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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賓州大學互動交流的機會，強化本院各系所學
科發展和教師教學研究，以建立學術界的人脈
關係。
　Dr. Avery Goldstein是David M. Knott政治科
學系全球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當代中國研究
中心主任，同時擔任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
研究員，他的研究專長在於國際關係，安全研
究和中國政治，著有《迎接挑戰：中國的大戰
略與國際安全》、《21世紀的威懾與安全：中
國，英國，法國與核革命的持久遺產》、《從
隨波逐流到權力政治平衡：中國的結構約束與
政治，1949-1978》等書籍外，並將論文和重
要文章發表至《國際安全》、《國際組織》、

　【記者歐陽子洵、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
國際事務學院於5月22日上午10時10分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會議廳舉辦熊貓講
座，邀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座教授Dr. 
Avery Goldstein蒞校，以「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and U.S.-China 
Relations」為題進行演講。
　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表示，Dr.  Avery 
Goldstein是在賓大求學時的教師，Goldstein
是知名國際關係研究專家，長於戰略安全、
中國外交及政治等學術領域，其學術表現傑
出並且著作豐富，希望透過這次演講能使國
際學院深入重要國際議題，同時提供師生與

　客觀，是身為媒體人最重要的
核心價值。專業的保險媒體，必
須站在公正的立場撰寫報導，我
堅持在工作中不摻雜個人立場，
更不能兼賣保險；既要貼近業界
寫出最深入的報導，也必須遵守
分際，才能保有媒體聲譽。
－《現代保險》創辦人黃秀玲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視障資
源中心歡慶五十！於5月舉辦「光彩50載－用
EYE看未來」友善校園月活動，中心輔導員督
導張閎霖表示，藉由系列活動的舉辦，帶領師
生回顧視障資源中心的過去、看見現在的成
長，以及展望未來的方向。
　5月15日，首場「『礙』看電影－導看與賞
析」是由「為成人說故事」講師陳韻琳帶來
「飛行ing心樂團」電影解說與賞析，片中女
主角與朋友為盲人，導演在拍攝過程中面臨許
多挑戰。活動承辦人、輔導老師蘇慧敏表示：
「期望透過影片播放，讓師生更加認識視障
者。」在播放電影前，陳韻琳描述電影大綱及
介紹角色，放映過程中也不忘提示影片重點。
　參與活動的統計四黃士庭說：「兩位全盲女
孩在面臨不公平及挑戰，有勇氣去接受並跨
越，以及電影中引導和陪伴他們的老師，令我
相當敬佩！他們的精神也值得我們學習，看完
影片使我對待盲生能更具有同理心。」
　中心另辦有生命故事教育講座、獨木舟水上
體驗活動及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知能研習，
詳情請洽視障資源中心網站（網址：http://
www.batol.net/）查詢。

視障資源中心歡慶50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班考
試將於5月27日至6月2日舉行，首日遇上108年「軍民
聯合防空（萬安42號）演習」，北部地區於27日下午
1時30分至2時發放警報，人、車配合憲、警及民防人
員疏導或就地疏散避難，校內教學活動正常進行。修
習大學部四年級（建築系五年級）課程者須參加畢業
班考試，考試如適逢上課者，得持考試小表向任課教

師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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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鈴響後考生應立即入
場，考試期間試場內外應保持肅靜，繳卷後請勿在走
廊高聲喧嘩，以免影響尚在考試的同學。課務組呼籲
同學，應詳閱並遵守考場規則，考試時不違規不作
弊，否則一經查獲，一律依違反考場規則議處。

