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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任卓越經營協會第四屆會長
恭賀張校長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CEMA）於上月15日舉行105年會員大會，經第四屆理監事改選程序中，本校校長
張家宜當選第四屆會長，榮剛集團總裁陳興時及南京資訊董事長吳宗寶分別當選副會長。中華卓越經營
協會是由各行業菁英與卓越企業組成，本校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後成為該會會員；未來在張校長的帶領
下，將進一步加強跨界合作，發揮產學合作力量，讓學術界豐沛的知識資源，落實於產業實務應用中。

助學在校生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人百萬助
學！今年截至7月捐助本校獎學金更是踴躍。
會計系副教授、財務長陳叡智捐款會計系「陳
進發伉儷紀念獎學金」100萬元；「淡大1967
數學系」校友合資捐贈「數學學系-鄧靜華先
生獎學金」逾190萬元；土木系校友莊文甫亦
設立「莊文甫傑出系友境外研究生獎學金」，
並捐款土木系逾118萬元。
　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表示，「莊文甫先生長
期關心系上發展，這次的獎學金以境外生為對
象，預計105學年度開放申請，除了希望能鼓
勵外籍生就讀土木系研究所之外，更讓境外生
能有更多的學習資源，期許能吸引更多華人圈
的學生來校修習。」數學系助理陳芝仙說明，
「該筆獎學金是由1967年畢業校友們合資，為
感念當年鄧靜華系主任的付出與關懷，且獎學
金鼓勵學子朝向專業領域發展，未來也會新增
獎助研究生。」
　此外，已故土木系校友高新平的千金高千
媛於今年再度捐款「高李綢獎學金」逾120萬
元，迄今累積捐校逾1,000萬元。已故英文系
校友汪國華的千金汪采槿今年持續捐款「汪國
華清寒獎學金」，嘉惠英文系學子累積達220
萬元。
　學務處生輔組於105學年度也提供「校內獎
學金」約3,500萬元，若有需求的學生可逕洽
生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2）「獎助學金專區」查
詢，或洽詢各系所辦、校服暨資發處等單位。

皖台物聯網 築兩岸產學平台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1日，秘書
處舉辦「105學年度布達暨單位主管交接典
禮」，校長張家宜主持典禮，逾百人參與。張
校長致詞時表示，此典禮是本校悠久傳統，藉
此凝聚大家的共識。她感謝卸任主管的辛勤付
出，並勉勵新任主管，在未來的高等教育競爭
下共同努力，讓淡江迎向永續經營。
　張校長分享赴西安參與「2016海峽兩岸暨港
澳地區大學校長論壇」內容，並以《未來產
業》書中提到機器人、大數據等產業趨勢，提
供大家在未來降低學分數的課程改革和教學策
略的反思，使學生融入其中並因應時代潮流。
　在校務方面，張校長揭示，除了落實105-
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外，針對教學、研
究、特色、學習、產學，以及行政六大主軸，
持續深化外，並希望系所主管能鼓勵系上教師
多參與姊妹校的進修、發展產學合作、前進高
中招生、積極募款等，讓系所教師們都能了解

