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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公民參與

戰略所陳文政

（攝影／吳國禎）

戰略所助理教授陳文政借調出任國安會副秘
書長，曾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民進黨
智庫「新境界基金會」國防小組召集人。

【本報訊】前總統馬英九於16日頒上銀科技
董事長、本校會計系校友卓永財「三等景星勳
章」，表彰其企業促進產業升級環境永續發
展，並回饋社會及發揮創新精神等貢獻。上銀
集團以臺灣研發中心為主，為臺灣全球最大精
密機械關鍵零組件製造商、全球第二大線性傳
動製造商，馬英九亦於會中肯定卓永財推動產
學合作，致力為產業培育優秀人才，並促成教
育部推動典範科技大學及產業學院工作，「精
益求精的創新精神令人感佩」。

張校長赴上海促學術合作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於16、17日前往上海，訪問上海交通
大學及姊妹校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校
長張杰親自接待，除交換治校理念外，雙方達
成互派交換生協議；華東師範大學校長陳群同
意在既有的基礎上，深化合作。張校長等人還
探視本校交換生林昱蘋，在該校的學習和生活
情形。此行亦受到旅居上海地區校友們的熱烈
歡迎與接待。華東校友聯誼會特別為兩人舉辦
歡迎餐會，與校友們交流甚歡。

身障生體驗密室逃脫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14日，視障資
源中心帶領本校身心障礙生22名，到臺中麗寶
樂園體驗「密室逃脫」（遊戲），目的是為
了讓他們了解團隊合作並體驗該遊戲推理解謎
的樂趣。帶隊人之一的視障中心輔導員張閎霖
表示，該中心多以生態學習的戶外活動為主，
本次以密室逃脫遊戲，希望讓學生可以互相幫
助，了解人與人之間溝通與團結的重要性。
張閎霖說明進行方式，將學生分為3組，每
組由帶領老師協助解謎，在最後關卡中大家須
彙整相關線索才能過關，「同學們都覺得這是
一個很新鮮的體驗，也都玩得很開心。」

藝術季音樂祭快索票
【記者陳照宇、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藝術中心主辦的「淡江藝術季」，將於本學期
進行最後一場。6月2日將邀請西班牙馬德里皇
家舞蹈學院畢業舞者薛喻鮮，以「20-Olives
給在青春裡流浪的你」為題，帶來創作舞蹈表
演。26日（週四）上午9時起，文錙中心展覽
廳開放索票，每人限取2張，要搶要快。
通核中心主辦「2016淡江音樂季」將於27日
晚上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登場，本次將邀
請通核中心教授李珮瑜、講師王淑堯呈現「美
聲樂頌」音樂會，讓學生可近距離陶冶音樂性
情。想參加這場音樂饗宴？快於至通核中心
（I805）索票，每人限領兩張。

境外生享北海岸之美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15日
舉辦境外生北海岸文化之旅，讓本校境外生參
觀海洋博物館、八斗子漁港、星空草原，了解
臺灣的漁港生態和海洋之美。來自香港的英文
二呂仲琳分享心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星空草
原，沒想到這個大型的室外畫作，是利用寶特
瓶等物品來呈現梵谷『星空』作品，整個活動
能認識到臺灣當地文化與特色，意義非凡。」

教學

卓永財獲頒三等景星勳章

招生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2016創新創
業競賽暨頒獎典禮」於19日在Q409進行20隊
的決賽，各院院長皆到場加油打氣，在歷經一
整天的評審後，選出得獎隊伍：第一名是隊名
NTL的「缺陷型光觸媒奈米纖維」、第二名
是隊名FGT足樂的「Ur Feet」、第三名是隊
名邊邊的「To Runner,Together」，以及佳作
7隊。評審委員之一是宗瑋工業董事長、化學
系校友林健祥表示：「同學們的成果都很專業
仔細，讓我很感動，鼓勵大家要多了解財務報
表和顧客服務等相關內容，期許同學多認識跨
領域知識。」研發長王伯昌說：「感謝評審，
同學們都很用心，這次的活動讓學生更有競爭
力，也希望同學能在現今的專利趨勢上積極
的投入。」「NTL」隊長物理四洪仲頡說：
「很幸運能得獎，感謝老師和學長讓我參加比
賽，雖然研究過程中難免有挫折，但也有跨領
域的學習，更明白自己有更多不足。」

