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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因應產業趨勢
並結合配合本校國際化之教育理念，104學年
度起新增有，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

程、工學院航太系碩士在職專班、商管學院全
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以及國際研
究學院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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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材料、生醫材料以及高分子材料為基礎，培
養尖端材料科學之人才。「全球財務管理全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是以全英語方式授課，拓展
學生國際財務管理事業外，並提供學生符合產
業趨勢的財務管理課程與實務訓練，藉此培育
具國際觀的財務專業人才。
　而「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是
以外籍學生為主，採用全英文教學建構優質跨
文化學習環境外，規劃全球主要區域政經發展

相關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讓學生了解相關區
域政經發展的現況與趨勢，培養各區域發展實
務的專才，擴大本系畢業生未來職涯發展上的
選項。
　此外，工學院大學部各學系自104學年度
起，《普通物理》均為必修且上下學期各2學
分；除商管學院各學系開設之《資訊概論》
外，其餘各學系如有開設資訊相關課程者，均
不得認抵資訊教育學門之學分。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23日，本校電機工程學系第一
屆畢業校友於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畢業40週年同學會，在校友
陳平能的號召下，電機系校友們集資100萬元響應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之興建，由校友黃洲富、李清分、陳平能代表捐贈，校長
張家宜特別出席捐贈儀式。
　闊別40年，電機系校友從世界各地返校齊聚，重溫校園生

電機系首屆校友集資捐守謙100萬
活並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電機系系主任陳
巽璋表示，「我也是電機系校友，深感系上
校友力量之大，奉獻精神以及凝聚力無法想

像，無論是在財政、國際
交流或是產學合作方面

皆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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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預見將來的世界，一定是一個人與電腦共
生的社會，將使我們生活的型態發生重大的變化。

－監察委員、淡江大學前校長趙榮耀（明日世界77期5月號，民70年）

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淡江預見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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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獲專案管理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
榮獲中華專案管理學會「2014專案管理認證
培訓團體優等獎」，是肯定資工系專案管理
證照培訓成效和推動專案管理證照為全國第
五名，17日由資工系教授兼遠距教學發展組
組長王英宏代表受獎。
　王英宏說明，本系在專業課程中推動專案
管理實務課程，並鼓勵學生參加專案管理證
照（PMA）考試，資工系同時亦是中華專
案管理學會授權的認證中心，讓學生可以在
上完課後就近考照，不但省時省力還能增進
職場競爭力，「認證中心成立約一年時間就
能獲得團體獎，能獲此獎是肯定系上師生的
努力，實屬榮幸。」
　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說：「推廣專管證照
主要是提升學生的職場軟實力，未來將持續
與中華專案管理學會合作推動專管認證考
試，希望在擴至校內其他各系所。」

認證培訓團體優等獎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5(一)
13:10

歷史系
L205

古意墩文物公司研究顧問尤家瑋
漢玉的特色與研究

5/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員陳威廷
Science at Extreme Conditions: Novel 
Materials with High Pressure Techniques

5/25(一)
15:00

建築系
G508

哈佛大學建築系教授菲利浦・拉姆
新自由平面

5/25(一)
15:00

資管系
B302B

國立中央大學講座教授王存國
Socio-technical Analysis of IS Implementation

5/25(一)
17:00

建築系
G508

日本SALAD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增田信吾
Script the Richness

5/25(一)
18:30

職輔組
B302A

凱基證券(債券部)副總王上源、國泰世
華銀行台北分行企金業務副理許晉祥
職業認識與職涯探索座談－證券業與銀行業

5/26(二)
8:10

資圖系
L408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副總陳建安
學術出版的市場與展望

5/26(二)
10:00

資圖系
Q409

三商美邦人壽財務長楊棋材
大學生的第一堂投資理財課

5/26(二)
10:00

教政所
ED601

淡江大學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高等教育輸出政策

5/26(二)
10:00

未來所
ED501

美國德州農工國際大學教授John C.Kilburn
多元社會未來

5/26(二)
10:10

機電系
E830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林威呈
從淡江機械到科學園區管理

5/26(二)
10:10

戰略所
T505

輔仁大學講座教授王俊秀
永續臺灣：與地球建交的想像

5/26(二)
12:00

衛保組
B309

淡水馬偕營養師蘇鈺惠
減鹽飲食顧健康

5/26(二)
13:10

歷史系
SG402

古意墩文物公司研究顧問梁蘭莒
我所認識的楚玉

5/26(二)
13:30

數學系
S433

Department of Mechanics & Mathematics, Saratov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Natalia P. Bondarenko
An inverse spectral problem for the matrix Sturm-  
Liouville operator with a Bessel-type singularity

