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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5期刊收錄為 資料庫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獲科技部評為103專業類A級期刊
【記者王心妤、陳安家、盧宏維淡水校園
報導】根據出版中心統計本校校內有學術期
刊17本，其中《淡江理工學刊》、《教育資
料與圖書館學》、《淡江評論》、《資訊與
管理科學》及《淡江中文學報》分別收錄在

張校長圖館說書

世界閱讀日

423

EI、TSSCI及THCI Core資料庫。其中，資圖
系期刊《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獲科技部評比
為10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期刊教育學門專業類
A級期刊。
歷史最悠久的《淡江評論》是由英文系於

為響應一年一度的世界閱讀
日，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閱
讀．行旅．愛分享」系列活動，
「TKULib Talk覺生講堂」於23日
世界閱讀日下午2時30分，邀請
本校校長張家宜在總館二樓閱活
區以「穿越時空的自由之風」為
題，分享由美國史丹福大學校長
Gerhard Casper著作《The Winds
of Freedom : Addressing Challenges
to the University》一書。另自20
日起，總館二樓閱活區舉辦「尋
找城市 探索城事」主題展，以勾
勒城市風貌、探索城事印象為主
軸，展示城市文學圖書與影片。
（圖／本報資料照片）
此外，配合世界閱讀日主題，
圖書館也在二樓大廳舉行「如果我是一本書」圖文展，典藏閱覽組組長石
秋霞說，此展覽以邀稿方式，由英文系副教授陳吉斯及文學院研究助理陳
美聖發表精彩的圖文，結合微光現代詩社與美術社的創作，「希望引導讀
者不單從閱讀者角色出發，思考閱讀與書的關係外，也轉換角色，從書的
觀點看人、看世界；進而啟發想像，讓思緒更自由！」
西語三吳昀蓁認為：「看展人可透過繪畫回饋與他人互動，讓展覽更有
味道。」圖文展至月底，相關資訊可到圖書館網站（網址http://www.lib.tku.
edu.tw/）查詢。（文／卓琦、攝影／吳重毅）

1970年創立的
學術期刊，主
要討論「比較
文學」，曾收
錄與中國名著
《紅樓夢》、
《唐詩》有關
的論文，皆引
起國外學者注
意。英文系系
主任蔡振興說
明，「因創立
時間較早，本
期刊可說是國
外學者了解漢
學和臺灣文學
的重要橋梁，

未來會朝成為國際期刊努力。」
跨領域的《淡江理工學刊》於2002年收錄
於EI資料庫，季刊論文內容多元、不侷限單
一的專業領域討論，本年度採用國際知名
的ScholarOne線上投稿系統。機械與機電工
程系系主任楊龍杰表示，「預計今年採用
ScholarOne系統後，投稿文章數量會增加許
多。本期刊在國際亦有高引用率，印象最深
刻的是曾有單篇論文引用次數逾200次。」
管理科學學系創立《資訊與管理科學》期
刊於1997年收錄在EI資料庫，另在2008年收錄
於TSSCI資料庫，而管科系每年皆為此刊辦國
際研討會，針對內文進行討論。另期刊因研
究範圍涉及統計、決策及金融等領域，豐富
內容獲得高引用率。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表
示，「本期刊每年度皆參與國科會的評審，
都獲得相當的好評。未來也會以理論推動實
務，收錄更多管理科學部分的專業論文。」
資圖系期刊《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繼榮
列為2014年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SSCI）後，日前由行政院科技部評比103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結果該期刊獲評為

