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要聞版

860期

2版 各學院特色計畫營造亮點 3版 校友職場調查出爐

4版 社團英雄現身成果展

中 華 民 國 一○一年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五月十四日
星 期 一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黃國楨 鄭東文爭取世界過濾會議 達陣

演講看板
█淡水

風工程週 研究貼近生活

風工程研究中心於上週在新工學大
樓3樓大廳舉辦「風工程週」。工學
院院長何啟東在開幕典禮表示，風工
程研究中心一直都是本校研究中心的
成功典範，不但承接多項計畫也培育
出具專業的人才，期許中心能延伸所
學，邁向更專業的未來。
土木系副教授張正興（右）、王人
牧（中）、祺昌工程科技公司副總經
理傅仲麟（左）前來觀展，並討論展
出模型。展示內容包括靜態展及抽獎
活動等。靜態展示區分為實場量測、
Lidar（都卜勒光波雷達監測系統）、
e-Wind（風工程電子化研究）、工程
服務成果以及相當多建築物的等比例

行，1990年成立國際過濾會議代表（INDEFI）作為協
調和擴大會議的組織。每4年1屆，至今舉辦了11屆。黃
國楨表示，該會議過去平均有40餘國，逾上千名學者與
會，進行論文發表及舉行論壇交流意見，又舉辦展覽會
介紹最先進的過濾分離技術和產品。身為會議的常任參
與成員，黃國楨與鄭東文在本屆會議除了發表薄膜過濾
技術的論文，也分別是論壇主持人。
黃國楨表示，台灣早在2000
年開始就有代表參加會議，並
且在2008年的第十屆會議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向INDEFI表達爭取主辦權的意願。這次申請得以成功，黃國楨
與鄭東文皆認為，有賴台灣長期經營過濾技術事務付出的努力，
包括積極與會員國進行交流，特別是本校化材系，在過去就與日
本、德國和英國等過濾組織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其活躍度讓國際
對台灣已有一定的認識，再加上距離上次WFC在亞洲地區舉辦已
經超過29年，正好趁著地區之間輪流交接舉辦的趨勢，向大會推
薦台灣的實力。
作為下屆會議的重心人物，黃國楨期望，會議規模能夠比以往更
大，此不論在人力或物力資源方面，需學校的支持和參與；而學
校在未來為承辦單位之一，相信將進一步提高國際聲望和權威。

40餘學務長17日來校參訪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
全國將有40餘位學務長來訪！
北一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
作協調聯絡中心將於17日（週
四）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1學年度第1次全體學生事務
長會議暨學生事務參訪，由教
育部主辦、本校協辦，共包含
臺灣大學等40餘所大專院校學
務長出席與會，並請到商業週

刊創辦人金惟純，以「新時代
教育者的修練」為題進行演講
座談，亦安排與會人員以「面
對Ｎ世代學生的學務成長或發
展－改變的力量」為主軸分組
討論。
由於本校為全國第1個社團
必修化的大專校院，特別安排
來賓參訪本校社團必修運作等
各項業務，包含參觀社團辦公

模型。
有別於往常所展示的實驗數據，這
次嘗試以實際監測台北校區的邊界風
速，並做出等比例的模型呈現在展區
內，讓風工程的研究更貼近同學的生
活。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鄭啟明希望
藉由展出，讓更多的人了解風工程研
究中心的研究內容，也期望這次展示
內容的不同，能結合生活讓參觀的同
學享受到「風」所帶來的奧妙。研究
員許祥榕表示，較先前只是把實驗數
據呈現出來，今年進一步將實驗數據
和實際測量結果相互比較更能得到研
究上準確數據資料。（文／楊宜君、
攝影／李鎮亞）

校園主任、一級單位
正副主管、二級單位
主管暨秘書亦將出
席。
狩野紀昭（Noriaki
Kano）博士是享譽
全球的品質大師，已
有許多品管教科書中
提到狩野博士所發展
的品質理論。狩野
教授投入許多時間進
行品質理論的研究，
也出版許多與品質管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即日起
至6月28日「臺韓現代繪畫交流展」開展，邀請駐校
藝術家顧重光帶領臺灣現代藝術家聯盟21位會員參
展；韓國方面，由策展人韓國鮮文大學東洋考古學研
究所長李亨求，邀請21位任教於韓國各大學藝術系的
教授，以及專業畫家參展。
展出的作品，個人特色與創造性十分多樣，圖為通
識核心課程副教授戴佳茹（解說者）帶領學生至文錙
藝術中心參觀並解說。文錙藝術中心將於15日舉行開
幕茶會，駐臺韓國代表部丁相基代表也將蒞臨，歡迎
全校師生參加。（攝影／羅廣群）

