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語學院舉行兩岸外國語言文學學術研討會
　【記者秦宛
萱淡水校園報
導】外語學院
於26至27日在
覺生國際會議
廳、I501舉行
兩岸外國語言
文學學術研討
會，以「紀念
莎士比亞與賽
萬 提 斯 逝 世
四百週年」為

題研討，邀請北京、廈門、太原理工、山西4
大學14位學者來校，近80位師生共襄盛舉。由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主持，校長張家宜致詞表
示，本校重視國際化辦學理念，大三出國與陸
生來校就讀人數相當高。很榮幸兩院際間學術
交流長期密切，預祝活動圓滿成功。
　會中，北京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寧琦，以「全
球化背景下的北京大學外語語言文學學科」為
題，進行專題演講。分4組發表34篇論文，進
行綜合討論、圓桌座談。法文系系主任鄭安群
表示，議題除有外國文學、語言學和語言教
學、翻譯，更深入莎士比亞及賽萬提斯研究，
藉學術交流連繫兩岸校際情誼，實屬難得。
村上中心討論各國村上春樹翻譯作品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於28至3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6
年第5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校長張

家宜、日本北九州市長北橋健治、日本交流協
會總務部長濱田隆等人特出席開幕外，另外也
邀請臺灣、大陸、波蘭、馬來西亞4國的村上
春樹著名翻譯家，以「村上春樹文學における
『秩序』」為題，討論村上春樹作品中各國翻
譯詞語定義等問題。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加藤
典洋和日本上智大學教授Matthew Strecher進
行專題演講，探討村上春樹作品。此外，還有
來自日本、美國、英國、波蘭、匈牙利等10國
學者參與盛會，並發表20篇論文，且以「村上
春樹文學における『秩序』」進行圓桌會議，
由村上研究中心副主任落合由治主持，邀請加
藤典洋、東京大學教授沼野充義等人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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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30(一)
13:00

資管系
B509

嬉遊紀數位資訊公司產品專案經理許柏庠
資管人的IT人生

5/31(二)
12:00

工學院
E787

本校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主持
104學年度第2學期工學院教師社群端
午茶話會

5/31(二)
14:10

水環系
E508

多采工程顧問公司副總經理李文生
除了工程，水利防災還能怎麼做? 洪
水預警報系統

6/1(三)
14:10

航太系
E811

國家太空中心任務科學家蕭俊傑
太空計畫關我啥事

6/1(三)
19:00

國際大使團
活動中心

仲夏‧夢—跨文化之夜

6/2(四)
10:10

通核中心
V101

本校通核中心助理教授陳慧勻主講
表演藝術期末小劇展(1)

6/2(四)
11:10

水環系
E401

艾亦康工程顧問公司臺灣區環境部土
水組執行總監房文傑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與實務

6/2(四)
14:10

通核中心
V101

本校通核中心助理教授陳慧勻主講
表演藝術期末小劇展(2)

6/2(四)
18:30

教卓辦公室
 T212

participation session for HULT PRIZE

6/3(五)
8:00

未來學所
ED201

本校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主持
未來學工作坊-全球發展趨勢與在地
社會關懷

6/3(五)
12:10

教發組
I301

臺北市忠孝國小老師陳建榮
教學助理創意課程：電影融入教學

教學
卓越

本校獲磨課師補助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24日，理學
院舉辦本校與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雙
束聚焦離子束顯微鏡」捐贈及
簽訂合作備忘錄儀式。
由宜特科技董事長、
本 校 物 理 系 校 友
余 維 斌 代 表 捐
贈具實作與研
究 價 值 的 5 年
新機雙束

學校要聞版 1

校友余維斌捐精密顯微鏡

149次行政會議 金鷹獎選拔修正

講談東山彰良
二版

本校邀請直木獎臺裔作家東山彰良演講「在
成為作家之前」，特邀彭春陽及內田康談東
山彰良創作風格、作品。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因應少子化衝
擊和國際高教環境競爭激烈，本校、東吳大
學、大同大學、文化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世
新大學、銘傳大學、輔仁大學，以及實踐大
學，共9所大臺北地區私立大學於24日宣布成
立「優九聯盟U9 League」，將各校專業所長
特色，透過「跨校跨域」合作方式，讓學子們
能共享校際資源，培育他們兼具專業領域的深
度和跨學科的廣度，期能成為職場優勢人才。
　優九聯盟自2012年起發起，該聯盟橫跨理
工、商學、農學、醫學、傳媒、法學、語文、
民生、教育、環境，藝術，以及設計等各項專
業領域，本校在學務、教務、總務、圖書館、
校園聯誼、聯合路跑、產學合作案例分享等均