財務

創新創業賽NTL奪冠

教學評量分數、學生參與多元學習、學生對外競賽表現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績效、一般計畫案績效、教師發表績效

進行
複 審
新生入學績效、學生留存率績效、學生來源多元化績效
審查會議，
收入績效、預算執行績效
進入複審系所進行
募款績效、募款動支績效
成果簡報，由評審委
員會評分擇優選取年度獲
【記者廖吟萱、王心妤、姜智越、林妍君、
獎單位，將各頒發獎金新臺幣15萬元。關於
張力堃、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系所發
「系所發展績效衡量構面及指標」之內容及
展獎勵」進入複審之系所名單為土木系、化材
定義，係由財務處依校務發展方向訂定，將
系、財金系、航太系、統計系、會計系、電機
經核定後另行公告。
系、資工系、機電系。（依筆畫順序排列）
本次入圍系所將以特色內容迎接評審會
本校為獎勵績優系所帶動良性競爭，自101
議。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以金融實習來擴大
年第6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系所發展獎勵辦
學習理論與視野，期待藉此讓課程分流，也
法」，凡最近一次教學單位評鑑結果為「通
能與企業接軌、縮短學用落差；統計系系主
過」或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評鑑機構認證結果為
任林志娟說明該系發展，採全方位管理教學
「通過」且在認證有效期限內，為「系所發展
與行政，朝成立大數據學位學程和大數據研
獎勵」入選系所資格；每年3月由本校相關單
究中心，透過產學合作成為未來發展；會計
位依「系所發展績效衡量構面及指標」提供資
系系主任顏信輝將特色聚焦在「課程與實務
料，由財務處統籌計算綜合排序分數，經核
接軌」與「注重學習成效」，強化與會計事
定後公布進入複審之系所名單；每年5月則再
務所產學合作關係，且系內平均每年有40%以

募款

NTL（中）獲2016創新創業競賽冠軍，由研發長
王伯昌（左）頒獎。（攝影／許允季）

研究

9系所入圍發展獎勵

104 學年度系所
發展績效衡量5大
構面及指標。

上教師執行科技部計劃案。土木系系主任王人
牧表示，課後輔導獲學生良好迴響，本學期亦
增加電子書並擴充線上預習教材；擬將企業實
習設為正式課程，讓學生與業界接軌。化材系
系主任董崇民介紹該系在科技部計畫及國際
期刊論文績效表現提升，且招生註冊率逐年增
長，並發展就業競爭課程以縮減學用落差。
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重視學生就業發展；在
產學合作方面，將提供多元課程選擇，期盼協
助學生提升競爭力利於與職場接軌。電機系系
主任陳巽璋強調，該系近3年的科技部計畫案
平均總件數居全國私校之冠，並深耕各項國際
學術交流，還邀國際大師蒞校演講，讓師生教
學相長。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著重該系國際及
兩岸學術交流，希望以提升國際能見度，並聯
合7系舉辦資訊週、增設就業學分學程及拓展
雙聯學位等。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說明，課程
安排以機械設計、製造科技及機電整合為主，
並因應少子化衝擊，積極與海外姊妹校簽訂雙
聯學位，拓展生源並將學生帶向國際化。
本次複審審查會議將於26日下午1時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這9系將帶來精采的成果簡
報，歡迎校內教職員工踴躍參與。