畢業考試週27日登場 首日遇上萬安演習

　【記者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繼去年獲
得「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金牌
獎 後 ， 化 學 系 副 教 授 陳 志 欣 領 銜 的 論 文
「Thienoisoindigo-Based Dopant-Free Hole 
Transporting Material for Efficient p–i–
n Perovskite Solar Cells with the Grain Size in 
Micrometer Scale」（以Thienoisoindigo為主體
的電洞傳輸材料開發微米晶粒尺寸的鈣鈦礦
太陽能電池），刊載於美國化學學會出版的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C》期刊，
並獲選為當期期刊的封面報導。
　該期刊獲SCI收錄，影響因子4.484，並獲科
技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列名為「指標性期刊」。
該篇論文以當前熱門之「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為主題，成功開發新型有機材料來幫助鈣鈦礦
晶粒的生長，製造出具有微米晶粒尺寸的高效
率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陳志欣說明，這是他目前研究的主軸之一

「有機光電材料開發」，過程中還會安排研究
生的參與，希望能透過在研究執行過程中，讓
他們更為熟悉研究內容，同時增強相關實驗能
力，這些研究生在畢業後，也都能在相關領域
中迅速找到合適工作，讓陳志欣感到欣慰，同
時持續引領提升研究生的畢業競爭力。他同時
也與永光化學產學合作，致力提升太陽能電池
的效率及穩定度。

化學系陳志欣研究登上美國指標性期刊封面

國際事務學院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67次行政
會議暨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逝世週年追思活動
將於5月24日舉行，下午1時10分在覺生紀念圖
書館2樓大廳進行「至誠不息：張創辦人建邦
博士逝世週年紀念展」開幕式，邀請校長葛煥
昭、董事長張家宜致詞，並由圖書館館長宋雪
芳進行導覽；下午2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樓
有蓮國際廳進行「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逝世週年
追思演講會」；下午3時1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4樓HC405、HC406會議室進行「第167次
行政會議」。
　張創辦人於107年5月26日逝世，即將屆滿逝
世一週年，在追思演講會中，除了播放追思影
片，將由立法委員柯志恩引言，另由全球發
展學院院長包正豪、總務長羅孝賢、教育學院
院長潘慧玲，就張創辦人在民主政治、交通建
設、高等教育之貢獻，進行3場專題報告。
　圖書館規劃創辦人資料展有淡江經營、社會
評價、遠見3主題，展示其教育理念、照片、
專書著作及珍貴文件等，展期至5月31日。
　本報專訪前校長陳雅鴻、趙榮耀、林雲山、
張紘炬、中文系榮譽教授傅錫壬、前董事會
主任秘書周新民及前教務長曾振遠，請見二版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逝世週年紀念特刊」。

熊貓講座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20(一)
18:00

教發組
E509

電機系副教授劉寅春
設計思考-創新教學系列研習：工
程專案管理課程觀課交流

5/22(三)
10:10

國際事務學院
有蓮國際廳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座教授Dr. 
Avery Goldstein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and U.S.-China Relations

5/22(三)
18:10

蘭陽副校長室
全球發展學院

學餐一樓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副教授施懿芹
107學年蘭陽校園全住宿書院活動
【多元文化】-再見蘭陽！

5/23(四)
12:00

教發組
I501

俄文系主任劉皇杏、副教授龔雅雪
俄文系頂石課程規劃與課程運作之
經驗分享

5/23(四)
17:00

資圖系
O306

咖啡萃執行長陳政學
科技X行銷：如何跟上社群與新媒
體的數位行銷浪潮？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20(一)
10:00

教育學院
ED601

教政所所長楊瑩
英國高教政策的最新改革

5/20(一)
10:00

全財管學程
B615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Katowice 
Assistant Professor Przemyslaw Juszczuk
What makes the technical analysis 
effective on the market?

5/20(一)
10:10

水環系
E787

臺師大學社會教育系退休教授李明芬
環境倫理－環境正念v.s語言空污

5/20(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桃園市副市長游建華
城市治理的創新策略

5/2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劉學儒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Reactivity Studies 
on Dipyridylpyrrole-Supported Low-Valent 
Main Group and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5/20(一)
14:10

產經系
Q305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于若蓉
夫妻相對收入與家庭福祉

5/20(一)
15:00

未來學所
I201

One-Forty共同創辦人陳凱翔
年輕人創意的台灣客工NGO組織

5/20(一)
16:00

通核中心
E411

長庚醫院基隆分院心理師葉北辰
通識教育【哲學與宗教學門】跨域
演講：格雷的五十一道陰影

5/21(二)
9:30

人資處
驚聲國際廳

好合顧問公司負責人朱士炘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5/21(二)
10:00

全財管學程
L204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Katowice 
Assistant Professor Przemyslaw Juszczuk
Simple investing, diversification of 
instruments, or wisdom of crowd?

