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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論文
通過338篇（167人）
獎勵金12,417,240元

創作及展演
通過12件（8人）
獎勵金43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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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興吳錫德發表新書

謝貴美男熱衷推廣柔道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月3日，「外語學院
教授專書發表會」在圖書館登場，由英文系教授
蔡振興分享新書《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法文
系教授吳錫德發表新作《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論卡謬作品中的現代性》。（攝影／李祈縈）

【記者王怡雯專訪】2018年中華民國柔道錦標
賽中，淡江柔道社勇奪5金4銅，而在場邊眼神殷
切、專注觀察賽況的總教練謝貴美男，在選手背
後總是適時給予暖心鼓勵與指導，高齡82歲的他
推廣柔道與教學，樂此不疲。（攝影／趙世勳）

第164次
行政會議

開源節流求精實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第
164次行政會議於107年12月28日在驚
學術期刊論文或
學術性專書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臺北校
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
通過5件（5人）
園同步視訊，副校長、各單位一級主
通過17件（14人）
獎勵金250,000元
獎勵金270,000元
管與會，系所主管及學生代表列席。
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目前學校已
圓滿舉辦4場熊貓講座，反應十分熱
烈，期待未來各院積極邀請傑出學者專家，
以提升講座主題多元性，目前除了淡江時報
產學研究計畫
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
有大篇幅報導，更希望秘書處聯繫記者以得
通過30件（30人）
通過3件（3人）
獎勵金520,000元
獎勵金8,164元
到校外媒體更多報導，提高學校知名度。此
外，因應少子女化衝擊，學校在保障師生權
益的前提下，進行3場專題報告，期許本校
做好開源節流。
107學年專任教師研究獎勵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處）
葛校長帶領與會者回顧第163次行政會議
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包括規範本校會議文件
稱謂統一用法；校級相關會議學生代表由選
舉產生的可能；重點研究計畫補助改為競爭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本校研
性質的可能性、輔導研究型改為獎勵研究
究水準，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及產學合作、創作
型；與高中簽訂策略聯盟的效益及工讀生配
及展演，人力資源處於1月3日公布107學年度
置調整5項。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通過名單，包含學術期刊
專題報告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以「啟動
論文、創作及展演、學術性專書、研發成果
第五波行政效能」為題，說明挑戰為「少子
授權或移轉、產學研究計畫，以及學術期刊
女化」和「政府部門政策更迭」。目前學
論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共獎助227位
校人事費占學雜費收入86%，未來必須配合
教師、總獎勵和補助金額達13,902,204元，將
學雜費收入減少而降低人事費。至於政府政
依「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規定給予獎勵。
策更迭，帶來衝擊包括工讀生納保、兼任教
相較於106學年度獎勵227位教師、總獎勵金達
師勞退與請假支薪，使財務負擔增加，以及
14,333,330元，顯示今年的總獎勵金下降。
「109學年度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在學術期刊論文方面，總計通過338篇，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生師比將由40調整為
其中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加發獎勵計67篇；
35、境外生人數超過3%即列入生師比、學位
各類別通過篇數中，SSCI、SCI通過256篇、
學程須設專任師資2人，設立滿三年比照學
A&HCI通過6篇、ESCI通過8篇、EI、THCI、
系師資等新衝擊。
TSSCI通過62篇、本校出版期刊通過6篇。
莊希豐提出建議:部分系所整併、行政單位
創作及展演中，國家級有8件和縣市政府級4
人力調整、以資訊系統支援小而美的精實團
件；學術性專書有5件；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
有3件；產學研究計畫達30件、學術期刊論文
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有17件獲得獎勵。
107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詳見人資處網站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截至1月1日
（www.hr.tku.edu.tw/main.php）查詢。
止，依據本校研究發展處之研究成果統計，
以「利率期限結構與貨幣政策：台灣的實證
本校於107學年度獲科技部研究計畫218件、
分析」獲得「學術期刊論文」獎勵的經濟系教
獲總經費178,328,660元，相較於106學年度獲
授萬哲鈺表示：「感謝學校的肯定。這篇以臺
科技部研究計畫255件、獲總經費225,115,769
灣為實證研究的對象，探討利率期限結構的預
元，目前仍有成長的空間。以各院統計，
期假說，研究顯示無論利率到期期限為何，預
文學院有10件，金額為4,912,500元；理學院
期假說隱含的利率期限關係是無法成立；而進
共48件，金額為52,491,050元；工學院共70
一步分析其原因，包括貨幣政策採行利率平滑
件，金額達63,836,000元；商管學院54件，金
化措施、期限貼水隨時間變化等因素有關。」
額為34,092,976元；外國語文學院有8件，金
萬哲鈺說，此研究結果可作為貨幣銀行、金融
額為3,830,000元；國際事務學院共5件，金
市場等課程的教學補充資料，也可供欲從事經
額為2,827,000元；教育學院共14件，金額為
濟實證的學生，以作後續的延伸分析。