7系資訊週 700人喊讚

各系共62組專題展覽中，
以「小小指揮家」、「射氣
球」、「雨傘防盜裝置」、
「智慧水族箱」、「BABE
WITH YOU」5組專題獲得票選
最高，成為本次人氣獎；而28
組專題賽中，經資策會專案經
18日資訊週中，張校
理黎世威等校外評審審查後，
長等人為活動參與支持。
由資管系「U Tuner」得到冠
（攝影／閩家瑋）
軍，獲得獎金3萬元，評審們認
資訊週中，參觀者體驗 為該專題內容完整，符合創業
各系專題，了解最新資訊 創新且具有商品化潛力。第二
應用。（攝影／閩家瑋）
名為教科系「too cool for school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與本校
新進人員數位訓練教材」、第三名為資管系
資工系、資圖系、資傳系、電機系、資管系、
「Foresee Sport」和教科系「能源戰記」。
教科系、資創系7系於18日舉辦資訊週，還邀
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蘭陽校園
請程曦資訊、叡揚資訊等校友企業一起共襄盛
主任林志鴻、前校長趙榮耀、系所友會聯合總
舉，近700人到場參與為專題投票加油。
會總會長林健祥特為活動剪綵開幕。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次7系跨院聯辦的資訊
週是本校資訊化的里程碑，在現今大數據、
雲端服務、物聯網等趨勢下，本校更是不能缺
席，將以跨領域、自動化和多元的3項目標持
續推展資訊化之教育理念。林健祥勉勵學生們
應勇於發揮創意，持續挑戰創新。趙榮耀以資
訊老兵期許未來能整合本校資訊相關科系，實
現淡江資訊村的理想。金鷹校友、叡揚資訊執
行副總陳世安特地返校支持，鼓勵各系學生，
「不只資工系，當各系團結一起，可發揮更多
的力量，以擴大資訊科技的發展。」工作人員
之一的資工碩一葉信呈說：「我們都很用心準
備這次專題展覽，這次展覽內容呈現多元互動
方式，讓大家可實際瞭解應用軟體的使用。」

教育學院研討數位學習 教改革新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13日，第27屆
金曲獎入圍名單揭曉，樂團「旺福」以童趣十
足與獨特的創意在演藝圈中獨樹一格，今年更
以「阿爸我要當歌星」一曲5度入圍最佳樂團
獎，其主唱小民為本校航太系校友姚浚民。他
笑著分享入圍感言，「感謝我的家人、團員與
工作團隊，也對歌迷們長久以來的支持致上最
高的謝意。」他表示，未來會持續在演藝事業
上努力，盼帶來更精彩的演出及表現。頒獎典
禮預計於6月25日舉行，屆時也可見到旺福步
上星光大道。

教科系辦2016
數位學習學術
研討會
【記者朱世
凱、趙世勳淡
水校園報導】
教科系於20日
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及H116
2 0 日 的 數 位 學 習 學 術 研 舉辦「2016數
討會中，張校長（左）頒發 位 學 習 學 術 研
「2015創新教學教案設計競 討 會 」 以 學 習
科技新趨勢為
賽」。（攝影／林俊廷）
題，近140位學者師生與會。校長張家宜開幕
致詞時表示：「資訊化是本校重要辦學理念，
今日會議主軸緊扣資訊科技。教育科技近年出
現許多新穎名詞如：翻轉教室、3D列印、虛
擬實境等，目的皆在於為促進教學樂趣、提升
學習成效，相信對於未來將帶來不同榮景。」
會中，張校長與聯合報教育事業部總經理陳
迪智、教科系系主任沈俊毅、師培中心主任徐
加玲共同頒發「2015創新教學教案設計競賽」
獎項。研討會共計發表21篇論文，而專題演講
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所長楊淑卿
談「翻轉教育契機中的慕課／磨課師：過去、
現在與未來」，以及陳迪智說明「華語文數位
學習的展望」。沈俊毅表示，「本次以最新科
技為主軸，讓師生共同分享新興科技融入教育

