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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校友許秀影 通過OPM3導師認證
全球僅10人 全臺唯一 堪稱台灣之光

【記者李亞庭、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
資工系校友許秀影於專案管理再奪殊榮！
許秀影日前受國際專案管理學會（PMI）邀
請，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市，參加
PMI首次全球TOP TEN OPM3 Certification
Instructor培訓課程，通過6天嚴格考驗取得
認證，獲得「組織級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
導師」的資格，成為全球獲此殊榮的10人之
一，也是全臺唯一，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表
示，校友許秀影獲此殊榮，堪稱臺灣之光。
PMI是提供專案管理認證的非營利組
織；而「組織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aturity

Model ，簡稱OPM3）則為測評與提升企業
組織級專案管理能力的國際標準，全球僅76
人考取；許秀影在2010年考取此證照，成為
當時專案管理領域中唯一的華人。今年取
得「組織級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導師」的
資格，代表未來她可在全球開設「組織級
專案管理成熟度模式專家 （OPM3 Certified
Professional）」認證課程，培訓PMI認證的
「OPM3專家」。許秀影是中華專案管理學
會（NPMA）第1任女性理事長，她曾在接
受本報794期專訪時表示，成功得一步一步
走，等時機成熟，則自然達標。
許秀影提及，今年7月她也取得PMI在全

球首推的PMI-ACPSM國際敏捷專案管理師
證照，這是最近國際間主流管理模式，為因
應21世紀快速變化的環境所衍生。她分析，
敏捷專案管理廣為企業、組織樂用的2大主
因是，能因應環境快速變化，與滿足客戶需
求，專案成功的定義已由如期、如質、如
預算完成任務提升為「為客戶創造最高的價
值」。許輝煌表示，「在得知這個消息時，
已在第一時間向她表達恭喜！」他也談到，
許秀影一直是本系很優秀的校友，日前也曾
邀請她回校演講，未來更期望能將她專長的
專案管理，推薦至工學院，讓工學院所有系
的學生有機會學習專案管理。

教學行政革新 研討品德教育付諸行動

物理系校友 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副會長

鄭叔泉獲國家磐石獎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
素有臺灣中小企業奧斯卡獎之稱的
「國家磐石獎」，針對國內外擁有
全球市場之領導地位，以及掌握關
鍵技術之卓越企業進行表揚。本校
物理系校友，MS資訊科技公司執
行總裁，同時擔任北美洲校友會聯
合會副會長的鄭叔泉，從眾多海外
企業脫穎而出，獲頒「第21屆國家
磐石獎」暨「第14屆海外台商磐石
獎」之海外台商磐石獎殊榮。於17
日在臺北君悅飯店3樓宴會廳舉行
頒獎典禮，由副總統吳敦義親自授
獎，象徵國家對於海外僑商的肯
定，並感謝僑商多年來對僑社的付
出及國家的回饋。

鄭叔泉表示，長期以來秉持
「科技創新，回饋社會」之理念，
他說：「希望企業不只追求商業利
益，還能以良好的財務基礎，創造
更和善企業制度，讓弱勢族群能從
中獲得服務。」鄭叔泉所打造的企
業，追求高品質並放眼全球，深受
國際大廠及客戶的信賴，完善客戶
服務及員工至上的企業態度，獲得
掌聲外並提升了企業形象，也使長
期深耕僑社服務的他擁有廣大人
脈，進行更多僑務服務，在未來，
鄭叔泉相信仍需持續的積極回饋，
才能盡到企業責任，也相信在這樣
卓越企業的堅持下，「臺灣製造」
必定能持續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商管碩士在職專班於14日在新竹
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主辦「北區
EMBA菁鷹高爾夫球聯誼賽」，邀
請校長張家宜、輔仁大學行政副
校長陳榮隆、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院
長陳家祥、本校EMBA聯合同學會
理事長許義民主持開球儀式，共有
長庚、輔仁、東吳、文化、銘傳、
世新、元智、中原及本校共9校
EMBA球隊參賽，人數達110人。
各校以4人一組，最後以總成績錄
取個人獎6名、團體總冠軍1名並頒
給獎金和獎盃，許義民表示，透過

各校輪流舉辦的聯誼賽，能累積人
脈存摺，「進而對個人在創業、事
業、工作上能有所助益。」個人組
總桿冠軍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參賽
的目的是為了將最高獎項留在淡
江，她提到當天比賽氣氛融洽，但
較勁意味濃厚，「能得獎是受校長
開桿的氣勢，才能拿下好成績，很
榮幸能參加比賽，並拿下獎項。」

