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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系入圍系所發展獎勵
系所特色聚焦國際化 開發產學合作

上月28日，品保處在覺生國際廳舉辦「第三屆
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由校長張家宜主持
開幕式。（攝影／余浩鉻）

林鳳鵬贊助《淡江外語論叢》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文系校
友現為富景翔貿易公司董事長林鳳鵬和法文系
學生家長，同時為電算系（現為資工系）校友
暨捷智科技公司總經理林茂榮，日前決定回饋
母校，贊助外語學院學術期刊發行。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表示，感謝校友們對母校的支持，
希望藉此提升淡江軟實力，發揮學術影響力。
林鳳鵬將以每年10萬元長達10年支持《淡江
外語論叢》，林鳳鵬鼓勵外語學院學弟妹要努
力充實外語能力，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而林
茂榮則捐款10萬元贊助《世界文學》出版，身
為校友及家長的他，建議學弟妹到與自己所學
相關的公司實習，學習公司營運，他認為，要
走出舒適圈積極尋找個人的興趣所長，更要走
出校外，才會了解自己的不足，培養正確的工
作態度，也可出國體驗異國文化，拓展視野。

移除危樹 本週可完工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近期天候不
佳，總務處為了避免危樹受雨水沖刷有傾倒危
機，針對外語大樓到文錙藝術中心前方的7株
危樹先進行移除作業，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
山說，「上月30、31日先行作業，預計利用兩
個週末的時間，在6、7日應可移除完畢，請大
家行經此處，盡可能快速通過、以策安全。」
姜宜山說明，移除危樹後的區域，將以土壤
燻蒸的方式避免再度感染細菌，而校園內其他
罹患褐根病的樹木，會請林務局持續評估，再
視情況處理。」此外，為顧及校園人車安全，
外語大樓與驚聲大樓間道路持續實施預警性封
閉，請師生繞道通行。
學務處考量安全取消原訂9日於外語大樓廣
場前的「老樹、珍愛、永續」祈福活動，改以
祈福條方式為老樹祈福。即日起至12日止，可
至學務處B403、商館4樓聯合服務臺、課外活
動組、松濤女宿櫃檯索取祈福條，寫上對老樹
的祝福與感謝。
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移除老樹固然不
捨，希望同學一同為老樹加油打氣，並為其他
沒有染病的樹木祈福，繼續堅強的屹立在校園
中。此次邀請童軍團協助在福園前、大學城出
入口兩處，以竹子搭建兩座寬2米、高2.5米的
「祈福亭」，師生可直接至祈福亭懸掛，或交
回上述地點，由專人代為收回懸掛。

總務處推能源管理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總務
會議於上月29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行，與蘭陽校
園同步視訊。總務長羅孝賢表示，「過去一年
改造松濤館、文學館及校外社辦等地，未來致
力推動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期以有效節
能減碳。而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將用於教學、研
討活動，取消住宿和餐廳、不對外營業，目前
正進行招標作業，希望在66週年校慶完工。」
節能組組長姜宜山呼籲，工學大樓公共區域
將於暑期進行修繕，除暫停館內教學及課外活
動使用，請師生進出務必注意安全，另7日會
完成老樹砍伐工程。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
科館後方將增設停車格，商館後方也將規劃行
人徒步區。會中，修正通過「淡水校園人員及
車輛出入管理規則」，對於違規者開單鎖車，
開鎖須繳場地維護費汽車300元、機車100元。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品質保證
稽核處「第三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於上
月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共8系入圍、
發表簡報。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恭喜八系脫
穎而出，期待他系所藉由觀摩從中學習、成
長，並在下次評選中爭取入選機會。
本次入選複審8系有管理科學學系、資訊工
程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
系、財務金融學系、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統計
學系及土木工程學系，各系簡報系所發展均由
教學、研究、募款、財務、招生及整體績效六
構面分項說明。
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以產業、實務及理論相
輔相成為未來發展；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說

本校標竿學習

明，該系發展主要分為擴展國際視野、縮短
學用落差，並成立全英語碩士班；機電系系主
任楊龍杰認為，校友是系所最重要的資產，以
實務講座課程來擴大學習視野，以及與企業接
軌；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指出，機器人中心為
該系重要發展特色，並透過和國外學校進行學
術合作交流、爭取計畫案。
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以舉辦專業金融證照考
試及企業實習為例，藉此顯示學生多元發展成
果；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以學生未來就業及深
造為目標，打造多元學習平臺，透過各項研究
計畫讓學生更廣泛地接觸國際趨勢；統計學系
主任林志娟以各種證照課程來提升學生能力，
並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土木系教授揚長義

