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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只要活著，就不要放棄積極

尋找另一道陽光的機會

－周大觀基金會「第十三屆全球

熱愛生命獎章」得主施清文

本報滿意度調查出爐
　【本報訊】企管系校友李鐘培，為匯豐（台
灣）商業銀行總經理暨匯豐銀行台灣區總裁，
將於7月31日新任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李鐘培於本校企管系畢業後，赴美取得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資訊管理碩士、喬治華盛頓大
學企管碩士。擁有企管和資管雙碩士的李鐘
培，曾任花旗銀行台灣區財務長、中信銀資本
市場事業總管理處處長、匯豐銀環球企業金融
暨資本市場處負責人等職務，長於金融專業、
國際視野、IT管理能力的綜合能力。

李鐘培將任台泥總經理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畢業
班考試訂於22至28日統一舉行。修習大學部四
年級（建築系五年級）課程者須參加畢業班考
試，考試如適逢上課者，得持考試小表向任課
教師請假，參加畢業班考試。
  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
卡、駕照等）應考，未帶前述證件者，應提前
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
試入場時間。考試鈴響後考生應立即入場，不
得在試場外觀望、逗留；考試期間試場內外應
保持肅靜，繳卷後請勿在走廊高聲喧嘩，以免
影響尚在考試的同學。課務組呼籲同學，應詳
閱並遵守考場規則，考試時不違規不作弊，否
則一經查獲，一律依違反考場規則議處。

畢業考22日開考

議參考世界各國發展趨勢，如：史丹佛大學的
d.school是否能適用於台灣且符合本校精神。」
將於6月初集合各召集人瞭解初步規劃構想，6
月12日舉行第一次共識會議。
  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則報告「理學院現況及未
來發展」說明因應招生危機，推動化學趴趴
走、化學競賽、理學週等活動宣傳理學院特
色，並結合高中教育，前進高中舉行科普演
講，以提升招生率。最後，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報告「淡江大學畢業生流向
追蹤現況與分析」，他希望校友與學校能有更
多連結，透過問卷填答，能給學校更多建議。
學務處也將依此資料進行後續分析。
　會中通過「106學年度預算書」、「淡江大
學數位微學程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淡江大學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正案、「淡江大學訪問研究員聘任辦法」修正
案、「淡江大學歐洲聯盟研究中心設置方法」
廢止案，歐研中心將由研發處轄下，改隸屬
國際研究學院；「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方
法」修正案等6項，並修正後通過「淡江大學資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2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第155次行政會議，一
級單位主管出席，與蘭陽同步視訊。校長
張家宜表示，近日兼任教師事件，外界對
本校有所誤解，實則並未影響學生權益，
盼同仁能凝聚向心力，共同為學校聲望努
力。她指出，日前公布106學年度大學個人
申請入學招生結果，相較於過往，今年本
校招生名額使用率降低，希望各系所對該
結果多加了解，以調整未來招生策略。
 　會中，稽核長白滌清說明，配合教育部
107－111年高教深耕計畫，本校擬定初步
策略，將以「落實教學革新」、「發展學
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
社會責任」4大面向推動，由3位副校長及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擔任各面向召集人、
行政及教學單位擔任小組成員分工合作參
與各面向。
　張校長指示：「希望一級主管們親自構
思，不僅是延伸而是跳脫框架的新思維，
提出長達5年時間並具前瞻性的計劃。建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6日，為讓本校境
外生探索台灣地形景觀、體驗宜蘭在地文化，境
輔組舉辦宜蘭龜山島文化之旅一日遊，帶領66位
境外生從烏石港出發，前往探索龜山島鐘乳石、
龜卵觀奇等特殊地質，而其迷人魅力在於不同的
位置、氣候、潮汐觀賞，皆有不同景觀變化。
　另外，安排至一米特創藝美食館品嘗當地名產
與一試宜蘭獨有冷泉，並體驗親手自製三星蔥蔥
油餅，達到寓教於樂功能。化材三梁致成分享，
這次難得認識龜山島的地貌及欣賞其獨特的地理
風貌，瞭解其歷史背景。他對採三星蔥，親自體
驗做蔥油餅的樂趣，感到印象深刻！

