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再獲肯
定，榮獲教育部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
度獎勵特優獎，與國立臺灣大學並列特優，也
是唯一獲得特優私校；另外還 5 度成為「新北
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
　今年是本校第三度獲得「中央政府推動建立
員工學習制度獎勵」，將於 12 月 3 日在教育
部受獎表揚。相較於前兩年的優等獎，評審肯
定在員工帶薪、經費補助、編列員工學習經費
額度、推動員工學習制度有關之事項等項目，
因而獲得特優。本校在員工帶薪學習制度面向
多元，如職能培訓課程、給予員工固定公假參
與終身學習、辦理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等，
以 103 年度為例，本校參與學習之員工人數達
4,250 人次、員工帶薪學習總時數 63,360 小時、

員工取得證照數量為 129 張。人力資源處人資
長莊希豐表示，「每年參加評選都讓我們累積
更多經驗，將會開辦更多元課程，讓教師及職
員都能持續提升職場上的專業知能。」
　此外，本校連續 5 年榮獲「新北市進用身心
障礙者績優單位」，並於 26 日由莊希豐代表
本校接受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頒獎表揚。侯友
宜分享他的感動：「淡大主動協助公行系教
授職場輔具的申請，讓教師可如正常人般教
學和研究，深受感動。」警察廣播電臺現場
採訪莊希豐，了解本校友善校園環境的設施。
根據人力資源處資料，本校身心障礙員工比例
為 4.8％，高於義務進用比例 3%，且有逐年增
加趨勢，另身心障礙員工的平均工作年資已達
10.03 年。莊希豐很開心能蟬聯 5 度績優肯定，

並強調本校對身心障礙教職員工生採取協助與
開放的態度，持續改善身心障礙者必要設備、
協助輔助申請、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
定，積極進用身心障礙者成為本校教職員工，
她說：「歡迎具有一技之長的身心障礙生，可
於畢業後加入本校工作團隊。」

員工帶薪學習 教部頒特優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與日本大阪府立大學於 19、20 日合辦第三
屆雙邊國際研討會（The 3rd OPU-TKU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由化學系教授王伯昌、王文竹、王三郎等 9 位化學系教師及逾 10 位
研究生前往日本大阪發表太陽能板、化學材料等領域的學術研究成
果，且此次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將發表在〈Research on CHEMICAL 
INTERMEDIATES〉國際期刊中，大幅提升本校知名度及曝光率。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本次以「21 世紀尖端化學與材料（Frontier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for the 21st Century）」為主題，分為口述（oral）
及壁報（poster）發表，化學系教師總計發表 10 篇、研究生發表 14 篇
論文。王伯昌表示，此次與姊妹校交流已邁入第三次，除了交流雙方
教學研究成果外，也看到研究生主動參與及發表，盼藉此加深人才和
技術的流通，也讓彼此在專業領域內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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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本報訊】在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舉辦全
國性科技管理博碩士論文獎中，本校碩士生在
「EMBA 論文獎」中大放異彩！企管系碩專
班童憶穎以《從廣告文案探討競爭策略》勇奪
行銷組優等，是唯一獲選私校，企管系碩專班
馬群凌和管科系企業經營碩專班賴草獲得創新
組佳作、企管系碩士班張家萍則獲「104 年博
碩士論文獎」碩士佳作。
　由台灣管理學會、崇越集團合辦「2015 崇
越論文大賞競賽」，被譽為管理學界奧斯卡，

本校企管系碩專班黃姿樺以《從兩岸三地企業
名人語錄探討 SWOT 因子及其策略意涵》獲
頒 EMBA 策略類的優良論文獎、企管系碩班
邱家鈴以《天空下的競合－以動態競爭觀點探
討航空聯盟之競爭策略》獲頒碩士組網路行銷
與行銷管理 B 組的優良論文獎、管科系碩班
陳韻如以《即飲茶品與茶點搭配之研究》獲頒
碩士組食品與餐飲管理的優良論文獎。
　童憶穎、張家萍、黃姿樺 3 位皆感謝企管系
教授王居卿的嚴謹指導。

