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第157次行政
會議於2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
台北校園同步視訊，各單位一級主管等皆與
會，校長張家宜於主席報告中，首先感謝各團
隊於本學期辛苦地撰寫深耕計畫等等，而現在
已進入第五波，希望每個單位都去構思並創新
未來的重點工作。關於學生人數變動，負責單
位需思考人力調配或課程安排以因應此趨勢，
並強調要持續加強產學合作及與校友的聯繫。
張校長更宣布，本校於107年1月起將比照公立
大學調薪。
　在專題報告中，蘭陽校園林志鴻報告「淡江
第五波的蘭陽校園」，首先介紹蘭陽校園從第
四波走向第五波以「成長中求穩定」、「穩定
中求成長」、「成長中求特色」三大重點說明

12年來所執行的種種事項，因而塑造出蘭陽校
園今日的定位。而進入第五波的蘭陽校園則是
「特色中求創新」，將來將善用未來學「未來
三角」概念─「確立未來願景拉力、達成願景
過去重力、善用現有優勢推力」，望實踐境外
實作，讓學生赴境外實習或體驗NGO、擔任
境外志工等等。此外，預計使AI技術達成智慧
三全，請託Dr.T(_機器人)進行全英語教學、協
助學生大三出國申請之辦理、協助全住宿書院
等相關事宜。人資長莊希豐則報告「本校人力
現況分析」，分別從最高學歷、離退情況、年
齡性別分布等層面分析「教師」、「行政」兩
大人力現況。在教師人力方面，未來10年陸續
屆齡退休教師約223位，佔全體教師的三成。
在111學年度之退休人數會最多，預估達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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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本報訊】法文系校友夏曼．藍波安榮獲
「第40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類得主，該獎
素有「台灣諾貝爾獎」之稱，一向競爭激烈，
今年共有64人參加徵選，最後選出文學獎、藝
術獎各2名。夏曼．藍波安是蘭嶼達悟族人，
自本校法文系畢業後，又在清華大學取得人類
學碩士，而後回到故鄉專職寫作，海洋、飛
魚、傳統達悟人的生活都是他的創作來源，慢
慢地成為大家熟知的海洋文學作家。自1992年
出版第一本小說《八代灣的神話故事》，至今
已累積九本作品，獲獎無數，包括吳濁流文學
獎、時報文學獎、吳魯芹文學散文獎、金鼎獎
等等。今年60歲的夏曼．藍波安表示：「這次
獲得吳三連獎文學獎，不是我個人的成就，背
後的意義是說明台灣文學更多元、更包容，這
個獎、這個組織已經把族群的對立消弭，把統
獨的意識淡化掉了。」繼四本作品被翻譯成日
文在日本出版後，夏曼．藍波安2012年的小說
《天空的眼睛》也被選中翻譯成捷克文發行，
下月6日在當地將有新書發表會。

157次行政會議 張校長宣布明年一月調薪

　【本報訊】本報繼「全民英檢秘笈」後，
特於本期二版開始刊載「多益大勝利」專
欄，由英文系助理教授張淑芬及講師李金安
共同撰寫，除介紹明年3月起新型態的多益
（TOEIC）資訊，同時提供字彙與文法各類
題型，協助全校教職員工生熟悉多益並提升
英文能力。

　課程所教授陳麗華長於課程設計與教學研
究，長期關注社會議題，認為學校教育應該
與社會連結，所以幾乎每一個計畫案都會與
學校合作，將研究的內容與想法，透過課程
的設計加以實施。（文／張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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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副校長葛煥昭、
國 際 事 務 副 校 長
戴萬欽、新北市議
員蔡葉偉、前教育
部長吳清基、臺北
海洋科大校長唐彥
博、產學合作廠商
代表及校內各單位
主管及師生逾百人
出席。
　張校長致詞時首
先稱許電機系的優
異表現，連續五次
獲得學校的系所獎
勵。其次，非常高
興 可 以 將 劉 金 源
教 授 將 高 雄 邀 請
到 淡 水 ， 成 為 淡

江的一分子，相信對研究海洋發展會有很好成
果。對於希望工程無電磁波反射室的成立，特
別感謝校友劉榮宗總經理的大力支持及電機系
系友希望工程回饋基金對學弟妹的愛心，希望

　【本報訊】本校「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
心」與「希望工程電磁波無反射室」於24日上
午在淡水校園白樓舉行揭牌儀式，由校長張家
宜與兩中心主任劉金源及李慶烈共同主持，學

