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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輝守謙系列作品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11/10(二)
14:10

７人獲金鷹獎 校友返校敘舊

9:00

校慶慶祝大會

11:00

藝輝守謙展開幕

11:30
9:00

紹謨體育館7樓

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

校友返校聯誼餐會
學生活動中心

蘭喃自語校慶蘭花展
黑天鵝展示廳

【記者王心妤、林妍君、杜歡淡水校園
報導】歡慶創校65週年，今日（7日）上午9
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行「校慶慶祝大
會」，將頒發第29屆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
獎，由校長張家宜致詞，前校長陳雅鴻、趙榮
耀、林雲山、張紘炬、菁英校友會會長暨董事
陳慶男、前會長暨英文系系友會會長侯登見、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段相蜀、總會長
羅森、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副理
事長陳兆伸、大陸校友聯誼總會會長莊文甫、
廣東校友會會長邱樹林、馬來西亞留臺聯總總
會長李子松、馬來西亞姊妹校拉曼大學工程
與綠色科技學院院長Dr. Yap Vooi Voon、Dr.

張校長賀城西大學創校50年
本校校長張家宜和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的日本行收穫滿滿。上月
31日，兩位應邀參加姊妹校城西大
學創立50週年慶典活動，張校長親
向城西大學理事長水田宗子和校長
森本雍憲致賀之外，慶典中還與日
本皇族憲仁親王妃久子夫人會晤。
1日上午，張校長獲邀參與該校
東京校區舉辦「國際大學校長論
壇」，一同討論世界高等教育趨
勢。下午拜會另一所日本姊妹校城
西國際大學，與該校校長柳澤伯夫
交流，並探視及鼓勵本校日文系至
該校就讀的4位交換生。
此次行程中的驚喜，是城西大學
與城西國際大學去年曾來本校交
換的2位學生，特前來向張校長致
意，備感溫馨。張校長還受城西大
學實習電視台訪問，期望展開兩校
更進一步的合作。（圖／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提供）

拉曼大學來校談雙聯學制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 5日至7日，
姊妹校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工程與綠色科技學院
院長Dr. Yap Vooi Voon、副院長Dr. Ng Choon
Aun和數學系教授Dr. Lem Kong Hoong一行3
人蒞校進行雙聯學制討論及學術交流。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表示，本校與拉曼大學交流互動頻
繁，目前電機系已簽署雙聯學制，期望更多系

所加入。此次正逢本校65週年校慶，3位貴賓
也特別前來慶賀。Dr. Yap Vooi Voon、Dr. Ng
Choon Aun和Dr. Lem Kong Hoong於5日分別
在電機系、化材系和數學系進行演講。
6日，參訪蘭陽校園，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接待，並於今日（7日）參加校慶系列活
動，下午由國際副校長戴萬欽接見。

海外教育展
校友熱情協助

【記者陳品婕、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教務處、國際處近期參加印度、澳門，以及香
港海外高等教育展成果豐碩，除增進本校能見
度，並讓海外中學生對本校華語中心、大傳、
商管、建築、航太、外語等科系印象深刻。另
外，本校香港校友會會長葉雅琴在「2015年香
港臺灣高等教育展」號召校友主動到會場以廣
東話幫忙翻譯解說，拉近了學生距離。機電
系系主任楊龍杰也隨行參加「2015年印度臺灣
高等教育中心暨高等教育訪問團」，楊龍杰分
享，此行還參訪4所大學，如與姊妹校尼赫魯
大學洽談合作，「印象深刻的是亞米堤大學，
並與此行參展的12所大學中談相關合作。」
教務處招生組組長黨曼菁指出，香港學生自
主性高，詢問內容多為科系特色、獎學金和住
宿等生活問題。招生組組員朱心瑩表示，印度
當地重視華語教學並有許多華語教師，希望能
讓更多學生到本校就讀；招生組專員陸寶珠和
國際處交流組組員林玉屏均感謝香港、澳門校
友會協助，說：「這次最大收穫就是校友的回
饋，感受到校友間的凝聚力和熱愛母校。」