以該系助教獨創「每週一題」為例，指出該系
強化學生教學、並獲得卓越成效。
由10位評委校長張家宜、實踐大學校長陳振
貴、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校長姚立德、本校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會計
學系教授顏信輝、教育科技學系教授徐新逸、
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劉長輝，共同評選出今年
度5個獲獎的系所，獲獎系所將擇期表揚。
簡報後張校長指示，「8系所報告很精彩，
今年為第三年舉辦複審會議，教學研究、財務
規劃，以及系友聯繫等任務，對於各系主任皆
很重要，藉此達成互相觀摩與學習成效。」

行政
會議移師欣興電子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上月22
日在欣興電子公司舉行第143次行政會議，校
長張家宜表示，欣興電子公司在2005年獲得第
十六屆國家品質獎，本校於3月20日「全面品
質管理研習會」也邀請該公司來校分享，希望
藉由參觀工廠及植物工廠，進行標竿學習。
會中，財務處提請審議104學年度預算書草
案，通過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獎勵辦法、教職員
工育嬰留職停薪辦法、聘僱人員聘雇及服務辦
法、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約聘助教聘任及服
務辦法」，以及研發處所屬西藏研究、生命科
學開發、兩岸金融、統計調查、技術暨營運發

展、整合戰略與科技、日本研究及奈米科技8
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廢止案，且自104學年度起
不再隸屬於研究發展處。
另修正通過有「退休人員聯誼會組織章
程」、「研究人員聘任辦法」、「教師教學獎
勵辦法」。其中，本校鼓勵退休人員參與校內
各項志工服務工作、建置專屬網頁。而「教師
教學獎勵辦法」第十四條修正為，教學特優教
師、教學優良教材、「教學優良教材及教學創
新成果」之受推薦者，經評選同意後、報校長
核定。會後，一行人聽取植物科技介紹，並換
穿潔淨衣前往RD電梯、走訪植物工廠。

文學週 五系歷久彌新

上月27日，第34屆文學週以「文五合一，歷久彌新」為主題在文館二樓大廳盛大開幕，由校長
張家宜、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等人出席。（攝影／閩家瑋）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第34屆文學週
也有特製的帆布袋及馬克杯，多種方式將一年
以「文五合一，歷久彌新」為主題，於上月25
來的努力一併展示，此外，更舉辦多場演講，
至29日在文館2樓大廳盛大展出，並於上月27
其中便邀請擁有豐富紀錄的秘書處專員馮文
日在同地點由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
星，為大家精選出淡江歷年來重要事件的照
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人為展期一週的
片，並講述其中鮮為人知的故事，藉由老照片
展覽開幕。張校長致詞表示，每次文學週的成
的今昔對比，呈現出淡江歷年的變遷，令人嘆
果都讓人豐富眼界！「文學院包含各種性質不
為觀止！更多新聞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同的系所，近年來在整合與合作一系列計畫
下，將5系的優點融合，創造出更有潛力的方
向，期許各系持續發展重點特色。『文五合
一』儼然成為淡江的一個特有代號！為了鼓勵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4學
文學院朝此一方向持續前進，學校將提供協
年度學雜費決策小組會議」於上月26日在淡水
助，繼續推動發展。」
校園I601舉行，現場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
活動開始播放由淡江電視臺拍攝製作的影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擔任召集人，財務長陳叡
片，內容紀錄著淡江重要時刻。文學院院長林
智、各學院院長，及13位各學院學生代表出席
信成表示，「民國74年11月7日大傳系攝影棚
參加，經多方討論，最終以共識決通過本次學
正式成立，創辦人與時任副總統李登輝先生，
雜費調整案，並於上月29日送達教育部。境外
共同主持開機典禮。本校的媒體實習制度，可
生代表國企二楊順吉、教育學院學生代表教科
說是全國首創。」
二辜婉婷因無法接受此決議，故以離席方式表
林信成說，在當年各校傳播科系均以設備昂
達反對。
貴為由，教學僅達示範作用時，淡江影棚即強
胡宜仁表示，學生代表在多次會議中反映各
調做中學精神，採行助理制度，製作淡江新
項意見，樂見學生參與校務，盼藉由不同聲音
聞、拍攝各式活動。「今年影棚成立30年，共
交疊之下，讓學校有更好的發展。會中，財務
培養915位助理，校友在傳播產業嶄露頭角。
處提請確認104學年度調整學雜費審議程序、
奉上這部影片，表達文學院的感謝。」
審議小組會議紀錄、學生公開說明會紀錄及意
此次文學週在文館大廳分別設有5系的成果
見彙總表，並依說明會中學生建議，移除原規
展，以影片、圖片、書籍、海報等方式呈現，
劃書中提列給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工程款。