化學系師生赴日府立大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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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輝守謙系列作品

動與靜系列
　畫家李重重的水墨作品「動與靜系
列」，在近年來使用水墨突破傳統的
具象與抽象之間的互不相容的形式與
思想，將水墨畫分解成基本思想上的
融合，並用西洋及東方的繪畫技法互
相運用，融合了抽象水墨之中也含有
西洋繪畫的因素在內，可說是中西的
合璧。

資訊化 5.0 週三智慧校園研討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處、
教育部資科司 4G 行動寬頻暨教育雲創新應用
推動辦公室將於 12 月 2 日、3 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5 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
暨成果展」。本次將有產官學代表來校研討智
慧校園行動應用，在校園雲端服務、大數據校
務研究分析主題，並說明行動通訊、物聯網及
大數據的趨勢下，對高等院校資訊教育與校園
服務的影響；此外還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和安徽

五度蟬連新北市進用身心障績優單位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所輔導之旭然國際企業公司和福
倈鷹航拍公司，於 18 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舉
辦的「2015 育成成果聯合表揚暨中小企業投
資博覽會」中獲頒獎項，旭然國際企業公司獲
「第 18 屆小巨人獎」、福倈鷹航拍公司則獲
得「破殼而出績優廠商」。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江正雄表
示，未來將持續與各地校友聯誼會洽談產學合
作，他鼓勵同學可嘗試創業，「無論畢業校友
或在校學生，母校將作為強大後盾，給予創業
協助，歡迎到創育中心諮詢創業相關資訊。」
　旭然國際企業公司專精於高精密液體過濾技
術，以自創 Filtrafine 品牌行銷全球，廣泛應用
液體過濾系統於各種製造業進料製程，提供超
高潔淨度要求的生技、製藥、食品、光電及高
階半導體製程進料精密過濾及純水供應，今年
9 月獲准通過興櫃，與本校化材系進行產學合

作交流，目前研發部駐點在創育中心。
　福倈鷹航拍公司從 46 家中小企業甄選中，
獲選 15 家之一的「破殼而出企業」。該公司
成立以來榮獲育成亮點企業、創新服務計畫
（SBIV）補助等多項肯定，完成鹿港丁家大
宅、臺中港等專案作品，福倈鷹航拍公司總經
理周宏達表示：「是以無人飛行載具（UAV）
空拍與整合，提供產製空間、即時性高解析度
影像等服務，很高興受到肯定而獲獎。」

創育有成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2( 三 )

10:10
語言系
CL328

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
我的學思歷程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30( 一 )
14:10

化學系
Q409

中研院化學所助理研究員謝俊結 
Development of Bioorthogonal 
Fluorescence  Smart Probes: From 
Chemistry to Biology ( 生物智慧螢光
探針的發展 : 從化學設計到生物應用 )

11/30( 一 )
14:10

工學院
E787

本校機電系教授康尚文
熱管技術與應用

12/1( 二 )
10:10

德文系
L304

特約導遊丁茹芬
德語導遊經驗談

12/1( 二 )
12:00

衛保組
L301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中醫部中醫師 
吳佩青
健康促進活動─「健康小坊─抗疲勞
補元氣大作戰」

12/1( 二 )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劉如熹
Light Conversion to Light, Electricity 
and   Heat: Applications in Solid-state  
Lighting, Energy and Biomedical

12/1( 二 )
14:10

經濟系
B713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
臺灣經濟的困境與出路

12/1( 二 )
18:10

水環系
E78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河工科
科長張凱堯
河川管理法規與實務 - 以淡水河為例