Ng Choon Aun和數學系系主任Dr. Lem Kong
Hoong將蒞會。
慶祝大會頒金鷹獎予簡宜彬、容繼業、王
紹新、石瑜、孫瑞隆、周麗燕、吳榮賜7位得
獎之傑出校友（專訪見2、3版）。接著致贈
捐款及勸募感謝獎，感謝對本校的捐贈。
頒獎典禮後，文錙藝術中心於上午11時舉
辦「藝輝守謙」開幕活動，邀請校友欣賞多
元作品。校服暨資發處將於上午11時30分，在
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校友返校聯誼餐會」席
開62桌，迎接校友們回娘家。管科系於晚上6
時也在學生活動中心開辦56桌，舉辦「管科
系博士班40週年慶祝暨系友返校晚宴」。蘭
陽校園今年除校慶園遊會，還有校慶盃籃球
賽和師生盃排球賽，歡迎為他們加油打氣。
6日，校服暨資發處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共同
舉辦「菁英迎新茶會－老鷹迎小鷹」，會中
菁英校友會與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邀請

11/10(二)
13:10
11/11(三)
10:00
11/12(四)
12:00

蘭喃自語蘭花展
總務處為65週年校慶舉辦「蘭喃自語」蘭花
展，來自全省各處超過3百餘盆蘭花，於上午9
時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今年獲得創辦人獎的
總冠軍蘭花是名為春嬌的嘉德麗雅蘭花種，因
其花瓣邊緣波浪皺摺、花朵開花度良好獲獎。
歡迎把握難得的機會，趕快到現場體會各種蘭
花之美。（文／李昱萱、攝影／盧逸峰）
到本校第一屆金鷹獎得主、東華大學校長吳
茂昆以「在地特色的產業發展」進行專題演
講。

亮眼
資管資工教科 表現

資訊應用賽 奪1金1銀4銅

【記者杜歡、盧宏維、曹雅涵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與教育
科技學系於上月31日的「2015年第20屆全國大
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中表現亮眼，
共獲1金、1銀、4銅及4佳作！其中資管系以
「你的專屬音控」專題贏得產學合作組二第一
名、「預知體育」專題則獲得4G行動商務應
用服務組第二名，另有「活曆薯」、「Car放
心」、「APPAY GO」等專題分別在臺北生活
好友善創新應用、資訊技術應用等組別獲得亞
軍、季軍及佳作等獎項。
「你的專屬音控」組長資管四王永馨表示：
「線上收聽音樂是主流並瞭解唱片公司保護音
樂創作人的想法，因此提出音樂與NFC tag整
合，以一隻公仔等於一張專輯概念製作專題。
雖過程遇到技術問題，慶幸楊明玉老師指導，
以及宜蘭大學黃粵丞跨校合作，更感謝一起奮
鬥與成長的大家。」
資管四李昕儒說明「預知體育」專題針對運
動彩券，結合分析技術與歷史數據，再運用爬
蟲技術（web crawler）整合國內、外網站，進
而製作預知體育資訊APP。「感謝指導教授蕭
瑞祥提供許多意見及鼓勵和組員的合作。」
資工系副教授潘孟鉉指導的「Coupon
Bank－購物折價小幫手」勇奪資訊技術應用
組六第三名、「出外遊玩不擔心－ PDR為
基礎之小孩防走失系統」榮
獲資訊技術應用組七佳作。
資工四林君龍表示，希望消費
者透過「Coupon Bank」跨平台
折價券儲存系統，在網路購物

流程中，有效獲得最適用、折扣最多且未被使
用過的折價券，「很開心獲得此成績，除了特
別感激潘孟鉉老師的指導，也感謝資管系同學
的協助，深刻體會到團結合作的精神。」
由教科系助理教授吳純萍指導的「愛心巴菲
特癌症飲食電子書」拿下「互動式電子書創新
應用組」第三名。教科三陳佳欣說：「希望藉
由本電子書，教導癌症病人正確的飲食觀念及
食物烹飪方式。即使備賽過程中歷經波折，但
能獲得第三名，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為我們
自己感到驕傲。」