達成多項合作外，也協助製作優九聯盟官方網
站。（優九聯盟U9 League網址：http://u9.tku.
edu.tw/index.html）
　校長張家宜出席致詞表示，該聯盟成立以來
大家彼此討論合作方向，是以Share精神，邁
向Cooperate相互提升以達到Excellent；這9校
建校歷史悠久，依各校專長特色培育許多畢業
校友在社會各界中服務，期待這聯盟能在資源
共享效益中，共創華人圈長春藤學校的目標。
　未來，凡在「優九聯盟U9 League」學校中
的學生，將不受學校及學系限制，可申請跨校
學位，將推動境外生資格驗證平臺、開放校際
選課、暑假聯合開課等，可以共享優九聯盟之
9所大學的教育資源。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
園報導】因應66週年校
慶，出版中心出版校
慶叢書之《城市中的
森林》（左圖），由
中文系畢業校友曾
貴麟寫詩、英文系
副教授陳吉斯繪製

插圖，內容呈現本
校座落山水間的人文薈萃之地，即

日起至6月8日止在閱活區舉辦該書精彩圖文
展覽，讓你一睹為快。6月2日（週四）下午2
時，將在圖書館閱活區舉辦新書發表會，歡
迎全校師生前往感受蝶鳥松鼠穿梭之美。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遠距教學
組向教育部申請105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
畫」，於日前獲得補助「非常村上春樹」、
「快快樂樂學C語言」兩門課程及經費共160
萬元。課程預計在今年底上線，授課教師分別
由日文系教授曾秋桂、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來
預錄課程，讓學習者未來可透過「MOOCs課
程翻轉教室」網站，點閱課程進行線上學習。
　目前兩課程設定為完全公開，期許能將本校
特色推廣到全球華語地區的遠距組組長王英宏
表示：「通過的這兩門課程展現淡江資訊化和
特色研究，且近來推廣全民學習C語言，藉由
動畫式線上教學，讓學習者利用零碎時間自主
學習基礎的程式語言，更希望線上教授村上文
學課程，成為各大專院校日文系的教材。」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49次行
政會議於2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主持會議
時表示，因應高教環境快速變化，除了加強推
動教師多元升等外，敦促增進合作辦學和產學
合作，並請相關單位及教師配合校務發展計畫
善加運用補助經費。張校長指示，為激發本校
研究能量並將資源有效整合與運用，各院系所
須落實研究中心評鑑機制的具體成果。
　本次會議除了進行各單位業務報告外，各學
院說明支持與鼓勵學生參與學生自治活動；並
通過彈性薪資實施辦法、研究發展處設置辦

法、學習與教學中心
設置辦法、招生委員
會設置辦法等修正草
案；其中，通過「淡
江 菁 英 金 鷹 獎 選 拔
辦法」修正案，淡江
菁英金鷹獎候選人推
薦資格，除校友會推
薦外，新增由本校各
學院推薦，並經該學
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送出資料備審。

醫資中心推UDI辦說明會
　【本報訊】臨床醫學資訊系統發展與應用研
究中心承接衛福部「推動醫療器材單一識別
系統（UDI）導入試行計畫」，協助建置我國
UDI規範與國際調和。該計畫除了維護管理已
建置之UDI系統及試行資料平臺外，並進行教
育訓練及宣傳輔導作業，以提升UDI印貼及應
用率。目前，將在北中南舉辦說明會，會中將
展示UDI試行平臺，並說明導入優點與優勢。

海博館活動趣

邀畢業生掌舵 學雜費調整案送教育部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5學
年度學雜費決策小組會議」於23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行，現場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擔任主持，財務長陳叡智等行
政主管、各學院院長，以及10位學生代表出席
參加。經討論後，決議通過105學年度學雜費
調整案，並於30日前報請教育部核定。
　胡宜仁感謝每個與會的人，所提出的意見都
可作為辦學的參考，關於學雜費調整之用途
規劃說明、會議紀錄、學生意見等相關資訊，
詳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址：http://
info.tku.edu.tw/use_layout.aspx）關於決策會議
詳細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網址：http://
tkutimes.tku.edu.tw/）。

東西文豪作品 兩岸 多國學者研討文學與譯作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30(一)
8:10

保險系
B603

大誠保險經紀人公司處經理黃坤傑
保險經紀人發展的模式與趨勢

5/30(一)
13:10

化材系
E680

ABB台灣製程自動化系統部門副總經
理張忠堅
技術而優則仕嗎?

