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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發展獎勵８系複審各系觀摩
獎勵名單預計6/11第71次校務會議公布

民航學程
全國唯一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於22日舉辦第二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
議，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評審委員會由校長
張家宜、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
校外委員前教育部部長黃榮村等13人組成，為

入選複審的8系所進行評選。去年8系入圍複
審、5系勝出，本屆結果預計在6月11日校務會
議中公布。張校長致詞時表示，透過參賽，系
所可進行融合發展，且其他系所亦能藉此觀摩
機會，學習達成質量兼優；而系所是全校的心

淡江＋華航

本校與華航合辦民航學分學程，於20日在
臺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由校長張家宜（左
四）與華航公司董事長孫洪祥（右四）共同
簽署「航空人才培育戰略合作框架」，建構
國內各大專院校唯一完善的民航學分學程。
張校長表示，本校重視學生就業力與實戰
力，為因應產業界人力需求，此次與華航合
作推動民航學分學程，「由學校教授理論，
再由華航專家給予實務指導，培育適職度高
及業界所需的人才。」打造企業、學校、學
生三贏局面，更是產學合作的嶄新里程碑。
孫洪祥提到：「在航務上優先選擇淡江，
主要看中淡江口碑與在航太的頂尖表現。希
望透過產學合作，讓同學更增添往後就業競
爭力。」他也期待與本校更進一步的合作。
該學程預計從103學年度開始實施，課程規

臟，若50多個系所發展良好，淡江會成為優質
大學，所以系主任扮演重要角色，讓學生獲得
最好的學習成效。本次入選複審有化學系、機
電系、統計系、電機系、財金系、資管系、土
木系、資工系8系所，審查以教學、研究、財
務及「整體績效」等6項績效構面進行評選。
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以鍾靈化學競賽、行動
化學館，藉此說明推廣教育可實質增進招生績
效及能見度；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表示，成立
「淡江蜂鳥」教師精進成長社群，期以提升教
學品質；統計系系主任吳淑妃指出，理論與實
務並重，應行資訊化訓練讓學生熟悉統計軟
體；電機系系主任李維聰表示，重視教學績

3專輯在文錙錄製 入圍金曲5獎
劃橫跨航太系、機電系與運管系，共開出29
門課程，由華航業師授課，以利畢業後進入航
空產業。教務長葛煥昭指出，修習學分總數至
少24學分。6月4日將舉辦「民航學分學程」
說明會，由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及華航飛訓部
教官介紹學程，並說明產學合作模式。
航太二顏振逸表示期待，認為「學校不僅傳
授理論，也重視實務經驗的教學方針，對學生
畢業後謀職定有相當助益！下學期我一定會去
申請修讀該學程，並以考上機師為目標。」
另相關學系將於29日中午共同邀請復興航
空公司人資與維修部門人員於B712舉辦「機
務產學合作」說明會，讓有意願到復興航空從
事飛機維修工作的同學，對薪資福利、工作內
容、權利義務、願景有更深刻的認識。（文／
卓琦、圖／馮文星提供）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第25屆金曲獎
入圍名單於20日揭曉。其中，在本校文錙音樂
廳錄製的3張專輯，分別入圍5個獎項。分別為
阿美族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入圍「最佳原
住民語歌手獎」，及其《cepo'混濁了》入圍
「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由曾增譯演奏的共
聲體樂團《曾增譯共聲体三重奏》入圍「最佳
專輯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最佳作
曲人獎」；余昶賢《序曲。聽。見》入圍「最
佳作曲人獎」。
22日，曾增譯出席文錙中心音樂講座時，稱
讚文錙音樂廳的場地及器材設備很好，而入圍
的專輯是首張在臺創作，「很開心、也很訝異
爵士樂被評審了解及接受，爵士有自我療癒

親子彩繪 海博好好玩

胡勝正談兩岸金融交流與佈局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18日，由財務
金融學系、研究發展處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共
同主辦「2014第十一屆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
會」，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安徽財經大學校
長丁忠明在驚聲國際廳出席開幕，共計有逾
220位兩岸專家、學者及企業代表出席。邱建
良表示，本校重視兩岸議題，這次以金融產業
創新為主題，探討未來發展趨勢。」丁忠明提
到，「參與這次研討會，不但能提升教學品
質，更能分享兩岸財金知識。」