林丕雄獲日本旭日中綬章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政府於3
日公布2015年秋季外國人敘勳受勳者名單，日
文系榮譽教授林丕雄獲「旭日中綬章」，是89
位非日籍人士中，僅4位獲此殊榮的臺灣學者
之一。表揚林丕雄促進臺灣之日本研究、學術
交流以及培育日語人才的卓越貢獻，尤其為臺
灣研究日本文學家石川啄木之翹楚。
高齡84歲的林丕雄為英文系系友，受兄長影
響喜歡日本文學，投入研究及編譯《漂泊詩人
石川啄木的世界》。於1989年榮獲岩手日報石
川啄木賞，為日後學術奠定基礎。他長期推動
臺日學術交流，於1991年將日本國際啄木學會
會議首次移師國外，並在本校舉辦「國際啄木
學會臺北大會」；他同時也是本校締結日本
姊妹校的推手之一。林丕雄表示：「獲獎是此
生最大榮耀，感謝張建邦創辦人提攜及母校
培育，並在母校執教近50年，鼓勵學生學好日
文，為未來臺日交流多盡心力。」

多國學者研討風工程開幕展風場模型

風工程週開幕時，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右二）
隨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張正興（右三）在工學大
樓中庭了解風工程研究重點。（攝影／姜智越）

【記者姜智越、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風
工程研究中心於4日起在工學大樓3樓中庭舉辦
「2015風工程週」，4日中午特邀行政副校長
胡宜仁進行開幕。胡宜仁祝福風工程研究順利
外，並隨著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張正興參與導
覽活動，了解本次展覽之「建築風工程」及
「環境風場」等研究重點。展覽現場有「風致
振動之人員舒適性評估」、「風對建築物及披
覆物之影響」、「大跨度懸索支撐橋樑」、
「e-wind網路風工程分析」相關介紹，以及
社子大橋及臺灣塔等建築物的模型展示。張正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興說明，由於臺灣地處強風帶
且經常受到颱風侵襲，因此風
工程研究之結果，可提供政府
和業者風工程諮詢。土木四黃
政寧說：「參觀風工程週啟發
我對建築風工程的概念，並認
為風工程在未來很有發展性。」
土木系與風工程研究中心於2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5WESD2015風工程與結構動
力研討會」，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開幕致詞，
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張
正興及土木系教授鄭啟明、機電系系主任楊龍
杰等國內學者及日、中、捷克4國相關領域專
家學者近150人與會。會中由前國際風工程協
會理事長Yukio Tamura擔任特邀講者，分析風
工程的現況發展與挑戰，並由國內外學者發表
15篇論文。王人牧說：「藉由研討會探討該領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李錫奇為現任國策顧問，創作走在大
傳統與小傳統之間，在現代與傳統、中
國與西方的刀口上來回穿梭履險，被稱
為「畫壇變調鳥」。90年代展開手繪水
墨創作，和漆畫同時進行名為〈墨語〉
水墨系列，此後以水墨作為媒材創作，
始終未斷，並形成「墨語」系列。

域最新研究進展，更透過討論激盪出不同想
法。本次更與楊龍杰合作，結合結構動力領域
探討，期望未來有更多面向的發展與應用。」

11/13(五)
9:00
11/13(五)
12:00
11/13(五)
13:00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美商AECOM工程顧問公司
水環系
臺灣區總監羅家康
E415
水資源與環工顧問業現況與
發展
和碩聯合科技第三事業群第
電機系
一事業處總經理蔡易昇
驚聲國際會議廳 談談臺灣電子業—過去、現
況與展望
財金資訊公司副總經理黃昱程
財金系
金融支付的發展概況與創新
B701
趨勢
本校日文系副教授富田哲
日文系
以溝通為重視的日語辯論如
D521
何可能?邁向第六屆淡江盃
日語辯論比賽
未來學所所長陳國華
未來學所
創建亞太地區未來網絡國際
覺生國際會議廳
工作坊
本校教科系講師張峻愷
遠距組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數位時
I501
代的教與學
創育中心
左腦創意行銷執行長程詩郁
R103
沒圖沒真相，策展靠想像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9(一)
10:00

