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8.2018
1058期 TamkangTimes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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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個資外稽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1、12日2
天，BSI英國標準協會分公司將到本校進行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106學年度外部稽核」，
將安排稽查員蒞校考察本校個資管理。
11日上午在驚聲國際會議聽舉行起始會議，
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與一級單位主管等皆出
席。接著，將與高層訪談，研討日常監督組
織遵循政策狀況的責任、個人資訊管理系統
規劃、監督與檢討個人資訊管理系統、改善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稽核員也將至各單位進
行稽核。
本次受稽單位有：校長室、副校長室、
財務處、成人教育部、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總務組、文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教
務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學生事務處、環
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覺生紀念圖書館、
資訊處、各功能委員會、小組。12日下午進行
結束會議。相關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資訊，請
至（http://pims.tku.edu.tw/）查詢。

第11屆淡江品質獎
1月
26 截止申請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為讓欲參加單位有更充裕時間準備，第十一
屆淡江品質獎的申請延至26日前截止，報告書
則於2月23日至4月9日繳交。品保處表示，去
年國家品質獎規章修訂時，本校參考其變革，
今年起針對淡品獎獎項增設卓越獎與績優獎，
獎金提高至30萬與5萬元。
更能讓各單位更有向心力，前10屆獲獎單位
是，第一屆為文錙藝術中心、第二屆為教務
處、第三屆為覺生紀念圖書館、第四屆為會計
室（現稱財務處）、第五屆為資訊中心（現稱
資訊處、第六屆為總務處、第七屆為學生事務
處、第八屆為工學院、第九屆為學習與教學中
心、第十屆為全球發展學院，希望大家多多參
加第十一屆淡江品質獎。

期末考15日起
溫書教室今開放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
考試於15日至21日舉行，考試前將開放B119
教室供學生溫書，開放時間為8日至12日下午
18時10分至22時；13、14日上午8時10分至下
午17時，請同學多加利用。本次期末考試週由
教務處統一排考，進學班(含二年制在職專班)
期末考改由授課教師於考試週依教師安排於
原上課時間及教室，舉行考試或照常上課。
課務組提醒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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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同學應詳
閱並遵守考場規則，考試週請勿任意搬動已
作調整並張貼座號之桌椅或撕掉座位號碼，
考試時不違規不作弊，否則查獲，一律依考
場規則議處。考試時間（含扣考）相關訊息
請至「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查詢，大學
部（含進學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如
有考試請假仍需依請假程序至學務系統辦理
請假手續。（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網址: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外交與國際二皮韻和於2017年3月代表臺
灣赴紐約參加全美模擬聯合國；同年7月，
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公部門見習計畫在移
民署臺北市服務站學習，同時投入「2017亞
太事務青年培訓營－模擬APEC會議」。如
此緊湊的步伐，皮韻和樂在其中，且這份熱
（攝影／劉芷君） 情也帶給她前進的動力。（文／李穎琪）

典藏校史ING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位於本校覺
生紀念圖書館二樓的校史區歷經四個月翻
修，煥然一新，典藏本校完整的校園歷史。
秘書處與覺生紀念圖書館於2日舉辦「典藏
TKU校史ING」開幕活動，當天亦是創辦
人張建邦之父張驚聲先生誕辰日，校長張家
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等校內同仁一同回顧創校67年的校園歷
史。圖書館館長宋雪芳現場致贈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的3D列印模型予張校長，代表師生共
同創造歷史。
張校長致詞表示，在這2018年之始，本校
即將邁入68週年並正式進入第五波，感謝同
仁對此校史區的整修與規劃，讓大家可以看
到本校發展歷程。秘書長何啟東說明，此次
校史區的室內裝修由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負
責空間改造計畫，資傳系助理教授林俊賢負
責數位典藏規劃。何啟東說：「我們承載著
創辦人張建邦在淡水建校的夢想，站在巨人
的肩上，擁有著深深的記憶，持續帶著本校
典藏向前行，不僅代表淡江人的回憶，也代
表淡水歷史的傳承，持續本校校史ING。」
宋雪芳介紹，「校史ING」及「海龜陀書
知識校園育製繪圖」的設計理念，校史為許