戰略學派年會 國防部長馮世寬等200人研討國安新形勢

（攝影／何瑋健）

　 你 聽 過 競 技 歌 牌 嗎 ？ 在 日 式 榻 榻 米 上 ， 一
群人眼盯前方50張紙牌，耳朵聆聽和歌內容，
「煞！」一聲，快速從眼前飛過一張張紙牌，又
被稱為「榻榻米上的格鬥技」。本校歌牌社是全
臺唯一的，指導老師是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

　配合2017臺北世大運「舉重」項目將於8月在本校舉行，10、11
日在體育館進行防災演練預演，有大型消防車進駐校園，預計15
日（週一）15時正式演練；節能空間組組長姜宜山呼籲：「師生
在演練期間勿逗留傳播館前行人徒步區，以免妨礙演練進行。」
（文／本報訊）

歌牌專家內田康的格鬥技總務處籲：勿逗留行人徒步區
4版世大運15日防災演練

訊處設置方法」修正案。
　會中張校長也頒發3獎項，數學系講座教授
郭忠勝榮獲「105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獲頒10萬元獎金；資圖系教授王美玉指導學生
社團「資圖系學會」、機電系教授劉昭華指導
學生社團「讚美社」參加教育部「106年全國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分別獲得
特優獎及優等獎，各獲頒獎牌1面。

　【本報訊】本報105學年度滿意度調查結果
出爐，自3月13日至4月30日針對本校教職員
生、校友進行調查，共回收225份有效問卷。
結果顯示，讀者對於本報「新網站」整體滿意
度、「電子報」整體滿意度、各版面提供之新
聞或專題內容等在6分量表中，皆超過5分，12
項總平均滿意度為5.11分。
 　讀者建議增加英文內容，由於本校外語翻
譯專員待聘，待晉用後即可增加英文內容；關
於建議注重校友專欄豐富度，本報不僅報導校
友新聞，並開闢校友動態、卓爾不群、校友企
業點燈、校友會挺讚等專欄、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亦有「校友通訊」電子報，若須訂閱
可電洽校服暨資發處，（校內分機：8125）；
針對讀者盼能多報導學生意見，本報三版「學
習新視界」介紹系所活動，以及四版「學生大
代誌」報導學務、體育、學生社團等相關活
動。若有其他訊息也歡迎報線寄至本報信箱：
ab@oa.tku.edu.tw。
　有關版面擁擠之意見，本報實體報因版面有
限無法鉅細靡遺呈現新聞訊息，因此開闢「網
路看更大條」，將詳盡內容刊登於網站中，以
便使用者不受時間與地域限制查詢，（網址：
http://tkutimes.tku.edu.tw/）；讀者針對全民
英檢專欄之建議，已協助轉知該專欄主筆人並
於1036期專欄中完成回應。

【 記 者 林 妍 君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戰 略 所 於

6 日 、 7 日 在 臺 北
校 園 舉 辦 「 2 0 1 7
淡 江 戰 略 學 派 年
會」，校長張家宜

（右）、國防部部
長馮世寬（左）、美

國前國防部副助理部長鄧
志強、前總統府國策顧問張京育，逾60位國
際相關領域之優秀專家、學者共襄盛舉，吸
引逾200位產官學界人士熱烈參與。張家宜
致詞時強調，淡江品質屋的精神是以塑造社
會新文化、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為使命，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通識教育
與核心課程中心自106學年起首度推出「現代
公民」、「未來城市」、「藝術展演」、「幸
福生活」、「認識台灣」5大主題的通識教育
「微學程」，以主軸式議題串連不同學門，每
一學程只需修滿「人文」、「社會」與「科
學」3大領域中的4門共8學分課程，即可獲得
修習證書。通核主任干詠穎說明，微學程將既
有通識課程及特色大師講座，規劃成不同主
題，使學生透過課程安排，拓展各領域視野的
深度及廣度，創造第二專長。除了本次5大主
題，將於107學年度實施「數位素養」主題。
　干詠穎補充，若同學過往已修滿微學程中的
2門課（含以上），只要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申
請書送至本中心，即可享有「代選」課程福
利，報名自22日起至6月3日，歡迎本校日間部
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詳見通核中心網站。