校務滿意度調查開跑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
校務滿意度調查開跑了！即日起至18日，
全校師生與職員皆可從本校網站首頁點選
「103學年度校務滿意度調查」進入，或直
接連結網站（網址：http://nw3.tku.edu.tw/
qasurvey/index.asp），調查以不記名方式進
行填寫。
品質保證稽核處準備有個人獎及團體獎，
以電腦隨機方式抽出幸運得主，獲獎個人可
得獎金100元，系所填答率達30%的前十名
可獲獎金500元，歡迎踴躍參加。

本報網站讓你愛分享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關心
淡江大小事。本報自4月29日起，在時報網站
中新增社群元件功能，可即時分享新聞、照片
到Facebook、Twitter及Google+。本報運用多
元方式傳遞資訊，同時關注社群網站中的學生
意見，持續關心本校校內、外新聞，期以快速
反應於本報上，如校園騷擾案、老樹傾倒等。
大傳一李雅媛說，「新聞傳播不侷限在報紙
的實體形式，可以更快速的分享，還可以依個
人偏好發布網站內容，有更多選擇彈性。」

演講看板

（圖／茂迪(股)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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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資工系
E819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魏宏宇
From LT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to 5G IoT

6/4(四)
14:00

機電2生奪茂迪盃冠軍
【本報訊】本校機電一林晉毅（右）和陳
韋延於上月24日以雷射光電板感應燈系統作
品獲得「2015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
創意競賽」全國第一名，打敗成大電機所、
中央大學光電所等大學，獲得獎金10萬元及
獎牌一面。
本次共全國大專校院137隊參加，45隊進入
決賽，最後由林晉毅和陳韋延這支隊伍獲得
冠軍。林晉毅說明，本次作品構想是來自上
課開燈時不易找到對應燈源，因此他以「看
到燈就可以啟動的直覺式開關」設計，利用
雷射光提供光電板電流訊號，就能使燈源開
關照明，同時解決開關明確性、光源獨立
性、降低危險性，以及距離等問題，這項設
計未來可應用於照明特殊需求、藝術性開關
設計、無線傳輸技術所產生的隱私問題。
林晉毅表示，當天賽後評審們建議申請專
利，現由機電系教授康尚文協助進行，「我
的夢想是當發明家，所以陸續參加相關比
賽，挑戰自我能力與思維，很感謝組員支
持、系上教師康尚文、簡坤誠、楊智旭等人
指導與確定方向與實作，讓我們能夠獲獎，
會善用獎金運用在下次的發明中。」
陳韋延認為，跟林晉毅一起參賽是很特別
的經驗，還能看到其他學生作品，比較其他
人的創意發展方向，可以增加設計的靈感。

學雜費調整案通過 送教育部
學生議會代理議長公行三張淳甯提問，數學
系、公行系學生感受到在學期間所用資源不如
同學院其他學系，是否可調整收費標準？商管
學院院長邱建良回應，公行系雖課程內容較特
殊，但經系上通盤考量後，加入AACSB認證
有其必要性。為能與更多外國學校做交流，未
來增開商管類課程、增加職場競爭力，也鼓勵
同學參與學分學程、善用學習資源。理學院院
長王伯昌則表示，數學系有電腦實習課、也購
買軟硬體供給教學，與院內他系相比無損失。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提問，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工程款項已於規劃書中刪除，在會議記錄
中相關意見是否一併刪除？陳叡智回應，學生
意見具參考價值，應予保留。會議結果，全員
通過規劃書內容，可到財務處網頁（網站：
http://www.finance.tku.edu.tw/main.php）「財
務資訊公開專區」瀏覽。