行動化學車與

女聯夯手作 體驗化學遊樂趣

「行動化學車團隊長期巡迴全臺各地，帶領做化學實驗的經驗豐富，相
信今天能以最趣味的方式，讓大家更貼近化學。」
活動除分享化學科普知識外，亦採分組進行兩個實驗，由行動化學車
負責人高憲章說明實作流程。在自製洗手乳的過程中，他解說界面活性
劑兼具親油性及親水性的特色，並認識其效用。另一「惡作劇之吻」實
驗，是利用蜜蠟將植物基底油固化的原理，加以手工製天然護脣膏。
簡易且貼近生活的實驗，讓現場歡笑聲不斷、氣氛熱烈。事務整備組
組長吳美華說：「體驗式的活動設計讓我覺得很有參與感，且護脣膏、
洗手乳都是很實用的東西，加上又是天然、自製的，使用起來相當安
心。」（文／蔡晉宇、攝影／吳國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教育學門專業類A級期刊。科技部社科中心指
出，教育學門的教育、圖資與體育3類，共有
58本期刊接受評等，「透過客觀評量與品質評
量兩大指標進行評分，結果共計21本期刊被評
定為教育學門A級期刊。」
該期刊主編、資圖系兼任教授邱炯友表
示，「衷心感謝本刊編務諮詢委員、評閱者
的辛勞以及投稿者與讀者的支持鼓勵。本期
刊將繼續秉持學術規範之精神，積極促進圖
書資訊相關領域學術研究之發展與傳播。」
中文系所出版的《淡江中文學報》3度獲得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審查通過，將
被收錄於最新的「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
期刊」(THCI Core期刊)。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淡江中文
學報》有縝密的撰稿格式，每次均邀請資深
文壇作家，甚至是日本學術研究人員擔任
審稿，更要求稿件的題目必須加上英文以輔
助。在一連串嚴謹的審稿和編輯之下，3年的
資料獲得THIC Core期刊評審委員的青睞，
肯定其對臺灣人文期刊出版水準提升有所助
益。」

此外，化學車16日也駛進新北市育林國
中，帶領同學體驗觀察金屬結晶過程的「海
底花園」實驗、檢測水質軟硬度及氣球結合
金屬鍍膜的「石膏蛋」。同日，化學車團隊
更在新北市忠孝國中為28位國中老師進行教
學訓練，為化學教學實驗注入更多新血。化
學車預計6月17日在高雄市大社國中完成第200
場的里程碑，屆時亦有相關紀念活動舉辦。

行政會議 戴萬欽談國際化 陳國華探未來化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42次行政會議於17日在
驚聲國際廳舉行，並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
揭示，產學合作不僅企業參訪，更應落實到實習與課程；本校
雖無體育系、但體育表現優異，各系可視情況開放體育甄試員
額，以招攬更多體育好手來校就讀。另外，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規模與募款計畫有所調
整，讓今日出席的系所主管知悉。
等
【本報訊】16日，長庚大學、長庚科技大
會前，張校長特頒發淡江時報委員會執行
學、明志科技大學一行39人來校，除了解本
秘書馬雨沛、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獎牌一
校學生證悠遊卡之相關校務管理應用，亦參
面，讚揚協助辦理「產學聯盟協議書簽約典
訪本校教務、學務、總務、圖書、資訊等業
禮」。體育處秘書黃貴樹擔任個人管理內部
務。校長張家宜親自接待，另有資訊處專
稽核員，認真負責，且蘭陽校園軍訓業務組
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進行「淡江e卡通」簡
長黃銘川參與「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夢圈
報。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整合資訊運用、
隊圈員，獲特別組區賽「區會長獎」及決賽
開發「淡江e卡通」，創造優質的資訊化校
「銅塔獎」肯定，張校長皆頒發獎牌一面。
園。長庚科技大學校長樓迎統指出淡江三化
專題報告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因本
教育理念、全面品質管理，皆是值得標竿學
校參與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視導榮獲特優佳
習，期待未來持續合作交流。
績，以「迎接本校發展的第五波—國際化的
會中，徐翔龍說明本校已於103年度全校
新願景與新動力」為題，說明境外學位生總
完成更換國際悠遊電子卡證，現有識別證、
數比5年前成長多一倍，期望將達全校學生總
悠遊卡電子票證及RFID感應卡多卡合一功
數10%，目前本校法規全數完成雙語化、設有
能。他強調整合服務有助提升行政效率，廣
10個全外語學程專班，9月份再增兩英語授課
泛應用讓「一卡在手，便利無限。」
學程，多系所願意與境外大學雙學位合作，
未來亦將挹注國際化更多資源。
女教職員工聯誼會於13日邀請行動化學車
未來學研究所所長陳國華報告「未來化
團隊在化學館舉行「化學遊樂趣」活動，近
的
ACT策
略」，以Anticipating預想未來、
60位教職員參與。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23(四)
10:10
4/23(四)
14:00