、金石堂書局2006年出版風雲人物。
另外，工學院電機系將於21日上午
10時，邀請教育部國家講座終生講座
李祖添教授在鍾靈中正堂演講，講題
為「智慧型運輸系統的部分研究成
果」。李祖添於民國70年打造台灣第一
部機器人 ，曾獲IEEE Norbert Wiener
Award，該獎是IEEE SMCS協會頒發的
最高技術成就獎。

快！帶走淡江的美
走過淡江的
每一處，可曾
留意它美麗的
身影嗎？想要
帶走它，就到
驚聲書城瞧瞧
吧！驚聲書城
於即日起至6
月底，為回饋
大眾，「淡江
60校園紀念
品」將破盤
特價！降價商
品包含「迷你掛飾筆」55元、「筆記本＋PP尺」99元，「集線
器」170元，「個性皮夾」260元。
每個紀念品上頭的圖案都有一個代表著淡江的校園故事，例
如迷你掛飾筆上的時尚小女孩和小男孩，即為覺生紀念圖書
館前看書的小女孩和台北校園看書的小男孩。紀念品可供人送
禮、在家欣賞、純紀念性、參訪團互贈禮物等多功能用途。驚
聲書城表示：「對於即將離校的準畢業生們，快趁著這波活
動，將最美麗的淡江記憶帶走吧！」(文／林佳彣、攝影／羅廣
群）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理相關的論文（超過
300 篇）與書籍（包
括TQM與QC Story
等）。狩野教授曾經
獲得6次日經品質管
理文獻賞（Quality
Control Literature
Prize），美國統計學
會的 Deming Lecturer
Award、日本戴明獎
個人獎等。

追韓流來文錙 15日茶會

洪蘭、李祖添來校開講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
育學院邀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
究所講座教授暨所長洪蘭，將於15日
（週二）下午1時50分在文錙音樂廳開
講，講題為「大腦與品格」，並與學
務長柯志恩進行對談。洪蘭為美國加
州大學河濱分校博士，學術專長為認
知心理學、語言心理學及神經語言學
等，並曾獲第12屆東元獎特別貢獻獎

室及社團成果展，以達成學生
事務交流的目的。課外組組長
曲冠勇表示，由於本校首創學
分化，不少學校仍在觀望其成
效，希望藉由成果展來展現淡
江推動學分化的目的與價值，
「很樂意與他校學務長分享本
校在社團經營的努力， 更看見
學生的成長，進而觸發各校學
務長將經驗帶回學校。」

日本品質大師狩野 魅力來校
【記者盧逸峰淡水
校園報導】品質保
證稽核處將於17日
（週四）下午2時，
邀請狩野紀昭博士
（右圖），以「Kano
Model and Attractive
Quality Creation（狩
野模型與魅力品質創
造）」為題，在淡水
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
演講，由校長張家宜
主持、副校長、蘭陽

陳幹男指出，應用長效型親水樹脂的過程中，不須另外高
溫塗抹，僅在常溫下即可進行，為省電、省空間、省成本
的環保製程；康尚文則表示，高功率LED燈，常會因散熱
不易造成故障，透過多層基板的設計，可以克服此缺點，
減少維修成本並充分發揮LED燈的節約能源目的。
陳幹男表示，在日常生活遇到不便時，他會思考如何
改善，「細微的觀察，可讓我們的生
６項專利一覽表
活變得更便利。」高思懷笑著說「突
研發者及研究內容
專利
研發概要
應用於
破！」並說明，因目前只有少數國家
長效型親水樹脂只須在常溫下就能繼續進行 吸濕排汗運動
利用高成本技術減少灰渣的二次污
陳幹男：常溫反應型親水 1.美國專利
交聯反應，產生具網狀結構的塗膜，讓其應 織品、玻璃、
染，但這次研發同時達到技術、環境
性PU樹脂之製備方法與其 2.中華民國
用時，不溶於水及有機溶劑，卻仍長久保持 鏡面、車窗等
室溫時的應用
發明專利
與經濟可行性，具有低成本、低污染
親水樹脂的高親水性特色。
除霧用途。
及經濟性的價值。
將多數LED分別安裝於多數基板上，讓LED所產

