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23(二)
10:10

中文系
L201

聯合知識庫經理劉玉玫
我們的老骨董，你的新玩意—半世
紀前的舊報紙也可以這樣玩

10/23(二)
13:00

數學系
S433

Distingusi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 ics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Professor Balakrishnan,N
A Simple Step -Stress Model for Coherent 
Systems and Associated Inference Based on 
System Signatures.

10/23(二)
15:00

數學系
S433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LING, Man Ho
One-Shot Device Testing Data with 
Multiple Failure Modes.

10/25(四)
8:10

資圖系
L507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文書檔案資訊組
組長邱菊梅
數位檔案管理之研究與發展

10/25(四)
13:00

中文系
L201

香港「端傳媒」文化主編曹疏影
中文系文創演講：數位媒體編輯
經—以端傳媒為例

10/27(六)
9:00

華語中心
D001

華語中心教師顏雪芬
淡江華語中心《時代華語》數位種子教
師培訓計畫之數位工具成為備課好幫手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22(一)
10:10

風保系
B426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部長陳素敏
危險管理實施之案例分析

10/22(一)
14:10

數學系
C013

104人力銀行網路服務事業體整合
招募服務處經理李銘濬
打造就業力，發現你的職場DNA

10/2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逢甲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簡儀欣
Adsorption equilibrium and kinetics of heavy 
metal ions on micro-structured optical fiber

10/22(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台北市國際事務委員會副執行長楊慶輝
台灣的城市外交願景

10/22(一)
19:00

遊戲開發社
E304

獨立遊戲Elfen Witch製作及程式人陳世顥
獨立遊戲製作經驗談

10/23(二)
10:00

軍訓室
Q409

崔媽媽基金會法務主任曹筱云
租屋法律常識、租屋常見糾紛、租法律服務

10/23(二)
13:10

戰略所
O504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專員李俊毅
從戰略所到外交工作

10/23(二)
14:10

產經系
B613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金融管理研究所
教授陳錦稷
兩隻大象打架- 美中貿易衝突台灣如何自處

10/23(二)
14:10

未來學所
I201

朵琪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宓、朵琪有
限公司行銷經理李映辰
遊戲人生

10/23(二)
19:00

學生會
B712

前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
單純的力量

10/24(三)
9:10

風保系
B607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部長陳素敏
危險管理實施之案例分析

10/24(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合作金庫票券金融董事長郭昭良
票券業概論

10/24(三)
18:30

學生會
B713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不斷學習的蘇貞昌

10/25(四)
10:00

會計系
B515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楊淑卿
國富浩華事務所簡介及會計師心得分享

10/25(四)
10:00

國企系
B712

板信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部副理蔡偉志
基金、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銷
售與財富管理

10/25(四)
10:10

中文系
L528

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顏崑陽
內造建構－中國古典人文學之詮釋
視域的迴向與典範重構

10/25(四)
10:10

未來學所
B607

印尼Gadjah Mada大學東南亞社會研
究中心主任Director Dr. Hermin Indah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rom perspectives 
of an Indonesian research center

10/25(四)
13:10

通核中心
B614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
所副教授邱博舜
融合東西方文化的拜占庭建築藝術

10/25(四)
14:00

資圖系
L408

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總監蔡炯民
數位人文學的發展趨勢

10/25(四)
14:10

機電系
E401

福裕公司研發部協理張哲華
智慧工具機

10/25(四)
14:10

產經系
E680

阿芝區塊鏈 富市達有限公司創辦人林吟芝
運用AI量化交易機器人落實普惠金融

10/2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博士王价輝
Overlapping Group Screening for Detection 
of Gene-gene Interactions: Application to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with Survival Trait

10/25(四)
18:30

學生會
B713

台北市議員王威中
民主失靈了嗎？

10/26(五)
10:10

風保系
B509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襄
理王楨媛、陳姵均
壽險公司投資管理實務