教師研究獎勵逾1,390萬

隊、以線上支付等簡化業務流程，鞏
固各類生源、抓住華語教育商機、空
間活化並收費及強化校友鏈結，以達
資源調控。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報告「淡江
第五波招收境外生策略」，肯定既有
成效且招收境外生能增加本地生的學
習視野及全校國際化程度，也解決本
地生減少的焦慮。目前招收境外生也
面對全球化的激烈競爭，需瞭解留學
市場的主要考量、學校聲譽和課程設
計，因此建議系所開發特色。受境外
生歡迎的日文、大傳、企管系可考慮
增加錄取名額，以及全校增加全英語
課程、華語學位學程。
▲第164次行政會議中，葛校長頒發106學年度全面品
成人教育部執行長邱建良報告「淡 質管理研習會會後作業「文質獎」給予獲獎單位（下排
江推廣教育現況與策略」，表示正進 圖）。另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上排左圖）、國際事務
行組織整合以健全制度，提升部門績 副校長王高成（上排中圖）、成人教育部執行長邱建良
效。106年成教部總收入的前三名為 （上排右圖）進行專題報告。（攝影／施宥全）
華語班團51%、專案證照班團21%及推廣班團
獎」，頒發指導老師獎牌一面以示嘉許；蘭
15%，未來針對各班團去蕪存菁，增加市場研
陽副校長室、文學院、航太系、外交與國際
究、資訊系統或廣告行銷人才。
系、教心所、政經系、體育教學與活動組、
臨時動議，學生代表提問校園安全、英檢畢
住輔組、節能組、教發組10單位獲頒106學
業門檻、蘭陽校園外出單，以及淡海輕軌等。
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會後作業「文質
葛校長回應，校方有責任義務保護人或動物的
獎」，特頒發獎金1千元，以資鼓勵。
校內安全，如遇危急狀況，可用緊急求救鈴。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辦
針對英檢畢業門檻會從學生角度出發，檢討其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因應107學年度學校組
存在之必要性。全發院院長包正豪回應蘭陽外
織調整，蘭陽校園主任室變革為蘭陽副校長
出單申請制度，目前已正式廢除。總務長羅孝
室，通過淡江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
賢表示，已與捷運公司商討設置單車租借站；
辦法第三條、淡江大學校務發展規劃與執行
並計劃將校內土地改建成停車場，供校內外人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淡江大學環境永續
士使用。
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淡江大學校務
葛校長在會前頒發兩獎。電機系教授蔡奇
研究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淡江大學
謚指導電機系校友劉婷媛參加科技部106年大
職員輪調辦法第三條、淡江大學職務代理人
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榮獲「研究創作
實施辦法第二條等6則法規之修正。