開
幕

校在國際化推動下，更為本校帶來全球視野。
吳新興致詞表示：「淡江大學是今年全臺大
專校院中，第一個舉辦境外生聯歡晚會活動的
學校，祝旗開得勝外也祝福同學們在這美麗的
校園學習順利，另外祝淡大在新的一年百尺竿
頭，繼續旺成風。」
晚會氣氛十分熱鬧，各國家境外生為師生們
帶來精彩的歌舞、樂器表演，不同的語言，不
同的國籍展現不同的文化，卻一起表達對2018
年的新年期許。在「說吉祥話」活動中，在場
嘉賓、師長到各桌分發紅包，象徵著新年大吉
大利，同學們也對師長新年祝福。
晚會中，共抽出224項獎品，其中有6000元
現金紅包、iPad平板電腦、自行車等大獎，共
誕生5位幸運兒。來自陸友會的管科二舒昱晗
在晚會中表演了民族樂器—琵琶，她分享：
「第一次參加境外生春晚，受邀表演琵琶，感
到很榮幸，體會到了學校給境外生的溫暖。」

和而不同研討會交流漢字文化
激盪，在知識上有豐碩收穫。
張炳煌表示，金炳基是韓國著名的書法家和
推動者，由金教授提議舉辦研討會，希望將文
化推向世界化，並且有本校中文系的幫忙，得
以促成今日的研討會，張炳煌特別準備了ｅ筆
書法做為贈禮送給金炳基。金炳基表示，淡江
大學師生所創的研究成果會與社會交流和流
通，且一直覺得多年的知己張炳煌所辦的活動
都相當具有意義。
周德良表示，克
服了場地、經費及
論文的困難，很開

心促成這難得的美事。
「漢字文化圈文化世界化」題目有深厚意
義，臺灣和韓國文化連結有很大的淵源關係，
文化是發源於中原，但卻是人類的共同智慧財
產，是不分地域，無須被壟斷的。而由金炳基
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和而不同」取自《論
語》，在共有文化圈的基礎下，不同民族展現
了不同的特色面貌，展現了文化的特殊性與地
域性。

優九聯盟&榮譽學程 選課起跑

優九聯盟超過500門課程，種類豐富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優九聯盟校際選課將
於10日上午9時開放查詢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際課程資
料，並於10日12時30分至31日23時59分止進行選課，註
冊組組長陳漢桂表示，12所大學各有所長及風格特色，
透過跨校選課的方式，能夠讓學生有更彈性的選課空
間，及更多元的課程能夠學習。
優九聯盟以「跨校合作、資源共享」為宗旨，聯盟成
員由原本的9所學校增至12所學校。本校提供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陳慧勻的「表演藝術」、歷史系教授黃建淳的
「中國歷史文物賞析」、未來學所副教授陳瑞貴的「社
會未來」三堂課程為本校的特色課程，提供他校學生選
修。陳漢桂補充，選課的學分將計入每學期規定至多25
學分內，若選修通識課程可洽通核中心詢問該課程歸屬
於哪個學門，若選修專業課程可向就讀系上確認是否可
納入系內選修，若是雙方都不承認的課程，則可計入自
由選修學分。
課務組專員陳淑如說明，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登記至外
校修課人數為12人，共修習外校16科目；根據優九聯盟
校際選課系統課程資訊顯示，106學年度第2學期不分校
開課總數超過500門，課程種類選擇豐富，歡迎大家可依
自身課表時間踴躍選課。相關日程表及注意事項請詳教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務處「最新訊息」，並請於選課前詳閱優九選課系統之
說明事項或洽詢課務組。（校際選課系統網址： https://
course.ttu.edu.tw/u9/index.php）
榮譽學程選課日為2月1日
106學年度第2學期具修讀資格之榮譽學程學生網路初選
榮譽學程課程，不分年級於2月1日中午12時30分至2月2日 「漢字文化圈文化世界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4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上午11時30分辦理，相關資訊請至榮譽學程網頁查詢。
行，韓國、中國大陸、日本學者到校交流。（攝影／吳冠樑）
榮譽學程開設三環特色課程，進階專業課程為培養具專
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依各學院專業及特色所設計之研
討式或探究式的小班教學課程，自大二起共須修習4科，
每學期至多修習1科；通識教育課程為培養學生具全球視
野、反省現狀及關懷社會人群能力所設計之課程，自大一
起共須修習3科，每學期至多修習1科；課外活動課程為培
養具創意與溝通、領導與服務能力所設計之講座課程，自
大一起共須修習2科，每學期至多修習1科。
關於學分之認定，進階專業課程之學院共同討論專題課
程及學院統籌之進階專業課程可申請承認為就讀學系之系
選修學分；通識教育課程可申請承認為該學門之必修學
分。請符合榮譽學程成績門檻之學生，踴躍修習，也請榮
譽學程生注意初選時間，於規定時程內完成選課。（榮譽
學程網頁網址：http://hono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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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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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一)
電機系 美商惠普協理周明豐
10:00
E787
工作經驗分享

