮譽，本報將於近期刊登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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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鷹獎校友許秀影（站者）之前
返回母校開授專管課程，修習人數
爆滿。（圖／本報資料照）

資工系教授王英宏獲專管認證培訓大專教師標竿獎
蘭陽校園大四生與校長座談

【記者何家穎蘭陽校園報導】本學年度蘭陽
校園「校長與大四學生座談會」，於4日下午
3時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宜、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
等師長與大四學生，逾200人與會座談。張校
長表示，大三出國是蘭陽校園一大特色，每年
在畢業前夕舉辦座談，希望大四生回饋教學建
議，期待大家將學習經驗傳承。張校長勉勵在
校學子，積極適應英語環境及讀書風氣，期以
減少留學的文化衝擊。觀光四郭葦庭說：「我
是第一個在英國桑德蘭大學住寄宿家庭的學
生，當時沒有行政人員與老師提供資訊，在國
外最大收穫是百聽不如一『問』，機會永遠長
在嘴上，出國不單是提升英語能力，重要的是
拓展學習視野，鼓勵學弟妹勇敢跨出國門。」
榮譽學程座談會 交流開課建議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於5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4學年度榮譽學程推
展意見交流座談會，由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主
持，本校各學院院長、師長、榮譽學程授課教
師，以及修習榮譽學程學生共76位交流課程意
見。何啟東鼓勵學生修習為自己履歷加分；財
金系系主任李命志分享該系辦理方式。
現場學生紛紛舉手發問。產經三李佳航提
到，榮譽學程證書需與畢業證書一同頒發，因
此在申請海外留學時不易提出榮譽學程的修
習證明，希望能有相對方案。資圖四周孝威曾
於大三出國一年，未能在畢業前完成修畢應有
的學分數，導致無法在限期內取得榮譽學程證
書，希望能有因應方式。會計四呂永庠建議，
榮譽學程學生來自各系，以商管學院課程為
例，在院內規劃的進階專業課程上，會讓同院
各系學生有基礎不一的問題，也讓教師備課不
易，希望校方能多加輔導。教務處承辦人員針
對提問，一一回應外，並將這些提問整理成
QA後放在榮譽學程網站上，或洽詢教務處。

【本報訊】本校推動專案管理認證有成，於
2015年通過PMA、PMA+、CPMS的專案管理
認證人數合計達218人，在中華專案管理學會
專案管理證照大專院校排行榜上為全國大專院
校第三名，榮獲該學會之「2015大專院校標竿
獎」；本校資工系教授王英宏因協助推動專案
管理教育，為該學會專案管理認證教師全國第
二名，因而獲得「2015專案管理認證培訓大專
教師標竿獎」，並於7日公開接受表揚。
工學院推動專管認證多年，在該院共同科開
辦專案管理課協助學生了解考取專案管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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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退選今日開始
期中退選9日中午12時30分至15日上午11時
30分止以2科為限逾期不候。（文／曹雅涵）

本校各院所系舉行特色學術研討會，與各方
學者交流，詳細內容請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資圖系與5家企業簽署就業學程合作備忘錄
資圖系於5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教學與研
究成果發表會」，會中，資圖系與三玉顧問管
理公司、亞地市場研究公司、飛資得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藝數位
股份有限公司5家企業簽署就業學分學程合作
備忘錄。資圖系系主任王美玉表示，「產學合
作的簽成幫助學生畢業後與職場無縫接軌，並
在不同企業中表現專業。」凡修習圖書資訊產
業就業學分學程達12學分，即有機會申請到合
作企業面試和實習。（文／簡妙如）
國際研究學院預測美國總統選舉
國際研究學院於4日舉行「淡江國際論壇」
談「美國總統選舉與川普現象」，院長王高成
主持，外交與國際系教授陳一新與戰略所助
理教授黃介正與談。陳一新預測，「希拉蕊與
川普會成為最終決戰者，且希拉蕊勝選機會
較大」。他認為，川普雖掌握美國社會3大趨
勢：反建制、反威權和反華爾街，但他極具