實驗室的落成能讓教學研究更上一層樓。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期許
自己在淡江能做出貢獻，現在規劃藉由中心
來整合學校及產業的資源，透過技術研發於
與人才培育讓產業升級，同時讓學校人才順
利就業。他特別感謝今天簽約合作的廠商，
真正落實產學合作。
　希望工程電磁波無反射室主任，電機系主
任李慶烈感謝第12屆系友，安寶磁科技與衛
普科技公司總經理劉榮宗的倡議，以「淡江
電機系希望工程回饋金」的襄助及學校空間
的支援，這也是實驗室名稱之前面冠上希望
工程作為紀念的原因。
該研究室主要研究通訊設備中的電磁波接收
器，之後將開始積極推廣產學合作。
　最後由張校長、劉金源主任，分別與自強
工程顧問公司、盟帝電科股分有限公司及艾
貴風能壹股份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意向
書，展開實質的產學合作，也讓本校在海洋
及水下科技以及電磁波教學、研究、產學方
面邁向新的里程碑。

我的論文時代系列講習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賢、副教授黃介正獲聘擔任
本年度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為兩岸事
務政策提供建言。陸委會的諮詢委員多為熟諳
兩岸情勢、國際動態，或富有兩岸交流經驗之
學者、專家，每月皆須固定召開一次集會，委
員任期一年，期滿得以續聘。自2015年獲聘連
任至今的副教授黃介正表示：「讓關心兩岸事
務與台灣前途的人有機會被政府聘任是一種榮
譽，希望藉由我的專業提供大陸政策與建言和
其他產官學等各方不同意見的交換整合，能讓
這個重要的諮詢組織發揮它的功能。」

獲聘陸委會諮詢委員

校長張家宜（圖左三）與「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圖
右二）與三廠商簽定產學合作意願書，積極進行產學合作。（攝影／吳冠
樑）

全民英檢秘笈陳麗華學術協作實務共好提升

夏曼藍波安獲吳三連獎

16 日香港結盟中學崇真書院蒞校訪問，由
該校副校長黎志誠率領師生共 80 名。（圖／
國際處提供）

張耿嘉獲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獎佳作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四張
耿嘉，於2017第十九屆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
獎中表現優異，在50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
得佳作，該獎項共頒發新人獎2名，佳作4名。

張耿嘉的參賽作品名稱為「環境教育—巷弄生
活共載體」，他說明這是針對迪化街的巷弄生
活而設計，因為那裡的住民多半屬於較年長的
族群，不過因為距離台北市區較近，交通相對
方便，近年來也會有些年輕世代的居民進住，
他希望能融合兩個世代的生活習性，規劃出適
合共同生活的環境，所以透過垂直巷弄的概念
來進行設計。雖然這個作品目前能被實踐的機
會不大，但期盼將來有機會可以完成。張耿嘉
對於未來也有所規劃，他希望以後可以出國攻
讀關於數位方面的知識，可以與目前所學的專
業做結合，設計出更多好作品。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退休人員
聯誼會在7日舉辦退休同仁「石碇千島湖與參
訪宜蘭縣政府縣議會」一日遊。退休同仁一
行在宜蘭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副總幹事陳
惠蘭的親自接待下觀賞簡報，並由陳惠蘭陪
同導覽說明縣政府的建造特色。宜蘭縣政府
座落於古蹟建築物裡，深具意義與價值。宜
蘭縣史館更是人文與歷史交匯之地，令人不
禁發思古之幽情。而當退休同仁一行40人走
訪宜蘭酒廠時，受到酒廠主任熱烈歡迎，親
切接待大家，特別帶領同仁們參觀館中一面
以數十年老酒甕所砌成的特色甕牆，參觀完
老酒甕牆後，退休同仁們皆心滿意足，在酒
香瀰漫中結束了行程。（圖／黃祖楨提供）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榮譽所長羅森

　【本報訊】本校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105年
度實體研習招生成長率達教育部獎勵標準，獲
頒績優獎，獎勵金額250萬元，是此次獲獎金
額最高的兩校之一。成人教育部執行長吳錦全
表示，自103年起華語中心就逐步提升軟硬體
設備及對外行銷、尋求國內及海外合作廠商、
進行產學合作及教材研發，獲此獎勵意謂著努
力獲得肯定。
    教育部「華語文教育機構績效管離理及獎勵
要點」自103年公布實施以來，本校已是第四
度獲得獎勵金，今年獎勵方式稍有修改，分為
兩項：實體研習註冊並繳費人數達150人以上
者，核發「基本獎」，且視年度實體研習招生
成長率核發「成長獎勵金」。105年度基本獎
勵金已於九月核定，本校獲得68萬元獎勵；而
根據華語中心統計，105年招收1554人，與104
年的1338人相比，成長16.14%，也因此獲得成
長獎勵金250萬元獎勵。
    此項獎勵金運用期程自106年12月1日至107
年6月30日止，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已
規劃分成四個項目來執行，分別是：充實華語
中心教學及學習設備，除了將位於台北校園地
下一樓的台灣文化教室做第二階段的設備更
新，另將採購數位攝影器材。在舉辦華語招生
績效活動部分，將拍攝招生宣傳影片，進行網
路招生行銷，並持續前往日本招生。採購華語
桌遊教材，充實華語教學或學習圖書及軟體。
最後是舉辦教材教法工作坊，持續辦理華語哥
倫布計畫，以達到教師增能。