             開放報名MAY 22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輔導之「Babe with you寶貝聯
絡本」創業團隊，日前參與教育部105學年度
「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自近200隊伍中，
選出60組，獲得Top Maker補助10萬元創客基
金，用以實體化其創業方案。該團隊由資工
系副教授潘孟鉉指導，資工四林士彰、陳家
語、藍志銘及產經四李佩珊組成。
　隊長林士彰說明，寶貝聯絡本是一個線上
聯絡本APP，希望能解決現今紙本聯絡本的
缺點與不便，讓家長與保母更方便記錄小
孩的點點滴滴；他認為，「創業困難之處是
獲專家認同與注資，同時體會到儘管歷經波
折，但只要不放棄理念並持續堅持，終能獲
肯定。」他感謝創育中心的輔導，從推薦參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5(一)
8:10

保險系
B603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協
理盛餘祥
傷害保險理賠事務

5/15(一)
9:10

財金系
B708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教授張元晨
外匯交易實務

5/15(一)
9:30

教育學院
ED601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大學治理的理念與未來發展

5/15(一)
13:10

德文系
T505

太古踏舞團行政總監林秀偉
詩人的幻想-浮士德傳奇舞台

5/15(一)
13:10

化材系
E819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彭永權
談創新與創業

5/15(一)
14:00

全財管
學程
B512

Professional Service Engineer，
ScienceLogic company許瑞文
Software service industry

5/15(一)
14:10

未來所
ED501

國 際 社 會 學 會 （ I S A ） 研 究 副 主 席
Markus S. Schulz
未來研究與公共社會參與何關？全
球趨勢、替代願景與公共論述

5/15(一)
14:15

歐盟中心
圖書館閱活區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
轉型正義之路－歐洲經驗能否借鏡？

5/15(一)
19:00

資圖系
B515

作家陳浪
背包客的國際觀

5/16(二)
13:00

歐盟中心
T411

財經分析師孫家瑞
投資歐洲 II－從生活看歐洲經濟

5/16(二)
13:15

歐盟中心
圖書館閱活區

資深文化講師廖慧真
時尚與書展的天堂

5/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淡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林大欽
拓撲與凝聚態物理的邂逅-2016年
諾貝爾物理獎

5/16(二)
14:10

產經系
B511

樂朋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良士
台灣傳產的文創風潮-以LEPONT樂
朋為例

5/16(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凱基銀行董事長魏寶生
金融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5/16(二)
17:45

歷史系
L416

相聲瓦舍創辦人馮翊綱
因為我沒空

5/16(二)
19:00

資圖系
B713

圖文插畫家阿佐
如何成為一個插畫家?

5/17(三)
10:00

歐盟中心
歐洲所
Q409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馬澤璉
歐洲的未來

5/17(三)
10:00

財金系
B712

威盛保險經紀人董事長王信力
保經保代概論

5/17(三)
13:10

歷史系
L522

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
授林煜堂
臺灣南向政策與婆羅洲華人

5/17(三)
13:10

化材系
E826

新鼎系統股份有限公司部經理蔣偉杰
智慧製造

5/17(三)
13:10

未來學所
ED101

國際教練聯盟台灣總會秘書長黃秋燕
走向未來 做自己生命的設計師-優化
原型＋行動計畫 

5/17(三)
13:10

商管學院
Q407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賴廷緯
Growth in a Patrilocal Economy: 
Female  Schoo l ing ,  Househo ld 
Savings, and   the One-Child Policy

5/17(三)
13:15

歐盟中心
圖書館閱活區

「 u d n  G l o b a l  轉 角 國 際 、 說 書 
Speaking of  Books」專欄作家王健安
世界劇場:16-17 世紀版畫中的羅馬城

5/17(三)
14:10

化材系
E787

興采紡織公司董事長陳國欽
功能性咖啡紗品牌建立

5/17(三)
17:00

資圖系
L307

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全
聯會副秘書長周建誠
出版傳播與書業--國家出版政策法
規議題之探討