本校獲科技部核定研究計畫逾1.78億
11,726,600元；全球發展學院有8件，金額為
4,383,534元；教務處通核中心有1件，金額為
229,000元。
從個別計畫案來看，取得計畫總經費表現突
出者有，電機系講座教授李祖添與共（協）同
主持人洪翊軒蔣的「人工智慧電動自駕車之關
鍵次系統的研製」獲4,832,000元；物理系教授
彭維鋒，以「能譜與顯微術研究強關聯電子系
統等相關材料（3/3）」計畫獲3,037,000元、
彭維鋒與物理系教授葉炳宏共同主持的「新穎
／能源／奈米材料X光顯微術研究（3/3）」
獲4,695,000元；土木系副教授范素玲的「臺

海下中心選拔淨灘博物館4大使出列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1月2日，本校
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電機系講座
教授劉金源在工學院開設的共同選修「海洋
科技與環境」課程，在L301進行學習成效優
秀選拔，由劉金源頒發4位得獎者獎金和獎勵

▲1月2日，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在工學院開
設共同選修「海洋科技與環境」課程，在L301
進行學習成效優秀選拔，由劉金源頒發4位得
獎者獎金和獎勵狀。（攝影／林毅樺）

師生出入提高警覺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師生出入請留
心門戶！近日教師、職員反應發現有不明人士
擅自闖入研究室或辦公地點、搜刮財物，請全
體教職員生務必提高警覺，注意各樓館及辦公
室門禁管理及安全措施，遇上不明人士請適時
查證身份或連絡勤務管制站，以及就近通知校
警和相關單位處理，以杜絕宵小肆虐，造成個
人與學校財產的損失。
總務處事務整備組編纂曾瑞光提醒，「年關
將近，宵小活動猖獗，請同仁們提高警覺，貴
重財物請勿存置於辦公室內，下班前請確實鎖
妥門窗、關妥水電、檢查防盜措施，以確保人
身及財物安全。」

狀，第一名是由化學一陳芯摘下並贏得「淨
灘大使（TKU Beach Cleaning Ambassador）」
的殊榮、第二名是由建築四張璿智奪得、第
三名是航太四陳國瑞、尖端材料四王詠誠，
將共同擔任「博物館大使（TKU Museum
Ambassador）」，作為海下中心淨灘活動代言
人，且參訪基隆海科館或淡水海博館的心得報
告將提供給博物館製作文宣之參考。
為了教導同學認識海洋汙染、海漂垃圾對
於環境的衝擊，劉金源曾於去年11月17日帶領
34位學生前往北海岸洲子灣，認識海洋環境、
觀測海漂垃圾及執行淨灘任務，亦曾帶領學生
前往基隆海科館或本校海事博物館參觀。學期
末，針對學生繳交之學術報告進行選拔。
劉金源表示，「每年課程會外出淨灘兩次，

海下中心會長期認養洲子灣，希望可以讓北海
岸減少垃圾污染。這次的同學們的學術心得內
容豐富，可見大家的學習收獲相當滿載。」
此外，海下中心助理施亭亦考取教育部107
年公費留學考試的「水下文化資產」類別，
獲得劉金源頒發「優良教學助理暨學習典範
獎」，作為學生的學習榜樣。
化學一陳芯說：「非常感謝教授和助教對我
的肯定！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鼓勵，這
門課是一堂非常值得投入心力的課程，能學習
到的專業知識層面十分豐富，而且課堂上也有
相關領域的專業客座講師來校演講，讓我不只
學到知識，同時養成了老師在課堂中再三強調
的『認真態度』，相信這都將成為我的學習養
分。」