5/30(一)
14:10

產經系
B511

未來資產投信基金經理人楊自強
證券實務~股市投資的第一堂課

5/3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林口長庚醫院幹細胞與轉譯癌症研究
所助理研究員何銘益
Mass spectrometry technologies and 
chemical strategies for analyt ical 
glycomics

5/31(二)
10:00

國企系
B312

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林士傑
銀行業業務現況與發展趨勢

5/31(二)
10:00

歐盟中心
B607

倫敦大學學院公共政策學院博士史大慶
從倫敦市長選舉及結果，看歐盟未來
的機會與挑戰

5/31(二)
10:10

保險系
L301

台北教育中心資深講師張菘庭
保險規劃與理財

5/31(二)
13:00

歐盟中心
驚聲會議廳

塞子小酒館侍酒師李原安
歐洲餐酒文化與飲食禮儀

5/3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北市立大學應用物理暨化學系助理
教授陳松賢
Spin transport in buckled honeycomb lattices

5/31(二)
15:10

保險系
B505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公會理事長陳燦煌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6/1(三)
10:10

財金系
B712

國立交通大學財金所教授鍾惠民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

6/1(三)
12:00

會計系
B425

真理大學財稅系系主任林玉彬
大數據的發想曲

6/1(三)
12:00

戰略所
T1201

銘傳大學助理教授林穎佑
從驚聲到江湖：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戰略人生

6/1(三)
13:10

經濟系
B606

本校文學院組員林泰君
簡報‧經濟‧學

6/1(三)
14:10

保險系
B302F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田維華
健康醫療議題之實證研究分析

6/2(四)
13:00

創育中心
R103

力言專業語言表達訓練所負責人鄭俐瑛
不怯場！商業口才表達實戰班

6/2(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宏遠興業經理趙山貴
從「工業4.0」邁向「紡織4.0」，傳
統紡織業打造的智慧工廠

6/3(五)
13:00

創育中心
R103

點石成金文創志業公司創辦人蔡嫦琪
攻心計！商業談判實戰班

6/3(五)
14:00

歐盟中心
E302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高銘志
歐盟因應氣候變遷之法制架構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3(五)
8:10

政經系
CL307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士葉可佳
China's One belt - One Road' and 
Russia'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ompetitors or Partners?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31(二)
19:10

公行系
D309

昇恆昌副董事長吳秀光
公、私部門領導經驗分享

聚焦離子束顯微鏡一臺，校長張家宜率3位副
校長、理學院院長周子聰等師長出席參與。

　張校長恭喜余維斌從物理系畢業後
事業有成並感謝其回饋母校的心

意。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
近年一直促進產學合作，

感謝宜特科技能提供參觀
及實習機會，也回饋這
麼好的設備給物理系師
生作研究使用，實是
受益良多。」
　余維斌感念地說：
「當年是遠從臺東到

淡 江 念 書 ， 若 沒 有 淡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資工三陳怡
君、資工四黃彥儒及資工四林君龍組成「肥肉
秤斤賣」隊伍，21、22日參加資拓宏宇公司主
辦「第二屆2016資拓宏宇黑客松」程式競賽，
以「TrafficBot交通機器人」為題，在全國大
專校院20隊中打敗多所國立大學，勇奪第一，
獲得10萬元獎金。本競賽以「大眾交通運輸轉
乘」為題，歷時2天，在限定期間內，馬拉松
接力完成程式開發。林君龍說明，為提供前往
機場的旅客最佳路程，研發出以LINE BOT機
器人介面，只要使用者輸入航班編號及起程交
流道，就能得到花費的時間及最佳路線等資
訊。陳怡君3人表示，很榮幸獲獎並感謝指導
老師資工系副教授潘孟鉉的耐心指導。

資拓宏宇黑客松賽
資工3生搶冠10萬元

共創優九聯盟 資源共享育學子

社區同樂彩繪
　海事博物館因應國際博物館日，於21日舉
行系列活動，讓社區民眾一同參與紙船DIY、

親子彩繪、水手
服 試 裝 活 動 。
海博館專員黃維
綱說：「這是首
次開放水手裝體
驗，讓社區居民
體驗水手生活，
增加對於海洋的
認識。」（文／
陳品婕、攝影／
陳柏儒）

　海事博物館的「整裝待發」畢業季攝影活動
開跑了，只要你是應屆畢業生，自6月2日至
4日可道海博館體驗水手服，拍下你的校園回
憶，還可將照片帶回家，名額有限報名要快！
報名詳情請至文錙藝術中心網站（http://www.
finearts.tku.edu.tw/page3/news.php?Sn=117）查
詢。（文／陳品婕、攝影／許允季）