5/18(四)
12:45

歐盟中心
圖書館閱活區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 
《經典奧塞》

5/18(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創意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黃瓊儀
創意與行動力

5/18(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寬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呂毓榮
無線網路建置實務

5/18(四)
14:10

通核中心
V101

臺灣資深戲劇家汪其楣
戲劇創作與社會實踐

5/18(四)
15:10

歷史系
 L410

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教授林煜堂
東南亞的經濟振興台灣產業的橋樑

5/18(四)
16:10

大陸所
T701

關鍵評論責任編輯羊正鈺
近年兩岸關係之拉扯與合作

5/18(四)
19:00

資圖系
O306

圖文插畫家洋蔥先生
社群媒體經營

5/19(五)
10:10

資工系
E787

酇侯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邱孝賢
我從淡江與資工系所學到的事情

5/19(五)
12:00

德文系
T505

淡江大學德文系助教高曉霈
誰說德國只有豬腳-我在德國的329天

5/19(五)
14:10

產經系
B505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崇聖
Blame Avoiding or Credit Claiming? 
The Optimal DelegationPolicy when the 
Principal has Reputational Concerns

5/20(六)
13:10

戰略所
T306

龍德造船公司董事長黃守真
淡江戰略論壇—航太產業之未來展
望、分工體系與推動作法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5(一)
12:30

化材系
E819

工業技術研究院業務總監彭永權
談創新與創業

5/15(一)
13:00

土木系
E414

祺昌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專案經理黃明慧
橋樑結構耐風評估

5/1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防醫學院生理及生物物理學科暨
研究所助理教授劉正哲
金奈米粒子於生醫、病原檢測之應用

5/19(五)
12:00

AACSB認證
辦公室
B302a

淡江大學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執
行長林谷峻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系統AOL說明會 場次一

教學
卓越

期待在眾師長的認真
教學下，弘揚本校教
育理念、創造更卓越
的學術王國，同時肯
定戰略所在學術及社
會 上 之 領 導 品 牌 地
位。
　 6 日 ， 「 全 國 戰 略
社群碩博士論文發表
會」，下午則是「全國全民國防教育論文發表
會」發表學者相關研究。7日，「第十三屆紀念
鈕先鍾老師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馮世寬進
行開幕演講。馮世寬說，北韓飛彈試射、核武
研發等動作，造成東北亞情勢產生嚴峻變化，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教務會
議於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園
同步視訊，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有鑑於過
往未規範修讀雙主修及輔系之學系數，致部
分學生一次申請多系，最終因無暇修讀申請放
棄。為降低行政作業困擾，通過「修讀雙主修
辦法」修正案，達成績門檻者，得申請加修一
個雙主修，並通過「修讀輔系辦法」修正案，
各系學生得自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加修一個
輔系，自106學年度起實施。另外，會中通過
「學生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實施
要點」，106學年度起，非英文學系學生達相
關英文檢定成績者（如上表）即可抵免。
　此外，配合教育部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
計畫，提升研究生研究倫理素養，修正後通過
「研究生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自106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須透過臺灣
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網址：https://
ethics.nctu.edu.tw/）修課並通過測驗取得證明，
經檢核後得申請學位口試。另，106學年度資
傳系設「創意數位媒體實務就業學分學程」。

行政會議啟動高教深耕佈局

使臺灣面臨更艱困情勢。但他嚴正表示：
「臺灣不會像北韓一樣發展核武、製造危機
作為作戰籌碼。」從不同角度評論，中國大
陸軍事訓練將會不斷增加及擴大，臺灣要做
好應變準備；不過，另一方面，未來樂見中
國大陸的國家戰略將以全球戰略思維布局，
期待兩岸關係有正面思考和創新發展。
　戰略所所長李大中說，本次年會著重在國
安相關領域之探討，「新形勢」一詞意味著
本所在各方形勢轉變下，承繼前人的步伐努
力向前，並以持續領先國內、打造國際知名
為精進的目標。（文轉三版）