圖書館寒假服務時間報你知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館於1月13日到2月17日，為寒假服務期間，除了
鍾靈分館不開放，淡水總館、非書資料室、台北分館的服務時間皆有異動。典藏閱覽組提醒，
自1月7日開始借閱之圖書，
2019 年寒假圖書館開放時間：1.13 ～ 2.17
歸還日延長至2月22日後，非
圖書館
日期
開放時間
書資料、教師指定用書、教
週一至週五 8：20 ~ 16：50
1/13 － 1/30
職員著作等特定館藏，仍維
週六、週日 休館
持原借閱期限。
1/31
週四 8：20 ~ 12：00
預約資料在寒假期間到館
2/1 － 2/14 休館
淡水總館
者，敬請於保留期限內到館
週五 8：20 ~ 16：50
2/15 － 2/17
週六、週日 休館
取件；若無法如期到館取件
流通櫃台服務至16：30，借書請利用自助借書機；
者，將視同自動放棄、須自
換證入館至16：40，請於16：50前換回證件。
行重新預約；不便於寒假期
週一至週五 13：00 ~ 16：50
1/13 － 1/30
間到館取件者，請自行上網
週六、週日 休館
啟用「暫停」預約。
台北分館 1/31 － 2/14 休館
相關借閱事項詳閱本校覺
週五 13：00 ~ 16：50
2/15 － 2/17
週六、週日 休館
生紀念圖書館網頁（網址：
鍾靈分館
1/13
－
2/17
休館
www.lib.tku.edu.tw/），點選
「開館時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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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覺生紀念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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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
網路報名
碩士班：108年1月8日至2月21日止。
博士班：108年4月30日至5月9日止。
考試時間
碩士班：108年3月10日。
博士班：108年5月25日。

簡章洽淡江大學網站

優久聯盟榮譽學程
選課時程看過來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課務組
公告，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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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級同時於1月24日中午12時30分至1月25日上
午11時30分辦理，相關資訊請至榮譽學程網頁
（honor.tku.edu.tw/）查詢。
優久大學聯盟107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資
料將於1月8日上午9時起在「校際選課系統
（course.ttu.edu.tw/u9/）」開放查詢，選課日
程自1月15日中午12時30分至1月28日23時59分
止。課務組鼓勵同學踴躍上網選課，選課前請
詳閱優久選課系統之說明事項或洽詢課務組。
相關日程表及注意事項詳見教務處「最新訊
息」（www.acad.tku.edu.tw/main.php）查閱。

Startup Weekend
創育中心邀生體驗創業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想體驗創業
嗎？正在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嗎？本校研究
發展處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攜手美國頂
級創業育成加速器Techstars、美國非營利組織
Startup Weekend將於1月18日至20日在新工館
E311舉辦「2019 Startup Weekend創業週末」
活動。此場活動是為技術及非技術創業者們提
供體驗式教育所設計，讓參與者分享經驗、組
成團隊，經由54小時的運作和創意激盪，將創
業點子轉化成為一個專案，最終成立自己的團
隊和公司，感受創業過程的樂趣。
Techstars每年在全球超過57個城市舉辦的新
創、企業與生態圈交流及培訓活動，Techstars
於2006年成立，曾獲Forbes評選為「白金級加
速器」，並與Disney、Nike、英國巴克萊銀行
等逾50家企業合作開設創業育成加速器課程。
活動自即日起開放報名，有興趣的同學請到活
動網頁（www.eventbrite.com/e/2019-startupweekendin11820-tickets-54278144391）查詢。

馬數位科技國際中心維運計畫（STIC）
（2/3）」獲2,600,000元；化學系教授謝仁傑
的「過渡金屬錯合物催化亞胺與？基加成反
應以及其在雜環合成與天然物合成上之應用
（1/2）」獲2,360,000元；化學系助理教授陳
登豪的「導電高分子孔洞材料於能源儲存上的
應用（1/3）」獲2,338,000元；物理系副教授
董崇禮的「X光光譜及顯微術在轉能／儲能／
節能材料之研究（1/3）」獲2,138,000元；物
理系副教授莊程豪的「金屬加值石墨烯表面的
電催化原位研究」獲2,028,000元。

