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畢業潮，本校文錙藝術中心於11日至13日邀請畢業生到海事博物館參與「勇敢逐夢」畢業
季攝影活動。海博館除備有船長、水手服及相關背景、攝影及輸出服務外，同學們還可於畢業
典禮當天（13日）自備相機、前往拍照。即日起開放預約，名額有限。活動期間，應屆畢業生
親臨海博館參觀，還有機會獲得限量100套的紀念品。（文／陳品婕、攝影／何瑋健）

【本報訊】外語學院日前以「世界文學：旅
行論述」為計畫主題，獲104年科技部人文及
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補助301萬元，其計畫
主持人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共同主持人圖書
館館長宋雪芳。外語學院於102年度、104年度
共獲799萬5千元。吳錫德說明，因102年度執
行成效不錯而受到評審肯定，因此本次再獲補
助，將添購英、西、法、德、日、俄6系教師
推薦的6語外文書籍，提供師生及館際借閱。
吳錫德表示，近幾年的申請主題均契合本院

教學與研究且具前瞻性，這次旅行文學主題與
國際移動力相關，透過添置相關圖書和文獻，
相信提供師生有更深化、廣闊的人文和批判思
考，並有助於語言推廣與學術國際化，希望大
家能善用這些得來不易的圖書資源。
吳錫德提到，未來與圖書館合作推廣，如定
期舉辦旅行書寫研究工作坊和讀書會、旅行文
學書籍展覽、海報推介作家生平、邀請教師
對談等，另將規劃有網站提供旅行文學相關訊
息，考慮出刊成果集，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傑出研究16師獲獎 胡宜仁北京授旗華北校友會 Never Solo奪創業賽冠軍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究發展
處於上月27日公布104學年度「傑出研究教
師」核定名單，總計16教師獲獎勵。依據今
年初通過的「傑出研究教師設置作業實施要
點」，通過核定之傑出研究教師將可獲研究
獎勵金新臺幣2萬元。
本次獲獎教師有：教授彭維鋒、黃國楨、
葉豐輝、何啟東、董崇民、王三郎、翁慶
昌、王居卿8人；副教授葉炳宏、鄭晃二、
范素玲、陳俊豪4人，以及助理教授潘孟
鉉、李世安、莊程豪、陳以錚4人。

學務長赴港澳交流學務工作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深耕大陸校
友，強化雙向連結。上月29日，行政副校長胡
宜仁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前
往大陸，展開為期4天的走訪行程。首站出席
華北校友（聯誼）會在北京舉辦的成立大會，
由胡宜仁代表本校授旗給華北校友會第一任會
長楊國棟，象徵校友會傳承與開創。
胡宜仁表示，看到多位校友熱情參與，不少
是已畢業多年，此次更樂見有年輕校友加入，
皆給予學校高度關注，令人感佩，期待校友會
能更加茁壯，未來會邀請華北校友會返校參與
校慶、春之饗宴等活動，增進彼此情誼。
淡江大學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均出

席觀禮。積極推動大陸校友會的莊文甫於會中
表示，華北校友會的成立連結現有的華東、華
南校友會，形狀宛若一把弓，未來預計在重慶
籌設華中校友會，補足箭的部分，期待更加完
備大陸地區校友們的交流。
一行人另前往深圳、東莞，由淡江大學大陸
校友聯誼總會副總會長李延年、華南校友聯誼
總會會長邱樹林等人接待，亦走訪校友李鳳翔
成衣工廠等地，以及與台達電業務總監、校友
劉文原等人會面。行程中，校友們對學校多有
提出建言，例如系所應符合時代趨勢，更有不
少校友表達願意提供淡江學子在大陸地區的就
業及實習機會。此外，亦開始籌備明年在東莞
舉辦的2016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學務長柯志恩
上月28、29日參與北一區學務中心2015年學務
工作訪問團，與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東
吳大學、輔仁大學等學務長及學務人員，約15
人赴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參訪交流。
香港中文大學由學務處處長梁汝照介紹中大
學生事務，參觀校園環境及教學設施，澳門大
學則由學生事務副校長程海東接待，並參訪曹
光彪書院、鄭裕彤書院。柯志恩表示，為促進
全人發展，兩校皆有獨特的書院制度，除結合
住宿讓學生在書院學習通識課程外，也自主安
排活動，更不定期邀請講師到書院演講，陶冶
軟實力，對人格培養很有幫助。
柯志恩補充：「兩所大學對職涯輔導發展的
規劃，是本校值得學習之處，如：在大四學期
一開始即舉辦『Jobs Talk』並隨之展開實習與
求職訊息並與企業媒合，讓應屆畢業生在畢業
前即與企業接軌。另外，澳門大學在學生輔導
上的特色，除有班導師外，更要求老師每星期
貢獻兩小時做「student service」以服務學生進
行演講、訓練或輔導。」