中研院院士胡勝正以「兩岸金融交流與臺灣
金融佈局」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他提到，兩
岸金融交流是新業務、新市場，不論是向外發
展或是固守本地，勢必面臨新挑戰、及新競爭
型態。對於ECFA及服貿協定中的金融議題，
胡勝正說明：「未來臺灣至少有1/3的銀行，
將與對岸進行策略聯盟的計畫。」對於臺灣要
如何提升金融競爭力，胡勝正則說：「應從加
速金融整併、強化開發金融商品與服務的能
力、監理及稅制競爭等方面著手規劃。」

成教部華語中心 日籍生獲漢光獎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在本校成人教
育部華語中心學習華語1年的日籍學生鈴木雄
大，17日參加由中央廣播電臺與漢光教育基金
會主辦「2014外籍人士中文演講國際大賽」決
賽，以創意道具、豐富肢體語言，及流利中文
得到「漢光獎」殊榮。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
示，外籍生獲得漢光獎相當不容易，更要感謝
指導老師雷燕玉的付出，展現教學成果。

效，期以提升教學品質及引導多元學習管道。
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指出，未來將持續開設
實務課程，輔導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並積極爭
取產官學計畫及交流；資管系系主任鄭啟斌，
以畢業專題整合所學、企業實習等特色，說明
整體績效；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以「傳承知
識、創新技術」為主軸，透過座談強化及提升
系所形象；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說明，擴展國
際視野、縮短學用落差皆可在教研發揮戰力。
張校長總結，有別於淡江品質獎，「系所發
展獎勵」專門針對教學單位設計，入圍即值得
肯定，且這些系所確實在教研表現皆很傑出，
期待他系在觀摩後能再接再厲。

鈴木雄大以反串扮演辣妹中文老師介紹臺灣
美食，自92組參賽者中與19組共同晉級決賽。
他更以范仲淹《四民詩－農》，演出農民被官
府剝削的心酸。中廣公關企劃組組長羅秋香表
示，鈴木獲得評審青睞，不僅是有趣造型、豐
富動作，發音及流暢度表現也相當不錯。鈴木
雄大表示，很榮幸獲獎，正因在臺灣有美好回
憶，及老師講解詩意，才能有傑出表現。

文錙影視之窗
正式開播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
於17日舉辦「給大船一點顏色看」彩繪活動。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指出，配合518國際博物館
日及推動海事教育，特舉辦親海活動，總計
有138位親子同樂。海博館提供免費材料，有
鄭和寶船、密蘇里戰艦、及鐵達尼號等知名
船艦，及海博館圖樣可
供彩繪。憑作品可兌換
舢舨船模型、杯墊等禮
品包。參與民眾林宜樺
說：「活動不但具有意
義，孩子也玩得開心，
有寓教於樂的效果。」
現場另有產經一B進
行服務學習課程，帶
領近20位小朋友參觀。
（攝影／吳重毅）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28日舉辦「淡江花月夜」音樂
會，為求演出順利，特於21日在文錙音樂廳練習
合唱，並邀請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以及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一
同引吭高歌〈淡江的天空〉、〈陽光和小雨〉等曲
目。當日，另舉辦文錙影視之窗正式開播儀式，即
時轉播音樂廳內的練唱情況，張校長（右五）、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左三）、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右
四），及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右一）等主管在電
視牆前一同合影。（文、攝影／盧逸峰）

的功能，更能即興表達當下感受。」中心組員
壽華民說明，音樂廳擁有完善的展演場地及設
備，讓有想法及才華的年輕人有空間實現個人
創作，期待藉此提升校內音樂風氣。
曾增譯在文錙音樂廳主講，以「音樂大師講
座II：淺談爵士─以樂手觀點」為題，介紹世
界級爵士鋼琴好手，並透過分析各家演奏技
法，淺談爵士樂的發展與演變，吸引近百人到
場聆聽。現場另有即興演出爵士，贏得如雷掌
聲。經濟一姜韋廷說：「對爵士樂有初步的了
解，講座也激起我對音樂的興趣。」

