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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屆卓越校友28位 頒獎表揚
金馬影后桂綸鎂校友 再入圍最佳女主角

【記者周雨萱、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第
3屆卓越校友當選名單出爐了！於4日舉行的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第九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中進行頒獎，得獎校友為於各領域
有卓越貢獻，經各地校友會舉薦，並經「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審查通過者，得獎者
有：張十泊、徐永欽、高銘陽、許忠欽、陳文
和、徐佑明、邱妍妍、陳為庸、高增堯、王明
仁、林孝榮、陳欽財、洪雅淑、劉子經、彭煒
騰、林柏樹、葉麗珠、周鴻津、陳宗岑、廖宗
添、李鳳翔、邱樹
林、王順民、許孟
紀、楊財烈、黃華
隆、莊賢裕、張秉
熙等。校友服務暨

理學院與永光化學產學合作起始

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今年從不同
領域中選出28位卓越校友，希望能作為學弟妹
典範。」
本校傑出校友再傳出捷報！金馬獎於1日公
布第51屆入圍名單，法文系校友桂綸鎂再次入
圍最佳女主角獎。桂綸鎂繼以《女朋友。男朋
友》奪下最佳女主角後，已連續3屆入圍金馬
獎最佳女主角獎，而今年更是擔任金馬51影展
大使，已從影12年的她，演技日趨精湛。
對於入圍金馬影后，桂綸鎂透過經紀人表

示，「我深深地陷入這部戲的拍攝過程，享受
其中。謝謝《白日焰火》中所有主創對於電影
的堅守與熱愛，特別感謝導演刁亦男及演員廖
凡，帶領我去到一個未曾夢過的美麗境地。」
桂綸鎂在《白日焰火》劇中擔任紮根北方城
市的洗衣店女子一角，為了順利融入角色，她
曾表示去了很多東北的家庭式洗衣店，在洗衣
店裡面學習如何洗衣服、熨衣服，包括把臺詞
念出來讓洗衣店的人幫忙糾正，敬業精神十分
令人感動。

提升學術聲望 少子化趨勢
2副校長專題報告
【記者周雨萱淡
水校園報導】第138
次行政會議於3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校長張家宜主
持，先歡迎行政團
隊的新主管們。而
後表示，103-105校
務發展計畫應持續
落實三化，定期舉
行會議與追蹤。並
說明近期赴香港、
韓國參訪姐妹校，
向海外進行標竿學
習，未來亦將加強

上月30日，在校長張家宜（中）與永光化學
榮譽董事長陳定川（右四）的共同見證下，產
學合作計畫正式啟動。（圖／陳吉福提供）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將3D列印技術製作的化學系行動化學車模型
致贈給陳定川。（攝影／黃國恩）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與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的產學合作計畫起始會議，於上月30日在化學館C308登
場，在校長張家宜與永光化學榮譽董事長陳定川的共同致詞見證
下，合作正式啟動！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理
學院院長王伯昌、研發長張德文、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等人到場
參與。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產學合作是學校近年來急起直追、積極
推動的方向，感謝永光對學校的支持，也盼雙方能在合作上達到
雙贏。」
陳定川說：「關於研發太陽能電池，是我退休後依然持續專注
的領域，期望化學系團隊能有所突破，也為母校在學術研究領域
上爭光。」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簡介了產學合作的3個部份，太陽能電池、新
藥的開發與博士班獎學金，並致贈陳榮譽董事長由3D列印技術製
作的化學系行動化學車模型，此化學行動車正是由永光化學捐贈
給本校，意義非凡。

學術交流，增進教師互訪與共同研究。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以「激發研究潛能，提升
學術聲望」為題，說明本校與他校相比，產學
合作仍待加強。他針對103-105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藍圖，強調激發研究潛能具體作法，包
括將新設研究獎補助規定，訂定要點以設立跨
院系所研究團隊、特色研究中心與學術研究諮
詢中心。另補助籌組國際性專業學術年會參訪
團、獎勵學術競賽及國際合作研究等。此外，
亦將檢討修改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教師研究獎
助法與多元升等辦法。
葛煥昭提出省思方向，以近年研究與教學獎
勵之比例來看，研究獎勵總金額遠高於教學獎
勵，是否該進行調整？其他具體作法尚包括，
輔導淡江理工學刊進入SCI等。

