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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現代的知識份子，不僅應有預見未來變
化的能力，並應有「創造未來變化」的抱負，
尤其要具有把明天「變成怎樣的明天」的大智
與大勇。
－創辦人張建邦（預見未來，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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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是「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1999年全球年度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桃李芬揚 教育部獎勵68教師
女聯會26日邀全校同仁共進美食饗宴

【記者張凱萁、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教育
部獎勵「103年資深優良教師」名單出爐，本

校共有68位教師獲獎。教育部為表達對全國長
期教育工作者的敬意，於每年對服務滿10至40
年的教師給予獎勵金，
今年本校有1位教師服務
滿40年、30年3位、20年
企業最愛研究所排名
36位，及10年28位教師。
其中，服務年資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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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出，才能勝任這一
生職志。」
註：臺灣科技大學與成功大學並列第二
執教30年的土木系教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1111人力銀行》；製表／淡江時報社
授
鄭啟明提到，在授課
【本報訊】18日，《遠見雜誌》公布企業最愛研究所排名
的過程中感受到學生的
結果，「淡江大學總排名第十、私校第一。」《遠見雜誌》與
反饋，不僅能調整授課
《1111人力銀行》於6月24日至7月23日針對企業端進行調查，

企業最愛研究所 淡江私校第一

綜合受訪逾500位主管的聘僱經驗。
前3名依序為臺大、成大、臺科大、北科大，不僅臺大重返
冠軍，且多屬理工名校，顯示科技產業對高學歷需求的趨勢。
其中，遠見分析9大領域「碩士生前5強」，淡江大學入選「商
管／財金」、「人文／社會科學」、「藝術／設計／建築」3
項類別。
綜觀，學校辦學成果及口碑、與產業結合的程度、校友在產
業界的表現等，皆是影響各校研究所排名的重要參考依據。

榮譽學程說明會 課程吸睛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16日舉辦榮譽學程說明會，
現場逾百人出席，會中學生踴躍發言想多了解修習榮譽學程相關規
定。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葛煥昭說
明為鼓勵優秀學生和強化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因此開設「進階專
業」、「通識教育」及「課外活動」三大類課程的榮譽課程，只
要新生入學位於該系（組）前10%、大一下學期至大三上學期（建
築系大四上學期）學生前學期修課學分數達15學分以上、學業平均
成績位於該班前10%以內者，都可以申請修習。修滿後除了有學分
認定及學分抵免之外，並可在成績單、畢業證書上註明「榮譽學
生」，相信對未來申請研究所與就業有很大的幫助。
資圖一沈柔均表示，聽完說明會後，課程的設計相當有吸引力，
雖然有些課會衝堂，但還是會參與榮譽學程。凡符合榮譽學程修讀
資格且完成申請程序者，別忘了本週在各年級開放選課時間，進行
網路選課。

打造優勢 同步口譯4教室上線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為增強學生專業力，暑假
在現有會話教室：T309、T408、T502、T406中加裝同步口譯的設
備，藉此訓練學生口譯的能力，這些口譯員機、機架型混音機等設
施，能讓學生在上課時聽到不同語種的翻譯，訓練反應能力。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本院各系都有專屬語種的口譯設
施，在國內大專院校中更屬難得，加裝口譯設備主要是希望除了基
本的聽、說、讀、寫外，也能儘早學習翻譯，鼓勵非外語學院學生
來修，這比人為中介的現場直譯更能縮短時間差，若具備這項能力
在職場會是一大利器，將來英文系會設計口譯教材，幫助院內他系
的口譯訓練發展。」歡迎同學於加退選期間選修相關課程。
至於開學後有同學詢問文學館興建電梯之進度？總務處節能空間
組組長姜宜山表示，文學館係民國67年興建之樓館，使用迄今。因
建築相關法規迭有修訂，若欲增建電梯，滿足身障師生及高齡老師
之需求，須全面檢討該幢建築與現行建築法規要求之差異，並完成
改善，以符合申請要件。
103學年度暑假總務處已先行完成文學館公共空間改善工程，並
符合公共安全相關規定，後續將提出電梯增建評估報告，俟學校核
定後，再依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節奏，更能獲得成就感。服務20
年的體育處講師蔡忻林，讚賞
本校對體育重視與支持，讓運
動成為生命教育的一環，非常
可貴。本報配合敬師月製作
教師節特刊，詳見三版。
土木四盧偉嘉表示，「鄭
啟明上課風格較嚴格，但能從
中感受到他的認真，且課程循序
漸進、按部就班，能學到很多東
西。」歷史三黃詩晴說：「謝豐
宇老師很親切，且教學自由，課
堂互動感覺像朋友一樣自然、無
壓力。他也會適時指導籃球規則
及正確動作，讓體育課真的『動起來』。」
女聯會為慶祝教師節，將於26日舉辦「健
康養生樂活一身輕」美食饗宴，除了品嚐佳
餚外，另有女聯會合唱團表演、學務處帶來
騎馬舞，及紓壓操等活動，歡迎同仁參加。