戰略所助理教授黃
介正（站者）分析
美國總統選舉情勢。
（攝影／吳國禎）

煽動性的發言，處處樹立敵人，使共和黨內部
分裂，且不人道的政策亦將流失選票，反觀希
拉蕊屬於較理性且中道的參選人，歷練豐富，
勝選機率大。」王高成分析，川普雖時常發言
不當，但背後有其意義所在，強勢的外交與經
貿政策亦能引起部分國民共鳴，相當有群眾魅
力，實力不容小覷！且經商的他「知道如何打
動消費者」政策會較務實。黃介正說國際情勢
變化快，他將雙方陣營民調交叉分析，兩黨黨
內支持度較低的參選人在全國民調中卻未必居
於劣勢。王高成預告，13日、25日還有日本、
兩岸相關論壇，歡迎參加。（文／秦宛萱）
物理系辦新穎能源材料暨X光光譜學研討會
物理系於4、5日主辦「新穎能源材料暨X光
光譜學研討會」，逾50位校內外學者及學生與
會。理學院院長周子聰致詞表示，「本校去年
設立X光科學研究中心，期待透過研究、交流
能激盪更多不同想法，盼使其成為國際型研
究中心。」研討會策辦人、物理系助理教授董
崇禮表示，西安交通大學動力工程多相流國家
重點實驗室主任郭烈錦、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副
主任黃迪靖的發表，都是本次研討會的亮點。
（文／張力堃）
會計系與RSN合辦2016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
會計系與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RSM）於3日在臺北校園共同主辦「2016
會計論壇學術研討會」，逾140人與會。會計
系系主任顏信輝表示，「今年是本校成立66
週年，也是RSM成立66週年，因此舉辦研討
會。電子商務是新興議題，會中也產生許多有

學雜費調整案 13日開說明會
【記者胡昀芸、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
「105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於4日舉
行，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財務長陳叡智主
持，並邀請校內教師代表、學生代表一同出席
討論，藉此交換學雜費規畫書之意見。
陳叡智介紹105學年度學雜費規畫書內容，
指出校務發展計畫，並說明學雜費調整理由、
計算方法，以及未來支用計畫等內容。陳叡智
表示，為了合理反映本校辦學成本和加強照
顧經濟弱勢學生，擬向教育部提出105學年度
日間部學士班入學新生以3.5%為調整學雜費收
費基準之申請，其他學制則以103學年度學雜
費基準調整3.5%，與學士班維持相同的學雜費
水準，調整後增加的收入將用於增撥學生獎助
學金、增開實務講座課程、就業、跨領域等精
進學程等。學雜費調整之用途規劃說明等相關

啦啦隊大專盃賽前發表
競技啦啦隊於3日晚間在體育館7樓，進行首
次的大專盃賽前發表會。（文／曹雅涵）

冒險社50人闖密室逃脫
冒險社於3日在校園舉辦免費的密室逃脫遊
戲，50名同學一起體驗闖關。（文／簡妙如）

美術社手作羊毛氈

烹飪社享受戚風蛋糕

美術社於上月30日帶領社員製作羊毛氈，
體驗手作藝術和抒發壓力。（文／張書涵）

烹飪社於4日舉辦「享受吧！夏天的風」活
動，帶同學們製作戚風蛋糕。（文／羅云㚬）

日研社體驗和果子製作

彩妝社教學肌膚保養

日研社於2日進行和果子手作體驗，社員用
絹布、手捏雕塑各種形狀。（文／陳岱儀）

證照，具有PMI之「組織級專業管理成熟度模
式」導師資格的金鷹獎傑出校友許秀影，也曾
於2014年返校授課幫助學弟妹，本校也與該學
會合作成立網路認證中心，讓考照學生可減少
路途奔波利於專心準備。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
表示：「感謝本系校友、中華專案管理學會理
事長許秀影與本校合作開課，讓學生就學期間
培養專管、溝通等軟實力，有助職場加分。」
王英宏感謝該學會的肯定，他強調，專案管
理應用範圍不限於軟體開發，透過專案管理課
教授的相關理論、知識及技能可幫助同學盡早

了解企業實務做法，以增加職場競爭力。王英
宏觀察來認證中心考照的學生不限於工學院學
生，可見學生有注意職場趨勢，他鼓勵學生考
取專管證照，並請多留意本校專管開課訊息。
資工系學生獲全國校園雲端創新應用亞季軍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4生日
前參加教育部舉辦「第二屆全國校園雲端創
新應用大賽」，經初、複賽，在全國各級學
校141件作品中，勇奪「校園行動應用類」第
二、三名佳績，於7日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3樓受獎。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表示，感謝
指導老師及學生的優異表現，感到與有榮焉。
勉勵該系生向其學習。
獲第二的「U+智慧雲端點名系統」，由資
工系副教授潘孟鉉指導、資工四林君龍及王崇
銘設計，採藍芽iBeacon技術，有助教師有效
率完成點名。林君龍感謝，潘孟鉉老師提供建
議與硬體支援，以及許輝煌主任簽署合作意向
書，讓系統供系上使用、持續精進。獲第三
的「i-Defense防護小天使」由資工系教授張
志勇指導、資工博七陳正昌與資工碩二鄭揚翰
製作，以智慧型手機內建感測器與無線通訊技
術，供使用者即時通報等功能以有效防身。陳
正昌表示，感謝評審肯定更非常謝謝張志勇教
授，給予主題思考方向建議及硬體設備支援。