氣溫回升 小心蛇出沒

　【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系所
發展獎勵」於2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審查
會議，校長張家宜出席勉勵後，緊接著由進入
複審的9個系所展現其於教學、研究、招生、
財務、募款等績效衡量構面進行簡報說明。
　會計系系主任顏信輝以推動事務所實習等產
學合作，作為亮眼成績；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
則分享該系學生的實務學習成果紀錄；財金系
系主任李命志提到，該系推廣澳洲昆士蘭大學
1+1雙聯學制等與海外姊妹校合作內容，期待
能帶給學生更多精進學業的資源。
　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介紹相關專業證照課
程，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電機系系主任陳
巽璋說明各項國際學術交流；航太系系主任湯
敬民重視學生職涯發展，並提到將來會以「航
太專業組」、「飛行組」規劃課程，進行分流
教學；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著重提升教學品
質，依據IEET工程教育認證適時調整教學方
式；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強調大數據的重要，
期盼能培育卓越的大數據人才；資工系系主任
許輝煌重視精進教學、強化招生，將於舉辦第
一屆「系務發展研討會」，共同商討該系發
展。詳細簡報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天候回
溫，淡水校園各處傳出無毒錦蛇出沒，安全組
長曾瑞光提醒，回暖季節是蛇類出沒頻繁時
節，請全校師生提防遭蛇咬外，步行草坪時務
必「打草驚蛇」，盡量行走在大路旁，若有發
現蛇時請通報校安中心或總務處安全組勤務中
心。（校安中心：26222173、校內分機2256；
安全組勤務中心校內分機：2110、2119）。

江的栽培，我也沒有現在成
就。捐贈儀器也是為了拋磚引玉，讓
更多學子像我一樣受益於母校，將來成為
校友也能回饋、協助更多淡江學子。」
　余維斌補充，業界發展尖端材料、半導體
及奈米元件是未來趨勢，現在補足母校研發
的器材，盼能培育更多專業人才、為產業注
入新活力。目前該儀器安置在化學館「宜
特‧淡江雙束聚焦離子束顯微鏡聯合實驗
室」（C138）。物理系教授葉炳宏說明，
「透過此儀器再搭配原有的『場發射穿透式
電子顯微鏡』，能強化本校研究先進材料的
分析能力，讓學生能結合理論與產業需求，
達到學以致用、產學合作的精神。」

　北京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寧
琦（左）致贈禮物給張校長
（右）。（攝影／林俊廷）

　宜特科技董事長、物理系校友余維斌（左）捐贈雙束聚焦離子束顯微鏡
（右）儀器一臺。（攝影／吳國禎）

　宜特科技捐贈雙束聚焦離子束顯微鏡儀器一臺，於24日舉辦捐贈及簽約儀式，由本校校長張家宜（右）、
宜特科技董事長、物理系校友余維斌（左）代表簽署。（攝影／吳國禎）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國
際處於23日舉辦第三屆「淡江模擬

聯合國安理會」，由本校學生模擬擔任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非常任理事國，以
及歐盟共12國代表，以「跨國移民」和「恐怖
主義問題的最新情勢」為題，依據聯合國憲章
與安理會暫行議事規則之相關規定，進行模擬
安理會會議，各國代表以所扮演國家的政策方
向、利害考量等進行說明，現場針對政策意見
交鋒激烈，除表達國家立場，也熟悉安理會運
作方式，共60位校外、高中生參與和觀摩。
　協助活動籌辦、擔任英國代表之一的外交與
國際一邱子瑄表示，這次是為自己的外交官夢

系所獎勵複審 良性競爭

（攝影／蔡晉宇）

想練習，藉此加深國際事務了解；希望能夠持
續舉辦本活動，以增進熟悉國際事務、國家政
策和國民外交協助。

　第三屆淡江模擬聯合國安理會中，本校學
生模擬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說明扮演國的
國際政策和意見協商。（攝影／陳柏儒）

教學
卓越

陶墨勇獲創業金
四版

陶墨勇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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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聽他的得獎故事。（攝影／吳國禎）

模擬UNSC 關注移民

（攝影／盧逸峰）

　本校資工系3生以「TrafficBot交通機器人」為

題，在「第二屆2016資拓宏宇黑客松」賽中，獲得

冠軍和10萬元。（圖／資拓宏宇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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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森林出爐
and

　本校與8所大臺北地區私立大學共同成立「優九聯盟U9 League」，本校校長張家宜（右
四）於24日出席成立記者會，未來將以跨校跨域合作方式培育學子。（攝影／廖吟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