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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斜梅影映紅垣

蔡友的水墨畫《橫斜梅影映紅垣》是一
幅標題很雅緻、畫面又清新的傑作。一株
老梅樹縱橫地生長出許多枝枒，形成自然
的白梅樹欉，襯托出後面的土紅色牆垣
互相得到陪襯的效果。蔡友教授曾任台灣
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主任，曾獲國家文藝
獎、全國第7屆美展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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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論文通過448篇 補助235位教師

【記者王心妤、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人
力資源處於近日陸續公布104學年度專任教
師研究獎勵通過名單，包含學術期刊論文或
創作及展演、學術性專書、研發成果授權或
移轉、產學研究計畫，將依「淡江大學專任
教師研究獎勵辦法」規定給予獎勵。
截至上月31日統計，「學術期刊論文」
總計通過448篇，獎勵235位教師，總金
額15,246,000元；「創作及展演」有6件
得獎，獎勵3位教師，總金額273,600元；
「學術性專書」通過8件及獎勵8位教師，
總金額400,000元；「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
通過7件及獎勵6位教師，總金額23,600元；

光影塗鴉賀 2016

「產學研究計畫」通過29件及獎勵29位教師，
總金額600,000元。以上合計104學年度專任
教師研究獎勵金額為16,543,200元。關於本次
通過名冊請至淡江時報網站查詢。（網址：
http://tkutimes.tku.edu.tw/）
中文系副教授黃麗卿著作《聊齋誌異的女性
書寫》一書獲得獎勵，她說，因自身主持女性
文學研究室，在剖析聊齋時發現到，該書女性
別於中國傳統角色彰顯出女性存在價值，而偏
向西方獨立意涵，「希望透過本書，讓讀者可
以不同的視角來解讀聊齋故事。」
電機系教授李維聰通過3件產學研究計畫獎
勵，他表示，主要是配合學校政策並積極與教
育部和業界合作，設計專門技術訓練課程，幫
助學生減少學用落差，利於與業界無縫接軌。
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中，教科系副教授沈俊
毅以「應用使用效能測試優化磨課師示範平
台」和捷鎏科技公司合作。沈俊毅表示，本案

和數位語文研究中心、教科系的使用者經驗實
驗室合作，彙整使用者心得，提供該公司進行
平臺功能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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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習說明會 快來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增進本校
學生國際體驗學習，國際處將於5日、7日舉辦
說明會。5日中午12時2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TKU Global Exploration Program國際
體驗學習計畫」說明會，凡本校學生於下學期
修習「多元文化與全球社會」課程，提出海外
見習提案即具報名資格，說明會中將詳細說明
計畫內容及申請資訊。
7日中午12時，在I501舉行「三國（臺、
日、韓）移動學習」說明會，參加者將於暑假
期間赴臺、日、韓三國進行為期3週的專題研
討，想要與日韓頂尖大學學生一同交流學習
嗎？不要錯過難得機會，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蒞校說明民航學程

中華航空總經理張有恒（立者）來校演講
談人才培育，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學生互
動。（攝影／何瑋健）

香港裘錦秋中學

來訪探問入學申請

淡水校園行人徒步區節慶燈飾越夜越美麗，淡江時報社攝影記者電機四吳國禎、中文四王
心妤、歷史四黃詩晴，和大傳四蔡洛蓁、企管二鍾子揚在行人徒步區中迎接2016年，以光影
塗鴉（Pika Pika）方式祝賀新年快樂。吳國禎表示，過去使用手電筒方式進行，今年是用智
能手機螢幕寫字，進行光影攝影，大家團聚迎接新年是很美好的經驗。（攝影／吳國禎）

2016青年領袖論壇
7國代表@淡江談展望

【本報訊】國際處將於19、20兩日舉辦
「2016世界青年領袖論壇」。本次論壇主題為
「Prospects for the World: Meeting Challenges
with Vision」，邀請本校海外姊妹校學生，與
本校學生、境外生一起針對該主題進行學術
研討。這次將有20名姊妹校學生專程來校，分
別來自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澳洲昆士蘭理工大
學、韓國慶熙大學和檀國大學、印尼卡查馬達
大學、泰國曼谷大學、哈薩克國立歐亞大學，
以及日本九州大學、早稻田大學、近畿大學、
城西大學、國際教養大學。
本次論壇採全英語方式進行，本校甄選出8
名學生發表論文，19日上午9時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20日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歡迎
全校所有有興趣的師生蒞臨參加。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於上月
2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邀請中華航空總經理張
有恒以「航空產業之經營管理與人才培育」
為題演講，中華航空董事長孫洪祥、中華航空
資深副總經理高星潢、人力資源處副總經理鍾
明志、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研發長王伯昌及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等逾
150師生共襄盛舉。孫洪祥致詞時除鼓勵學生
多參與民航學分學程，「更歡迎有興趣、專業
知識人才加入華航。」張有恒介紹華航、組織
管理及未來將朝向e化發展，並建議同學人生