5/21(二)
10:00

德文系
H117

台灣商務印書館主編邱靖絨
編輯人的飛行夢

5/21(二)
13:00

通核中心
E413

幸福職場溝通：團隊衝突管理
心理諮詢師陳昇陽

5/21(二)
13:10

德文系
T705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蔡琴琴
當虛擬遇見實境:談展覽業的數位創意

5/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師大物理所博士後研究員呂俊毅
Investigating Heterojunction of Ferromagnetic 
Materials and Monolayer Molybdenum Disulfide

5/21(二)
14:10

產經系
C423

好李家在有限公司負責人王思惠
FB及LINE廣告類型介紹及工作經驗分享

5/21(二)
14:30

圖書館
2樓閱活區

法文系教授吳錫德
跟著卡繆去旅行

5/21(二)
19:00

大傳系
Q306

導演宋欣穎
第三屆淡捲影展開幕片《幸福路
上》暨映後座談會

5/21(二)
19:00

創育中心
R104

為什麼不有限公司湯智烘
用心，沒有創不了的業

5/22(三)
10:00

財金系
B712

富士達保險經紀人董事長廖學茂
保經保代概論

5/22(三)
13:10

化材系
E787

工研院機械所張明智
台灣產業研發重鎮工研院與我的研
發之路變與不變

5/22(三)
18:10

資訊處
B217

統計學系老師陳景祥
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

5/23(四)
13:00

數學系
S103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所
屬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執行長李育杰
運算思維與人工智慧

5/23(四)
14:00

機械系
E787

捷力精密機械公司總經理張俊祥
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研發與展望

5/24(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行動科技應用系
助理教授劉仁筑
智慧健康產業與資訊應用趨勢

5/24(五)
13:00

通核中心
E302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博士吳佳銘
桃園機場第三跑道建設工程：如何平
衡機場建設對於環境的衝擊與影響

5/25(六)
14:00

文錙藝術中心
D305

台灣e筆書畫藝術學會常務理事蔡愛珠
數位e筆書畫系統之應用-由書入畫Ⅰ

▲國際事務學院於5月22日在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有蓮國際會議廳舉辦熊貓講座，邀
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座教授Dr. Avery 
Goldstein演講。（圖／國際事務學院提供）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品質保證
稽核處於5月13日下午1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系所發展獎勵複審 ８系所秀特色展優勢

▲5月13日，本校品質保證稽核處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第七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
議。圖為統計系主任李秀美在會中進行簡報。
（攝影／高振元）

辦第七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校長葛
煥昭致詞表示，希望藉此交流觀摩的機會，促
進各系所良性競爭與發展。
　會中，由進入複審的8個系所進行簡報，說
明其在教學、研究、招生、募款和整體5項績
效。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大中強調，
人是最重要的資產，以認同感串起戰略所在各
領域發光發熱的畢業「戰友」們，政策與社會
影響力是最大特色與優勢。電機工程學系系主
任楊維斌表示，系上重視學生專業能力培養，
學用合一，並透過「希望工程列車」針對經
濟、學習弱勢的獎助項目及公益活動提高辦學
聲望。
　未來學研究所所長紀舜傑分享，所上除了編
纂五大未來教科書，更發表未來學期刊，列入
國際評比，備受未來學界高度肯定。航空太空
工程學系系主任陳步偉說明，除了與長榮航太
科技公司進行「7+1產學合作實習」，也和華