文學院週5系聯展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第33屆文學院
週「文五合一，匯聚共榮」活動於19日開幕，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文學院院長林信成、文學
院5系系主任等師生共襄盛舉。高柏園欣慰5系
表現，並表示未來將以展現文化傳統、人文氣
息與未來感3方向規劃整修文館。
20日，校長張家宜也到場參觀、讚賞5系成
果，並肯定資傳系教師〈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課程教學，鼓勵其他教授可參考。
林信成表示，「文五合一」代表各系秉持特
色發展，也可教學相長，展現出文創成果及創
意。此次聯展在文學館展出，包括中文系「藝
氣風發」成果展、歷史系呈現〈世界史的奇幻
之旅〉師生作品、大傳系「重草莓」畢展、資
傳系〈大道公〉繪本、「在乎」畢展、動畫影
片，以及資圖系的體感互動螢幕等學習成果，
讓參與者嘖嘖稱奇。
20日至22日介紹數位出版工具、簡易電子書
製作和書本藝術3場演講；而資傳系成果亦將
在淡水殼牌故事館展出。

北國文藝交流 即席揮毫創作

日期/時間

5/26(一)
17:00

資圖系
B216

5/26(一)
19:00

課外組
Q409

5/27(二)
19:00

職輔組、
電機系
E812
資傳系
O504
職輔組、
國企系
B616
課外組
Q409

5/28(三)
9:00

教科系
ED204

5/27(二)
9:00
5/27(二)
10:00
5/27(二)
16:00

5/28(三)
12:20

教發組
B302A
職輔組、
5/29(四)
機電系
14:00
E830
職輔組、
5/29(四)
歐研所
14:00
T701
5/29(四)
17:00

資圖系
L507

5/29(四)
19:00

資管系
B708

日期/時間

5/26(一)
12:00
5/26(一)
12:30
5/26(一)
14:00
5/26(一)
14:10
5/26(一)
16:10
5/27(二)
8:10
5/27(二)
10:10
5/27(二)
13:00
5/27(二)
14:00

5/27(二)
14:10
5/27(二)
16:00
5/28(三)
19:00
5/29(四)
10:00
5/29(四)
14:10
5/29(四)
14:10

5/30(五)
13:10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人/講題

愛評網副執行長葉卉婷
企業概論與創業管理課程專
題演講
奇多比行動軟體公司專案經
理林言彌
多媒體與電子書：數位內容
電子書製作內容(二)
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理事
長許芯瑋
【魔幻力】課外能力系列講
座(4)－軟實力x未來x夢想
先進通訊系統中心正工程師
廖書漢
電信標準介紹與未來發展
愛迪斯科技工程師胡啟彥
互動設計的商業運用
聯合報系經濟日報總經理
周祖誠
從報紙看世界
太陽劇團團員陳星合
問題解決x堅持x信念
喬立達數位行銷顧問公司策
略總監魏澤群
從產品角度看使用者經驗
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張瑋倫
人多才好玩：No Game, No Gain！
東聯光訊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資智
光訊玻璃應用的現在與未來
遠東生技創辦人及董事長
闕鴻達
生質柴油-藻類培養計畫
電腦玩物站長、城邦PCuSER
電腦人出版社主編黃鐘毅
雲端x行動=智慧型的高效率人生
g0v.tw臺灣零時政府劉宇庭
團隊co-work效率指南

淡水校園

5/30(五)
10:10

尋求諮輔組、住輔組、境輔組，
以及學教中心提供相關輔導與協
助。運管一楊弘恩表示：「我覺
得寄這個很好啊，能讓爸媽確實
掌握我在學校的課業狀況！」大
傳一秦淳格則說：「我認為當發
現學生常缺席的時候，學校就應
該介入輔導或關心。」