各院所系特色研討會 集萃交流專業觀點

校友沈慧虹升竹市副市長

【記者林妍
君淡水校園報
導】恭喜本校
交管系（現運
管系）校友的
交通專才在政
府機關大放異
彩。4日，新
交管系（現運管系）校友沈慧 竹 市 府 交 通 處
長、校友沈慧
虹。（圖／本報資料照）
虹升任新竹市副市長，成為該市首任女性副市
長，另聘請現任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企劃組
專門委員、校友倪茂榮接任交通處長。曾受本
報第960期「卓爾不群」專訪的沈慧虹任職交
通處長期間，面對R1道路、公車系統整合及
藍、綠線規劃等問題，應變與專業評估深獲肯
定！對於受邀擔任新職感到意外的沈慧虹笑
說，「未來一定會全力以赴，協助市長改善交
通問題及給予施政上的建議；此外，更期待能
造福新竹市民、服務大眾。」

影

劉子正真食餐桌

104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中，以「化
挑戰為機會，發揮團隊影響力」為題，本
期特製作「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特刊」。

台商招聘會

彩妝社於2日進行皮膚保養方式和彩妝知
識，現場還有進行凍膜試用。（文／詹雅婷）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資訊，詳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址：
http://info.tku.edu.tw/use_layout.aspx）。
在場學生代表舉手表達意見，而場外也有同
學表達反對調漲的聲音。國際研究學院學生代
表戰略碩二黃昱輔建議可將之前曾提出的問題
製作成問題集，以減少討論相同議題時間。文
學院學生代表中文四陳韻心則認為：「學校是
否能減少公關項目等其餘支出，以達成共體時
艱的目的。」總務長羅孝賢回應，因學校許多
項目為固定支出，例如水、電等，但未來亦將
持續思考以節能方式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因版
面限制，審議會詳細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江大學105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學生公開
說明會」將於13日（週五）上午10時10分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歡迎同學參與。

價值的意見，十分有意義。」（文／杜歡）
歐盟週辦深度講座 圖館推法蘭西印象
本校歐盟中心為響應歐洲日（每年5月9日）
並推廣歐盟事務及歐洲文化，即日起，推出歐
盟學術專題講座和歐盟經驗分享工作坊，邀請
產官學界名師為各位解析歐盟發展。在學術專
題講座中，將讓你認識「歐洲難民、移民融入
與多元文化」、「當前中國歐盟關係」等；而
歐盟經驗分享工作坊中，更有前駐法大使、法
文系校友呂慶龍以「歐洲文化與外交禮儀」，
分享他的歐洲經驗。另外，覺生紀念圖書館延
續歷年歐洲講座活動，今年以法國為題，在
二樓閱活區中邀請業師帶來繪本之美、服裝時
尚、餐桌美學及音樂之旅內容，讓你體驗不同
風貌的法蘭西國度。精彩講座千萬不可錯過，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詳細時間見右表演講
看板。（文／張念琪、陳昶育）

魏寶生談臺灣保險業挑戰

【記者蔡晉
宇淡水校
園報導】由
保險系教授
兼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開
授的「國際
性危險與保
險」課程於
3日邀請到
凱基商業銀
凱基商業銀行董事長魏寶生來校談
行董事長魏
臺灣保險。（攝影／蔡晉宇）
寶生，主講
「臺灣保險業如何面對全球的挑戰與機會」。
演講前，胡宜仁介紹，「魏董事長是我見過少
數在金融產業做過銀行、保險、證券多方領域
的人才，從大格局來看未來趨勢，相信能帶給
同學許多啟發。」
魏寶生首先簡述臺灣保險業的現況，並針對
金控、銀行、證券、壽險及產險5大金融產業
資產進行趨勢變化的解析。面對全球化競爭與
挑戰，他建議，「除了強化風險控管能力，亦
可從『證券化』出發，盼達成活絡資產、移轉
風險、提高市場效率等效益。」魏寶生也以新
竹商銀經營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的經驗作為個
案分享。最後，魏寶生勉勵學子，「初出社會
不必太在意此行業是否賺錢、有前景，能學到
東西是最實在！累積好的能力與經驗，相信在
未來都會成為職場上的一大助力。」