10/26(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崝凱創意整合傳播有限公司執行總
監廖華傑
大傳給我的20年-大傳教育帶給我
的養分，如何讓我闖蕩江湖20年

10/26(五)
10:10

資工系
E787

精誠資訊資深講師吳翠鳳
大數據分析

10/26(五)
10:10

產經系
B511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丁心嵐
日泰清真食品政策對我國企業之啟發

10/26(五)
14:10

經濟系
B506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副處長賴珮瑄
人、經濟與環境

10/26(五)
19:00

音樂文化社
SG320

音樂講師沈伯勳
茫茫音海找方向-找尋我的音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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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人生就是不斷的體驗！外行人做內行

人的事也可以做得更好，因為內行人容易

被專業知識所侷限，而外行人贏在沒有框

架，往往更具有突破性。就像我喜歡開拓

新局，做不一樣的事，尤其是別人不想做

的事；不去做，才是一輩子的遺憾。

－安歆達國際集團總裁阮蘇有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外交與國際學系三年
級皮韻和參與外交部舉辦的「107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
計畫」，通過初選、複選、決選三階段，從855名競爭
對手中脫穎而出，獲選為國際青年大使。經過為期4週
的培訓，於8月27日至9月5日赴索羅門群島、泰國兩國
出訪交流完成並順利歸國，10月19日獲總統召見分享
交流經驗，同時接受頒發證書。

　皮韻和表示：「這次出訪與臺駐索農業技術團交
流，實際參與種植農作物、畜牧等工作，協助當地農
業發展，是真正地為當地人民做出實質貢獻和影響，
臺灣給予的金援真正落實在該國人民身上、協助他們
改善生活，透過付出和服務深入當地、互相交流的
『草根外交』，不只提升當地生活品質和農業技術進
步，更是建立兩邦互信合作的真正友誼。」

國際青年大使外交三皮韻和 19日赴總統府受證

▲「歐亞樂集四重奏–跨國交流音樂會」於
10月16日晚間7時在文錙音樂廳演出，由臺灣
鋼琴家李世揚(左)、馬來西亞薩克斯風演奏家
楊延生(中)與挪威的低音提琴音樂家Christian 
Meaas Svendsen、打擊樂家Paal Nilssen-Love帶
來精采四重奏。（攝影／羅偉齊）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爵士音樂
節登場！首場「歐亞樂即四重奏」跨國交流音
樂會於10月16日晚間7時在文錙音樂廳演出，
開場由臺灣鋼琴家李世揚、馬來西亞薩克斯風
手楊延生合奏，帶來創意的演奏方式，令人驚
豔。音樂會尾聲，李世揚問觀眾對於這場音樂
會的感受，臺下觀眾則是熱情地回應道：「你
們帶來的四重奏音樂像是一場精采對話。」
　第二場「盧森堡Dock In Absolute」爵士三
重奏音樂會緊接在10月17日展開， Dock In 
Absolute首度在臺演出，鋼琴手Jean-Philippe 

Koch在鋼琴裡放入紙張，使弦拍打在紙張
上，帶來獨特的音色變化。另外也表演「雨夜
花」一曲及安可曲等，表演者邀請臺下觀眾一
同打拍子，為演出增添不少互動，團員也用中
文高喊：「你們太棒了，你好！」
　觀眾、西語三郭育珍說：「讓我眼睛為之一
亮的是，表演者用手敲打琴弦發出聲音，薩克
斯風手有時低沉、有時又好像故意讓樂器發出
尖銳聲，甚至只用手演奏，打破各個樂器的既
定演奏印象。每個演奏者都有創意演出，也讓
人理解到即興表演是需要深厚的音樂底子。」

 淡江爵士音樂節 跨國交流盛宴

23日首場熊貓講座
　【本報訊】首場熊貓講座淡江開講！10月
23日下午2時，土木工程學系在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有蓮廳，邀請到奧地利維也納科技大學
榮譽教授漢斯布蘭多（Heinz Brandl）演講。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熊
貓講座審議小組於10月17日召開會議，由校
長葛煥昭擔任召集人，委員包括副校長、各
學院院長，以及校長聘請本校傑出校友及講
座教授。會中討論邀請國際大師蒞校擔任講
座學者名單，講座禮遇經費由張建邦博士暨

