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http://tkutimes.tku.edu.tw/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email：ab@oa.tku.edu.tw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３版

４版

81歲福山孝來臺攻讀戰略

吳榮彬汽車扣件龍頭
（攝影／劉必允）

或許你沒聽過恒耀，但在馬路上奔馳的汽車，幾
乎都可以找到由恒耀生產的螺絲與螺帽，在業界經
營近30年的恒耀，早已是全球前十大汽車扣件廠，
今年初取得美國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的大筆訂單，董
事長吳榮彬擴大廠區勢在必行。（文／劉必允）
（攝影／盧逸峰）

來自日本的81歲福山孝，曾在大阪的外商公司工
作，後來回到故鄉執教鞭，在高中擔任英文教師，歷
經33年教學生涯。目前在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攻讀
博士學位，進行日本安保條約問題的相關研究，充分
體現「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文／盧逸峰）

QS亞洲最佳大學 本校入列

本校員工學習制度
障 礙 者 就 業 獲獎
【記者陳偉傑、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105年度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再獲教育部
肯定，獲「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
獎勵」優等。第五度獲得獎勵，將於11月3日
於台中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受獎表揚。
105年度本校參與學習之員工人數相較於104
年度，從3962增加為 5681人次；員工帶薪學
習總時數由68002增長至71454小時，平均每位
員工帶薪學習時數49.31小時；取得證照總數
197張，今年為114張。
代表受獎的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表示，
學校有這些優質的學習管道與環境，期望能
鼓勵同仁們多加善用，以達到不斷精進自
身、終生學習的成果。
本校連續7年榮獲「新北市促進身心障礙者
就業績優單位」，將在11月17日於新北市政
府大禮堂受獎表揚。學校致力發展「友善校
園環境」不僅配合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整體
綠化設計，更兼顧到無障礙校園的規畫，將
花台移除，以降低視障生、車輛誤撞花台情
事，以及加強交通號誌的標示達宣導交通安
全的重要性。依據人力資源處資料顯示，本
校身心障礙員工比例為5%，高於義務進用比
例；身心障礙員工的平均年資達13.66年。

「校園之美」繪畫徵件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彩繪出眼下校
園之美！本校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舉
辦「校園之美」繪畫比賽。比賽有傳統繪畫
與e筆繪畫兩組同時進行；傳統繪畫組規格以
西畫尺寸、水墨尺寸，一般平面繪畫媒材皆
可使用，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2月8日止，可
交件至海博館一樓櫃台或郵寄至海博館，註
明「2017校園之美繪畫比賽參賽作品」。e筆
繪畫組則使用海博館提供之e筆書畫系統及電
腦作為工具，於12月4日至8日分段進行，參賽
者於報名時自選時段，須於比賽時段1.5小時
內完成。比賽獎項共有前3名和佳作3名，最
高金額5000元。e筆繪畫組前3名還有e筆神功
一套，喜歡繪畫的你，擅於觀察校園之美的
你，千萬不要錯過！
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表示：「繪畫比賽
每兩年會舉辦一次，這次將傳統繪畫組和e筆
繪畫組聯合舉辦，期許有更多同學來報名參
加。日後也預計舉辦作品成果展，展示得獎作
品，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分享你心中的校
園之美！」兩組比賽之報名表請至海博館網站
（網址：http://www.finearts.tku.edu.tw/page3/
news.php?Sn=177）查詢。

教學行政
革新研討

Faculty）、博士教員比例（Faculty Staff with 望得分22.2分、教員論文數得分27.7分及論文
PhD）、教員論文數（Papers per Faculty）、論 被引用數得分33.0分首度列入單項排名；博
文被引用數（Citations per Paper）、國際學生 士教員比例得分79.6分雖微幅下降(去年81.4
比例（International Students）、出國交換學生 分)，但仍獲得109名的不錯成績。
比例（Outbound Exchange）、外國交換生比例
（Inbound Exchange）等十項指標。
本校今年有7項指標得分優於去年，其中國
際學生比例得分46.7分（去年為35.2分），排
國際學生
名92名（去年100名）成長最多，外國交換學
得分46.7分 排名92名
生比例得分22.4分(去年為17.0分)及出國交換
去年為35.2分
去年100名
學生比例得分40.7分（去年24.2分）亦有明顯
外國交換學生
提升；國際教師比例得分27.1分(去年26.2分)
得分22.4分
則微幅上揚，對本校持續推動國際化帶來鼓
去年為17分
勵，但國內部分大學在
國際化的成果也不遑多
出國交換學生
雇主聲望 22.2分
讓，尤其在國際學生比
得分40.7分
例項目，同為私校的銘
去年為24.2分
教員論文數 27.7分
傳大學得分為73.2，排
國際教師
名53名，逢甲大學得分
論文被引用數
30分
得分27.1分
為58，排名75名均高於
去年為26.2分
本校，值得關注。另有
3項指標，包括雇主聲
淡江大學2017