境外生春節聯歡會 350師生互道祝福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由文錙藝術中
心主辦，本校中文系和韓國全北大學承辦的
「漢字文化圈文化世界化國際學術研討會」4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來自本校中文系
和韓國全北大學的師生、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學
者共發表27篇論文。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張炳煌、全北大學校中語中文學科教授金炳
基、文學院院長林煌達、中文系主任周德良共
同出席開幕。戴萬欽致詞表示，這次的研討會
發表的內容包含了詩詞、小說、語言、書法、
思想等，廣泛且深入，期待大家在會議上相互

守謙首籤手牽手

上
聯

教學
卓越

多前輩建構基
石，藉由大家
傳承和記憶一
起填寫對校史
的紀錄，除了
文字呈現，結
合虛擬與實體
的創作。
林 俊 賢 表
示，很榮幸帶
領學生團隊，
參與數位導覽
系統的建置，
最具挑戰性的
工作就是對校
史老照片進行
整理的工作，
本校校史室重新翻修，於2日舉辦「典藏TKU校史ING」開幕活動，校長張家
藉由前輩與師
宜（左一）等人參與，並回顧本校發展歷程。（攝影／陳美聖）
長的協助，探
究老照片背後的故事，並進行分類、比對，最
片的回憶，深深地打動內心。」參與此活動
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張「淡江英專基地立碑」
的建築五王威舜分享，看見學校花費心思整
老照片，石碑的豎立象徵著創辦人對教育與社
理校史及建置，很難得。從導覽理解本校的
會的熱愛，他表示，「雖然非本校校友，但身
歷史脈絡，更能體會前人寫下本校歷史的用
為新聘教師，淡江的每一塊土地、黑白老照
心。

委員長吳新興、教
育部國際及兩岸教
育司簡任秘書歐淑
芬、外交部研究設
計會專案規劃科科
長陳皇宇等人蒞臨
出席，和境外生們
一起歡度佳節；其
中，吳新興更特地
帶來三臺iPad給大
家當作新年禮物。
境輔組於 4 日舉辦「106 學年度境外生春節聯歡會」，超過 350 師生一起
張校長致詞感謝
歡度新年佳節。現場安排許多勁歌熱舞外，還有精彩的抽獎活動，讓境外 僑委會、教育部國
生感受年節氣氛。（攝影／周舒安）
際及兩岸司、外交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4
部等相關單位，長期以來對本校境外生的照顧
日在福格大飯店舉辦「106學年度境外生春節
和支援，並祝福大家有個愉快的狗年旺來。張
聯歡會」，逾350人參與本次活動。校長張家
校長表示，本校今年有來自72個國家的2054位
宜、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本校
境外生，他們在社團表現活躍，如醒獅團表演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僑務委員會
已成為本校傳統、國際大使團表現突出，讓本