欽、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學務長柯志恩
等人訪問誠信女子大學、梨花女子大學、中央
大學、檀國大學。此趟行程除了拜會外，並與
本校國企三黃詣衡、政經三吳宛儒、語言三賴
筱筑及孫琬婷4位交換生見面，了解他們在當
地的學習狀況及生活情形。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材系
傳捷報，今年6月甫畢業的化材系校友盧彥
劭、謝翔峰，於大四期間參加台灣化學工程
學會舉辦的「103年度大學部學生程序設計競
賽」獲得冠軍及獎學金5萬元，化材系校友王
知行、林玟也抱回第三名大獎，獲1萬元獎學
金。該獎第一名象徵「李國鼎獎」，顯見各
界對此獎的重視，盧彥劭說：「很開心有機
會參與此競賽，也非常感謝老師的專業指導
與協助，讓我們可以得獎。」
此次競賽題目是為「設計一個設置於美國
德州，年產量1,000,000公噸聚合級乙烯之製
程」，由化材系教授張煖、陳錫仁指導，張
煖說明：「每年都會以競賽題目讓大四學生
練習，並鼓勵同學報名參加，目的是為了讓
學生結合四年所學與產業界接軌，規劃程序
控制流程、裝置設計、經濟評估等，讓學生
了解製程中需考慮多項方案，並比較出符合
經濟效益的方式。」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表示，此獎每年會在
9月開學時公布題目及公開徵選，且於

e

起彩繪淡水風情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用電腦繪出屬於
你的淡水風情！為慶祝本校64週年校慶，文錙
藝術中心舉辦「e畫淡水風情」繪畫比賽，參
賽者須運用本校研發的「e筆書畫系統」畫出
淡水周邊美景。最高獎金為5仟元，前3名及佳
作5名除了獲頒獎金外，亦可獲得一套e筆神功
及獎狀。即日起至16日前，開放全校學生到海
事博物館1樓櫃檯報名。
海博館提供e筆書畫系統及電腦，參賽者可
於20至24日自選時段進行比賽。另外，報名
者於賽前可前往海博館登記練習e筆設備，無
須預約。詳細資訊請洽海博館網站（網址：
http://www.finearts.tku.edu.tw/mm_index.
htm）。

隔年度5月截稿，經評
審後於隔年度9月下旬
公布得獎名單。
本獎參賽限全國大
專校院的化工相關科
系學生，題目皆由業
界出題，希望藉此賽
事讓學生發揮專業知
識運用，以縮短學用
落差，將於台灣化學
工程學會的12月12日
年會中公開表揚。

校長張家宜（中）探訪到檀國大學的本校交換生，
並致贈學生伴手禮。（圖／國際處提供）

拉美26菁英來臺開學
【記者姬雅瑄淡水報導】本校亞洲研究所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自6日起，來校進行為
期一週的密集面授課程。第三屆新生15人、
第二屆二年級生11人，共一行26生來自瓜地馬
拉、宏都拉斯、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巴拉
圭、阿根廷、厄瓜多、墨西哥等各國在職菁
英；其中，多明尼加駐荷蘭海牙公使馬聖迪
及墨西哥Nuricumbo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兼財

務金融顧問聶亞曼等人皆在該班研習。
本次面授課程包含亞太安全議題、中國現代
史、臺灣社會與文化、東南亞國協經濟發展、
東北亞經濟發展，以及東南亞國協政府與政
治。美洲所安排學生體驗臺灣之旅，走訪紅毛
城、漁人碼頭，及品茗、參觀傳統布袋戲文物
館和夜市文化，拉美菁英另受邀出席臺北賓館
國慶酒會。