5/26(二)
13:30

環安中心
驚聲國際廳

淡水文化基金會老師謝德錫
巡山過庄憩迌遊 大道公的在地傳承

5/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工
程系教授顏維謀
Transport Phenomena in PEM Fuel Cells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內部傳輸現象）

5/26(二)
15:10

土木系
B712

前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局長張邦熙
土木系金禹獎傑出系友講座

5/27(三)
10:10

財金系
B712

威盛保險經紀人董事長王信力
保經保代概論

5/27(三)
13:10

歷史系
L401

國立政治大學國發所博士生李威明
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發展與臺灣連結的建構

5/27(三)
14:30

法文系
B712

《法國美食歷史故事》作者鄭順德
法國美食歷史故事

5/27(三)
14:30

參考組
U301

講師Maggie Kan
掌握數據資料的最佳利器(1)

5/27(三)
16:10

大傳系
Q306

佳映影業公司總經理劉嘉明
國際影展與市場展的完美結合:坎城價值何在？

5/28(四)
10:10

歐盟中心
E310

淡江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黃琛瑜
英國大選之後的英國與歐盟

5/28(四)
13:00

大傳系
Q409

中視主播哈遠儀、鍾季容
夢想領航─中視新聞主播校園巡講活動

5/28(四)
14:00

亞洲所
驚聲國際廳

淡江大學亞洲所教授蔡青龍
新住民多元文化幸福講座-語言、民俗與
文化－多元社會的學習樂趣與幸福感受

5/28(四)
15:10

參考組
I501

淡江大學資圖系副教授林雯瑤、管
科系系主任曹銳勤
投投是道： 投稿、選刊經驗分享

5/28(四)
16:00

大陸所
T701

阿里巴巴淘寶網臺灣商盟老師賀淑娟
認識阿里巴巴淘寶網與如何經營淘寶網網店

5/28(四)
18:30

參考組
U301

講師唐雅雯
產業資訊e點通

5/29(五)
9:20

西藏研究中心
Q409

淡江大學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吳寬
2015兩岸藏學會議

5/29(五) 資工系
E787

宇柏資訊(股)公司董事總經理秦玉玲
KM知識庫與BI資料倉儲專案建置實
例－以交通部航港局共同資料庫為例

5/29(五)
11:0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中心

展覽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評論博士暨
台灣美術院院士曾長生
克里姆特的分離派與對新藝術的深遠影響

5/29(五)
13:10

產經系
B511

外貿協會市場研究處研究員陳雅琴
美國市場商機調查與資料分析

5/30(六)
9:00

統計系
B302B

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專家王雲
Big Data的前世今生－an industrial perspective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6(二)
10:10

電機系
E787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資通光電組
副主任詹丕宗
行動寬頻發展趨勢與我國下世代行
動寬頻發展策略

5/28(四)
14:00

資工系
E81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
教授黃光璿
維持結構特性之序列比對演算法

教學
卓越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5(一)
19:00

財金系
D408

台新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董事長吳火生
新平庸年代的全球經濟

5/30(六)
10:10

管科系
D408

東南旅行社經理楊效齊
高第的建築美學VS.旅人美的視覺體驗

　本校海事博物館配合518國際博物館日，於16日舉
行「艦艇驚艷」親子彩繪活動，亦為海博館辦博物館
週揭開序幕。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本館推廣海事
教育向下扎根，希望透過繪畫讓孩子更認識海洋、親
近環境，亦期待培養藝術的種子。
　海博館延續新北考古生活節親子繪畫的概念，這次
準備五款館藏的船艦圖案及海博館外型圖版供著色，
參與人員大多是學齡前的兒童，當日亦有本校教職員
工帶子女前往彩繪，總計有10名孩童彩繪。
　博物館週於18日開始，陸續開放淡水居民參與，詳
情到海博館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tw/page3/
news.php?class=104）查詢。（文／陳品婕、攝影／
吳國禎）

海博館親子彩繪 艦艇驚豔

　【記者卓琦、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
念圖書館提供網站新服務囉！為讓師生搜索館
藏更加便捷，數位資訊組於近日在圖館網站
設置一站式（One Stop Shop）「資源探索系
統」。由首頁點「找書／找文章」進入，透過
簡易查詢框輸入關鍵字，即可輕鬆查詢散佈在
各個平臺及系統間的圖書、期刊及電子書等各
類型資料和全文檔。
　數位組組長林泰宏表示，面對豐沛館藏及大
量的電子資源，使用者常有如大海撈針，「此
次同時提供EDS、SUMMON兩家資源探索平
臺，希望試用者填寫問卷、提供意見回饋，讓
圖館評估及參考。」
　大傳二李昱萱開心地說：「以前想要搜尋相
關資料，需要各自在館藏、電子書及期刊資源
等類別下尋找，但EDS系統可以同時搜尋不同
資料庫，不僅節省時間、也更加方便。而且淡
江的藏書量非常豐富，新的系統應該可以讓大
家更妥善運用這些資源。」」