新增５跨領域學分學程
【本報訊】為培養學
生學以致用能力及減少
學用差距，103學年度新
增5個學分學程。
《資訊應用就業學習
學分學程》是由商管學
院、工學院與文學院
跨院14系共同推動，並
與鼎新電腦公司產學
合作，各院系大四生和
碩二生，均可選讀，至
今共有39人修習，歡迎
符合資格的同學密切注
意。
《空運管理學分學
程》同樣也是跨院學分
學程，由商管學院運管
系、企管系、國企系，
和工學院航太系，共同
培養航空運輸管理規劃
專業人才，只要對航空

運輸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之在學學生，在每
學期開學至加退選結束前申請修習，可向運
管系系辦洽詢，校內分機2597。
《民航學分學程》分為飛行專技組、
修護組，因應全球航空客貨機的需求，
工學院航太系、機電系、商管學院運管
系、外語學院與中華航空公司共同培育
出適職性高之航空人才。凡對民航相關領
域有興趣之在學學生，且修習「飛行專技
組」者多益成績550分以上，修習「修護
組」者多益成績450分以上，方可申請修習本
學程，申請日至加退選結束前，相關訊息請
洽民航學分學程網站（網址：http://ppt.cc/
SbvC）。
由教政所和大陸所合辦《兩岸文教發展研
究碩士學分學程》，以培育熟悉兩岸文教發
展之專業人才，只要於此領域有興趣之在學
研究生均可申請，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
結束前，填妥「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後，
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教政所或大陸所辦公
室提出申請。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原定 17 日開
始投票的「 103 學年度學生會第 20 屆正副會
長補選選舉」， 15 日學生會以因現行法規公
告、生效問題所造成之爭議為由，解散中央選
舉委員會並停止補選，造成 15 、 17 日發生 2
起衝突。且 15 日 1 號候選人蔡博藝團隊向學
校遞交陳情書，請校方確認學生會相關法規
之有效性，為此，學務處於 17 日在商管大樓
B302A 會議室召開「第 2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
補選說明會」說明校方立場。
會議由學務長柯志恩主持，本校法規委員會
委員、歐研所所長陳麗娟、課外組組長江夙冠
與會，並邀集兩組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學
生會代理會長代理人、前學生會會長歷史四吳
承翰、學生議會代理議長歷史四李泓毅出席。
柯志恩說明，為尊重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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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系教授趙雅麗結束休假，開學重返講
臺。16日，第一堂課上，有一群大傳系第2屆
校友們意外現身獻花，讓趙雅麗（左一）驚喜
不已，30年師生情誼，感動教室內所有人。
上圖為臺北市政府前觀光傳播局局長趙心屏
（左二）、中華職棒大聯盟代理秘書長王惠民
（左三），及台視新聞部製播中心副主任張淳
盈（左四）等人滿懷師恩，在課堂開講前，齊
聚謝師。（文／趙巧婷、圖／沈浩懷提供）

圖館新增2資料庫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在本學期
新增「中山學術資料庫」、
「PELAPELA日本語學習資料庫」2資料
庫。參考服務組組長張素蓉介紹，「是為了
讓同學在課餘有更多學習資源。而PELAPELA
是由日籍教師真人發音，依照日檢N1-N5程
度分級學習，從五十音、基本句型、生活用
語到商業、時事，應有盡有！」
圖書館為推廣館藏電子資源的使用，非書
資料組自4月提供行動載具（平板電腦）借
用，本學期再購入20臺iPad air供應需求。非書
資料組組長丁紹芬說：「同學們借閱情況相
當熱絡，開學第2天新購入的iPad air已全數借
出。圖書館另有多項資源，歡迎師生能多加

尋找大碗控 揪團兌換大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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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教務處
I501

演講人/講題

分享家志業執行長徐培剛
【名人開講】規劃幸福人生勇敢做自己的圓夢大使

淡水校園

敬師 謝師 滿懷師恩

學生自治組織事務，本校相信學生自治能力，
援例不介入並尊重學生會所有議決與執行事
項。不過，因日前學生會籌組的中選會，未依
規定完成「淡江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
員選舉罷免辦法」公布程序，便執行選舉相關
事宜，造成校園紛擾不斷，進而影響學生學
習，且收到陳情書請本校確認學生會相關法規
之有效性，因此，依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輔導辦
法第三條「學生自治組織應遵守校規及相關法
令，並接受學生事務處輔導」召開此會。
柯志恩也提到，應採用101年11月19 日公布
之「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選舉規則」進行補
選。並依照「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選舉規則」
第五條規定，學生會需重新籌組選舉委員會，
辦理補選選務，並應於10月30日前完成投、開
票等程序。兩組候選人對此均無表示異議。

總務處以入住松濤館的大一新生為對象，於16日中午12時20分在美食廣場入口處舉辦「揪『大
碗控』送大大碗公」活動。總務長羅孝賢（左二）親自現身參與，鼓勵大家使用環保餐具。錯過
的同學，請把握23、30日活動，每次各有100個大碗公限量兌換。（攝影／黃國恩）

教學
卓越

演講看板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林清風
9/23(二) 品保處
103學年度淡江大學品管圈培
9:00 驚聲國際廳
訓課程