EMBA校際高球賽 張校長開球蕭淑芬獲獎

更正： 本報於871期刊登「文錙
音樂廳中提琴四重奏索票」日期誤
植，應為「17日起至文錙藝術中心
領取，索完為止。」，特此說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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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校友鄭叔泉（左一），於17日獲「第21
屆國家磐石獎」暨「第14屆海外台商磐石獎」之
海外台商磐石獎殊榮，由副總統吳敦義（右二）
授獎。（圖／總統府提供）

熱。他鼓勵學弟妹：「要不斷更新自己，並且
付出，才能夠傑出。」

「謝小毛」的一天 融入環保成效
是校內教職員生日常的縮影，環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
保教育已深植在我們生活中，從
本校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
生活小處著手，進一步影響整體
辦「第1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環境，未來將朝綠色大學目標邁
16日評審委員共4人訪視本校，
進。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總務長羅
校園訪視中，由高柏園帶領參
孝賢、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
觀商管大樓的學務處、免沖水小
等相關單位全程陪同。高柏園表
便斗、行人徒步區、化館實驗室
示，「本校致力於環境教育及落
和紅28公車候車處。評審委員之
實環境保護，企業環保獎連續二
一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
度獲獎，得獎是外界給予的肯
育學系副教授古建國表示，實驗
定，持續落實才是主要方向，我
室的安全設施建構完善，管理方
們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未來
式得宜，會將此經驗分享至輔導
將規劃更多的文藝空間，進行更
的國中及小學中。新北市環保局
完整的利用。」
綜合規劃科股長林宜香給予肯定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的簡報中，
並表示，校方能將服務學習課程
羅孝賢以「謝小毛的一天」融合
納入環保概念，讓學生從體驗中
食衣住行的生活面向，說明本
學習，實踐環境教育。曾瑞光表
校推動環境教育的理念與成效。
示，以「謝小毛的一天」的創意
簡報中介紹：自民國100年起低
簡報，充分讓評委了解本校的環
碳飲「食」的推廣減少2萬零7
境教育的落實。
百2拾個紙便當使用，一年下來
少砍345棵大樹。不
穿大「衣」且超過26
度才開冷氣、教室隨
手關門窗等，以節能
為管理重點，減少不
必要的浪費。輕鬆省
「住」，則為節水革
命大作戰，使用免沖
水小便斗，一年省下
1萬4千6百公噸的用水
量。大眾運輸「行」
遍天下，提倡大眾運
輸的使用、重設行人
優先步行路徑、優化
行車動線與停車場配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一）引領國家環境教
置等措施，讓校園環
境更加寬廣。羅孝賢 育評審委員參觀校園環境。（攝影／鄧翔）
表示，謝小毛其實就

PChome詹宏志 探網路文學趨勢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於15日在共同科目「世界文學導論」講座課程
中，邀請網路家庭（PChome Online）董事長詹宏
志，以「網路文學的一個商榷」為題蒞校演講。他
談到，文學在網路上是必然趨勢，指出網路沒有
「閱讀」只有瀏覽，且網路確實已改變文學出版生
態。
吳錫德表示，「邀請詹宏志演講是千載難逢的機
會，他結合網路、作家、實務等多面向文學的跨領
域背景，對網路文學的未來性有清楚定義，期望同
學在聆聽演講後能有所啟發，對於網路文學的具體
分析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詹宏志分析，網路已成為新的文學媒體、新的文
學權力結構、新的文學題材、新的行為方式。第一

指的是如詩人鯨向海的作品在網路流通；第二以作
家痞子蔡為例，說明其顛覆傳統出書流程；第三是
以網路為創作題材的作家，如吉卜森的《駭客任
務》。第四以張萬康的《道濟群生錄》代表說明他
認定的真正「網路文學」須具備即時性與互動性。
詹宏志強調，以「網路為題材」與「網路為載
體」的文學，在根本上有不同，若文學只被「放
進」網路，網路的書寫世界會如「瓶中稿」只有微
小希望。詹宏志認為，目前網路文學尚在生成中，
但網路確實可協助文學正典化。本篇講稿近期將收
錄在外語學院所發行的《世界文學》季刊中。
法文碩三楊佳穎表示，網路文學改變傳統出版形
式，雖衝擊出版業，但作品出版前能在網路上曝
光，已接受過市場考驗的作品將更有收藏價值。

5教師赴紐受訓 英語授課增能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5位教授於8月遠赴紐西蘭姊
妹校懷卡特大學參加教師英語授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日期/時間

10/22(一)
10:10
10/22 (一)
13:20

10/22(一)
16:10
10/22(一)
16:10
10/22(一)
19:00
10/22(一)
19:10
10/23(二)
12:00
資工系校友許秀影（右一）日前受國際專案管理學
會（PMI）之邀，在杜拜市參加PMI首次全球TOP TEN
OPM3 Certification Instructor培訓課程。（圖／許秀影提
供）