146次行政會議 談高教發展藍圖計畫

146次行政會議中，校長張家宜（左）頒
「104年度友善校園獎」之特殊貢獻人員獎予
學務長柯志恩（右）。（攝影／吳國禎）

本校3境外生 華語競賽獲肯定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成教部傳
捷報！本校成人教育部澳洲籍學生馬布思
（Alexander Salvador Matos）參加廣達文教基
金會舉辦第二屆「2015國際文化大使」，榮獲
「最佳推廣獎」。此項競賽歷經7個月，由10
位文化大使候選人進駐臺灣10所中小學，並以
中文完成該校賦予的交流任務。馬布思被指派
到新北市漳和國中進行交流，華語中心教師曹
中芳分享，「馬布思已於日前返國，在校表現
很認真、好學。他這次到漳和國中是以澳洲原
住民為主題，透過繪畫、解說及體驗澳洲傳統
樂器等互動，帶領國中生深入了解澳洲文化及
觀點，促進雙向國際文化的交流。」
本校韓國籍學生公行一張嘉娟、日本籍學生

【記者陸瑩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香港
元朗裘錦秋中學臺灣升學體驗交流團，由該校
教師顏呈敏、林志強、陳公豪、鐘引堂與36位
學生蒞校參訪。國際長李佩華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主持接待，歡迎該校師生來訪，現場還有國
際暨兩岸交流組組長林恩如、境外生輔導組組
長趙玉華、招生組專員陸寶珠、本校3位來自
香港之境外生，一起為他們說明本校學系特色
和校園生活概況。
趙玉華介紹校園生活、2百多個學生社團、
獎學金等內容。來自香港的德文一潘思蓓分
享，這一年的淡大生活、花費、學習情形，她
還提到，社團活動豐富了她的在臺生活。問答
時間，交流團的學生詢問如何進入本校就讀等
入學問題，由國際處解答。

歷史一渡邊裕之參加國立國父紀念館舉辦2015
年「外籍學生華語文演講比賽」，分別以「我
的未來不是夢」及「臺灣之美」為題演講，
獲得優選和特別獎。華語中心指導老師董秀琳
表示，此競賽是全國華語中心之外籍生參與，
兩位學生在眾多競爭者中得到不錯成績，實屬
不易，且他們平時表現優秀，課後還特別留下
練習，改稿、背稿及訓練臺風；張嘉娟口條流
利，聲調自然，渡邊裕之則是臺風穩健，聲音
宏亮深獲評審好評。
學習中文長達一年多的渡邊裕之開心地說，
「有努力就會有收穫，賽前每天都會花2小時
練習，也請同學糾正指導發音，很榮幸生動的
表情和肢體動作能獲得評審的喜愛。」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46次行
政會議於上月2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與
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主持會
議時表示，6院進行系所「103-104學年度教
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實地訪評作業均已完
成，各受評單位之外部評鑑委員認可結果均為
「通過」，且受到評鑑委員的肯定，其中蘭陽
校園的進步很多。
張校長另指示重點工作，各所系應設立學習
標竿，了解標竿的優勢以做為未來改進方向與
目標，將彙整及製作標竿手冊，以利追蹤改
善；此外，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訪視評
鑑，請全力以赴準備相關資料；未來仍持續加
強招生推廣活動。
會前，張校長各頒發獎金5萬元予資管系、
資管系副教授楊明玉，肯定在「2015第20屆全
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7獎
項，以及楊明玉指導團隊獲產學合作組（1）
第一名的表現；同時，柯志恩獲北一區「104
年度友善校園獎」之特殊貢獻人員獎、文學院
秘書江夙冠獲優秀學務人員獎，各頒發獎牌乙
面及獎狀乙張。另外，表揚10單位於「103學
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會後，撰寫說話藝
術心得之用心，貫徹品質精神獲文質獎。
專題報告中，研發長王伯昌以「奇點 奇想
創意 創利」為題，比較四所私校獲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核定件數和金額，對照本校近3年
研究計畫申請概況，指出104學年度本校通過
件數為268件，顯示逐年競爭越趨激烈。面對
科技部經費日漸縮減景況，王伯昌提出加強不
限科技部之各項產學研究計畫申請、專利輔導
和增強產學合作3方向因應，以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為例，說明專利驅動之研發成果運用，他

指出：「本校具有創業領導特質和研發與實作
能力，可效法專利獎勵技轉、創新創業競賽、
鼓勵參與國際競賽，並結合創業育成輔導，成
為本校的亮點。」
稽核長白滌清以「教育部高等教育發展藍圖
方案」為題，解說教育部將持續以競爭性機制
補助發展大學多元特色，並規劃「教卓多元
特色大學」、「國際特色大學」、「研究基
地」、「青年學者養成」、「大學聯盟合併整
型」等計畫。白滌清說明現行計畫與發展藍圖
計畫對應、金額變動等，他結語時提出，未來
可獲取計畫獎勵讓全校共榮，並使聲譽躍升。
本次會議通過3項提案：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修正、
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六條修正。
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上月30日公布
104年度上半年評鑑結果，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整體評鑑結果為「通過」。