高思懷：都市垃圾焚化灰
中華民國
渣中的重金屬穩定方法及
發明專利
灰渣再資源化之方法
高思懷：垃圾焚化飛灰再
生利用作為水泥材料的方 中國專利
法
高思懷：垃圾焚化灰渣
中的重金屬穩定化處理
方法

中國專利

生之廢熱以分散分層的設計，減去一般設計將 高功率之路
LED建置在同一塊基板上，造成熱源集中散熱 燈。
不易之缺點。
紅磚、陶
將垃圾焚化灰渣，利用機械研磨的礦冶技
瓷、人工骨
術，穩定有害的重金屬，再應用高溫燒結破
材或輕質骨
壞灰渣中內含的戴奧辛，並製成再生建材。
材。
將垃圾焚化灰渣，利用機械研磨的礦冶技
術，穩定有害的重金屬，破壞戴奧辛，其產 水泥添加劑
物可直接作為水泥之添加劑。
紅磚、陶
將垃圾焚化灰渣，利用機械研磨的礦冶技
瓷、人工骨
術，穩定有害的重金屬，再應用高溫燒結破
材或輕質骨
壞灰渣中內含的戴奧辛，並製成再生建材。
材。
資料來源／研發處、製表／林俞兒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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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授林菁
資訊素養融入國小低年級主題探究

中文根文創產業協會秘書長張安浩
文化創業產業之空有雙運
Mr. Fernando Schmidt Hernandez、Ms. Paulina
Santana Fontecilla
La referencia especial a algunas obras clave
de distintas tendencias
東方廣告執行董事侯榮惠
Consumer Insight
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分校商學院教授孫明和
A Tabu search procedure for variable
selection in classification in a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臺北校園

孫大川談我的語言旅程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
於10日邀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
員孫大川，以「語言作為靈魂的居所─我
的語言旅程」為題，在驚聲國際會議廳演
講，說明語言造成的文化衝擊。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表示，希望藉由這次講座，讓
學生了解語言對於文化認同的重要性，藉
此培養語言的世界觀與民族認同。
孫大川說明：「語言美感來自對所屬文
化的歸屬感，希望原住民能保存自己的民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

5/18(五) 日本文化研究社 社團法人台灣裏千家茶道北投協會副幹事長陳姵瑾
15:00
FL111
日本茶道對「躾」的影響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機電系教授暨研發長
康尚文、化學系教授陳幹男及水環系教授高思懷各自以
研發成果，獲得日、美、中華民國及中國等6項發明專利
（如下表）。 3位教授的研發內容與綠色環保密不可分。
高思懷不僅利用高溫破壞灰渣內重金屬成分，減少危害
環境外，更利用回收再製成產品原料，創造新經濟價值。