校務會議 張校長頒5系獎勵系所發展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書法研究室與中文系舉辦2015「文錙盃
學生e筆書法比賽」，5日在文錙中心展覽廳舉
行頒獎典禮。首獎由中文博二絲凱郁奪得，
獲得獎金6千元。除選出前三名外，另評出優
選5名、佳作6名，亦邀請駐校藝術家顧重光頒
獎。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e筆書法在國際是
先進技術，也是文創典範。中文系系主任殷善
培表示，e筆為淡江獨創，期許更多人認識e筆
藝術。冠軍絲凱郁說，作品以行書為筆意，此
次獲肯定對我是很大的鼓舞，而e筆不僅是延
續傳統，更提升學習效率，期待能一同推廣。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5日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73次校務會議，與臺北、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學
生身分多元，為增進外籍生課業和語文輔導的
成效，計畫實施中文檢定的入學條件，以了解
程度。而近日與即將畢業的第一屆陸生對談，
學生對本校評價良好，也感謝師長照顧。
張校長特別指示重點必修科目應嚴格教學，
增加考試及作業次數，她也提醒，今年指考人
數5萬7千人，明年估計再減少逾2萬名，本校
在指考會受到何種程度影響，須謹慎思考。
會中由張校長揭曉「第三屆系所發展獎勵」

文錙盃e筆書法絲凱郁奪冠

黃河母親雕塑9日揭幕
【本報訊】中國大陸雕塑大師、中國雕塑
學會常務理事何鄂於4月10日曾親臨本校致
贈「黃河母親」雕塑品一件，本校駐校藝術
家李奇茂也曾在捐贈儀式中，對於該作品高
深的藝術水準及獨特的文化價值給予高度評
價。9日下午1時30分，文錙藝術中心將在牧
羊草坪，為「黃河母親」雕塑舉行揭幕儀
式，屆時中心主任張炳煌邀請校長張家宜與
中華兩岸文化藝術基金會會長莊漢生等貴賓
出席，歡迎全校師生到場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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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人/講題

資工系
E787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教授兼高
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心主任李威儀
翻轉式教學的理念與實務─以實施
8年的網路教學為例

6/9(二)
12:00

教學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6/8(一)
8:15
6/8(一)
12:00
6/8(一)
13:00
6/8(一)
14:10
6/8(一)
14:10
6/9(二)
10:00
6/9(二)
15:10
6/10(三)
10:10
6/10(三)
18:30
6/11(四)
10:00
6/11(四)
11:10
6/11(四)
13:10

資傳碩二趙辰懷（左二）與隊友共組Never
Solo眾樂影音分享平臺，在戰國策全國校園創
業競賽贏得創業組冠軍。（圖／余博強提供）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碩二趙
辰懷與隊友共36人組Never Solo眾樂影音分享
平臺，參加「第10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
賽」，上月29日自全國大專院校572支隊伍中
脫穎而出，榮獲創業組第一名，獎金10萬元。
Never Solo執行長數學系校友余博強表示，
「Never Solo團隊最大的優勢是我們來自於各
方專業領域，有人專司攝影、設計、企劃、公
關、業務與各類音樂表演者。未來預計拜訪全
臺大專院校的音樂性社團，讓Never Solo在學
校裡廣泛流傳。」
該平臺以提供熱愛音樂的學生有個可以尋找
音樂夥伴和表現才華的平臺為目標，目前已有
26位固定表演者，也提供有展演需求的企業媒
合表演機會。