並參與校務發展計畫。
　張校長布達並頒發印信予4單位主管，有商
管學院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
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主任鄭東光、商管學院經
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主任曹銳勤、國際
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宮國威、國際研
究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任耀庭。另外，接
續進行2個一級單位新舊主管及27個二級單位
新舊主管交接。
　會中，新任秘書長何啟東表示，感謝張校長
的肯定，未來將提升學校知名度，並深化學術
交流，在各單位間會扮演好溝通協調角色，且
以淺顯易懂的言語向各界傳達出淡江沿革和三
化辦學理念，期待與同仁們一起持續提升淡江
競爭力。新任工學院院長許輝煌認為，主管要
有承擔的勇氣，以持認真的態度，來因應未來
的各種變化。新任機電系系主任王銀添表示，
將努力完成交辦事項；新任未來學所所長紀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13日
起，在全臺及離島舉辦13場新生暨家長座談
會，將由各校友會幹部、校友分享求學歷程、
職場經驗，以及介紹校園環境和講述系所出
路，並與家長及新生當面對談。校服暨資發處
執行長彭春陽表示，藉由說明會結合各系所及
學校資源，讓學生對於未來求學環境、食衣住
行及校外賃居有所認識，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臺北場將於9月3日在淡水校園舉行，欲參加者
請於18日前向學務處生輔組報名（02）2621-
5656，分機2217；其餘場次請見校服暨資發處
網站（網址：http://www.fl.tku.edu.tw）。
學長姊IOH開講本校科系特色
　想知道本校各科系的特色重點嗎？讓學長姊
說給你聽，在IOH平台共有23個講座，快去聆
聽他們的分享（網址：http://ioh.tw/school/淡
江大學/?src=banner_at_tku）。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英國高等教育
調查評等公司QS日前公布2016亞洲最佳大學
排行榜（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本
校在本次評比結果中，位居251至300名區間，
是繼2012、2013年後第三度進榜，與國立臺北
大學、彰化師範大學、東海大學等校並列。
　QS公司自2009年起進行亞洲大學排名，部
分準則與主要的世界大學排名相同，今年調整
部分評比指標及比率，在10指標中更新增具博
士學位之教職員（5%）指標。
　本校在10項指標中有4項指標躍進亞洲百大
行列，具博士學位之教職員81.4分，排行100
名；國際學生比例得35.2分，排名97名；外國
交換學生比率得17分，排名100名；本國學生
出國交換比率24.2分，排名95名。另國際教師
比例26.2分，則排行第144名，由此顯見本校
推動國際化理念之成果。

新生家長座談13日展開

風工程中心展出風洞研究
　本校風工程研究中心與祺昌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中華民國風工程學會於上月16、17日在松
山文化創意園區北向製菸工廠舉辦「風工程特
展」，校長張家宜特地出席支持。本次特展除
了說明大氣邊界層特性等基本理論外，並有建
築與結構物的耐風設計、建築物周邊與社區的
風環境等主題介紹，以及風洞試驗、計算流體
力學技術（CFD）在風工程上的應用等實務說
明。展覽現場除了有書籍、大型海報及影片的
呈現外，還有各種風洞試驗之建築模型及小型
風洞設備、量測儀器等，讓參觀者能實際了解
風工程之研究內容，感受風力的奇妙。本校於
2002年成立風工程研究中心，是首創以「風洞
實驗」進行大氣邊界層特性研究的單位，長期
關注風力對各類建築工程及結構影響、大氣環
境研究、風能開發等研究，參與多項國內重要
公共工程建案研究評估。（文／本報訊）
張志勇率8生 實踐智慧居家照護
　推動長期照護，淡江人不缺席！資工系教授
張志勇與其物聯網研究團隊與台灣受恩公司、
日商株式會社M&T、日商Panasonic、程曦資
訊等於6月23日在高雄成立「台日長照產業聯
盟」並舉行受恩智慧照護大樓開幕儀式，高雄
市秘書長楊明州、經濟部工業局電資組副組長
呂正欽、台灣受恩公司董事長劉添財等出席。
該聯盟，在資策會台日中心與經濟部工業局智
慧電子產業推動辦公室、高雄市政府推動下成
立，結合臺灣ICT優勢及日本長照經驗，運用
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以受恩智慧照護大樓
作為實證場域。張志勇帶領8位資工碩博生進

駐高雄，實踐物聯網技術，於當日展示講解
物聯網於居家健康照護應用之系統。張志勇表
示，「這次是很好的機會，讓學生走出實驗室
與業界合作，增加實務經驗，受恩公司將以獎
學金鼓勵同學。未來盼能擴大此模式，尋求更
多產學合作！」（文／本報訊）
文學院5系聯手發表淡金石滬歷史研究
　文學院於上月21日舉辦淡金地區的石滬歷史
發表會，此為文學院5系師生共同執行「文創
大淡水地區全紀錄」研究計劃案的子題。由資
圖、歷史、資傳3系攜手合作，分別進行GPS
定位測量、空拍留下影像紀錄，並找尋文獻資
料、口述訪談及田野調查，進而拍攝兩部「石
滬紀錄片」，期望大家藉此成果一探淡水特
色，並建構一個數位平台資料庫，讓石滬文化
歷史能持續傳承。總計畫主持人、文學院院長
林信成表示，雖然石滬本身已失去經濟價值，
但仍代表著過去的文化，極具有歷史意義與價
值，透過研究計畫案可以更加瞭解過去的漁業
文化及海洋歷史，也希望喚起大家對海岸生態
愛護，相信本案促使跨系合作，讓學生學以致
用。（文／廖吟萱）