【本報訊】本校創校67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啟用典禮將於11
月4日上午9時起舉行。守謙會議中心興建
記中載明：中心之啟用，亦象徵淡水校園
之硬體建設已臻周備，而校務發展，正啟
航邁入第五波新世代之開始，進而加強軟
體建設，召開國際會議及廣邀國際大師蒞
校演講，以提昇本校國際學術聲譽，意義
非凡。

【本報訊】英國高等教育調查評等公司
QS日前公布2018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國內總共35所
大學列入排名。本校在本次評比結果中，位
居261至270名區間，是繼2012、2013、2017
年後第四度進榜。
國內其他大學的排名，各校互有漲跌，今
年仍是臺大位居首位，不過名次略為下降，
排名25；有10所大學進入前100名，分別是臺
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
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
中央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陽明大學，其中
臺北醫大是唯一進入100名的私立大學。私
立學校除了本校與東吳大學外，綜合大學表
現較優異的有逢甲大學、中原大學、輔仁大
學、亞洲大學及東海大學，排名均在300名內
QS公司自2009年起進行亞洲大學排名，部
分準則與主要的世界大學排名相同,不過應用
較適合獨特區域性大學的方法論，及包括學
術聲望（Academic Reputation）、雇主聲望
（Employer Reputation）、生師比（Faculty
Student）、國際教員比例（International

運用AI創新教育思維
教學與行政革新
研討會校長張家宜
和電算系 ( 現資工
系 ) 校 友 Google 台
灣董事總經理簡立
峰。（ 攝 影 ／ 陳 柏
儒）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以「因應AI新趨勢，
開創智慧大未來」為題，於21日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行。邀請電算系（現資工系）校
友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工學院許
輝煌院長聯合進行專題演講，校長張家宜、
三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與各單位
一、二級主管、秘書、教師等逾180人偕同出
席討論。 張校長在開幕致詞表示，人工智慧
的發展是未來世界潮流，亦是淡江邁向第五
波的議題之一，故今年選擇人工智慧作為研
討主題。期待同仁們腦力激盪、群策群力，
聚焦如何運用AI創新教育思維，提出改善學
校行政、提升教學品質、跨領域研究、產學
合作等各方面的具體意見。
接下來的專題演講中，簡立峰以「學」、
「問」點題，強調不能僅滿足於「學」，更
重要的是必須有探掘問題的思維能力。他指

出台灣正值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挑戰時代，同
時亦有著發展5G、半導體等的佳機遇；而另一
位演講人許輝煌則循序漸進地介紹人工智慧的
發展脈絡，從理論到應用並陳述AI的優劣，表
示應該保持正面態度，看待人工智慧時代的來
臨，著實穩定的論調，也深受認同。
專題報告後是分組討論時間，由文學院院長
林煌達、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許輝
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國際研究學院王高成、教育學院院長張鈿
富、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一同帶領8小組
成員結合AI發展思考，就「教學工具應用與教
學方法創新」、「如何開創學生深度學習提升
學習成效」、「可進行之跨領域、產學合作及
提升國際聲譽」及「教學行政支援應用與效率
提升」4大題綱，發表意見及進行結論報告，
最後研討會在大家熱烈討論氣氛下圓滿達成。
（教學與行政革新特刊請見1051期2、3版）