圖館新設資源探索系統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於21日
舉辦資訊講座，邀請紅點子科技公司執行董事
江衍宏，以「臺灣網站流量排名及商業模式分
析」為題，透過Alexa網站顯示的數據，暢談
公司營運型態及其關鍵指標。
　會中，江衍宏談到未來科技領域中，電子商
務與網際網路將成為發展趨勢，由Alexa網站
排名分析臺灣網站流量，並指出排名前100名
至500名中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他分析須
將網站流量轉變為營收的轉換力是內容型網站
需要邁進的方向，而公司又可區分為生態型、
平臺型與產品型，亦各有其獲利的關鍵指標，
例如海量用戶、壟斷等。
　最後，江衍宏提示創造10億盈收網站，流量
絕對是利基，且內容行銷更是關鍵，所以如何
極小化導入成本，亦是考驗公司的智慧。此
外，他發現淡江學生擁有創業理想的比例有增
加的趨勢，是值得肯定與鼓勵，但須留意創業
需要獨特的創新架構與思維。

資訊講座網站排名 揭商業關鍵指標
　資訊處數位設計組專員張秀榕表示，演講者
提到團隊需要各種不同角色，啟發我們在面對
文宣、文案設計不夠熟悉等問題時，應該向其
他單位尋求資源。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教
學評量開跑了！由大學部畢業班科目自即日起
至31日舉行，非畢業班及研究所科目將於6月
1日至14日進行調查。可由學校網站首頁的左
方點選「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或直接連結到
（http://info.ais.tku.edu.tw/tas/）即可登入系
統填寫。調查結果將做為各教學單位及授課教
師於日後改進教學的參考。
　品質保證稽核處為提高上網評量率，除了針
對填畢問卷學生，以電腦隨機進行抽獎，獎金
200元、共計100名之外，亦將針對各院班級填
答率較高者提供團體獎、系所獎及學院獎等多
項名額，獎金500元。

畢業班教學評量開跑

　【記者李昱萱、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品質保證稽核處於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第三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本屆入選
複審有土木系、機電系、電機系、資工系、航
太系、財金系、統計系、管科系8系，屆時透
過多元面向進行綜合評選，且其他系所亦能藉
此機會觀摩學習。
　本次「系所發展績效衡量構面及指標」以教
學、研究、招生、財務、募款五構面進行綜合
排序，並依「系所發展獎勵辦法」公布入圍
複審系所名單，複審系所將於當日進行簡報成
果。品保處歡迎有興趣參加的教職員生前往觀
摩，活動詳情逕洽品保處，校內分機2423。

系所發展獎勵28日複審

　【記者陳照宇、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104學年度學雜費審議小組第二次會議，於18
日在覺生綜合大樓I501舉行，現場與蘭陽校園
連線。此次會議主要討論規劃書的支用計畫是
否符合調漲學雜費的目的、支用計畫內容是否
符合學生需求，以及兩者間和學雜費調漲是否
有關連。經討論後，與會者通過本校「104學
年度學雜費規劃書」，列席指導本會議的行政
副校長胡宜仁表示，本次審議小組會議代表人
數增加，且有熱絡的溝通，針對與會者提供意
見來逐步調整到更合理，感謝大家出席討論。
　財務長陳叡智表示，「由於本校校務評鑑
受評之5個項目全數通過，結果優良，且系所
評鑑全數通過，符合教育部學雜費調整之標
準，擬提出以2.5%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
申請。」估計104學年度學雜費收入約可增加
6,000萬元，將做為增加獎助學金、充實學生
活動器材及設備、更新教室及電腦實習設備、
更新教學空調設備工程、充實圖書館館藏及空
間再造、節能及照明改善等維持校務發展及提

學雜費調整案 26日召開決策會議
升教學品質之用途。
　若依2.5%的調整方案，各院學雜費漲幅約
1,170-1,370元。會議結果，全員通過規劃書
的內容，可到財務處網頁（www.finance.tku.
edu.tw）財務資訊公開專區瀏覽。
　22日，由學務處在驚聲國際廳舉行104學年
度學雜費調整學生公開說明會，並與蘭陽校園
同步視訊。胡宜仁表示，樂見學生關注校務，
本校秉著持續改善精神，朝盡善盡美努力。會
中有數十位學生表達意見，現場討論熱烈。
　陳叡智說明學雜費調整背景及調漲理由，預
計在26日下午2時舉辦決策小組會議。席間針
對學校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引發討論，