張姜文錙伉儷捐款3億所成立的專戶基金孳息
來支應，審議結果將送請捐款人核定後公告。
　Heinz Brandl為比利時皇家佛蘭芒科學院和
紐約科學院、歐洲科學和藝術院、莫斯科國際
工程院院士。1997年至2001年擔任國際土壤力
學與大地工程學會（ISSMGE）首屆歐洲副主
席，1972年到2015年間擔任ISSMGE奧地利國
家委員會主席，並於2015年後擔任名譽主席。
Brandl教授的專業領域相當廣泛，包括土壤與
岩石力學、基礎工程、邊坡、隧道與開挖、水

維也納科大教授
漢斯布蘭多

利工程、環境地工與大地相關之能源問題，
迄今發表逾580篇著作，21本書，其學術地
位以及成就受到世界各先進國家的認可。此
次演講題目有二，分別為「Cyclic preloading 
of in-situ piles」（現場基樁的循環荷重試
驗），以及「Box-shaped deep foundations
（piles, etc.） improving bearing-settlement 
and seismic behaviour of structures」（格狀深
基礎對結構承載沉陷和耐震行為之提升），
歡迎對該主題有興趣的師生踴躍前往。

本校攜手晶實科技發表e筆App 馬英九揮毫肯定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10月15日，本校與晶實科技Studio A攜手
合作，在國父紀念館B1演講廳舉辦「科技書法，e筆就通」專業書畫App
發表記者會。校長葛煥昭、晶實科技總經理程應龍、前總統馬英九、前
行政院長暨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劉兆玄皆出席。
　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文化因科技得以長久保存下來，更有助於推
廣和傳承。長期以來，本校致力於文化藝術與當代科技的結合，並在教
學與研究成果中展現，此次e筆App為創新技術之應用，對於中華文化的
發揚光大更是深具意義。」
　馬英九讚許本校研發成果，並表示：「e筆專業書畫App跨越文化與科
技，不僅傳承了傳統藝術之美及現代科技，更是一項跨時代的展現。」
並試筆寫下「有容乃大、無欲則剛。」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現場揮
毫「永」字八法和「如意吉祥」，讓來賓們了解利用iPad習字，可成為
硬、軟筆書法互動教學的好工具，且在場書寫的字帖同步傳送到來賓們
的Apple手機中，體現了書法的高度互動性，更讓學習變得方便又快速。
　Studio A總經理程應龍表示，「將啟動e筆書畫APP全臺教育支援計畫，
從小學生到大學生都能申請免費使用帳號，未來更要與書法名家共組團
隊、提供線上指導，讓全世界看到中華書法的博大精深與美妙。」

▲本校與晶實科技合作，於10月15日在國父紀念館發表「科技書法，
e筆就通」專業書畫App。會中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左一)示範e
筆App，並邀請到前總統馬英九(中)致詞與試筆。（圖／Studio A提供）

教學行政革新300人研討高等教育新挑戰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度教
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以「淡江第五波－新時代
下高等教育的新挑戰」為題，於10月13日上午
9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廳舉行，邀
請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專題演講，董事長張家
宜、校長葛煥昭、三位副校長與一、二級單位
主管、秘書、教師等，逾300人出席討論。
　張董事長開幕致詞表示，此次研討會首度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場地擴大，參加同仁
較以往更多，一同探討未來發展重點，盼日後
能建立起明確的八大基本素養、教學滿意度、
教師評鑑及系所獎勵制度等4項要點之績效指
標。葛校長表示，「我們將進入第五波的第二
年，希望透過今日研討會，腦力激盪，討論出
更具說服力的檢核評量機制。」
　專題演講中，李秉乾以「高等教育面臨的挑
戰」為題，帶來逢甲大學進行CDIO（構思、
設計、實施、運作）課程規劃的經驗分享，他
以史丹佛「2025計畫」、法國高等教育創新實
驗的程式學校「School 42」、日本函館「未來
大學」開放式學習空間及專案學習等案例，提
出現今數位科技發達的環境下，社會對大學的
期望改變，應具備培養能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