英語即席演講洪佑權奪冠 女聯會員福會辦電影欣賞
英文系日前公布「104學年度英語即席演講
比賽」賽果，國企四洪佑權、英文四張子瀚、
日文二蒲文靜分獲前三名。（文／盧一彎）

女聯會與員福會於2日舉辦「名畫的控訴」
之電影欣賞活動，數位組編纂郭萱之表示，影
片帶來深刻的感觸與震撼。（文／羅云㚬）

村上春樹朗讀賽李洋第一 楊曉恩爵士四重奏陶醉
村上研究中心舉辦「村上春樹經典名著多國
語言朗讀競賽」，日文二李洋以法文朗讀《海
邊的卡夫卡》奪下第一名。（文／劉蕙萍）

台北爵士大樂團首席薩克斯風手楊曉恩於4
日在文錙音樂廳，以「Simple Life」為題，帶
來悠揚的四重奏引人入勝。（文／陳照宇）

創業知能課參訪婚顧創業 陸友好聲音楊嘉倫徐任筌得冠
創育中心的「創業知能實作課程」於上月29
日至閣樓婚禮顧問公司進行參訪時，大四生積
極地詢問此行業的創業情形。（文／周怡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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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友會於3日舉辦「陸友好聲音」比賽，冠
軍得主是保險三楊嘉倫與校友徐任筌組雙人
組，以「如果雲知道」獲獎。（文／胡昀芸）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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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的過程絕對不可能很順遂，遇到
挫折可以回家關起門來發洩情緒，但在
商場立足，對外仍要保持自信，秉持樂
觀積極的態度，以開放的胸襟學習、付
出，有機會就要去嘗試，期盼對社會、
人群卓有貢獻。
－信邦電子董事長兼執行長王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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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二)
10:00
5/10(二)
13:00
5/11(三)
8:00
5/11(三)
14:00
5/11(三)
14:10
5/11(三)
20:00
5/12(四)
12:10
5/13(五)
12:00
5/13(五)
12:10
5/13(五)
13:00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10(二)
9:00

█臺北

演講人/講題

只合運算科技公司董事長、國際職
資工系
能教育發展協會理事長賴溱君
資訊產學講座-從 wifiboy 談一個
E201
國中生的志向
文學院
數位藝術家蔡歐寶
SG321
新媒體策展人
邀月兒餐館執行長劉勁德
文學院
創意能量的啟發-在餐飲、音樂產
L201
業的應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風
資創系
險管理師林鼎鈞
企業導師請益-從企業資源規劃到
CL323
企業風險管理經驗分享
喜思媒體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導
資傳系
演賴華晟
O205
企業導師請益-影像美學
工研院雷射與積層製造科技中心主
航太系
任曹芳海
E811
金屬積層製造(AM, 3D列印)簡介
國際大使團 作家Peter Su
Q306
夢想、旅行、新書內容及正向人生觀
電機系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校長李篤中
驚聲國際會議聽 幾個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的現況
教發組
本校教發組組長李麗君主持
I501
104學年度Mentee教師座談會
教發組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員梁鴻栩
I301
培養高效閱讀能力
資訊處
TronClass 創課體驗工作坊
D409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9(一)
8:20
5/9(一)
13:10
5/9(一)
14:10
5/9(一)
14:10
5/9(一)
15:10
5/9(一)
18:30
5/10(二)
8:10
5/10(二)
10:00
5/10(二)
10:00
5/10(二)
12:00

演講人/講題

保險系
B912

新光人壽市場行銷部襄理曾詩翰
壽險業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
國立中央大學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化材系
副教授黃俊仁
E820
Bioinspired Zwitterionic Surface
Coatings
化學系
馬偕醫學院生醫所博士級研究員林正勇
Q409
斑馬魚在生物醫學的應用
產經系
海津企業公司總經理林昇誼
B511
有機產業的簡介
澳洲辦事處副代表Mr. Richard
國際研究學院 Neumann
Australia's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T801
Three Continuing Challenges and
Three New Challenges
參考組
本校參考服務組編審吳理莉
U403
如何選擇投稿期刊？
資圖系
宜誠資訊公司董事長辛志鵬
L307
從數位典藏到文創商品之路
國企系
兆豐銀行中山分行科長侯劍秋
B312
房貸業務介紹
歐盟中心
B607