　【記者杜歡、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5日，由管科系於鍾靈
中正堂舉辦「新世代管理科學研討—產業發展趨勢論壇」。邀
請物聯網等5領域產官學專家學者蒞會演講，現場吸引許多業
界高階主管蒞臨參與盛會。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開幕致詞時表示，物聯網與大數據為現今
產業創新轉型的兩大關鍵要因，物聯網結合大數據更能大幅改
善人類生活，他強調，「論壇邀集5個不同領域專家討論，分
別具有其產業前瞻性，期待能提供學界與業界交流平台，進而
促成產學合作機會。」
　管科所所友會會長、敦陽科技營運長李大經致詞時勉勵學弟
妹們經由學校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教育理念的培育
下，能與產業界無縫接軌。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則在演講中探
討「臺灣醫療產業的發展與困境」，他認為沒有完美的制度，
優點與缺點總相伴。知名製作人王偉忠以「新舊媒體交替與我
中年危機之關係」為題分享自身看法。
　受邀的專家學者另有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中央研究
院院士朱敬一、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簡禎富，共同探討各領

圖為本校大傳系系友楊南倩以電影《到阜陽六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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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羿郿、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系友楊南倩首度執導的劇
情長片，曾獲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原來你還在」，在南韓2015光州國
際電影節拿下評審團大獎！目前人在上海的楊南倩透過電話表示，「能得
到這個獎非常意外也非常開心！聽到自己片名，走上臺那段不長的路上，
一股無法言說的感覺衝上腦門，獨立製片真的很辛苦，在理想與現實間的
掙扎也很大，能得獎是很大的鼓勵與肯定，一路走來點滴在心頭，我會繼
續拍片，繼續走在電影這條路上。」該片是述說一個關於信任、責任、親
情的故事，主角在慾望中迷失掙扎、在道德尺度邊緣徘徊，深刻描繪人類
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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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鄧勇星、秦海璐、葛文喆、席然合著，獲得第48屆金馬獎最
佳原著劇本，曾於100年12月2日返校演講，與學弟妹分享創作
過程及得獎喜悅。（圖／本報資料照片）

管科論壇 聚焦產發趨勢

　【本報訊】因應上週中央氣象局發布連續豪
大雨特報。本校自20日起，將外語大樓與驚聲
大樓間道路封閉7日，請師生繞道通行。總務
處表示，外語大樓前7株榕樹經鑑定罹患褐根
病，在危樹移除前，為避免受雨水沖刷有傾倒
危機，亦維護人車安全，實施預警性封路。

外語大樓前預警性封路7日

4新設學位104學年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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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用到學雜費。」對於建設必要性，教務長鄭
東文回應，有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中心不僅能提
高學術聲望、能見度，也能有助學生拓展國際
視野。
　亦有學生提問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與理由差
異，鄭東文說明，因水電費、二代健保支出逐
年增加，壓縮到可動用經費，所以調漲學費用
於挹注教學資源。陳叡智補充，會盡力呈現支
用項目之執行結果。最後，學務長柯志恩歡迎
同學到學務處網站「調整學雜費學生意見陳
訴」提議，相關處室同仁會傾力回答。因版面
限制，審議小組第二次會議、學生公開說明會
完整內容見淡江時報網站。

域科技應用與發展，以獨到的全球趨勢觀察，
分享產業創新轉型的關鍵策略及臺灣未來發展
的機會。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表示，「本論壇
為回應管科系特色學系的主題，同時也響應今
年產業發展聚焦的議題。」更多內容，詳見淡
江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亞洲大學講座教授楊志良。（攝影／閩家瑋）
知名製作人王偉忠。（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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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叡智強調，「守謙經費來自校
友捐款、更設立募款專戶，不會

　本校研究發展處於22日舉辦「2015創新創業競
賽」決賽暨頒獎典禮。冠軍由資管系學生組成「運彩
發發發」隊摘下，該隊以統計運動彩券的得獎資訊，
製作成行動App。所有獲獎隊伍均可由研發處推薦參
加教育部「U-START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評審之一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
郭少龍（右一）頒發獎狀及獎金一萬元，並鼓勵說
到，「冠軍隊運用所學進行數據運算，也懂得進行風
險控管，祝福你們更加茁壯。」（文／周雨萱、攝影
／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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