1

第五波徵聯

校友林威呈任南科管理局局長 4版 外交與國際二皮韻和前進聯合國

本校機械系（現機電系）校友林威呈，現任科技
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他表示，「今年最
大的消息是台積電宣佈3奈米新廠要設在南科，而
5奈米的工廠在今年已經動土。光台積電這幾年的
投資加起來就超過一兆，全世界的人都會來學習、
參觀，然後回去建設他們的科學園區。我們要追求
（攝影／吳冠樑） 的，是如何讓它繼續成功下去。」（文／李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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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
13:10

化材系
E819

淡江大學化材系教授陳錫仁
一蓑煙雨任平生：我的成長與蛻變

1/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故宮文物科學研究檢測室主持人陳東和
現代光譜學在文物上的應用

1/9(二)
10:10

水環系
E787

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規劃科科長賴鴻成
河川環境規劃與營造

1/9(二)
10:10

財金系
B713

華南金控董事長吳當傑
綜合研討

1/9(二)
10:10

保險系
B703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協
理盛餘祥
傷害險與健康險理賠實務

1/9(二)
13:10

產經系
HC305

台灣大哥大董事兼基金會董事長張
善政
生涯規劃的膽識-從我自己的故事
說起

1/10(三)

財金系
B713

宏利投信股票投資部協理游清翔
如何學以致用 - 證券投資

10:00

1/11(四)
14:00

未來學所 淡江大學未來所所長紀舜傑
ED601 觀點論壇

1/11(四)
17:10

出版中心 鉅亨網內容部副總編輯溫怡玲
出版產業的概況
L301

1/12(五)
12:10

職輔組 宣印學院認證講師經絡拳總指導劉朝舜
驚聲國際 女教職員工聯誼會-「越打越年輕，
會議廳 越打越美麗」專題講座活動

106學年度

本校科技部案獲236件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至5日止，
依據本校研究發展處之研究成果統計，本
校於106學年度獲科技部研究計畫236件、獲
總經費208,785,884元。以各院統計，文學
院有8件，金額為4,226,000元；理學院共47
件，金額為65,431,603元；工學院共79件，
金額達84,547,621元；商管學院56件，金額
為30,393,420元；外國語文學院有20件，金
額為8,638,000；國際研究學院共3件，金額
為1,258,740元；教育學院共14件，金額為
10,331,500元；全球發展學院有8件，金額為
3,959,000元。
從個別計畫案來看，取得計畫總經費表現
突出者有，化材系教授吳容銘、資工系助理
教授張世豪的「價創計畫：廢棄電子產品
之貴金屬永續循環製程/設備整廠輸出」，
20,000,000元；物理系教授彭維鋒，以「大型
儀器-掃描穿透X光顯微鏡系統及組件」計畫
獲22,732,000元、他與物理系教授杜昭宏共同
主持的「新穎/能源/奈米材料X光顯微術研
究」獲4,695,000元、還有「能譜與顯微術研究
強關聯電子系統等相關材料」3,037,000元，共
得研究總經費為22,732,000元；化學學系教授
謝仁傑的「銅金屬錯合物催化環化與多環環化
反應以及其在天然物合成上的應用」，其總經
費為2,987,000元。
獲得3項計畫案通過的彭維鋒感謝科技部肯
定並表示，「我覺得當很踏實地走出每一步，
並做出顯著的成果，就會受到大家的認同，相
對地就會獲得較多資源，過去的經歷都會成為
別人信任你的佐證。」彭維鋒勉勵大家，雖然
研究環境或許不是最好的，但只要好好堅持，
努力往前走，將來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單位

件數

總經費

文學院

8

4,226,000

理學院

47 65,431,603

工學院

79 84,547,621

商管學院

56 30,393,420

外國語文學院

20

8,638,000

國際研究學院

3

1,258,740

教育學院

14 10,331,500

全球發展學院
總

計

8

3,959,000

236 208,785,884

（資料來源／研發處、製圖／淡江時報社）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周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