校長張家宜 ( 右 ) 榮獲私校首屆十大傑出校
長，在國軍英雄館接受前教育部部長黃榮村
( 左 ) 頒獎表揚。（圖／馮文星提供）

張校長獲頒傑出校長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長張
家宜榮獲「中華民國私立學校第一屆十大傑
出校長」，26日上午10時在國軍英雄館一樓
大禮堂接受頒獎表揚，本校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等人皆陪同出席，分享榮耀。由中華民
國私校文教協會首度舉辦的「中華民國私
立學校十大傑出校長」選拔，本校校長張家
宜、文化大學校長李天任兩位私立綜合大學
校長獲獎，其餘5名為科大校長及3位中學校
長。張校長除致力於專業教學研究外，長期
推動高等教育全面品質管理，並持續帶領本
校通過各項品質、環境、資訊及國際化等國
際標準認證及教育部各項績優獎項，包括：
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成為全球第一所獲
得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安全學校認識
的大學、第一所連續三屆榮獲企業環保獎的
大學、連續20年《Cheers雜誌》評比企業最愛
的私立大學等，因此得到評審肯定，獲頒此
獎。張校長在感謝詞中表示，謝謝費心安排
與評審委員的肯定，能夠得獎要感謝創辦人
張建邦先生的全力擘劃，以及歷任校長們、
全體教職員工生為淡江奠定良好基礎，全文
請見時報網站（tkutimes.tku.edu.tw）。

日本筑波大學來訪 預告台灣研究系列活動

【本報訊】日本排行前九大之國立日本筑波
大學台灣辦事處大庭良介處長、國際室太田大
輔主任及台灣辦事處秘書一行3人於10月23日
蒞校訪問，由本校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
李佩華、國際處秘書林恩如接待，並邀請本校
筑波大學校友日文系副教授孫寅華、副教授劉
長輝、助理教授內田康共同與會座談。筑波
大學創立於1872年，為一所歷史悠久的國立大
學，創校之初為東京教育大學，是日本第一所
師範大學，人才濟濟，曾培育出三位諾貝爾
獎得主，學術成就卓越。交流座談會中除相
互介紹學校外，筑波大學介紹了甫舉辦之第
八屆「Tsuka Global Science Week （TGSW）

學校要聞版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017」，邀請自30多國師生1000多
人。討論議題包含全球暖化、糧
食、能源及環境危機、社會人文等
跨領域議題。大庭處長更盛情邀請
本校師生參與該校將於2018年9月
20日展開之第九屆「Tsuka Global
Science Week （TGSW） 2018」。
此外筑波大學也獲得我國教育部的
補助，將舉辦一系列的臺灣研究相
關活動，也特邀請本校師生共襄盛
日本筑波大學來訪，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右四）和國際
舉。此次筑波大學的來訪不僅搭建
了兩校互動的橋樑，也為未來兩校 長李佩華（右三）等接待並交流座談。（圖／國際處提供）
學術合作、學生交換奠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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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卓越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31(二)
10:00

運管系
B302A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交通管理科學系
教授胡守任
單向電動汽車共享系統開發：機遇
與挑戰

10/31(二)
14:10

水環系
E510

中央大學地質所教授陳瑞昇
地下水水質管理

10/31(二)
15:00

資工系
E514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雲端系統
處處長陳錦洲
The IOT, Big Data, AI and Cloud
Computing

10/31(二)
18:30

企管系
B426

永輝超市全渠道營銷合夥人林信蕙
跨境電商的高效供應鏈

11/1(三)
8:00
11/1(三)
10:30
11/1(三)
15:00

資深媒體人胡志強(Joel)
利基旅遊的契機: 談高端旅遊的遊
程設計和消費者行為
國際研究 逢甲大學教學資源中心執行長鄧鈞
學院
文
驚聲國際 未來大學課程與教學講座~未來大
會議廳 學的想像與實踐
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總
機電系
經理林恭慶
E402
網路商務的是與非
觀光系
CL328

11/1(三)
19:00

大傳系
O101

11/2(四)
9:00

財金系
B206

11/2(四)
15:00
11/3(五)
11:00

財金系
B428
教科系
L110

11/3(五)
12:00

教發組
I501

攝影師林良忠
電影攝影技巧與職場狀況分享
元大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林俊良
AlphaGo解析-股票投資
百度支付海外顧問蔡凱龍
區塊鏈和比特幣
淡江大學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
Minecraft冒險家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下一個生活想像：社會創新與設計
思考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30(一)
電機系 艾明科技總經理陳朔晏
10:00
E787
從夯科技談個人潛力發展
10/30(一)
10:10

保險系
B427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協
理盛餘祥
傷害險與健康險核保理賠事務

10/3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大同大學生物工程學系副教授官宜靜
淺談D型胺基酸氧化酶的多元應用