型的創新人才為責
任，帶領學生走出
教室，成為帶動社
會運轉樞紐。
　接續由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行政副
校長莊希豐、國際
事務副校長王高成
帶領，分別以「培
育具心靈卓越的人
才，落實八大素養
檢核機制」、「淡
江第五波的挑戰與
創新」、「淡江第
五波國際化的創新之路」3大主題帶來專題報
告，並進行分組討論。最後，由教育學院院長
潘慧玲、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及工學院院長
許輝煌針發表心得回饋，研討會在行政、教學
同仁們熱烈討論的氣氛下圓滿落幕。（教學與
行政革新研討會特刊請見第1077期二、三版）

▲本校10月13日舉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董事長張家宜、校長葛煥昭、三位副校長與各單
位主管、教師等，逾300人出席討論。今年以「淡江第五波－新時代下高等教育的新挑戰」為
題，上午邀請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演講「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攝影／羅偉齊、廖國融）

1 分 鐘 重 點 新 聞 回 顧

劉德立曹立傑新職拼外交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外交部於9月
28日宣布，本校西語系校友劉德立，原外交部
常務次長，將接任駐西班牙代表；原職缺由本
校歐研所校友、原駐秘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曹立傑接任外交部常務次長；西語系校友
李岳融原擔任外交部禮賓處副處長，將接任秘
魯代表，三位校友將於11月履新。
　擁有西語專長的劉德立，剛卸下外交部常務
次長，亦曾擔任禮賓司司長，駐巴拉圭、巴拿
馬大使。劉德立談及上任心情：「此次接任駐
西班牙代表，是值得珍惜的機會，期盼替國家
政府做一些事，以達成國家托付的使命。」
　曹立傑校友擁有相當豐富的外交資歷，曾任
外交部禮賓司交際科科長、駐哥斯大黎加大使
館參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駐美國邁阿密
辦事處處長、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
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長、駐巴拿馬
大使及駐秘魯大使等職，曹立傑新任外交部常
務次長，表示：「很榮幸此次有機會回國服
務，是一項挑戰，也是一項榮譽與使命，自當
全力以赴為外交效力。」

AI成果展＠圖館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
書館與資訊管理學系合作，於10月15日至29日
在總館二樓大廳舉辦「2018資訊創新 管理思
維：AI成果展」，展出資管系學生於本學年度
專題製作決賽得獎12組作品海報，同時展示參
展學生與圖書館推薦的50冊圖書和4件影片。
　圖書館與系所共同營造學習氛圍，創造便利
取閱圖書與探索知識的環境。典藏閱覽組組長
石秋霞說：「本次展出的圖書都與資管系參展
同學作品相關，部分圖書更是為了此次主題展
而特意採購，圖書內容多元且引人入勝，歡迎
師生前來借閱。」
　為了讓同學對AI技術和應用有更多了解，10
月23日到25日的每日中午12時至下午1時，在
總館二樓閱活區舉辦AI成果展作品發表會，屆
時資管系得獎團隊發表作品，並解答觀眾對成
果展的提問，歡迎師生前往共襄盛舉。