國家永續發展獎 今複評
【記者劉蕙萍、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日前通過「103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及
「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績優選拔」初選，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今日派評選委員蒞校
複評，教育部將於8日實地評訪，針對化學館
和工學大樓進行現場複勘。
國家永續發展獎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主辦，初選僅9校通過，歷年得獎者幾乎是
國中、小。本校首次角逐教育類即入圍，今日
複評重點為服務學習課程、行人徒步區、美食
廣場低碳飲食等項目，預計由總務長羅孝賢、
總務處各組組長等人全程陪同。總務處組員楊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信洲表示，希望全校師生能一同維護校園環
境，讓評審委員留下一個好印象。
教育部首度舉辦「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績優
選拔」， 8日複勘的評比項目有安全衛生政策
及管理制度、災害預防措施等，屆時總務長兼
環安中心主任羅孝賢與理、工學院9系系主任
將陪同視察。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本校近年來持續
推動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藉
由這次教部訪查實驗室，讓我們清楚知道這2
年的執行效果，以及待改善的地方。但最主要
的目的還是保障使用實驗室的師生安全。」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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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10/6(一)
10:10

觀光系
CL328

10/6(一)
13:10

化材系
E819

10/6(一)
13:00

諮輔組
B614

10/6(一)
19:00
10/7(二)
10:00
10/8(三)
14:30
10/8(三)
17:00

日期/時間

張校長表示，此趟行程讓本校與韓國姊妹校
的情誼更為深厚，還能借鏡韓國高等教育經
驗，將續深化與韓國姊妹校的學術合作，增進
教師互訪及共同研究，並努力拓展招收韓國學
位生與交換生來校研修。
首站行程來到誠信女子大學，雙方將延續7

上月22至25日，校長張家宜（左四）率團赴韓國4
所姊妹校參訪。此行讓代表團感到驚喜的是韓國中央
大學安排該校戲劇與電影學系學生，亦是少女時代團
員俞利（左五）擔任接待。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演講人/講題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客房部及
休閒遊憩部總監鐘聖儒
五星級飯店業服務管理
明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助理
教授陳順基
化學、化工技術士介紹
松德診所諮商心理師李政達
職場達人－生涯性向探索工作坊

國際處 國際處處長李佩華
驚聲10樓 「2014淡江大學超短期國際交
交誼廳 流」成果發表會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員
羅小茗
中文系
城市結構中的青年、「個人」
L308
與「悲傷」-從方方《涂自強
的個人悲傷》談起
召集人、秘書長徐錠基
品保處
「第9屆淡江品質獎」暨「第6
驚聲國際廳
屆品管圈競賽」活動說明會
知名編輯人顏艾玲
出版中心
作家與書：文字工作者的創作
B515
心得分享
教發組 視障資源中心老師張閎霖
I501
用友善灌溉校園，障礙不再！

淡水校園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以「少子化趨勢下淡江行
政之健檢與補強」為題，提出多項主軸：面
對少子化籲開發生源，爭取境外生來臺就讀；
資產活化建議將灜苑、白樓等地規劃做為產學
合作基地；凝聚海內外校友向心力；節流控管
部份，思考行政單位集中辦公的可能，以資訊
系統加速作業流程，勵行能源節約落實數字管
控。他表示，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持續募
款，日前數學系校友認捐一筆五百萬元，目前
累積總金額達一億七仟三百萬元。
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建議，目前投稿校內期
刊獎勵遠低於校外期刊，籲提高校內獎勵額
度。最後，張校長指示，多項構想將可持續討
論。至於產學合作中，研發處扮演媒合角色，
希望很快有具體成果。

程序設計 化材系友獲獎

教學
卓越

10/9(四)
12:00

張校長率團訪韓4姊妹校
【本報訊】上月
22至25日，校長張
家宜率團赴韓國姊
妹校參訪成果豐
碩。張校長與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1

月24日簽訂的學生交換計
畫，預計明年互派交換學
生。誠信女子大學國際處
表示，未來希望能增加交
換生人數。第二站梨花女
子大學，了解全世界規模
最大的女性教育機構的營
運情形，並與本校交換生
黃詣衡和吳宛儒見面，張
校長勉勵他們珍惜異地學
習文化與語言的機會。
接著第三站中央大學的
行程中，該校安排戲劇與
電影學系學生，亦是少女
時代團員的俞利（Yuri）
擔任接待，讓此行增添意
外驚喜。最後行程是到檀
國大學，洽談具體交流模
式，也與本校交換生賴筱
筑及孫琬婷座談。