12/1( 二 )
18:30

圖書館
U301

本校圖書館組員鄭琚媛
啟動你的 APP 學習開關

12/2( 三 )
10:10

財金系
B713

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王詠心
投信投顧業概論

12/2( 三 )
15:00

法文系
L412

家樂福食品處總監王俊超
彩色人生

12/3( 四 )
10:00

東協中心
T511

本校亞洲所副教授任耀庭
Wh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Important in Asia -Trade and 
Investment

12/3( 四 )
14:10

資工系
E81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金台齡
感測網路合作式目標偵測

12/3( 四 )
14:10

數學系
S104

富邦金控主任邱耀輝
數學與人生

12/3( 四 )
16:10

大陸所
T70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副所長陳茂南
物聯網發展與建設智慧城市

12/4( 五 )
10:10

大傳系
O202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劉慧雯
數據時代？ - 使用者生產內容的理解
與經營

12/4( 五 )
10:10

資工系
E787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
務研究所博士王文男
3D 列印 你印了沒？

12/4( 五 )
13:10

產經系
B309

洪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洪全福
產業升級，從我做起

12/4( 五 )
13:30

產經系
B505

Diplomat 外交官集團總經理黃彥達
通路是王道，行旅中國

12/4( 五 )
14:10

經濟系
B701

合作金庫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理侯秀玉
Bank3.0 的機會與挑戰

教學卓越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30( 一 )
9:00

遠距組
I304

國立空中大學副研究員黃慈
104 年度種子教師第 3 次培訓工作坊

11/30( 一 )
13:10

化材系
E819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鍾文仁
先進模具設計 / 製造與射出成型製程

11/30( 一 )
14:00

教科系
L11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數位教育研
究所副工程師鄭淵澤
科技化教學與產業聯結實務分享

11/30( 一 )
15:00

中文系
L308

幼獅文藝主編吳鈞堯
從中文人到媒體人 - 編輯、報導以
及標題製作

11/30( 一 )
15:00

企管系
B704

希嘉文化執行長顏瑋志
服務如何創新與管理？從迪化年貨大
街轉型談起

11/30( 一 )
17:00

資圖系
B312

奇果文創董事長楊海
微型出版的運用與發展

11/30( 一 )
18:00

語言系
CL308

科見美語集團副總經理侯光杰 
英語教學產業 - 現代美語補教業新
趨勢

12/1( 二 )
12:10

英文系
FL106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陳宜武
英文系教學社群討論會 - 翻譯群組 I

12/1( 二 )
13:00

經濟系
B701

關貿網路公司顧問史蘭亭
當前的亞洲金融情勢與契機

12/1( 二 )
14:00

保險系
U40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部資產管理經
理馮振杰
金融市場的交易實務

12/1( 二 )
14:10

水環系
E415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港灣部副理
林俶寬
離岸風場開發關鍵技術之探討

12/1( 二 )
18:00

企管系
B302b

富邦人壽業務經理許博堯
求職策略與模擬面談

12/2( 三 )
8:10

資圖系
B218

倫敦大學圖書館系哲學博士蘇精
在檔案中遇見傳教士

12/2( 三 )
10:00

國企系
B501

Tessera Technology 東南亞區總監暨
臺灣分公司總經理魏煒圻
服務業的國際觀

12/2( 三 )
10:00

財金系
B701

上海銀行人資處經理何友鵬
金融人才需求 ( 職務職能 ) 分析

12/2( 三 )
10:10

資圖系
B218

倫敦大學圖書館系哲學博士蘇精
在檔案中遇見傳教士

12/2( 三 )
13:00

資工系
E513

中華電信總公司經營規劃處科長 
王井煦
通訊技術的昨日、今日與未來

12/2( 三 )
13:00

歷史系
L205

古意墩文物公司學術顧問 尤家瑋
古玉的魅力和對我的啟迪

12/2( 三 )
13:00

資圖系
L401

臺灣電子書協會秘書長黃榮華
公共圖書館的創新服務－以電子書之
閱讀推廣為例

12/3( 四 )
10:00

全財管學程
B513

集邦科技分析師劉家羽
資訊應用與產業分析

12/3( 四 )
12:00

學教中心
T307

本校教發組組長李麗君
Mentor and Mentee 教學經驗分享

12/3( 四 )
12:10

英文系
FL106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陳宜武
英文系教學社群討論會 - 翻譯群組 II