攜手推廣科普教育

【記者蔡晉宇、何嘉霖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行動化學車為推
廣化學實驗，於23日理學院院長王伯昌代表與大愛電視臺及遠
流《科學少年》雜誌在新北市安康高中舉辦合作起始記者會。
合作內容包括將在大愛電視臺《生活裡的科學》節目、遠流
《科學少年》雜誌等媒體平台，介紹化學車在全臺各地巡迴，
進行檢測水質硬度、自製洗手乳等實驗。化學車負責人高憲
章表示，「盼透過全面推廣化學車實驗，搭起生活與化學的橋
梁，讓大眾更加瞭解化學的平易近人及富有趣味的生活面。」

民間國安會議談兩岸 長庚科大校長 來訪 稱本校標竿
【本報訊】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與國家展
望文教基金會於18日在臺北校園舉辦「民間國
安會議」，針對國防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
全、外交安全4議題進行討論，並邀請亞太基
金會董事長康寧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所長蕭新煌、前外交部政務次長高英茂等人
擔任主持，前副總統呂秀蓮也出席主持綜合討
論，與戰略所所長翁明賢等人探討，並預測兩
岸關係發展，提出具體內容提供國人參考。
翁明賢表示，本次會議主要是促進國人對兩
岸關係發展的議題延伸，做全方面的了解，現
今兩岸交流互信基礎不足，造成無法深化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發展，因此藉由這次會議提出良
性及積極性的建議，以加深國人對兩岸關係發
展的了解，並導引兩岸關係正常化發展。

大愛電視
遠流出版

Android

Creating創造多種可能未來、Transforming轉化
未來契機，並配合檢測組織，提出淡江三化行
動策略。
會中修正通過「淡江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法」及修正「淡江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
給辦法」。

教學卓越
演講人/講題

美商優科無線軟體開發品管處處長洪柏森
電機系
無線通訊產業未來10年的發展前瞻
Q409
與海外工程師職業生涯概況
資工系、 迪英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羅
職輔組 棨鐘
E819
物聯網中的新創公司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20(一)
10:00
4/20(一)
15:00
4/20(一)
15:10
4/20(一)
19:10
4/21(二)
10:00
4/21(二)
10:00
4/21(二)
10:10
4/21(二)
10:10
4/21(二)
14:00

英文系
B309
資圖系
L301
大傳系
Q412
大傳系
O303
大傳系
O202
教政所
ED601
資圖系
Q409
戰略所
T505
資圖系
L416

4/21(二)
14:10
4/21(二)
15:00
4/22(三)
10:00
4/22(三)
12:00
4/22(三)
16:10
4/23(四)
10:00
4/23(四)
13:10
4/23(四)
14:30
4/23(四)
15:10
4/23(四)
16:10
4/24(五)
10:10
4/24(五)
13:10
4/24(五)
14:10
4/24(五)
15:00

演講人/講題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陳子瑋
學習口譯的附加價值
讀書共和國／小熊出版社總編輯鄭如瑤
童書出版經驗-童書製作過程
TVBS一步一腳印節目資深攝影師林煌賓
用影像說故事
臺灣藝術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許文宜
廣播深度報導
導演／編劇施佩歧
談編劇如何說故事
淡江大學校長張家宜
大學的經營與管理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鄭宗記
統計學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廖舜右
2015年亞太區整合概論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專案經理葉譓歆
系統管員面面觀
臺灣大學中心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
物理系 文物理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勁豪
S215
From Little Bang to Tiny Bang：The Latest
results from the 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
師培中心 環境資訊中心講師劉欣維
ED201
教育議題專題：海洋教育
財金系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前董事長賴清祺
B712
壽險業概論
員福會 中華綠文化協會理事長李鴻圖
Q409
飲食危機的良方妙藥
大傳系 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執行長鄭光廷
Q306
文創產品通路策略二
富蘭德林投資銀行暨證券股份有限
會計系
公司總經理凌岩聘
B713
資本市場介紹
村上春樹
銘傳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許均瑞
研究中心
媒體中的村上春樹現象
T701
圖書館 淡江大學校長張家宜
總館2樓 「TKULib Talk覺生講堂—張家宜校長
閱活區 的閱讀分享會：穿越時空的自由之風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技佐林白苧
資圖系
機會或命運？媒體科技與博物館的
L302
美麗與哀愁
廈門惠爾康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連監文
大陸所
兩岸食品企業實務經驗分享與兩岸
T701
工廠管理模式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管理辦
資工系
公室資深專案經理鄭榮家
E787
專案管理實務(下)
東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燕淑
經濟系
Coordination of Trade and Intellectual
B605
Property Rights Policies
臺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蔡崇聖
產經系
How Expert are the Experts？A
B505
Model for Expertise Cultivation
法文系 法國旅遊發展署台灣區代表翁淑惠
Q409
法國文化與臺灣養成的互惠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4/25(六)
14:3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國企系
D307