10/6(一)
10:10
10/6(一)
10:10
10/6(一)
13:10

10/6(一)
14:00

10/6(一)
14:00
10/7(二)
10: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中興大學電機系教授暨孟堯晶
電機系
片中心主任賴永康
E819
視訊處理之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水環系 經濟部水利署簡任工程司陳永祥
E680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產業研究中
產經系
心主管李正堂
L417
產業研究的實務面
明志科技大學材料系助理教授
陳志平
化學系 Indacenodithiophene-based
Q409 Conjugated Polymers and OrganoLead Halides Perovskite Materials
for Photovoltaic Application
盲資中心 國泰醫院腦神經內科主任曾元孚
SG503 探索腦部祕境-認識癲癇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
會計系
深協理吳岱倫
B119
電腦審計實務上之應用

10/7(二)
10:00

戰略所
T503

10/7(二)
12:00

職輔組
Q409

10/7(二)
13:00

戰略所
T306

10/7(二)
14:00

物理系
S215

10/7(二)
14:10

水環系
E787

10/8(三)
10:00

財金系
B501

10/8(三)
10:00

資訊處
Q409

10/8(三)
10:10
10/8(三)
14:10

財金系
B713
資圖系
L206

10/9(四)
10:00

會計系
B515

10/9(四)
13:10

參考組
I501

10/9(四)
14:10

數學系
O306

10/9(四)
14:10

機電系
E819

銘傳大學大陸教育交流處處長
劉廣華
東、南海戰略態勢：臺灣觀點
Career 職涯顧問及講師陳凱蒂
英文履歷自傳撰寫技巧
布達佩斯商業學院教授Dr.
János Vándor
理解歐洲統合之若干重要議題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張宜仁
Explore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physics in Cell Division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所長陳弘凷
與水共生－水利環境營造及生
態、國土復育規劃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張元晨
Informed High Frequency Trading
with Advance Peek into the Michigan
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
程曦資訊整合公司總經理張榮貴
客戶服務概念與管理暨企業實
務分享
合庫金控董事長廖燦昌
銀行業概論
中研院資訊所副研究員莊庭瑞
Open Data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曾惠瑾
從國家、企業與個人的角度談
創新價值
Elsevir物理期刊執行出版總監
Dr.Jan Willem Wijnen、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Elsevir 臺灣客戶
顧問魏吟桂
如何成功投稿國際學術期刊
安泰銀行資訊管理部組長陳佳
宏、旺矽科技公司客服工程師
羅時宏
數學與人生
銳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楊同林
葉克膜(ECMO)技術應用

教 學 品管圈培訓36輔導員 淡品獎即日起報名
實務、問題解決型及課題達成型QC Story等內
卓越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品質
保證稽核處於上月23日、30日在
容，並解析本屆全國團結圈入圍案例。
驚聲國際廳舉辦「103學年度品管圈教育訓練
課程暨輔導員培訓課程」，共計36名學員參
與，經通過測驗可成為輔導員。課程由中華民
國品質學會理事林清風主講，分為基礎和進
階課程，有品管圈輔導要領、QC七手法運用

稽核長白滌清表示，為持續推動品管圈競
賽，並增進各單位組隊參加的意願，開設教育
訓練及輔導員培訓課程，期待培育多位全品管
輔導員。白滌清說明本校一級單位中皆有輔導
員種子，並藉由夢圈及Miss Caca圈日前進入

「第27屆全國團結圈」決賽機會，安排
前往觀摩賽程，期以提升輔導員的參賽
意願。
淡江時報專員潘劭愷表示，培訓課程
內容很豐富，學員們在分組討論期間，
各自提出問題及解決方案，在短時間內
運用品管圈訓練中學習到的手法，相當
實用。
103學年度品管圈競賽及淡品獎活動即
日起開跑，品保處於8日下午2時30分在
驚聲國際廳舉辦「第9屆淡江品質獎」暨
「第6屆品管圈競賽」活動說明會，會中
邀請上屆淡品獎得主工學院及上屆品管
品質保證稽核處於上月23日、3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圈冠軍夢圈，分享全品管經驗。相關訊
廳舉辦「103學年度品管圈教育訓練課程暨輔導員培
息請見品保處網站（網址：http://www.
訓課程」，邀請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林清風主講。
qa.tku.edu.tw/main.php）。
（攝影／吳國禎）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