這張油畫是奧地利畫家克里姆特

旅行文學主題獲圖書補助301萬

年完成的作品。圖中一位
1917

研究」一專題計畫申請通過，他表示有志於往
學術發展，「獲科技部補助是很好的機會，有
助升學及未來發展，對此感到特別開心。也特
別感謝顏崑陽教授花很多心力指導。」
研發處研究推動組專員邱馨增提醒，此次核
定名單中，具備獎勵參與科技部資格的同學，
可於下學年度開學時提出申請，詳情請到研
發處網站（網址http://www.research.tku.edu.
tw/）查詢。

在

海博館邀畢業生勇敢逐夢

學術研究能力，本校於103年度通過「獎勵大
學部學生及指導教師參與科技部計畫作業實施
要點」，今年度申請97件研究計畫，實際審核
通過50件。
通過核定件數最高是工學院26件，其次是商
管學院10件、文學院7件、理學院4件、教育學
院2件，以及外語學院1件。
其中，僑生、中文三袁仁健以「解嚴後臺灣
現代散文『新載道精神』創作觀念及其實踐之

1

裸體、另一身披浴袍畫得豔光四

過率達51.55%，高於今年度科技部全國通過率
42.50%，此次校內通過件數也高於去年32件。
為培育學生具備專業能力、創新精神及提升

射，背景尤其是別具匠心，採取

【記者杜歡、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
究發展處於日前公布104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獲科技部補助名單，共計50件通過核定、通

了清代外銷到歐洲的彩瓷上的圖

今年度大學生研究計畫通過率51.55%高於全國平均值

案做陪襯，左上角的牡丹、左下

50生研究獲科技部補助

Ⅱ

鳳凰、右上喜鵲、右下仙鶴，這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種搭配可說中西藝術的融合相得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0584 傳 真：02-26214169 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電子信箱：ab@oa.tku.edu.tw

益彰。（文／駐校藝術家顧重光

中 華 民 國 104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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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女朋友們

969期

新聞見4版

期末眾社團成發

Inside

學校要聞版

6/11(四)
14:00
6/11(四)
15:00
6/11(四)
16:00
6/12(五)
13:00
6/12(五)
13: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賈昭南
2015經濟倫理研究座談會
馬偕紀念醫院營養醫學中心營養師邱清一
「健康小坊─端午健康採購」
通用矽酮股份有限公司特助謝貴林
矽膠產品應用及創意競賽說明
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葉怡均
Using Ralstonia eutroph for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易飛網總經理林恭慶
文化創意與旅遊產業
淡江大學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兩岸私立大學的教育發展與合作交流
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
土木系
心主任虞國興
B712
土木系金禹獎傑出系友講座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財金系
總經理呂淑玲
B712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
文錙中心 雲門舞集流浪者劉航煜
文錙音樂廳 舞蹈。漂浮。以色列
會計系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部經理鄭村
B713
簡介證券交易所與公司治理
瑞邦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投資研
數學系
究部副理陳怡蓉
S104
數學學系計量與財務就業學分學程說明會
村上春樹
國立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范淑文
研究中心
村上春樹文學中的都市
T701
中山大學研究發展處副研發長兼邁
資工系
向頂尖大學辦公室執行長范俊逸
E819
Arbitrary-State Attribute-Based Encryption with Dynamic Membership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
亞洲所
研究員李瓊莉
T311
建構東協經濟共同體的政治安全意涵
潮網科技媒體中心總監劉又誠
大陸所
企業與政府社群媒體策略 何謂移
T701
動行銷LBS、SoLoMo
法文系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齊莉莎
G315
認識臺灣南島語
經濟系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
B605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國企系
B612
衛保組
B309
化材系
E510
化學系
Q409
機電系
E819
教政所
ED601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8(一)
19:00
6/12(五)
19:20