華語中心成效獲教部績優獎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參考組
針對碩博士生撰寫論文的需求，在U301開辦
「我的論文時代」系列講習，旨在說明學位論
文撰寫的關鍵、蒐集資料的方法以及博碩士
論文資源介紹等，即日起開放報名。分別有30
日的「學位論文撰寫之鑰」；12月5日的「資
料檢索首部曲」；12月6日「資料檢索二部
曲」； 12月12日的「博士論文何處尋」。名
額有限，報名從速。報名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index.aspx)

參考組組員劉靜頻表示：「對於正在撰寫或
即將開始撰寫論文的同學們，「我的論文時
代」系列講習是非常實用的一個系列，歡迎大
家踴躍報名！」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  16日，香港
結盟中學崇真書院蒞校訪問，由該校副校長黎
志誠率領師生共80名，除瞭解本校就學環境、
詢問申請管道外，由本校國際長李佩華同國際
處、境輔組組員負責接待，會中藉由影片介紹
本校三化理念、硬體設施等特色，並介紹具備
個人申請、聯合招生等招考管道，承辦人國際
處組員林玉屏表示，此次為第三次蒞臨本校參
訪，來訪師生參觀本校校園環境外，也安排就
讀本校的崇真書院畢業校友進行分享，崇真的
老師們看到該校畢業生到本校唸書後的轉變，
皆很欣喜且給予本校肯定與感謝。

退休同仁遊石碇千島湖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7(一)
19:10

保險系
D325

前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講師殷文玲 
建物災變風險與格局配置之關聯

11/27(一)
19:10

保險系
D50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經理馮振杰 
金融市場的交易實務  

11/30(四)
19:10

保險系
D325

新光金保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方
正培
人壽保險經營的發展與未來

【記者記者陳品婕、陳昶育、吳婕淩淡
水校園報導】上週校園內充滿濃厚的感恩
節氣氛，英文系 17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戰
略所 20 日在所辦公室，以及外語學院 23
日中午在外語大樓一樓都舉辦感恩餐會，
其中，外語學院同時舉行「《話說陳澄波
與淡水》新書發表會」。                       

外語學院 23 日中午舉辦的「《話說陳澄
波與淡水》新書發表會暨感恩節餐會」，
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董事
長陳立栢及家人、淡江大學系所友會副會
長李述忠、淡水區區長巫宗仁等貴賓出席。

校長張家宜表示，「淡江已經 67 年，深耕
在地、共創大淡水是我們的目標。而國際
化是本校重點，從《話說淡水》一路到《話
說陳澄波與淡水》，透過這樣的連結推廣
國際化。」

 活動首先以《話說陳澄波與淡水》新書
介紹影片開場，接著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說明出版緣起，該書透過 6 幅陳澄波的
淡水畫作，以部份分析的方式來介紹淡水
當時的景況，搭配英、日、德、法、西、
俄 6 國語言翻譯，讓大家可在鑑賞畫作的
同時，也可以懷想昔時的淡水風情。（文
轉三版）

新書發表＋餐會  淡水校園濃濃感恩節味

法文系校友夏曼．藍波安榮獲第 40 屆吳三
連獎文學獎小說類得主。（攝影／黃懿嫃）

香港崇真書院80師生來訪

謙虛、苦幹是成功的要件，也

是淡江學生的重要特質，只要能

讓別人信賴，就能找出自己的一

條路來。

（攝影／陸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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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因少子化影響，莊希豐也建議在符合生
師比的條件、系院發展及課程完整性之下，適
度控管增聘教師員額。而在行政職員方面，未
來每年約有10幾位職員退休，在112學年度預
估最多退休20人。在未來十年行政人力預估退
休110人，佔25%，若屆時人力不足，以新聘約
聘人員補充因應。
　在討論事項中，學務處提請討論「107年度
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特色主題計畫」，並通過「淡江大學研究
人員聘任辦法」、「淡江大學教學助理設置辦
法」兩修正案。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
希望工程電磁波無反射室