航簽訂產學合作約，開設民航學分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陳建彰分享，畢業門
檻納入CPE程式能力檢定，並新設「物聯網學
分學程」，導入「計算機程式語言循環式學
習」，更規劃澳洲昆士蘭大學碩士雙聯學位。
財務金融學系系主任陳玉瓏表示，系內採行課
程分流制度，強化學用合一，積極簽訂產學合
作計畫，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統計學系系主任李秀美強調，提供統計實務
探索與應用講座、SAS程式師證照課程，規劃
國際交流、職涯探索活動，以達學用接軌。會
計學系系主任顏信輝分享，會計系首創碩士班
專業與實務雙軌制，大學部寒暑期也能到會計
事務所實習；透過會考競試制度提升讀書風氣
與學習成效，每年暑假舉行記帳士研習營。
　經過一番精采的報告，最終將由審查委員評
選出今年度5個獲獎系所，將於第81次校務會
議進行頒獎。

▲大陸地區卓越大學聯盟輪值學校重慶大學副校長明炬（右四）
一行5人於5月14日來校拜訪本校校長葛煥昭（左四），並與本校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左三）進行座談。（攝影／陳嘉妤）

　【記者黃于真淡水校園報導】5月14日上午
10時，大陸地區卓越大學聯盟（Excellence 9）
輪值學校重慶大學副校長明炬、法學院院長黃
錫生、社會科學研究處處長袁文全、港澳台事
務辦公室主任許駿、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科長孫
為群一行5人蒞校參訪，邀請本校10月出席該
校90週年校慶及見證盟盟協議之簽署，該校表
達希望能與本校締結姊妹校及進行師生交流。
　校長葛煥昭對於簽署姊妹校一事表示樂觀其
成，期待未來有更加緊密的合作及學術交流，
再次歡迎重慶大學來校訪問。會中雙方討論
「優久大學聯盟」和「卓越大學聯盟」合作，
並進一步了解師生校際交流和學術研究合作等
議題。
　會後雙方互贈禮品，表達兩校友好交流之

重慶大學副校長明炬率團來校訪問
意；隨後一行人轉往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進行座談。座談
會由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王
高成主持，秘書長劉艾華、
工學院長李宗翰、會計系主
任顏信輝、國際長陳小雀等
人出席與會，現場兩校簡介
彼此教學研究資源與成就，
增進彼此認識與交流。
　在卓越大學聯盟成員中，
共有 6 所為本校姊妹校，分
別為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
工業大學、華南理工大學、
天津大學、同濟大學及西北
工業大學。

▲環安中心5月14日邀請到台電發言人徐造華
蒞校演講。（攝影／游晞彤）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環境保護及
安全衛生中心於5月14日下午1時30分舉辦「環
安推動人教育訓練」，邀請台灣電力公司專業
總工程師、發言人徐造華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
「電力大學堂」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環安中心
主任羅孝賢代表學校歡迎徐造華蒞校，他說4
年前曾預測校內電費破億元，幸好在諸位師生
共同努力下，學校電費不升反降，去年僅支出
約7,200萬元，可見環安推動的重要。
　徐造華圍繞臺灣電力現行發展、能源發展趨
勢與挑戰展開演講。他表示，臺灣一年停電
平均12,000次，「這個數據看上去很多，但是
平均到每戶一年停電僅0.2次、16分鐘。放眼
全世界，臺灣電力名列前茅。」他接續說明燃
煤、燃氣、核能、水力、太陽、風力6大發電
類型的優缺點，「未來燃煤發電會逐步減少，
燃氣發電會增多。」最後，他提出未來能源發
展將會呈現數位化、低碳化、分散化的趨勢。
　水環四巫晨寧抱著學習的目的前來聽講，她
說：「講座很有趣！講者提供了多元的資訊，
說法比較客觀。我覺得很棒！」