10/31(二)
8:10

德文系
T212

專業德語導遊丁如芬
職場演講-導遊業與導遊技巧

10/31(二)
10:00

國企系
B712

華岡集團副總經理呂建毅
跨境物流介紹

10/31(二)
10:10

水環系
E787

10/31(二)
13:10

歷史系
L205

10/31(二)
13:10

產經系
B511

10/31(二)
14:10

經濟系
B712

10/31(二)
15:10

歷史系
L307

11/1(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臺灣票券金融董事長林曉民
票券業概論

11/1(三)
14:10

化材系
G315

國鼎生物科技公司總經理溫武哲
生物科技的展望

11/1(三)
19:00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副組長陳
永祥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
古意墩文物公司顧問尤家瑋
值得研究的玉文化
汎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雲杰
半導體通路業概況與就業探討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黃
正忠
未來領袖與企業永續大趨勢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黃宗鼎
「南向」V.S. 「南望」 中越關係今與
昔

福智青年社 荒野保護協會海洋專題講師陳人平
E787
美麗的海洋怎麼了？

11/2(四)
10:00

國企系
B713

兆豐國際商銀財務部：財務部專員
周家卉
外匯市場介紹

11/2(四)
10:00

資圖系
L408

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總監蔡
炯民
數位人文發展概況

11/2(四)
10:00

會計系
B504

審計部審計長林慶隆
銳變的政府審計

11/2(四)
13:00

日文系
E680

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邱榮金
口譯提升日語學習速率

11/2(四)
13:00

福倈鷹航拍資訊有限公司總經理周
宏達
創育中心
淡江生活．創業系列實作課程系
R103
列-無人機攝影建模與VR虛擬實境
體驗課程

11/2(四)
14:00

未來學所 天下雜誌資深副總編輯賀桂芬
ED601 從台灣看世界

11/2(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逢甲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張育瑋
On the Model Mis-specification
and Identifiability Constraints for
Multiple-group Categorical Factor
Analysis Model

11/2(四)
15:00

外交系
Q409

前英國駐台代表David Coates寇大
偉
Brexit negotiations: lost in the forest?

11/2(四)
15:10
11/3(五)
9:30
11/3(五)
10:10
11/3(五)
10:10
11/3(五)
13:10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
經濟孤立的情況下，台灣企業該如
何因應
草舍文化有限公司導演陳維信
創育中心 淡 江 生 活 ． 創 業 系 列 實 作 課 程 系
R103
列-客戶的異想世界-劇本企劃或提
案的完勝方程式
大傳系 DJ HOOP總編輯王承文
O202
運動，媒體，分眾化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副教授胡登淵
產經系
糖尿病前期與型II糖尿病對美國就業
B505
的衝擊─體重控制的緩和效果
經濟系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和全
B505
慣性與決策─老子怎麼說
大陸所
T701

更正：本報於 1047 期一版「文錙音樂百
匯 @ 淡江之聲 FM88.7」一文中，誤植大傳
系主任許傳陽大名，特此更正致歉。

你選書，我買單書展 美的交融─臺灣女畫家聯展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你選
書，我買單」書展活動開跑囉！11月6日起至
10日，每天上午11時至晚上18時（週五15時
結束），在圖書館總館二樓大廳展出「20172018出版之中外文新書」，思行文化、時報
文化、信鴿、紀伊國屋、大統等9間中外文書
商參展。另外，在參展會上推薦圖書並填寫
問卷，便可獲贈精美小禮物。
主辦人、採編組組員林曉慧表示，除了藉
由活動提供便利的圖書選購管道之外，亦鼓
勵師生推薦好書。歡迎大家一同前來參加活
動，共築書香校園。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慶祝本校67週年校慶，文錙藝術
中心將於11月1日至12月14日開展「美的交融─臺灣女畫家聯展」，
由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光策展，邀請到了臺灣當代具代表性、著名
的女畫家共同展出，無疑都是現今臺灣女畫家中一時之選。像是前
師大美術系教授梁秀中、水墨畫大師李重重。
本次展覽西畫與水墨畫類各半，每類10位畫家各擅勝場，寫實抽
象具備，集傳統與現代、東西方的繪畫共熔一爐，真如大標題上所
揭示的「美的交融」。顧重光表示：「此次臺灣女畫家聯展，集合
了老中青三代女畫家，年齡跨距超過了55年，可算是現代臺灣女畫
家的大融合，可以讓觀眾看到現今臺灣現代女畫家的橫斷面，展示
出大家的努力苦心。」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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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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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