課訓練計畫；10天的課程，每天
都有不同主題，如遠距英語教學
課程。5位教授分別為觀光系助
理教授阮聘茹、未來學
所助理教授彭莉惠、電
機系教授丘建青、統計
系教授林志娟和中文系
副教授陳大道。
陳大道表示，與來自
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的
10位教師、本校4位教
師，共同研習訓練。懷
卡特大學分享在教學策
略、經驗、設備方面的
成果，該校教師授課經
驗豐富、並具有先進的
硬體設備。受訓回國
後，目前嘗試將觀摩的
教學方式，應用在本學
期的教學上，期望以更

多元的方式教學。林志娟認為，
採用英文授課的方式是學校協助
學生提升英文能力最有效的步
驟，「有幸能參加此課程！真是
受益匪淺。懷卡特大學教育學系
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在學生英文
能力提升的教學，其中包括線上
學習網站的設置與開發，提供線
上學習課程，令人印象深刻。」
丘建青表示，經由精彩的課程
設計、生動活潑的講解、配合熱
絡的師生互動，收穫良多。此行
特別見到懷卡特大學電子系的創
系主任Roger，讓人更了解電子
系的研究設備及方向，也建立了
彼此交流的契機。「謝謝學校提
供此次的學習之旅，也希望學校
能夠持續此活動。」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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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獎評委訪視

腦神經迴路進而改變行為，因此透過腦動、心動和
行動的具體方案，將激發學生的內在感動，化為實
際行動，就能落實品德教育。
專題報告後進行分組討論，由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以及
教務長葛煥昭帶領6組與會者，以「孝順父母、尊
敬師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愛護環境、關懷行
善；謹守自律、主動學習」進行討論，並在綜合報
告中交流意見。
綜合報告具體作法上，虞國興說明在課堂中應
強化「教學內容」與活化「教學方式」為主軸，老
師分享生活中優良案例，為學生帶來刺激進而付諸
教學行政與革新研討會13日在蘭陽校園舉行，校長張家宜（左七）率副校
行動；高柏園總結身教勝於言教，可從師生互相問
長等主管同仁與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左六）合影。（攝影／賴意婕）
好開始，強化美育、找回民歌精神，加強文學經典
【本報訊】本學年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13日在蘭陽
教育和寫作內化到學生心中，發揮以美治校精神；戴萬欽
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以「激發心靈潛能‧形塑卓越
述明師生與家庭之間應培養良好的關係與默契，可鼓勵家
品德」為題，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新
長參加系所活動及簡潔有力的標語做為品德教育宣導；林
聘教師等200人參與討論。邀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
志鴻表示，強調國際化特色，重要的是灌輸學生正確禮儀
所所長洪蘭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進行專題演講，以新
觀念，並與學生共勉「尊重師長、尊重同學、自我尊重」
思維研討品德教育的實施策略。
三事；邱建良建議從學生生活教育宣導方面著手，強化各
張校長致詞表示，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是創校以來的
系自學性組織，作為帶動同學學習精神平臺；葛煥昭談到
優良傳統，今年的研討主題為品德教育，因為品德是人類
可從淡江的歷史尋找值得學習者，找回民歌時代感覺，也
發展以來最根本的原則，儘管是較抽象的議題但可藉由具
讓學生感受對社會的責任感。因有2組提及民歌，文錙藝術
體的行動來實踐，可結合淡江的「三環五育」加強推廣品
中心主任張炳煌回應，民歌是淡江的特色，將來會嘗試將
格教育，勉勵同仁「討論的具體方案要確實執行，會有追
藝文活動融入品德教育，近期將與相關單位討論舉辦民歌
蹤考核，這才是本研討會最重要目的。」
座談會，如何發揚淡江民歌精神。（「教學與行政革新特
專題演講中，洪蘭說明「品德教育」、曾志朗以「透視
刊」詳見2、3版。）
文明-來自會閱讀者的眼腦神經對應之線索」和主題連結；
學務長柯志恩以認知心理學出發，提出重複學習可改變大