▲圖書館與資管系合作於10月15日至29日在總
館二樓大廳舉辦「2018資訊創新 管理思維：
AI成果展」，展出資管系學生本學年度專題製
作決賽得獎12組作品海報。（攝影／羅偉齊）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持續提供
教職員工帶薪學習環境，獲教育部頒發107年
度「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特優
獎，10月12日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舉行頒獎
典禮，由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頒發獎牌，予
以表揚。
　本校自102年度起參加教育部此獎勵申請迄
今，今年第六度獲獎，參與學習員工達5,159
人次、員工帶薪學習總時數達87,158小時、執
行員工學習經費達新臺幣2,000萬多元。人資
處職福組組長樂薏嵐表示，「為鼓勵員工持續
學習，提升學校競爭力，依據本校《教職員工
在職進修辦法》鼓勵員工個人進修外，並將
『積極參加與業務相關之校內外課程，並獲優
良績效者。』加入職工考核辦法的獎勵內容之
一，期許員工個人成長與組織發展俱進。」

▲本校獲教育部107年度「中央政府推動建立
員工學習制度」特優獎，由教育部常務次長林
騰蛟（左）頒發獎牌。（圖／教育部提供）

本校帶薪學習獲特優獎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聘任
優良師資，自107學年度起，除了新聘專任教
授、副教授之外，新聘專任助理教授和專任講
師均以「約聘專任教師」聘任。人力資源處人
資長林宜男表示，「約聘專任教師的授課時
數、薪資待遇比照編制內同等級專任教師。」
　對於外界近期質疑大專校院濫用約聘專案
教師一事，林宜男說，107學年度新聘教師中
13位為約聘專任教師，4位為專任教師，完全
沒有「專案教師」。本校約聘專任教師除了在
聘任第一年有具體事實達不適任者，不再發聘
外，聘任第二年依「淡江大學教師評鑑分項評
分準則表」辦理教師評鑑，其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3項皆達70分，且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通過，得轉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轉任後

人資長林宜男分析約聘專任教師待遇
的敘薪及升等，均採計約聘期間的年資。
　約聘專任教師和編制內專任教師的續聘標準
不同之處在於，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3項平均總分達70分即可通過，約

聘專任教師則須3項皆達70分。林宜男解釋，
此目的是希望藉此提升新進教師的研究積極度
和教學品質，也為學生篩選出最優良的師資，
延續本校良好教學風氣。

專任教師與約聘專任教師相關待遇比較表
項　目 專 任 教 師 約 聘 專 任 教 師

退　休 私校退撫儲金 勞工退休金

保險（年金、生育補助、
育嬰留停、眷喪補助）

公務人員保險 勞工保險

健　保 公保健保 勞保健保
公教優惠儲蓄存款 O X
本校退休福利儲金 O X
教職員工團體保險 O O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O O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處提供）

（圖／皮韻和提供）

本校新生註冊率95.05%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務處統
計107學年度日間部大一新生註冊率為95.05%
（統計截至10月15日），其中尖端材料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
工程組報到率達100%。本校前兩年日間部新
生報到率，106學年度為96.16%、105學年度為
96.58%，教務長鄭東文表示，「現今大學系所
種類五花八門，學生選擇與考量增加，但在少
子化與激烈競爭下，本校積極推動三環課程、
鏈結產學合作及規劃榮譽學程，透過各系所分
析招生狀況和每年校務發展計劃的執行，期待
有更多學生認識到淡江特色與優勢。」
　今年邁入第四年的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連兩年達到註冊率100%，主任陳曜鴻
說，「本系為新創科系，近年致力招生工作，
透過校友們的協助，我們得以在各高中舉辦說
明會，宣傳本系學習範疇，且透過校友的學經
歷說明，拉近高中生與淡江的距離。」他補
充，尖端學程的研究以產業趨勢為主，積極研
發各材料的新興應用及結合方式，「歡迎學子
加入我們，一起走在材料開發的最尖端。」
　水環系系主任李柏青表示，「感謝系上師生
的共同努力。水環系以學生職涯發展為第一優
先考量，因此到各地高中宣傳時，首要揭示系
上教學內容及出路方向。」他補充，水資源工
程組以控制水量、水利工程為學習主軸，與防
洪防災較相關，環境工程組以水質處理工程為
基礎，結合防污染與生態環境永續觀念。兩者
對現今的水文議題都很重要，李柏青期盼未來
有更多人才到水環系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