學生會補選 學務處辦說明會

本校2生獲研究創作獎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由科技部舉辦
「102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於
日前公布得獎名單，本校資工系校友陳振榮、
機電碩一沈晉安2位獲獎。
今年甫於資工系畢業的校友陳振榮由副教授
陳建彰指導，以「建置以OBDII及Android手
持裝置為核心之行車紀錄監測系統」為題獲
獎。沈晉安則是由教授王銀添指導，以「以
RGB-D感測器實現機器人同時定位與建圖」
為主題，運用Kinect獲得影像、深度和運用估
測器，來估測機器人的位置及建立地圖，其中
也包含感測器校準方法的改進和程式改良。
沈晉安於大學時期考取本校機電系預研生資
格，入學後繼續跟隨王銀添教授做研究。他表
示，這個研究案花費了一整個暑假，且開學後
也持續與老師討論、修正，很感謝老師長期指
導，以及學長們的協助！沈晉安也說，會利用
獎金繼續朝著自己有興趣的議題鑽研。

1

利用！」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
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李黎明
美國「大中東戰略」十年評價

9/23(二)
10:00

戰略所
T503

9/23(二)
14:00

物理系
S215

9/25(四)
14:00

數學系
S104

9/26(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辦公室執行副總陳世安
踏入資訊軟體業的經驗分享─
以叡揚資訊為例

9/26(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暨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陳妍蒨
失業對離婚的影響

臺灣大學物理學系博士後研究
員洪振湧
邁向有機自旋電子學:有機半
導體在自旋電子元件的應用
佳網股份有限公司暨齊營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莊昌善
數據組比較圖示方法的研究

本校與港10餘所中學締盟

【本報訊】為拓展海外生源，本校19日前
進香港，與香港培正中學、喇沙書院等10餘
所學校簽署合作協議書，校長張家宜、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出席聯合簽約典禮，由張
校長代表簽署「策略聯盟協議書」，藉此展
開在學校管理、學習交流的合作。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今日開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文系繼
2012年成立「村上春樹研究室」後，今年首創
全臺第一個「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於今日
（22日）舉行開幕典禮。由校長張家宜主持，
並邀請英美文學知名翻譯家、前東京大學教授
柴田元幸，以「村上春樹與美國文學」為題，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發表英文紀念演講。
中心主任、日文系教授曾秋桂指出，過往曾
舉辦3次「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
來自海峽兩岸、日本、韓國以及馬來西亞等地
學者共同討論。未來將持續深化對村上春樹作
品的研究，並進一步推廣學術、開闢與國際機
構合作機會。
曾秋桂表示，期待能將學術能量由校內推展
到全臺、並延伸到日本、最後拓展至全球；尤
其村上春樹被譽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
選，更能因此提高本校能見度。另外，在總館
2樓閱活區設有「村上春樹書籍展覽」。

本校海事博物館於16日產生第80萬名參觀者！她是中文碩一蔡佳穎（左
二），獲得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中）致贈「亞美利歐．維斯浦奇
號」模型。而在她之前進入海博館的3人，則各獲得一艘「卡提薩爾克號」
模型。（圖／黃維綱提供）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響應環保，從
食做起！總務處於16日舉辦「揪『大碗控』送
大碗公」活動，期待發揮揪團力量，並藉此鼓
勵師生使用環保餐具。
300個陶瓷大碗公開放入住松濤館的大一新
生兌換。當日中午，排隊人潮絡繹不絕、氣氛
熱絡。總務長羅孝賢表示，「本校致力推動
『環保校園』，希望培養住宿生使用環保餐具
的習慣，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造成垃圾增
量。」
總務處自去年開始推動「環保分級價」，自
備餐具到美食廣場用餐可享優惠。中文一楊巧
翊說：「大碗公造型漂亮又環保，且在美廣自
備餐具消費還可以享有折扣，非常吸引人！」
欲參與的住宿大一生，可先加入Facebook
「大碗控」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lohasu/），宣誓天天愛用大碗公，並
以室友4人為一組，即可於23、30日中午12時
20分在美食廣場入口處領取大碗公，每次限量
100個，送完為止。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海博館破80萬人參觀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海事博物
館於16日上午9時40分產生第80萬名參觀者，
是中文碩一蔡佳穎，她為修習中文系教授張炳
煌開設的《中國書法藝術專題》，到館內書法
研究室上課，因而獲得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
煌致贈「亞美利歐．維斯浦奇號」模型的意外
驚喜。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隨著暑假結
束、新學期展開，我們對80萬人次的達成期待
已久，而選擇館內常設的展出品模型做為贈
品，希望能與第80萬名幸運兒一同共享這份喜
悅。」
蔡佳穎開心地表示，「一走進海博館忽然出
現拉炮及歡呼聲，讓我嚇了一跳。得知自己恰
巧是第80萬人時，覺得實在太幸運了！」
海博館自6月19日起，與本校歷史系合辦
展出「清代的海防：水師與戰船特展」，參
觀訊息詳見海博館網站（網址：http://www.
finearts.tku.edu.tw/mm_index.htm）。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