寶貝聯絡本獲教育部創客基金10萬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第五屆「系
所發展獎勵」於1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
審查會議，由校長張家宜出席勉勵各系所，
由複選8個系所簡報其教學、研究、招生、財
務、募款、整體等績效。
 　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表示，該系強化程序
整合、重學術研究且就業領域多元，重視就
業競爭課程；電機系系主任李慶烈說明，積
極產學合作，將邀IBM專家打造智慧機器人
共同進行DRL（深度強化學習）研究；土木
系系主任洪勇善注重提升教學品質及實作統
整課程，開設企業實習課程及頂石課程；課
程所所長陳麗華以ORID（焦點討論法）細
項討論該所，面對少子化衝擊，規劃符合學
生需求之課程改革；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指
出，配合大數據時代設「物聯網與大數據研

究中心」且擬將與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簽碩士
雙聯學位；統計系系主任吳碩傑注重理論與實
務並重，積極舉辦證照課，SAS認證初級程式
師證照通過率達70%；會計系系主任顏信輝說
明，首創碩士班專業與實務雙軌制，積極推動
如ACCA、澳洲會計師等國際證照考試；保險
系系主任曾妙慧強調縮短學用落差，設保險經
紀人／代理人證照輔導班，並輔導同學取得保
險相關證照。詳細簡報內容，請見本報網站。

校務滿意期末教學意見填答抽獎金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為持續精進
校務品質，品保處針對全校教職員生進行校
務滿意度調查，5月10日至6月9日，採不記名
方式，請至學校首頁下方之熱門連結，點選
「105學年度校務滿意度調查」填答問卷，
或直接連結網站（網址：http://nw3.tku.edu.
tw/qasurvey/index.asp）填答。品保處準備
200元獎金，學生共200份，教職員共50份，
以及特別獎Beats耳機3名，將以電腦隨機方式
抽出幸運得主，歡迎踴躍填寫。　
　另外，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

跑囉！畢業生填寫時間至
22日10時止，非畢業生填
寫時間則至6月5日10時。
　每位同學填寫內容皆採
匿名處理，上網填答還能
參加抽獎，共有100位同
學能獲得獎金200元，請
上教學意見調查系統（網
址：http://survey.tku.edu.
tw/tas/）進入填答。

境外生探訪龜山島地貌

雙主修輔系將限1系

通核首辦微學程

加到協助報名與注資給予協助，並感謝潘孟鉉
老師全程陪伴，一起討論進度規劃、各類問題
且協助與新北市北海岸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進
行推廣溝通。他表示，創客基金除了租用硬體
伺服器外，大部分用於行銷推廣，藉此增加更
多使用者。

　　英文檢定項目　　　抵免英文（一）、（二）　抵免英文（一）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以上           中高級初試以上

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85 分以上                   80 分以上

　多益測驗 (TOEIC)         800 分以上                 750 分以上

　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6.5 級以上                  6 級以上

日間部大一新生學測英文
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15 級分
　　　前 5%

CAE 以上

ALTE Level 4 以上 ALTE Level 3 以上

FCE 以上

　　　14 級分
　　　前 10%

（圖／戰略所提供）

（資料來源／教務處）

非英文系學生抵免英文課程資格一覽表

戰略所於 6 日、7 日在臺北校園舉辦「2017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國內外相
關領域之優秀專家、學者共襄盛舉。（圖／戰略所提供）

創育中心輔導之「Babe with you 寶貝聯絡本」創業
團隊獲得教育部 10 萬元創客基金。（攝影／蔡晉宇）

系所發展獎勵複審 8隊各展特色

第五屆「系所發展獎勵」中，複審系所各展
特色。（攝影／閩家瑋）

 　對於App介面待加強之意見，請協助提出
對於淡江i生活App、學生大代誌App的具體建
議；讀者希望有線上採訪頻道，本校不僅本
報為校園媒體，另設置擁有採訪頻道大傳系
電視台、賽博頻道等，以各類形式，呈現校
園新聞。

數學系講座教授郭忠勝（右）日前榮獲
「105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第 155 次行
政會議中，張校長（左）頒發 10 萬元獎金
獎勵。（攝影／蔡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