教學
卓越

微電影徵件獎2萬

【本報訊】想記錄淡江校園生活
點滴嗎？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舉辦「卓。越；
琢。躍」微電影競賽活動，只要透過鏡頭講述
在本校學習歷程，展現課程專業實務、教師誨
誨教悔、學生社團、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6大主題，影片長度以6至8分鐘為限，作品可
以劇情片、紀錄片、動畫、MV等手法呈現，
只要是本校在學學生均能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參
加，獎金最高有2萬元。即日起開放報名，活
動報名表及活動辦法，可至覺生紀念圖書館
2樓流通櫃台左側「教學卓越展示區」索取；
或至教學卓越計畫網頁下載。（網址：http://
excellent.tku.edu.tw/ExcDld.aspx）

態度：「『千萬要有』利他、感恩及謙虛3大
精神。」鍾明志則分享個人外派經驗，並鼓勵
切勿害怕外派至國外，「語言能力及國際觀都
很有的成長。」問答時，同學踴躍提出關於機
師培訓時間、外派時間地點等職場相關問題。
會後，校長張家宜特帶領孫洪祥一行人參觀
校園並舉行晚宴。

第10屆淡品獎初審出爐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第十屆淡江品
質獎初審通過名單為人力資源處、全球發展學
院、商管學院（依筆畫順序排列），品質保證
稽核處將於15日（週五）上午9時10分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受評單位複審簡報，下午評審
則前往進行實地評審訪評。本次活動開放全校
教職員工觀摩學習，歡迎踴躍參加，詳細資訊
及有意報名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演講看板
█淡水校園

█臺北校園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4(一)
10:00

電機系
E787

1/4(一)
13:10

化材系
E819

1/5(二)
10:10

土木系
E787

1/5(二)
12:00

電機系
E787

1/6(三)
10:00

戰略所
T306

1/6(三)
13:10

公行系
SG314

1/7(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1/7(四)
14:10

數學系
S104

1/7(四)
16:00
1/8(五)
10:10
1/8(五)
10:10

大陸所
T701
大傳系
O202
資工系
E787

演講人/講題
工研院資通所工程師蔡華龍
Development Trend of D2D
Communication in LTE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公用事業科
科長謝孟儒
從綠能技術的發展探討化工專利的
申請技巧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助理教授張家銘
1.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States 2.Project Managemen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Michael Wu
Introduction of Wayne State
University and Current Research
Activities
海西諮詢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正修
淡江戰略就業講座- 臺灣為什麼停
滯？兼論2016選後政情評析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執行長丁元亨
從志工到志工企業家
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拉法葉分校數
學系教授Nabendu Pal
Introduction and Properties of ZeroInflated Poisson (ZIP) Distribution
龍華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授方
仁駿
數學與人生
臺北市政府發言人林鶴明
柯P發言人的政治判斷與協調溝通
導播陳立明
你要讀書，才能當好記者
奇勤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武吉
戈壁挑戰賽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5(二)
10:00

政經系
CL408

演講人/講題
Career雜誌總編輯臧聲遠
兩岸關係與青年就業

期末考提醒 下學期課程初選開跑

9日起期末考 18日課程初選12:30開始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考
試將於1月9日至14日（週六至週四）舉行，教務處提醒，
適逢總統大選調整期末考試首日為週六，請當天有考試的
同學應提早出門，以避開假日淡水交通擁塞，以及避免延
誤考試入場時間。
期末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
照），未帶上述證件者，應提前至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
證。請同學務必詳閱及遵守考場規則，違者依考場規則議
處，考試期間場內外應保持肅靜，繳卷後請勿在走廊高聲
喧嘩，以免影響尚在考試的同學。以左手書寫之同學如需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使用專用桌椅，請於考試週前3天向課務組申請。
104學年度第2學期的「課程查詢系統」已開放查詢，課
程初選將於1月18日中午12時30分起至26日上午11時30分
進行。課務組提醒，初選課程期間，各年級每階段之選課
時間均自中午12時30分至翌日上午11時30分，請同學注意
時間。具修讀資格之榮譽學程學生，網路初選榮譽學程課
程於1月26日至30日辦理，各年級開放時間及相關資訊請
至榮譽學程網頁查詢。課程查詢系統（http://esquery.tku.
edu.tw/acad/）、網路選課系統（http://www.ais.tku.edu.
tw/elecos/）、榮譽學程網頁（http://honor.tku.edu.tw/）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蘭陽校園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