12/3( 四 )
13:00

英文系
FL204

聯合報講師何佳安
產學合作實務演講

12/3( 四 )
14:00

管科系
B516

敦南科技處長姜禮燈
工廠管理實務

12/3( 四 )
15:10

資圖系
L301

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展資處處長 
林國平
後數位典藏時代 : 故宮博物院的數位
策展 

12/4( 五 )
12:30

教師組
T307

本校師培中心助理教授陳劍涵
用 App 輔助課堂互動

12/4( 五 )
14:00

文學院
Q306

編劇葉鳳英
編劇說故事

12/4( 五 )
15:00

化材系
T212

翰可國際公司董事長陳洋淵
臺灣太陽能光电產業解析

12/5( 六 )
10:00

中文系
B503

嘉鼎資本管理集團協理暨執行董事
城國斌
培養人生的資本力—看透全球財金趨
勢變化，善用行銷趨勢 !

教學
卓越

締約曼谷大學 北京外語大
　【本報訊】本校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和泰國曼
谷大學於 10 月藉由通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各成為本校第 181、182 所姊妹校，其中北京
外國語大學是大陸地區第 39 所姊妹校，曼谷
大學則是泰國地區第一所姊妹校。
　北京外國語大學創校於 1941 年，以外國語
言文學為特色學科，開設含僧伽羅文、豪薩
語等 67 種世界各語系課程。曼谷大學創建於
1962 年，是目前泰國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
私立大學之一，於 1984 年 10 月 25 日升格為
大學時，同時設立國際學院，該院均為全英語
授課，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專業課程。

　外語學院於 26 日舉辦「外語學院國際大使
團隊成軍暨感恩節酒會」，校長張家宜、外語
學院院長陳小雀及一、二級主管共襄盛舉。張
校長表示，外語學院是本校最早成立的學院，
國際大使團的成軍，不僅為學校盡心力，更讓
外界看見淡江，期許有更多系所的同學加入。
　陳小雀表示，依據 103 至 105 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成立「國際大使團隊」，藉著感恩節舉

辦成軍儀式，目前招募 21 位通曉英、西、法、
德、日、義 6 語系的本地生與國際生，未來將
協助接待外賓、導覽校園，與政府機關、民間
團體進行產學合作。
　活動中，由張校長為大使代表戰略所博士候
選人杜允士披上彩帶，並主持切火雞儀式，師
生舉杯歡慶，氣氛熱絡。（文／陳羿郿、攝影
／閩家瑋）

精通英西法德日義外語接待外賓

國際大使團 生感恩節成軍

童憶穎黃姿樺奪全國 EMBA 論文獎

機電校友捐 400萬 3D軟體

4 百高中生絡繹來訪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25、27日，竹

林高中和恆毅中學參訪淡水校園，由招生組安
排近4百位高中生參觀宮燈教室、覺生紀念圖
書館、海事博物館、各學院教學大樓等，並由
各學院教師為他們介紹本校學系特色和相關資
訊。恆毅高中二年級陳奕霖說：「曾聽學長姐
稱讚淡大，今天親自體驗覺得學校資源設備很
豐富，讓我很想考進來！」淡水之美比賽揭曉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淡水之美」
繪畫比賽得獎名單出爐，文錙藝術中心於24日
在文錙中心展覽廳舉行頒獎典禮，邀請文錙中
心主任張炳煌、資傳系系主任孫蒨鈺、淡水文
化基金會常務董事洪良鑑、淡水國小教務主
任楊士賢頒獎。本次在國小組、國中組、高中
組，以及大學組共2百件投稿作品，各組均評
選出前3名和佳作3名，獲得大學組第二名俄文
四郭靜同學說：「作品是黃昏的淡水，因為那
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淡水美景。」詳細得獎名
單，請至文錙中心網站查詢。（網址：http://
www.finearts.tku.edu.tw/main.php）