4指標進亞洲百大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賀！本校資
傳四王建程、大傳四王子承、李昊剛、郭容
茜、大傳三郭沛盈、數學三唐子堯6人於上月
12日到14日，赴大陸蘇州大學參加第二屆國際
大學生新媒體節暨新媒體原創作品大賽，團隊
以「Runner Go+」APP作品，在逾400件來自
中港澳臺及美國、英國的參賽作品中脫穎而
出，獲得創意創業類二等獎，是獲獎的4組隊
伍之一。「Runner Go+」APP是解決大眾想
運動卻找不到同伴時，透過此APP可協助選出
適合的跑友，並培養大眾運動的習慣。
　郭容茜表示，曾在校內創新創業競賽中獲得
季軍，競賽過程中我們看見自己的不足，經由
指導老師、運管系助理教授闕嘉宏的建議下，
我們修正提案企劃，最終抱回二等獎。郭容茜
提到，「團隊有好點子、商業營利模式、優秀
的UI介面等，可惜團隊中沒有相關背景的人
可將APP程式寫出來。」

2016 QS亞洲大學排名

6生獲國際新媒體獎

新鮮人，歡迎你

本校與東元集團攜手 推出3就業學分學程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縮短
學用落差，持續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6月14
日，校長張家宜與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完成
簽約儀式，105學年度將與該集團餐飲事業群
旗下餐飲3品牌：安心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
堡）、樂雅樂、美樂食合作，推出「食品服
務業就業學分學程」和「觀光產業就業學分學
程」，凡修習該就業學分學程即有機會至該集
團實習，實習時享有保障薪水福利，表現良好
者，畢業後可有儲備幹部資格及保證薪資。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重視學生職涯能力的
培養並拓展產學合作，透過與東元集團實質合
作，將更落實學用合一。黃會長肯定本校外語
人才，並說明與淡江產學合作除了東元與淡江
的淵源外，也了解淡江的外語人才培育優勢，
藉由產學合作對企業國際化所需的人才將有很

大的幫助。
　本次簽約儀式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東元總部
舉行，現場多家媒體爭相報導此次的產學合
作，中視新聞更以「餐飲搶才！企業直撲大學
求產學合作」標題，說明本次締約活動盛況。
　簽約後，雙方進行座談交流，除討論產學合
作細節外，東元集團董事長邱純枝肯定本校畢
業生的表現，並指出物聯網時代、國際化趨
勢、全球經營管理等人才需求，希望未來能共
同培育企業所需之相關人才。商管學院院長邱
建良、時任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外語學院院院
長陳小雀說明各院之系所特色，均表明期待能
有進一步合作機會。研發長王伯昌表示，東元
集團跨足重電、資訊、金融、生技、餐飲等各
項領域，經營版圖擴張至亞洲、歐洲、美洲等
地區，希望全校師生把握此次難得合作機會。
　座談後，黃會長親自向張校長、本校一、二
級主管導覽東元集團的發展歷程，恰巧黃會長
與張校長兩人同一天生日，雙方特別安排慶生
活動，讓本次產學合作關係更加緊密。
會計系獲ACCA認證 為全臺第一通過大學

　 【 本 報
訊】本校會
計系於日前
獲得英國特
許 公 認 會
計 師 公 會
（ACCA）
認證，是全
臺第一所通
過的大學。
校長張家宜
於上月18日

在英國文化協會簽訂合作備忘錄，英國在臺
辦事處代表Mr. Chris Wood、教育部會計處處
長黃永傳、國內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