主辦/地點

全創院
CL101

5/30(五)
10:10

21日，文錙藝術中心舉辦「北國風光畫展」開幕式，由校長張家
宜、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共同揭幕。張校長致詞時提到，校方很重
視學生的美學涵養，以及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教育，此展內容
在臺少見，期以藉此提升大家的美學素質。現場另有「瀋陽市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交流筆會」，邀請藝術家們現場揮毫、切磋筆技。瀋
陽書畫院名譽院長馬學鵬將其畫作〈松魄凌霄寒〉贈送給張校長。
張炳煌表示，「本學期以推動國畫藝術為主，此展特色有東北的
氣候、土壤、山水，皆與臺灣畫家的表現手法有所不同，體現了兩
岸的藝術交流。」國企四蔡榆柔說：「最喜歡〈二人轉〉這幅畫，
覺得很生動，而且揮毫很特別，看著藝術家隨性地用手揮灑顏料作
畫，真的很有趣。」（文／黃怡玲、攝影／張令宜）

教學卓越

5/26(一)
10:10

5/30(五)
13:30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
102學年度第2學期期中預警名單
於上週寄出，本學期全校共計
4,533人，較去年同期多335人。
期中二一預警系統在於提醒學
生，並讓家長、學系及導師了解
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成效。註冊組
組長姜國芳表示，導師輔導時可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教學
卓越

5/29(四)
16:00

期中預警 4,533人拉警報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5/30(五)
14:00
5/31(六)
9: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FL411
外語學院跨院學分學程說明會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研究學者
法文系 M. Philioppe Chaubert
FL106 反思提升學生能力：理論及
方法論的檢視
奧美公關行銷公關事業部董
大傳系
事總經理謝馨慧
Q201
品牌故事與行銷
化學系 參考服務組傅淑琴
Q409 研究所圖書館資源講習
大傳系 佳映娛樂影視公司總經理劉嘉明
Q306 臺灣電影產業需要那些創意元素？
國泰人壽臺北第二行政中心
保險系
經理吳方興
B603
壽險內勤人員與服務簡介
國立警察大學助理教授高佩珊
戰略所
全球化下移民下美國移民改
T502
革分析
未來所 律師鄭文龍
B713
陪審團與民主改革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陳達新
財金系 A Microstructure Exploration on
L206
the Influence of Order Strategy
and Spread o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物理系 陳泳帆
S215
Electromagnetically Induced
Transparency and Its Applications
高行健及莫言作品法文譯者／
法文系
法國Aix大學教授Noël Dutrait
L204
法國的中文文學
健言社 健言社指導老師何孟軒
Q306 職場厚黑學
文錙中心 會幕音樂家聯盟總監林文琪
文錙音樂廳 音樂無國界－跨界藝術的創想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資工系 教授林盈達
E819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ing:
Why, When, Where, and How
仲悅企管顧問有限公司總經
產經系
理吳桂龍
B605
企管顧問價值-淺談顧問業
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周維強
歷史系 「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
Q409 務補助計畫」-博物館文創與
數位媒體設計講座
富邦證券天母分公司經理簡
經濟系
鴻琳
B603
如何成為優秀的金融理財人員
導遊黃千芝
英文系
走到天涯海角才讓我看見本
T311
來的我
國立暨南大學經濟學系助理
經濟系
教授陳妍蒨
B605
失業對離婚的影響
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
出版中心 系助理教授林煥盛
SG317 我 家 牆 上 掛 的 那 張 畫 長 霉
了，怎麼辦？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管科系
執行副總經理姚晤毅
B505
從吳寶春談展覽行銷
臺灣SES賽斯性教育中心創辦
教心所
人陳羿茨
ED101
性愛工作坊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6(一)
19:20

財金系
D223

5/29(四)
20:20
5/30(五)
19:30
5/31(六)
9:10
5/31(六)
12:20

演講人/講題

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薛琦
全球經濟整合下的臺灣
法國在臺協會歐洲教育展專
歐盟中心
案經理謝欣純
D303
選擇歐洲，開拓新視野
中衛發展中心生活產業部經
國企系
理李彩嘉
D325
從傳統產業淬鍊文化好創意
保險系 產險公會理事長戴英祥
D303 產險公司的危險管理
迷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國企系
人許哲齊
D406
解析廣告中的行銷密碼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
5/29(四)
政經系 員李大維
15:10 強邦國際廳 當前國際情勢發展對我國的
意涵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