之創舉，使教育專業領域更加新穎與精進。」
教政所討論教育改革創新
【記者朱世凱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
導研究所在臺北校園分別舉辦「105年度教育
學門『比較教育及高等教育』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發表會」與「教育政策與領導－改革與創新
學術研討會」，逾100位學者、師生與會。
成果發表會，開幕式由前教育部部長暨教政
所講座教授吳清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系系主任甄曉蘭主持。會中4場次共發表「比
較教育及高等教育」11篇相關論文。
學術研討會由教政所所長楊瑩主持，會中發
表14篇相關論文。楊瑩表示，「藉由中小學、
師培中心等各級領域學者，一同發表教育領導
策略以及領導政策，讓與會師生共同精進，在
教育專業領域上能有更多共鳴與迴響。」
教心所探討性別平衡 研究新男性主義
【記者朱世凱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心理與諮
商研究所於2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6
性別平衡學術研討會－現代新男性主義的崛
起」近150位學者、師生共襄盛舉。
會議由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進行開幕致詞。
會中探討性別美學、臺灣男性氣概研究趨勢等
內容，共有3場專題演講，4篇論文發表，以及
4篇壁報論文，並進行綜合論壇。教心所所長
宋鴻燕表示，「非主流文化的男性主義日漸興
起，透過研討會探討不一樣的男性特質，了解
多元的性別特色。」

課堂值日生分享服務觀

航太系校友旺福姚

浚民

入圍金曲獎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即起開始，至6月5日止，只要從
學校網站首頁，點選頁面左方「期末教學意見
調查」圖示，或直接連結網址（http://info.ais.
tku.edu.tw/tas/），登入系統後輸入個人的學
號及密碼後，即可點選科目進行意見的表達。
品保處將以電腦隨機方式抽出100位得主並致
贈獎金200元，歡迎同學踴躍填答。

學雜費決策小組會議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23日
（週一），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105學年
度學雜費決策小組會議」，將討論105學年度
學雜費調整案。關於學雜費調整之用途規劃說
明等相關資訊，詳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網址：http://info.tku.edu.tw/use_layout.
aspx）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4(二)
13:00
5/25(三)
12:00

英文系
FL204
英文系
FL204

5/25(三)
13:00

財金系
B708

5/25(三)
14:10

航太系
E811

5/25(三)
15:00

電機系
E787

5/26(四)
10:00

電機系
E310

5/27(五)
12:00

教發組
E787

演講人/講題
本校英文系講師雷凱
英語會話群組討論會
本校英文系講師包俊傑
英文作文群組討論會
臺灣企銀電子部經理廖丁輝
臺灣企銀-金融機構新興服務、商
品-以數位金融為例
優異識公司董事長廖德銘
可靠度系統工程未來20年之發展
契機
中央氣象局副研究員賴曉薇
風起雲湧--談天氣預報
CAVE教育團隊經理曾吉弘
企業導師請益-使用LinkIt Duo建構
物聯網之應用
臺灣大學資管理系助理教授孔令傑
翻轉教室-我的失敗與成功經驗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3(一)
10:00

電機系
E819

5/23(一)
14:00

數學系
S433

5/2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5/23(一)
14:10

產經系
B511

5/23(一)
15:00
5/24(二)
10:00
5/24(二)
13:00
5/24(二)
13:00
5/24(二)
13:10
5/24(二)
14:00
5/24(二)
14:00

保險系
L401
國企系
B312
歐盟中心
Q409
保險系
B706
德文系
T606
校務中心
B130
參考組
E314

5/24(二)
14:10

經濟系
B713

5/24(二)
15:10
5/25(三)
10:10
5/25(三)
10:10
5/25(三)
10:10
5/25(三)
12:00
5/25(三)
12:10
5/25(三)
15:00
5/26(四)
9:00
5/26(四)
10:10

期末教學評量開始填答

23日

教學
卓越

5/26(四)
10:10

5/26(四)
14:10

5/26(四)
14:10
5/26(四)
16:10
5/26(四)
19:00
5/26(四)
19:00
5/27(五)
13:10

5/27(五)
15:00
5/28(六)
9:00

演講人/講題
Wayne State University Dr. Gene Y.
Liao
Advanced Battery Systems for
Hybrid and Electric Vehicles(油電及
電動車電池系統)
Welab 互聯網金融公司中國區總經
理陳俊仁
大數據分析--在財務金融的應用
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副所長陳
哲陽
生質材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本校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2016房地產發展趨勢─兼論房地合
一稅於社會住宅對市場的影響
前行政院金管會保險委員張士傑
我國保險監理之現況與未來
財金資訊公司副總經理黃昱程
金融支付的發展概況與創新趨勢
前駐法大使呂慶龍
歐洲文化與外交禮儀
臺灣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侯自維
財產保險公司財務管理與經營
外交部歐洲司總領事回部辦事鄭兆元
淺談德文與外交工作
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專案經理蕭培元
SPSS MODELER大數據分析
碩睿資訊公司訓練經理林庚賢
期刊評選工具：JCR新功能介紹
前櫃買中心董事長吳壽山
資本市場在企業發展與產業轉型變革
的角色與發展─資訊科技的角度