徐造華談能源趨勢挑戰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填問卷抽
大獎！品質保證稽核處針對教學與校務品
質進行問卷調查，「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大學部畢業班科目至5月27日上午10時止，
非畢業班及研究所科目至6月10日上午10時
止；「校務滿意度調查」至6月9日截止，
填寫內容提供給任課教師作為改進教學及
學校持續改善之參考。
　填完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者可參加200
元現金抽獎，共100個名額；填答校務滿
意度調查問卷者有機會得到全家或7-11超
商1,000元禮物、商品卡及現金200元，合
計209個名額，歡迎踴躍上網填寫。詳情
至「教學意見調查系統」（網址：https://
survey.tku.edu.tw/tas/）、「校務滿意度調
查系統」（網址：http://nw3.tku.edu.tw/
qasurvey/index.asp）查詢。

快來填單抽好禮
校務教學調查

▲英歐語組姊妹校新舊交換生茶會於5月15日
展開，由返國交換生分享姊妹校留學心得及當
地生活經驗。（攝影／蔡依絨）

英歐語組交換生茶會 姊妹校情報大公開

　【記者呂宗翰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於5月15日中午在驚聲大樓10樓舉辦赴英
歐語組姊妹校新舊交換生茶會，邀請返國交換
生分享姊妹校留學心得及當地生活經驗，吸引
87位同學前來參加。國際長陳小雀說：「這次
準備出國的交換生遍及18國、42校，海外學習

將面臨到各式各樣的問題與挑戰，這些經歷都
能使大家快速成長，更有助於培養國際視野，
相信未來人生皆能受用。」
　會中，國際處人員詳細解說出國計畫與準
備，提醒同學們務必先行確認國外修習之課程
是否可以抵免原系學分，也應注意是否完成學
校註冊手續；同時呼籲同學注意簽證及留意自
身安全，維護淡江人的形象，也為臺灣做好國
民外交。
　全財管四李庭儀說明在歐洲開戶、匯錢及申
辦簽證注意事項，並分享異國文化、生活習慣
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和解決方式。即將出國交
換的外交二陳逸庭說：「在茶會中得到很多學
長姐們的寶貴經驗，讓自己在準備出國變得順
利許多，而且得知要提早準備出國申請資料，
才不會發生來不及完成的遺憾。」
　國際處於5月20日晚間在驚聲大樓10樓舉辦
赴大陸組姊妹校新舊交換生茶會，有意者請洽
國際處網站（網址：http://www.oieie.tku.edu.
tw/）查詢。

《戰略研究期刊》、
《安全研究》、《中
國 季 刊 》 、 《 亞 洲
調 查 》 、 《 比 較 政

Goldstein開講
治 》 、 《 奧 比
斯》及《政體》
等重要期刊中。
　歡迎有興趣的
師生前往聆聽。

13:10
至誠不息：張創辦人建邦
博士逝世週年紀念展開幕

第167次行政會議暨
張創辦人追思活動

14:00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
逝世週年追思演講會

　2019年淡江大學文錙盃學生e筆書法比賽於
5月16日在商管大樓B218舉行，共有34人參
賽。今年競賽題目為校歌，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張炳煌說：「身為淡江大學的學生，至少要知
道校歌怎麼唱，所以特別選此作為題目，也希
望同學們知道校歌歌詞的內容。」張炳煌除了
講解規則、寫作方式，也說明文錙盃學生e筆
書法比賽舉辦至今，培養出許多對e筆書法有
興趣的同學，今年參加人數增加不少，盼有興
趣的同學保持熱忱、多加練習。參加同學、中
文三黃玟軒說：「已經參加第三次了，難免還
是會緊張，手也有點抖，對於最後作品不是很
滿意，覺得回去還要再多練習。」頒獎典禮將
於6月4日中午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行，選出前3
名、優選6名，頒發獎狀、獎金及一套數位e筆
神功，歡迎全校師生到場支持。（文／胡榮
華、攝影／廖英圻）

34人  筆角逐文錙盃e

▲第167次行政會議暨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逝世
週年追思活動。（資料來源／秘書處、圖表／
淡江時報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