信、資誠、安侯建業、安永）合夥會計師代
表到場見證。張校長在簽署儀式中致詞表示，
「ACCA是全球極具規模的國際專業會計組
織，我們非常榮幸地通過嚴謹的認證過程，
首開臺灣高等教育先例，與ACCA簽署合作協
議、取得ACCA認證。深信雙方合作助於擴展
學生國際視野，對未來就業更具競爭優勢。」
　會計系積極培育具國際移動力的人才，並向
全球證照機構爭取國際合作機會，系主任顏信
輝說明，「在取得認證後，同學報考ACCA可
豁免6科基礎考試，在校期間若通過另外3科基
礎考試，即可獲頒會計及商業高等文憑。同
時，學生在校期間完成9科基礎考試和3科專業
考試，亦可取得倫敦大學入學許可。此外，
取得ACCA資格後，在臺灣只要再通過3科考
試，即可獲得臺灣會計師證書，盼能強化學生
在職場的競爭力。」
畢業校友工作表現 8成3企業雇主滿意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7月公
布「企業雇主對102-103年度淡江大學畢業校
友職場工作表現滿意度調查」報告，近八成三
的企業雇主滿意本校校友的整體工作表現。校
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本校為培育企
業所需的人才，透過此次調查期了解企業雇主
用才看法和合作意向，希望各系所持續協助建
立校友資料，利於追蹤校友畢業後發展。
　本次調查是校服暨資發處委請統計調查研
究中心進行，調查時間為今年3月至5月，以
101-102學年度畢業生的職場雇主或單位主管
為調查對象，共計1,545筆。企業雇主對校友
在工作的「敬業精神表現」、「職場倫理道
德的表現」、「團隊合作精神表現」及「責
任感」等滿意度皆超過5分，整體顯示企業雇
主對校友工作表現給予高度正向評價。其中有
41.4%企業或單位願與本校建立實習、工讀和
就業等合作關係，將作為本校育才參考。

105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場次表
日期/時間 承辦單位 活動地點/地址

8/13(六)
下午3:00

澎湖縣
國教輔導團教師研習室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里明遠路2號

8/14(日)
下午2:00

金門縣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8/20(六)
上午9:00

蘭陽校園
蘭陽校園
強邦國際會議廳

8/20(六)
上午10:00

臺中市
南投縣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活動中心2樓禮堂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400 號

8/20(六)
上午10:00

嘉義縣
嘉義市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
嘉義市興業東路6號

8/20(六)
下午2:30

彰化縣
卦山月圓景觀餐廳會議室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23號

8/20(六)
下午2:30

花蓮縣
國民黨花蓮縣黨部二樓禮堂
花蓮市公園路27號

8/20(六)
下午2:00

臺南市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中正樓3樓
臺南市南區萬年路167號

8/21(日)
上午10:00

基隆市
基隆文化中心第一會議室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81號

8/21(日)
上午10:00

雲林縣
雲林縣議會二樓會議廳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222號

8/21(日)
下午2:00

屏東縣
中國國民黨黨部3樓會議室
屏東縣屏東市桂林街38-2號

8/21(日)
下午2:00

高雄市
高雄市議會簡報廳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156號

9/03(六)
上午9:50

學務處 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資料來源／校服暨資發處，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資料異
動，隨時公佈校服暨資發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英語授課教師研習營增能
　教發組舉辦第四屆「英語授課教師研習
營」，本次增加新媒體教學案例說明，以
提升英語教學能力。（文／趙世勳）

泉州師範大學來校交流
　大陸泉州師範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
院長劉義聖等4人來校參訪，彼此分享教學
經驗和未來合作方向。（文／陳照宇）

80師生兵推南海問題
　戰略所與中華兵棋推演協會等合辦第五
屆軍文交織聯合政軍兵棋推演，逾80位師
生切磋「南海問題」。（文／本報訊）

大一導師研習輔導新生
　諮輔組為引導學生快速適應大學生活，
舉辦「105學年度大一導師輔導知能暨大學
學習課程研習會」。（文／簡妙如）

　【本報訊】2016兩岸（皖台）物聯網研討會
於上月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
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安徽省滁州學院副校
長程曦、安徽省計算機學會理事長顧乃杰及兩
岸34所大學、7家企業等逾百位相關專家學者
共襄盛舉。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與兩岸關係互動密
切，且長期深耕『資訊化』辦學理念，推展智
慧校園。藉此會議凝聚學者、校友企業等，相
信對物聯網領域必能帶來助益。」程曦致詞表
示：「盼本成為皖台高校交流之重要平台，對
物聯網研究、人才培養發揮推動作用。」顧乃
杰則廣邀與會者蒞臨安徽相互交流。會中，共
有3場keynote演講，2場論壇，2場論文發表，
主題圍繞兩岸物聯網、大數據之應用、物聯網
的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等。
　本次活動負責人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
「希望本次活動促成專家學者的深度交流，為
往後產學合作建立更實質的機會。」