彭維鋒表示：「這次能獲得這筆資金主要原
因是本校將成立同步輻射相關實驗站，未來會
繼續好好的做研究並持續幫助物理系。」談到
對於教師申請科技部計畫案的建議，彭維鋒分
享：「好好做研究、定期發表論文、打好基本
功。隨時預備好自己，機會來臨時，自然會被
看見。」謝仁傑說：「這次的計畫案最終目標
是以合成產物、製成藥物為方向。此外，善用
所得經費且懂得平衡分配是重要的，加上有效
了解世界趨勢，相信能在有限資源下讓研究成
果最大化。」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個人資
料管理制度107學年度外部稽核」於1月8、9日
展開，由BSI英國標準協會分公司安排稽查員
蒞校考察本校個資管理。
起始會議於8日上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主持，一級單位主
管、資工系主任陳建彰、資管系主任游佳萍、
公行系主任蕭怡靖等師長皆出席。接續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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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員也將至校內各單位進行稽核。
本次受稽單位有蘭陽副校長室、商管學院、

外國語文學院、國際事務學院、教育學院、全
球發展學院、研究發展處、體育事務處、軍訓
室、秘書處、文錙藝術中心、品質保證稽核
處、總務處、學習與教學中心、人力資源處、
資訊處，以及各功能委員會／小組。9日下午
4時進行結束會議。相關資訊請至本校「個人
資料管理制度」網站（網址：http://pims.tku.
edu.tw/）查詢。

1/8、9個資管理BSI蒞校稽核

歡送退休同仁8日話茶會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為歡送
退休同仁，將於1月8日下午2時10分在淡水校
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度第1學期榮
退同仁歡送茶會」，本學期榮退教職員工共計
21位，依單位排序有：文書組專員張雪伶、大
傳系講師王維綱、數學系教授曾琇瑱、土木系
副教授高金盛、財金系副教授徐靖志、風保系
教授胡宜仁、產經系專門委員郝蕙蘭、法文系
副教授葛浩德、拉美所教授白方濟、日本政經
所教授任耀庭、未來學所副教授陳瑞貴、體育
教學與活動組副教授林啟東、招生組編纂江夙
冠、事務整備組編纂曾瑞光、事務整備組工友
陳寶珠、事務整備組工友黃玉、事務整備組工
友陳秀霞、財務處編纂賴春宜、財務處專員陳
乙美、典閱組編纂姚如珠、參考組專門委員丁
紹芬。
茶會當天，校長葛煥昭將蒞臨致詞、致贈紀
念品，活動亦將邀請榮退同仁分享在校服務的
生活點滴。會中另安排合影留念及茶敘，歡迎
全校同仁踴躍出席，一同祝福退休人員展開新
旅程。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歲末聯歡會31日登場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107年度歲末聯歡
會將於1月31日下午1時30分在淡水校園學生活
動中心舉行，本次節目主題及活動內容將由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共同
策劃。校服暨資發處秘書鄭惠蘭表示，本次將
以國際化為元素呈現，並邀請校友參與演出，
內容豐富精彩，請大家拭目以待。聯歡會於當
日中午12時至下午1時30分辦理報到，超過下
午1時30分報到者，僅可領取參加獎，將不發
給摸彩券，下午1時50分摸彩箱準時封箱，逾
時不得再投入摸彩券。

迎接春節來學氣球裝飾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農曆春節將至，想
用氣球做個可愛討喜的裝飾嗎？員工福利委員
會於1月11日中午12時10分在科學館S104舉辦
「樂活講座－造型汽球教學」，將以「造型
汽球－春節快樂」為主題，邀請到淡水區鄧公
里造型氣球班講師劉瑞恬來校，曾經在2016年
參與淡水國小藝術踩街道具設計製作的她，將
在現場傳授手作創意氣球的技巧。此次活動限
60人參加，員福會將補助講座材料費用，歡迎
全校教職員工、退休人員踴躍報名，相關訊息
請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s://
enroll.t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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