英商嘉福湯馬遜保險公證人公司台
灣分公司資深經理鄭守東
工程保險初探
財金系
威盛保險經紀人董事長王信力
B712
保經保代概論
安立知公司專案副理王榆淙
電機系
High Speed optical communication
E514
market and test.
國際學院 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
T306
520後兩岸關係機遇與挑戰
簡報一沙鷗創辦人林泰君
學發組
好學樂教分享週-學習策略工作
黑天鵝展示廳
坊--「簡報show&tell」-簡報技巧
國際學院 本校美洲所所長宮國威與談
T608
巴西危機倒數100天
保險系
保富國際公司總經理游翰霖
B604
財富管理軟體在個人理財的應用
外語學院 本校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主持
覺生國際會議廳 兩岸外國語言文學學術研討會
Fellow (MOFA) at Tamka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aiwan
公行系
University Dr. Judith Norton
B516
Are Cross-StraitRelations A
Globalized Issue?
美商網聯IoT-PHY(物聯網實體層)
電機系
計畫總監
E302
從不同標準的通道錯誤更正碼(ECC
codes)看未來通訊的發展
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教授鄭木海
The Art and Science of Packaging
物理系
High-Coupling Photonics Devices
S215
and Modules (藝術與科學結合之高
耦光元件與模組構裝)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統計系助理教
授許緯文
統計系
A Score Test of Homogeneity for
B302a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for
Zero-Inflated Count Data
大陸所
士一貿易(上海)公司總經理朱少君
T701
兩岸貿易實務經驗分享
課外組
本校文學院組員林泰君
B312
用簡報行銷活動
學生會
知名網路作家藤井樹
Q306
藤井樹的六弄咖啡館
Fellow (MOFA) at Tamka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Taiwan
公行系
University Dr. Judith Norton
B512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arty, the
Banks, and the Enterprises.
澳洲商冠衡資訊公司臺灣區總經理
會計系
林中仁；澳洲會計師公會臺灣事務
B713
部高級經理邵楊帆
非典型會計師的職涯選擇
土木系
G315

村上中心 本校村上中心主任曾秋桂主持
驚聲國際會 2016年第5屆村上春樹國際學樹研
議廳
討會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4(二)
13:10

管科系
D302

5/24(二)
19:30
5/25(三)
15:00
5/27(五)
14:00

EMBA辦公室
D324
戰略所
D302
產經系
D406、407

5/28(六)
12:00

演講人/講題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Dr.Jinn-Tsair Teng
信用交易在庫存上的應用

台中銀證券(股)公司董事長林樹源
公司治理與企業領導
本校成教部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
臺海危機的歷程與決策分析
2016總體理論與計量模型學術研討
會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教授John
師培中心 A. Powell
校友聯誼會
Keep it Real: Connecting Research
館
to Practice

事務組於本學期推行課堂值日生服務活動，共16位同學參與，並於
13日中午進行心得分享會。大家一致表示，由於平時幫忙擦黑板、清
理環境、關門窗、電燈等而與教師有了更多的接觸，拉近師生關係。
俄文系助理教授鄭盈盈認為，這項活動讓課堂進行更順利，透過本活
動讓學生提升美
善品德，希望能繼
續開辦此項活動。
事務組組長吳美華
感謝同學的主動參
與，勉勵他們能繼
續保持服務他人的
熱情。（文、攝影
／劉必允）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1

新任國安會副秘書長

二版

本報辦報63年以來，為淡江人在學生自治組
織、社會服務、公民參與等歷史大事件留下
（圖／閩家瑋翻攝） 紀錄。

學校要聞版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