與３廠商簽ＭＯＵ
感謝系友回饋相挺

翁明賢
黃介正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7(一)
12:30

化材系
E819

紘全有限公司總經理徐世鴻
薄膜分離技術於油品純化分離之應
用

11/28(二)
13:10

財金系
U403

資深財經媒體主持人阮慕驊
權證與選擇權操作策略

11/28(二)
14:00

電機系
E402

資策會智慧所正工程師羅智元
電機系企業導師請益-3GPP通訊技
術標準與場域建置

11/29(三)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陳志瑋
「教學技巧與活動系列研習」-模
擬活動的規劃與執行

11/29(三)
13:00

中文系
L307

導演林奕華
中文系企業導師請益-從古典名著
到劇場文本─林奕華導演談敘事文
學的新生命

11/29(三)
19:00

資管系
B310

雷亞遊戲後端工程師黃一晉
Bash Intro: Shell Script

11/30(四)
10:00

中文系
L412

作家瞿欣怡
新手總編輯的笑與淚

11/30(四)
10:10

資管系
B508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黃心
怡
電子商務新趨勢

11/30(四)
14:00

經濟系
B120

IKEA宜家家居廣告公關經理吳語涵
經濟系企業導師請益-我的DIY人生

11/30(四)
14:00

資工系
E819

真理大學資工系副教授洪麗玲  
運算思維到程式教育之於資工人的
定位

11/30(四)
14:10

機電系
E414

仁寶電腦經理杜青亞 
The Mindset of Pre-employment in 
Compal

11/30(四)
17:10

資圖系
L301

學思行公司董事長張天立 
網路書店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12/1(五)
10:00

電機系
E214

上升數位工作室負責人林泓志 
電機系企業導師請益-360 VR影像
製作與VR未來展望

12/1(五)
10:00

資圖系
L507

淡江大學圖書館數位組機構典藏館
員傅淑琴 
如何打造你的科學資訊素養- 一個
資深館員的觀點 How to create your 
literacy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 
views from a senior librarian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7(一)
10:10

保險系
B427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陳俊銘
銀行保險

11/27(一)
10:10

資圖系
L301

想享學執行長黃紀鈞
"想享學”顛覆學習的傳統空間

11/2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防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黃志恆
a n t i v i r a l  d r u g  d i s c o v e r y  a n d 
development

11/28(二)
10:10

保險系
B302G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劉純龍、吳典育
 保險業企業社會責任實務

11/28(二)
12:00

 財金系
B708

中國人壽豐格通訊處處經理熊秀美 
企業實習計畫說明會

11/28(二)
13:10

產經系
B511

基金經理人陳智偉
基金經理人談投信投顧產業：就業
與投資

11/28(二)
13:00

水環系
E787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技正
高力山 
河川與區排治理規劃實務

11/28(二)
13:10

資圖系
L507

悠識數位首席體驗架構師蔡明哲 
從資訊架構到使用者體驗 - 從事數位
產品設計規劃，你應該要知道的一些
事情

11/2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交通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卓俊佑 
脈衝式毫焦耳級高能量固態雷射的
研發與應用

11/28(二)
14:10

經濟系
B712

財團法人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董事長鄭家鐘
企業社會責任縱論

11/29(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富邦產險董事長陳燦煌
產險業概論

11/29(三)
14:10

化材系
G315

興采實業公司研發處經理張立勳 
化學材料在紡織產業的應用與產品
開發

11/30(四)
10:00

會計系
B504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黃世
鈞 
台灣電信業概況及採用IFRS 15之影
響

11/30(四)
10:00

資圖系
L408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專案總監
劉彥凱
數位典藏的經營與行銷

11/30(四)
10:00

國企系
B713

板信商銀人資部科長柳怡伶 
你專業我培養！！光輝學院，成就
未來

11/30(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淡江大學未來所所長紀舜傑 
惱人的認同：台灣的糾結

11/30(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中興大學統計所副教授吳宏達 
Statistical Inference for Heteroscedastic 
Survival Models(異質性存活分析模型
及其統計推論)

11/30(四)
15:00

大陸所
T701

城邦出版控股集團營運平台總經理葉
君超 
數位閱讀與產業孵化

11/30(四)
15:00

微光
現代詩社

B312

網路詩人林季鋼
Words,words,words.

11/30(四)
15:10

吉他社
文錙

音樂廳

樂團貝克小姐Miss Bac.主唱沈筱卿 
音樂創作講座

12/1(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奧美公關董事總經理謝馨慧
打造成功品牌

12/1(五)
10:10

經濟系
B50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作物改良課蔬菜研究室助理研究
員林煜恒 
台灣蔬菜產業發展現況

12/1(五)
13:10

經濟系
B505

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
長于若蓉 
Effects of Monetary Incentive on 
Within-household Sampling and 
Interview Outcomes: Evidence from 
an Exper imental  Face-to-face 
Survey

演講看板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