財金系
D408
國企系
中正堂

NEWS98「財經晚點名」主持人阮慕驊
2015全球經濟與金融情勢
淡江大學國企系副教授曾義明
2015經濟倫理研究座談會

淡江花月夜 眾師齊合唱

ISO50001 能源管理啟動

▲

▲ 5日，本校第73次校務會議在覺生國
際廳舉行。會中揭曉第三屆系所發展
獎勵名單，由土木系、機電系、電機
系、財金系和統計系5系獲獎，並由張
校長頒發獎座。（攝影／朱樂然）
張校長肯定學生傑出表現，於3日接
見機電一林晉毅（右二）。他和陳韋
延參加「2015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
用設計創意競賽」獲全國第一。

圖館自習室10日 ReOpen

名單，由土木系、機電系、電機系、財金系和
統計系獲獎，各得獎金15萬元及獎座。資訊工
程學系副教授陳建彰、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教
授王銀添分別指導資工系陳振榮、機電系沈晉
安2生獲102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
創作獎，對於作育英才、表現優異，特頒贈獎
牌。另張校長肯定學生們在競賽上的傑出表
現，談及日前接見機電一林晉毅，和機電一陳
韋延參加「2015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
創意競賽」，榮獲全國第一名，鼓勵表現傑出
同學早日加入榮譽
學程。

【本報訊】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在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動「ISO50001能源管理
系統」，為今年底爭取認證先行能源審查、區
域場勘及教育訓練，而2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行
起始會議，與臺北、蘭陽連線。
校長張家宜主持會議時表示，本校教職員工
生達三萬人，能源管理除供應端控管，應賦予
使用端節能責任，此次依循總務處推動進程，
期待各單位配合執行全面性能源管理，共同為
節能努力，亦盼在不影響教學與研究下，完成
節能管理系統的建置及驗證。
總務長、環安中心主任羅孝賢談及近兩、三
年電費已破億元、經費增幅達30%，現在環安
推動人員身兼節能管理員，藉此機會向全校說
明及宣導用電正確觀念。
會中，邀請茂識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顧問師鄭
烱章。他說，能源控管的好處不限於省錢，對
於校園安全及提升設備效能也有一定助益。安
全組組長、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提醒，教
職員工在下班前請務必關閉電腦，期降低耗能
及保障用電安全。

本校女教職員聯誼會於2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淡江花月夜」音樂會，由女聯會合唱團擔
綱演出，並邀請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等人演唱，吸引逾50人到場聆聽。
張校長於會前表示，合唱團讓教職員工在工
作之餘放鬆身心，並經常受邀在校內外表演，
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夜晚。合唱團演出曲目涵
蓋東、西方經典曲目，包括「望春風」、「相
思雨」及「Frère Jacques」等21首歌曲。演唱
「夜來香」時，整齊走位加上變化手勢，為音
樂饗宴增添活潑氛圍，高水準的歌唱技巧更獲
得滿堂彩。
企管四柴萱說：「表演中的走位、中場休息
表演等小細節都毫不馬虎，可見在規劃上的
用心，且整場演出相當順暢，很動聽、很精
彩。」（文／蔡晉宇、攝影／張令宜）

引頸期盼的覺生紀念圖書館自習室於今日（8日）中
午12時對外開放，改裝後的自習室採光明亮，除有重視
隱私的個人閱覽桌外，亦有設計兼具美感與彈性化的弧
形桌，上週已吸引不少同學駐足。10日舉辦「ReOpen
點亮書海風采」茶會。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說明：
「本次裝修考量現代人閱讀需求，以『創造出有溫度的閱
讀氛圍』為概念，盼帶給大家驚喜與最大閱讀效益。」
此次空間調整另有採編組搬遷至圖書館一樓，且迴廊搭配
設計新穎的詩學櫥窗廊道，以圖館意象拼貼而成的圓弧牆
面，格外吸睛。石秋霞提醒，「自習室日後仍採全日開放和
自主管理，盼使用者尊重他人閱讀權益，共同營造良好的閱
讀環境。」（文／卓琦、攝影／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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