日本專利

█蘭陽

5/14(一)
戰略所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
10:00 驚聲國際會議廳 國際關係中的文明與文化
臺北大學經濟系教授劉曦敏
5/14(一)
財金系
Time-varing Pass-through Effects of Commodity
10:10
L206
Prices and Money Supply on Inflation in China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歐梵
5/14(一)
英文系
Lyrical modernism in European and modern
10:10
T212
Chinese Fiction
中央大學物理系博士生田雍
5/14(一)
物理系
Hubble constant, lensing,and time delay in
10:30
S314
the Tensor-Vector-Scalar gravity theory
5/14(一) 歐盟中心 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主任徐言
11:00
Q306
留學德國，放眼歐洲
5/14(一)
產經系 凱基證券董事長魏寶生
13:10
B501
生涯規劃－金融海嘯之危機管理和人才培育
5/14(一)
化學系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of.Gary A. Molander
14:10
Q409
Novel Organoboron Reagents and Reactivity
5/14 (一) 歐盟中心 臺灣大學臺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
20:30
L308
歐盟對中政策及其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台灣觀點 II
5/14(一)
職輔組 康博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周文德
18:30 驚聲國際會議廳 步步為贏的談判技巧
5/15 (二)
住輔組 臺北市消防局救護大隊專員湯康齡
08:10
L301
消防及賃居安全講座
5/15 (二)
企管系 日勝生活科技公司財務部協理陳亞戀
09:30
B302b 公司理財專業經理人的修煉天堂路
5/15 (二)
中文系 學承電腦數位漫畫專業課程講師暨漫畫家張海澄
10:10
O306
實戰！漫畫創作的技巧與原理
5/15(二)
教政所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蘇錦霞
13:00
B712
從新消費觀念談消保組織
中研院原分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周美吟
5/15(二)
物理系
Electronic 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14:10
S215
Graphene Systems
5/15(二)
國企系 東方廣告執行董事侯榮惠
14:10
B616
廣告策略-Consumer Insight
5/15(二) 歐盟中心 歐洲經貿辦事處新聞組組長林致真
14:10
B429
歐盟伊拉斯謨斯世界計畫之介紹
交通大學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研究中心教授賴明治
5/15(二)
數學系
An immersed boundary method for interfacial
14:10
S433
flows with soluble surfactant
5/15(二)
保險系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15:10
B302e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5/15 (二)
住輔組 內政部消防署警監視察周文智
16:00
E305
消防及賃居安全講座
5/15(二) 證券研究社 大眾證券副總經理張智超
19:00
SG320 金融業超級操盤手分享會
5/16(三)
企管系 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
10:00
B712
美食創業
5/16(三)
亞洲所 亞太經濟合作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瓊婷
10:10
T511
從亞洲國家看“另類成長”的可能性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系主任 Dr. Gian S.
5/16(三)
英文系
Pagnucci
12:10
FL204
A promotional Talk on Junior Study Abroad Program
Assistant Profess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School of
教科系
5/16(三)
Professional Studies Metropolitan State College of
L102
13:30
Denver, U.S.A. Dr. Hsin-Te (Chuck) Yeh
Let's Learn Visual Design Principles
5/16(三)
財金系 財子學堂創辦人暨投資部副總經理林成蔭
14:10
I501
投資與創業甘苦談
5/16(三) 微光詩社 詩人廖啟余
18:30
L212
談論詩的音樂性和詩集《解蔽》
5/16(三)
大傳系 光華雜誌資深攝影記者莊坤儒
19:00
O202
反差控制教學／黑白攝影初探
5/17(四)
會計系 華義國際數位娛樂公司財務長黃國棟
10:00
B712
公司財會實務經驗分享
南達科達州立大學數學系教授劉玉龍
統計系 Approximating the Baseline Hazard Function
5/17(四)
B302a by Taylor Series for Interval-Censored Time14:10
to-Event Data
5/17(四)
大陸所 旺旺集團公關委員會委員王珍一
16:00
T505
旺旺集團在中國大陸發展策略
Professor of Corpus Linguistics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at Brigham
5/18(五)
英文系 Young University, U.S.A Mark Davies
08:10 覺生國際會議廳 2012第三屆淡江大學英文寫作國際會議－
Using the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to gain insighes into academic wr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XLRI-School of Business and
5/18(五)
管科系 Human Resources, Jamshedpur 831001, India
09:30
B505
Santanu Sarkar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Negotiation in India
5/18(五)
10:00

高思懷、康尚文、陳幹男研發成果獲6項專利

康尚文：多層基版結構散
熱之LED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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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於臺北舉辦 往年規模40餘國逾千學者與會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教授黃國楨與鄭東
文，與中原大學化工系教授童國倫於日前赴奧地利參與
「第十一屆世界過濾會議」，成功為臺灣爭取到2016年
第十二屆會議的主辦權，並將由黃國楨擔任下屆會議主
席，鄭東文為執行秘書，會議暫定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
世界過濾會議（WFC）於1974年在法國巴黎首次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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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金鼎證券首席資深執行副總裁林樹源
從香港經驗，談台灣證券市場之發展與挑戰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福利處視察張壹鳳
企業員工協助方案產業現況與政策趨勢
臺糖公司遊憩事業部執行長羅基聰休
閒產業企業員工教育訓練理念與作法
美商韜睿惠悅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魏美蓉
諮詢顧問個人生涯發展現況與準備

學生感觸深

族記憶。」台灣的殖民歷史，使原住民文
化以西語、荷語、日語等保存，即便現在
已建立原住民母語系統，但語言文化依然
快速流失。孫大川目前致力於原住民文獻
保存，希望讓原住民的歷史能有所依歸，
文化繼續傳承。日文碩一陳彥汝指出：
「聽過這場講座，了解了語言對文化保存
的衝擊性如此巨大，聽過講座將有助於語
言課業上的研究。」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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