電機系
E787

11/9(一)
13:10
11/9(一)
14:10

化材系
E819
化學系
Q409

11/9(一)
14:10

工學院
E787

11/10(二)
10:10

會計系
L303

11/10(二)
13:00

數學系
S433

11/1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1/10(二)
17:10
11/11(三)
10:10

西語系
L301
財金系
B713

11/11(三)
14:10

資圖系
L206

11/12(四)
10:10

東協中心
T511

11/12(四)
13:10

歷史系
L201

11/12(四)
14:10

數學系
S104

11/12(四)
16:10

大陸所
T701

11/13(五)
8:00

資圖系
L507

11/13(五)
10:10

資工系
E787

11/13(五)
10:10

大傳系
O202

11/13(五)
10:10

產經系
B302G

11/13(五)
10:40

數學系
S433

11/13(五)
12:30

圖書館
U301

11/13(五)
13:10

產經系
B309

演講人/講題
中國文化大學電機系助理教
授張家宏
穿戴式電路技術
本校化材料系助理賴冠名
圖書館講習
長興化工副董事長蕭慈飛
石化產業未來趨勢及機會
本校航太系教授田豐
高空長滯空無人機設計
Design of HALE UAV
KPMG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
理李育英
巨量資料─透過資料探索，
發現事實的真相
思渤科技工程師陳鈞順
數學教學e化分享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助研
究員林彥谷
Metal Oxide Nanosurfaces
and Hetero- Interfaces for
Solar Fuel Applications
雄獅旅行社資深經理朱賓剛
我的旅遊經驗
華南產險董事長戴英祥
產險業概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資所教
授兼所長吳美美
資訊行為研究
上市公司退休協理孫秉正
新南向政策的策略與作法
有道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周昭安
文化、創意、產業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數學教師
吳卉蕎
數學生活方程式
財金資訊公司副總經理黃昱程
互聯網金融
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組組長
謝焰盛
數位檔案的保存與服務
恆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酆隆恭
如何踏出成功的第一步─談
進入職場的準備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
陳順孝
新聞事業的大破大立
工商時報金融理財新聞中心
副主任陳碧芬
紅色供應鏈？？
Gene部落格觀察創辦人、資
策會顧問洪進吉
網路數據之呈現與解析
本校圖書館參考組組長張素蓉
教學助理才能課程：活用圖
書館教學資源
三商人壽板橋區經理徐雯
保險面面觀-規劃人生的重
要性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0(二)
18:20

資工系
D405

11/11(三)
19:20

國企系
D403

11/12(四)
19:10

會計系
D301

活動名稱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資創中心研究員陳昇瑋
資料科學家的養成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會總
經理蕭善言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概況
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部
經理鄭村
上市公司之治理與實務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11/12(四)
12:00

主辦/地點

課務組
CL324

活動名稱
本校資訊處專門委員錢太隆
新式記分簿系統檢核學生核
心能力功能說明會

澳洲會計師公會談CPA課程抵免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系於
今年初首開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先例，獲得澳
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認證通過。3
日，澳洲會計師認證顧問Mr. Ron Woolley與
資深發展經理Max Shao來校實地訪查，了解會
計系認證課程轉換推行至今在校實施情況。由
會計系教授張寶光、副教授林谷峻、孔繁華接
待，另有7位大學部學生和碩士生一同交流意
見。林谷峻表示，透過會計系與澳洲會計師公
會在教學、考照等合作，希望讓兩地更多人認
識淡江及澳洲會計師，進而促進招生，也盼系
上學生在畢業後考取國際證照，提高競爭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林谷峻進一步補充，澳洲會計師考試合格率
約65%、成績保留率6年；臺灣會計師考試合
格率變動大，但最高也僅到澳洲合格率的一
半、考試成績保留率4年。
此認證審查「基礎階段」的課程轉換於今年
年初正式實行，可追溯至102學年度會計系大
學部畢業生；102學年度後畢業校友如欲考取
澳洲會計師者，可抵免基礎會計、商法、商
業財務、管會、經濟與計量等8科考試，進階
報考6科專業課程，詳情可到會計系網站「澳
洲會計師專區」（網址：http://www.acc.tku.
edu.tw/page2/news.php?class=109）查詢。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