逾500大三生留學一年起程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520名將升上
大三和研究生等，即背起行囊赴海外姊妹校進
行出國研讀。6月21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舉
行「105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授旗典禮」，邀
請教育部副參事遲耀宗、外交部北美司副參事
王良玉、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副處長Ms. 
Charmaine Stanley及美國在臺協會外交訪問學
人Mr. Hiram Rios-Hermandez等貴賓為他們祝
福。校長張家宜則授旗勉勵，致詞時表示，在
各位出國留學的這一年，除學習語言外，更要
用心體認不同的文化生活。本校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國際長李佩華、淡水校園和蘭陽校園
各系之系主任等師長亦表達關心外，還有返國
留學生分享留學心得。最後，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鼓勵大家，「在這趟旅行中，最重要的
是要以努力的精神，快樂學習。」

產學認證升級 83%企業雇主讚譽

風工程物聯網應用大淡水 校外迴響多

歡送榮退同仁 張校長表達感謝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英文背誦比
賽傳捷報！英文系校友陳彥伶於6月2日代表
本校參加林肯學社（The Lincoln Society）主
辦之林肯蓋茨堡演講詞背誦比賽（Gettysburg 
Address Contest），從5校代表中脫穎而出，榮
獲第一名殊榮，並獲1萬元獎金。在此之前，
陳彥伶已先於校內賽中擊敗26位來自各系所的
選手，對於能在校外全國賽中勝出，她表示，
「此次得獎除了獎金還獲贈一本研究林肯的論
文集，是個開心又充實的經驗。」
　面對冗長講稿，賽前如何準備？陳彥伶分
享，「準備期間會在鏡子前，回想到當時戰後
場景，將自己想像成林肯，來發表這場壯烈的
哀悼演說。此外，也會找尋他人版本，挑出自
己喜愛的部分學習，融入在自己風格當中，讓
我對背誦內容的詮釋，能更加到位。」

背誦林肯演說全國奪冠

校友熱情捐款

Runner Go+ 找伴APP

英文系校友陳彥伶

　校長張家宜（右）與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
（左）於6月14日完成產學合作締約儀式，雙
方將攜手共同培育人才。（攝影／盧逸峰）

（圖／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提供）

（圖／風工程研究中心提供）

（圖／馮文星提供）

　1日，秘書處舉辦「105學年度布達暨單位
主管交接典禮」中，前秘書長徐錠基（左）移
交印信給新任秘書長何啟東（右），由校長張
家宜（中）監交。（攝影／陳柏儒）

舜傑分享參加2016WFS 世界未來學年會的心
得，以「未來不是夢想，是可以實踐的」與大
家共勉；新任住輔組組長丘瑞玲將以「人和、
創新、亮點」在新職務上努力；交流組組長顏
秀鳳將在現有的基礎上做出好成績。
　卸任主管分享任內心情，前秘書長徐錠基表
示，在31年的行政經歷中，秉持「全力以赴、
使命必達」的原則，感謝團隊同仁們的努力，
讓本校能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OD公文系
統的建立等，祈祝校運昌隆。前歷史系系主任
林呈蓉以「不要為明天憂慮，一天難處一天
當」勉勵新任系所主管；前日文系系主任馬耀
輝認為，系主任是扮演溝通協調的角色，並與
團隊一起合作才能完成各項工作。
　最後，張校長以自身的座右銘「明天會更
好」，與大家共勉。

布達交接典禮 何啟東新任秘書長

　人資處於6月1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4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
本次榮退教職員共28位，其中14位出席歡
送茶會，校長張家宜與3位副校長、退休聯
誼會理事長林雲山等人出席，逾百人到場獻
上祝福。會中，張校長頒贈榮退紀念品外，
員工福利委員會也贈送小禮物表示祝福。張
校長分享近年參與榮退茶會的心情，並感謝
所有榮退人員位淡江的付出。（文／簡妙如 
、攝影／吳國禎）

17暑期服務隊前進偏鄉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暑假服務隊授旗典禮
「讓愛飛翔」於6月20日在B713舉行，本次
有17隊到各地偏鄉服務。（文／廖吟萱）

本校三度入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