教學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1(一)
12:00
6/1(一)
13:10

衛保組
SG314
保險系
B515

6/1(一)
14:10
6/2(二)
8:10
6/2(二)
10:00
6/2(二)
10:10
6/2(二)
14:10
6/2(二)
15:10
6/3(三)
10:10
6/3(三)
12:00
6/3(三)
13:00
6/4(四)
10:00
6/4(四)
13:10
6/4(四)
14:00
6/4(四)
16:10
6/5(五)
13:10
6/5(五)
13:10
6/5(五)
14:00

演講人/講題

馬偕紀念醫院復健科醫師謝曉芙
健康小坊—低頭族防護
國泰人壽商品部經理凃薏如
健康促進與健康保險商品之研發
淡江大學化學系博士候選人廖竟婷
化學系 (一)分子排列造成含鉑金屬之盤形雙聚物
Q409
與(二)利用分子軌域混成理論合成含多嘧
啶盤形分子之液晶及發光性質的研究
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歐盟中心
顏建發
E307
歐盟對中國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態度
教政所 國家教育研究院前院長陳伯璋
ED601
大學教育中的潛在課程分析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助理教
戰略所
授高佩珊
T505
全球化下歐洲移民現象研究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謝文斌
物理系
Ultrafast dynamics of materials
S215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保險系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公會理事長戴英祥
B605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與展望
財金系 票券金融同業公會秘書長許雙全
B712
票券業概論
衛保組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中醫部中醫師吳佩青
T404
健康小坊—中醫食療
未來所 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洪良鑑
ED501
從老街看淡水的未來
纮通企業(股)公司副總經理張文政
會計系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基建
B713
融資的中國影響力
村上春樹
銘傳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王佑心
研究中心
村上春樹文學中的迷走
T701
參考組 講師蔡雅雯
U301
教師研究獎勵與期刊評鑑工具
吉賦科技執行長莊佑駿
大陸所
Soletec「MIT產銷合一」科技融合
T701
傳統製鞋業，佈局全球市場
經濟系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洋銘
B605
衝突理論
產經系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協理林俊堯
B511
都市更新產業之認識
參考組 講師林泰宏
U301
ORCID你的學術履歷表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1(一)
19:00

財金系
D408

6/2(二)
19:20

國企系
D402

6/3(三)
19:30

教科系
D406

演講人/講題

萬寶投資顧問公司投資總監蔡明彰
羊年煉金術：買美元、玩歐洲、
瘋陸股
遠東關係企業策略規劃顧問喻芝蘭
建設國際智慧城市－以臺北遠東
通訊數位園區為例
育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兼
執行長張大明
科技融入教學的創新設計

淡江花月夜2日開唱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女教職員
工聯誼會於2日（週二）晚間7時到9時在文錙
音樂廳舉行女聯會合唱團「淡江花月夜」音樂
會。活動邀請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登臺合唱，演出
「月亮代表我的心」、「紅豆詞」及「Frère
Jacques」等21首曲目，歡迎大家到場聆聽。

舒壓緩神 女聯會自製香草茶

壓力大嗎？來杯香草茶舒壓緩神吧！本校女教職員工
聯誼會於上月25日舉辦「療癒的香草茶」專題講座，邀
請到淡水在地推廣香草文化，經營有香草街屋的蔡以倫
（見圓圖），主講常見的香草特性、功效與栽種技巧，
現場逾40人參與。蔡以倫表示，香草能營造出讓人情緒
緩和的芳香、自然氛圍，且做為食材入菜或是沖泡更是
許多人的最愛。他特別條列出常見香草的寒涼屬性，並提
醒大家互相搭配屬性的重要，例如燥熱屬性食物應搭配涼性的
香草。會中，蔡以倫也帶領大家動手自製茶包，有檸檬草、萬壽
菊、甜菊搭配「輕盈窈窕茶」，以及洋甘菊、紫蘇、甜菊搭配
「舒壓安神茶」兩種讓大家體驗，現場氣氛熱絡。
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老師今天帶來很多香草到現
場，天然香氣讓我一踏進教室就感受到放鬆的氛圍，且會中聽到
關於香草的知識，也讓我多有收穫。」（文、攝影／蔡晉宇）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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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