境外生漫步綠光森林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21日

舉辦馬武督綠光森林逍遙遊，吸引近160位境
外生參加，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也與大家一
起同歡，大家一起漫步在森林中，體驗仙草製
作及參觀新竹世博臺灣館，來自馬來西亞的產
經二葉梓亨表示，當天行程很有趣但下雨降低
遊興，第一次嘗試鹹湯圓，感到很新奇。

滁州學院，分享校園行動應用和創客與數位微
學程研發成果。資訊長郭經華表示，本校長期
推動資訊化已有深厚底蘊，即將以資訊化 5.0
為目標，開拓智慧校園新觀念及應用，以逐步
提升學習動能，讓使用者對資訊化有感，並享
受資訊化所帶來的便利。
　在專題演講中，國立中央大學特聘教授楊鎮
華將說明「雲端服務與大數據時代下的教育創
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授許素朱解構「當
科技遇到藝術－人文創意空間」、中華民國數
位學習學會理事長林立傑則會解析「臺灣數位
學習調查與分析」。

　機電系校友，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陳昱均（左），捐贈本校市值
新臺幣 400 萬元的 40 套數位工廠模擬
軟 體（Visual Components 3D Create）
供其進行研究與教學使用。26 日由校
長張家宜（右）主持捐贈儀式，工學
院院長何啟東、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任翁慶昌、
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等師長出席共襄盛
舉。張校長致詞感謝陳昱均擁有傑出成就
後，不忘回饋母校，為學弟妹樹立良好榜
樣。相信在現今自動化時代，這些軟體將成為
師生教學與學習的莫大助力。
　由於陳昱均留意本校機器人團隊連續多年獲獎的優異表現，希望捐贈機器人的模擬軟體，
推展自動化設備。陳昱均表示：「臺灣企業較注重硬體、缺乏軟體發展，希望藉此從學校
開始培育軟體人才。」簽約後，張校長贈送感謝狀及獎牌予陳昱均以示感激，並為即將設
置該軟體的微處理機實驗室進行揭牌儀式。（文／張少琪、攝影／黃國恩）

　本校 5 度獲新北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於
26 日由人資長莊希豐（右）代表，接受新北市副
市長侯友宜（左）頒獎表揚。（圖／人資處提供）

福倈鷹獲破殼而出獎
旭然國際得小巨人獎

小孩奪夏威夷影展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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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系校友
于瑋珊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新銳導演表
現受矚！由大眾傳播學系校友于瑋珊執導的
作 品《 小 孩（The Kids）》， 於 22 日 在 美
國夏威夷國際影展榮獲「最佳亞太電影獎
（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 Pacific 
Cinema）」，成為唯一獲獎的臺灣影片。于
瑋珊表示，「題材取自生活周遭的故事，有位
曾在父親店裡打工的少年，在國高中時已有小
孩；再得知他的訊息卻是搶劫的新聞。」這樣
的畫面一直留在于瑋珊心中，成為她個人創
作的首部長片，她希望藉此讓大眾

看見青少年未婚懷孕所面對的龐大壓力。關
於獲獎，于瑋珊開心地說，「感謝夥伴幫助，
也將繼續努力，期待再拍出佳作。」
　《小孩》也是今年新加坡國際電影節的正
式競賽片，內容描述單親家庭高中生寶力與
同校女友佳家，偷嘗禁果後意外懷孕，渴望
有完整家庭的寶力，決定休學賺錢養家，佳
家則厭倦不堪的現實生活，在甜言蜜語的誘
惑下，愛上咖啡店老闆，詮釋主流文化較少
重視的未婚生子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