本校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主持
歐洲難民、移民融入與多元文化

校務研究中心 本校資管系助理教授戴敏育
I501
社群網路文字探勘與情感分析

5/10(二)
14:10

經濟系
B713

國票金控總經理丁予嘉
全球經濟的過去現在未來

5/10(二)
14:10

圖書館
閱活區

法文繪本職人林幸荻
法歐繪本之美

5/10(二)
15:00
5/10(二)
15:10
5/10(二)
19:00

保險系
B505
土木系
G315
課外組
T310

5/11(三)
8:00

資圖系
B218

5/11(三)
10:00

資圖系
B218

5/11(三)
10:10

財金系
B712

5/11(三)
10:10

英文系
T606

5/11(三)
12:10

電機系
E680

5/11(三)
13:10
5/11(三)
13:10

保險系
B614
航太系
E787

5/11(三)
14:00

保險系
B302F

5/11(三)
14:10
5/12(四)
9:00
5/12(四)
10:10
5/12(四)
12:00
5/12(四)
13:10

圖書館
閱活區
歐盟中心
T504
德文系
T705
資工系
E680
美洲所
T306

5/12(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5/12(四)
14:10
5/12(四)
16:00
5/12(四)
16:00
5/13(五)
10:00

圖書館
閱活區
資圖系
L413
大陸所
T701
英文系
FL204

5/13(五)
14:00

歐盟中心
E302

5/13(五)
14:10
5/14(六)
11:00

圖書館
閱活區
俄文系
B604

本校產經系教授林俊宏
人口老化之衝擊與因應策略
新加坡萬德集團董事長莊元甫
土木系金禹獎傑出系友講座
作家楊雅晴
百吻巴黎
義理法律事務所負責律師黃碧芬
法律就在你身邊—你不可不知的法
學常識
義理法律事務所負責律師黃碧芬
法律就在你身邊—你不可不知的法
學常識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秘書長黃良瑞
投信投顧業概論
民視國際新聞編譯翁如玫
春花望露之編譯人生
Department of Systems Desig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terloo
Professor Keith W. Hipel
Technology and Policy Options for
a Low-Emission Energy System in
Canada
大誠保險經紀人公司處經理黃坤傑
勞動基準法與職業災害實務分享
華航航務處計畫發展部經理李國強
民航節油與環保實務
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助理
教授蔡信華
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法制研析
時尚及創意設計總監何立德
打開法蘭西的衣櫥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江時學
當前中國歐盟關係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專門委員丁榮祿
形象與職涯—外文系學生的出路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曾煜棋
大時代：我的研究法則
本校美洲所教授白方濟主持
兩岸在拉美的外交競逐座談會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助理教授鄧惠文
On a novel spherical Monte Carlo
method via group representation
美食評論及作家江烈偉
餐桌上的法國
檔案管理局文書檔案資訊組副組長李殷
電子檔案管理趨勢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史芳銘
從巴拿馬密帳風暴看反避稅條款
書林出版董事長蘇正隆
植物、文學與翻譯
德國科隆大學經濟暨社會科學學院
政治及歐洲問題研究所博士黃惠鈴
從歐洲文化及歷史發展看歐洲統合
的意義
簿子文創執行長張偉明
法國音樂之旅
本校俄文系系主任蘇淑燕
2016第十屆俄國語文能力檢測說明會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9(一)
19:10

保險系
D403

5/11(三)
15:00

戰略所
D302

5/11(三)
18:00

國企系
D309

演講人/講題
泰安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嘉文
臺灣產險市場經營現況與發展
本校戰略所教授汪毓瑋
矛盾論與實踐論談中國非傳統安全
之概念與實踐
農委會前主委陳武雄
釋放心的生產力

國樂社徐易達分享手鼓
雅滬國樂社於3日舉辦「斑斕手鼓音樂講
座」，小巨人絲竹樂團打擊副首席徐易達，
分享手鼓的聲音魅力。（文／周怡霏）

烏克麗麗社演戲小成發
烏克麗麗社於3日結合演戲方式，進行期中
小成發活動，活潑的串場表演和抽獎，為活
動增添笑聲，並凝聚情感。（文／詹雅婷）

音樂文化社畢TALK溫馨
音樂文化社於3、4日舉辦「畢TALK」的傳
情活動，利用下課10分鐘為大家安排音樂表
演、紙條傳情等溫馨活動。（文／周怡霏）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