█淡水

10/23(二)
13:10

10/23(二)
14:10

10/23(二)
14:10
10/23(二)
14:10
10/23(二)
14:3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電機系 工研院資通所副組長郭明清
Radio Design in Nanometer
E819
Technologies
國企系 欣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企畫
B428 部經理謝宗翰
精品行銷與案例分析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陳建成
化學系 Catalytic Hydrogenation and
Q409 Oxidation of Carbon-Carbon
Sigma Bonds with Water
中文系 剪影達人陳振福
L201
街頭藝人停看聽
中文系 中國時報影像中心主任黃子明
101年影像與媒體產業就業講座
L307
樸毅青年團 豪福旅行社副總經理楊嵐喆
Q306 大腳走天下-旅遊我最行
Kaliszewski
管科系 Ignacy
Multiple Criteria Ranking Decision
B613
Support
職輔組 英文系教授郭岱宗
Q409 優質的英文履歷與自傳撰寫
Dmitry Podkopaev
管科系 Handling Decision Maker's
Preferences in Multiobjective
B511
Optimization
美國國家工程院士暨知名之地
震工程和土壤結構互制學者
Jose M. Roesset
土木系 講題III: Some Considerations
驚聲國際 on Civil Engineering Education
會議廳 for Suc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講題IV:Evolution of Deep
Water Offshore Structures with
Dynamics Concerns
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助理研究員
物理系 陳家浩
S215
Surface Functionalization of
Bare Silicon Surfaces
水環系 環保署副署長葉欣誠
E830
2012里約地球高峰會臺灣觀點
數學系 清華大學統計所教授黃禮珊
Polynomial and Penalized
S433 Local
Trigonometric Series Regression

10/23(二)
15:30

未來所
V101

10/24(三)
10:10

亞洲所
I201

10/25(四)
08:00
10/25(四)
14:10

企管系
B302b
機電系
E830

10/25(四)
14:10

統計系
SG319

10/25(四)
16:00

大陸所
T701

10/26(五)
10:00

產經系
B302G

10/26(五)
10:00

大傳系
O202

10/26(五)
14:10

機電系
E830

10/26(五)
14:10
10/26(五)
14:10

產經系
B511
土木系
E787

10/26(五)
16:10

資工系
E787

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王丹
全球未來沙龍-與王丹談中國未來
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張崑將
台灣如何思考東亞
1111人力銀行測評中心主任陳彥華
職能訓練現場施測含解說
敏盛綜合醫院策略副院長林益全
生命的時間價值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暨財務金
融研究所教授陳占平
An Optimal Confidence
Region for the Largest and the
Smallest Means of Co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s
藍天電腦公司總經理特助朱士屏
大陸IT通路發展及百腦匯簡介
輔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彭正浩
Trade Liberaliz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ndogenous R&D
臺灣舞孃執行長/人力銀行業
邱文仁
關於行銷這檔事！
英國諾丁漢大學熱傳及冷凍空
調研究室主任/能源及永續研
究中心副主任閻玉英
仿生功能研究可應用在工程上
嗎？─諾丁漢大學仿生功能研究
輔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彭正浩
中間財市場的反傾銷政策
臺大土木系系主任呂良正
結構最佳化設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System Desig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Andrew K.C. Wong
From Data to Knowledge: A
Pattern Discovery Approach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10/24(三)
19:2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國企系
D403

資深國際行銷業務顧問（前
臺灣樂金（LG）市場行銷部
總監）詹千慧
101學年度國企系特色計劃-業
師演講-Jobs to do

補教入校招生 總務處擬方案創雙贏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針對淡水校園教室遭補教業
者任意張貼散佈招生廣告、強佔教室從事招生行為，總務處
安全組於16日時邀請補習班業者研商入校宣傳會議，由總務
長羅孝賢主持並強調，業界招生已嚴重影響本校師生上課權
益，此行為恐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法規，除請業
者自重外，藉由入校宣傳實施方案討論，達到雙贏的效果。
會中，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說明，補教業者如何破壞校內設
施及造成教室環境髒亂，總務處事務組、教務處課務組、學
務處生輔組也反應對業界招生觀感不佳。補習班業者湯喬智
表示，願意依學校規定配合招生；補習班業者賴俊宇，除願
意配合外，希望能有定點取閱招生廣告、張貼海報的地點；
羅孝賢回應，感謝業者提供意見，總務處將彙整大家的意見
並研擬出具體方案後，會再召開說明會請業者遵守，若再不
遵守，一切將依法行政，循法律途徑處理。

加退選補繳退費開始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後補退費辦理
時間為22日（週一）至11月9日，補繳退費單於22日前由各
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就貸生暫不辦理），至出納組淡水
校園B304處或臺北校園D105處辦理，可利用信用卡及ATM
轉帳方式繳費。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1學年度第2
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另開放夜間及假日時段協助延長辦理補繳退費事項，淡水
校園22至26日下午時至8時止；臺北校園22至26日下午5時至
7時止，以及27日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至4時接受辦理。
財務處另寄補退費名單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
（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低碳早餐備餐具 倡導減碳生活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為落實本校環保節能的生活教
育，總務處資產組與校內餐飲廠商合作，自16日起推出低碳
早餐組合，上午7時30分至10時30分在商管大樓東側販售，
不提供紙杯須自備環保杯。資產組組長林永吉表示，推出低
碳早餐主要是鼓勵教職員生使用環保餐具，以及健康概念，
未來會再推出「低碳便當盒流通系統」配合服務卡感應方式
記錄低碳便當盒的使用，以增加低碳便當盒流通。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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