台灣萊雅專業醫學美容事業部總經
理詹千慧
STP & Consumer Insight實務案例分享

境外生聯展 匯聚各國風情
14日中午12時，本校醒獅團以精彩舞獅表
演為在黑天鵝展示廳，由華僑同學聯誼會策
劃的「境外生文物展」揭開序幕，緊接著來
回拋接的扯鈴表演，讓人嘆為觀止。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等人
共襄盛舉。戴萬欽表示，文物展除了增進境

王文彥新聞攝影囊6獎

外生社團的聯誼外，還能讓師生不出校門即可
體驗世界各國風土人情，並了解本校國際化發
展。（文／盧一彎、李宜汀、攝影／吳國禎）
（文轉四版）

文錙特展 新藝術20日登場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與奧地利台北辦事處於今日（20日）起在文錙
藝術中心展覽廳舉辦「奇幻異色－克里姆特與
新藝術特展」，另於5月13日舉辦開幕式。本
次精選克里姆特代表性畫作及同期藝術家席
勒、科克西卡等人的複製畫作，共計10位畫家
參展，展出30幅作品，將呈現象徵主義的藝術
美學。文錙中心秘書顏孜芸表示，「本中心多
數展覽當代藝術家之作，此次不同於以往，展
覽百年前名畫家的相關作品。」詳情見文錙中
心網站（www.finearts.tku.edu.tw/）查詢。

【記者周雨萱、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友、曾任淡江時報記
者的王文彥、鄭雅文傑出表現受矚。運管系校友王文彥，參加由台灣
新聞攝影研究會（TPPA）主辦的「2015台灣新聞攝影大賽」中囊獲
六獎！在「自然環境與科技類」、「圖文特寫類」均包辦前二名；
在「肖像類」獲得第二名；更在「系列照片類」中，以《海王子達卡
安》為題贏得第三名。
王文彥的得獎作品多為記錄蘭嶼新舊時代交替下的漁夫生活及自然
環境，他表示，「在蘭嶼生活看見真實生態環境，希望與更多人分享
對當地的關心」。他建議喜愛攝影的同學，「保持熱情、關心周遭事
物，且對拍攝主題抱持同理心。」
回想在學時光，王文彥說「當時因對新聞攝影有興趣而加入淡江
時報社，累積不少基本功，對往後新聞類的拍攝是很好的學習經
驗。」另王文彥將於5月26日，以蘭嶼為攝影主題，在臺北「小路
上。藝文空間」舉行個人展覽。
公視藝文大道在19日播出專訪《Re：土地》紀錄片導演、大傳系
校友鄭雅文，在節目中和「三缺一劇團」導演魏雋展、賀湘儀一同
暢談拍攝紀錄片的青春壯遊過程，以藝術角度切入、用戲劇回應社
會議題，分享途中所遇的點滴收穫。
王文彥獲圖文特寫類冠軍作品《退潮的夜晚》
鄭雅文作品《Re：土地》透過尋找與土地更深刻的聯結，並以反
，是一蘭嶼人到海邊捕捉螃蟹。「他在黑色礁岩
思的視角來呈現。她表示，「紀錄片拍攝過程常思考如何在最好情
境下，與被攝者互動、並相互體諒，有時我們認為理所當然，其實 上跳躍，浪花不時拍打上來，不見他什麼動作，
背後藏著荒謬元素，因此如何不隨意把人貼上標籤，是我們最需要 手中卻已多了幾隻螃蟹。他偶爾也跳進水裡，尋
找躲在岩縫中的龍蝦。」(圖／王文彥提供)
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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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