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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為獎勵
教育工作者長期對教育的奉獻，致贈獎勵金予
教學滿10年至40年之教師，表達感謝之意。本
校今年共有62位教師年資達10年以上；其中服
務滿40年者有3位、30年9位、20年25位、10年
25位。
　服務年滿40年的管科系教授陳海鳴、管科系
講座教授張紘炬將於28日（週三）出席教育部
舉辦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暨總統餐會。張紘
炬表示，40年彷彿一日，因為熱愛這份教學工
作、學術研究和淡江，他驚訝地說：「驀然回
首，竟然已經教學40年了！」陳海鳴談到，執
教40年來一直想教給學生的，是獨立思考自主
和學習新知識的能力，盡力在大學四年內培養
學生學識和其他能力，在社會上具競爭力。
　服務年滿40年教師有：德文系魏榮治；服務
年滿30年有：歷史系王樾、物理系林震安、水
環系虞國興、統計系溫博仕、保險系高棟梁、
國企系鮑世亨、法文系連馥莉、英文系沈斯
瑩、亞洲所許慶雄；服務年滿20年有：中文系
殷善培、建築系鄭晃二、航太系陳步偉、統計
系吳碩傑、公行系林聰吉、李培元、陳銘祥、

國企系林宜男、保險系郝充仁、財金系林蒼
祥、聶建中、管科系婁國仁、林長青、日文系
落合由治、法文系梁蓉、戰略所翁明賢、美洲
所宮國威、大陸所郭建中、課程所陳杏枝、教
心所柯志恩、未來學所陳國華、體教組劉宗
德、軍訓室蕭惠娜、通核中心黃奕琳、徐佐
銘；服務年滿10年有：資圖系林素甘、數學
系溫啟仲、化材系賴偉淇、土木系范素玲、
統計系李百靈、產經系洪小文、李順發、
會計系謝宜樺、孔繁華、日
文系堀越和男、德文系張秀
娟 、 孫 敏 學 、 俄 文 系
郭昕宜、歐研所張福
昌、教科系沈俊毅、
鄭宜佳、教心所韓貴
香、課程所戴佳茹、
教政所潘慧玲、資創
系惠霖、朱留、語言
系齊嵩齡、王蔚婷、
軍訓室黃銘川、劉家
勇。（相關專訪請見
本期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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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績優學校
本校三度獲肯定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6(一)
10:00

建築系
G508

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博士生
林韻丰
現代城市崛起與藝術發展

9/27(二)
15:10

水環系
E82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正
工程師董智華
水及環境工程技術顧問簡介

　【本報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於17日
參加姊妹校中國大陸吉林大學70週年校慶活
動，並代表校長張家宜向吉大校長李元元致
賀。吉林大學也安排戴萬欽拜會該校常務副
校長陳崗、校長助理劉德斌。
　戴萬欽此行亦分別和該校行政學院院長張
賢明、副院長許玉鎮及文學院院長徐正考會

談，會中達成初步協議，兩校將推動碩士雙
學位的合作。
　此次國內共有19所大學的董事長、校長
或副校長代表前往慶賀吉林大學校慶。活
動中，戴萬欽亦與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校長里見進談兩校工學院於簽訂
學術合作備忘錄之後續事宜。

　【本報訊】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
長、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於2日
獲頒「第三屆國家智榮獎」之「卓越獎」，
與大成就行銷顧問董事長林有田、懷德居木
工實驗學校創辦人林東陽、國際薩克斯風演
奏家胡笙共7人，接受臺大前校長孫震頒獎。
　該獎項是由中華民國智慧榮耀再造協會主
辦，由產官學研領袖組成評審團，共同推薦

和遴選出各領域的中高齡典範人物，以表彰
他們在職涯上經驗與智慧傳承對企業、產業
及社會的貢獻。陳定川以「追求進步創新，
發揚人性光輝，增進人類福祉」的理想創
辦永光化學集團，並以「正派經營、愛心管
理」之集團核心價值，帶領企業從傳統產業
挑戰高科技產業，並積極培育人才，不斷提
升企業永續成長與價值，因而獲頒此獎項。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行動化
學車再次開進南投縣，與國立暨南大學應用
化學系合作，於21、22日分別在魚池國中和
國姓國中，讓國中生親手操作實驗，體驗半
透膜、滲透壓、交聯反應、鍍膜等原理；讓
學生透過體驗燃起對科學研究的熱情。
　行動化學車負責人高憲章表示，這次獲暨

南大學邀請，行動化學車團隊與在地合作，
共同進行科普活動，除了促進雙方團隊交流
外，在科普教學上讓在地學生更有科學體驗
的收穫。行動化學車巡迴6年以來，即將於
29日在雲林虎尾國中進行第300場「化學遊樂
趣」課程，請大家拭目以待。（圖／行動化
學車團隊提供）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由文錙藝術中
心主辦，徐州雲龍區文化旅遊局、徐州漢文化
景區、歷史系、玉圭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共
同舉辦「漢之魂－淮海地區漢畫像石精品拓片
展」，於6日起，在文錙中心展覽廳展出，本
次展覽係歷史系校友鍾青錦引薦促成。
  文錙中心秘書顏孜芸表示：「展品由漢畫像
石拓印而成，與版畫的藝術效果相仿，同時反
映東漢時代的精神與審美價值。展期至10月7
日止，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觀賞。」法文三章婕
儀分享，對於漢文化及文物考古感興趣，展品
把當時建物上的裝飾花紋拓印下來，能窺探不
同時空背景的文化風貌。（攝影／何瑋健）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105年度教育
部體育署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頒獎典
禮於20日在輔仁大學舉行，由體育署主任秘書
王漢忠頒獎。本校3度榮獲績優學校獎，學術
副校長葛煥昭率秘書長何啟東、體育長蕭淑
芬、體育處同仁與校隊同學前往領獎。受獎
時，葛煥昭與本校師生齊喊「淡江大學企業最
愛、淡江大學體育績優、淡江大學樂活健康、
淡江66，燦爛99」吸引全場目光。
　葛煥昭感謝教育部對本校體育教學的肯定，
並表示，「這次能獲得這項殊榮且與臺大等3
所國立大學並列全國體育績優學校，是體育處
同仁和教師們長期推動的成果。」
　蕭淑芬表示，「自95學年度紹謨紀念體育館
落成後，在張校長家宜的支持下，本校重視
全體教職員工生的運動習慣養成，走在淡江，
可感受樂活健康的氣氛。」她特別強調五虎崗
綜合球場幾乎全日開放，開學一開放場地登記
近乎額滿，「從近年來學生參與體育競賽的佳
績，即可感受到本校體育發展的成果。」

　欣逢66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公關文宣組舉辦
「老照片尋人－尋找五虎崗上的青春歲月」活動，照片請
見校首頁「66週年校慶專區」。右圖黑白老照片呈現當時
牧羊魚池開放垂釣情景。服務課的大一新生來到郵局前，
已不見當年牧羊池，拿起清掃用具仿起前人，別有趣味！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於22日中午在覺軒花園舉行本年度「舞動生
活‧感動人生」開幕式，逾30位學員參與，會
後移至游泳館N202進行體脂前測，為新學期
課程揭開序幕。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致詞時表
示，體育活動不論對生理和心理都有正向助
益，且運動過程中能增進同僚情誼，期望同仁
廣邀夥伴參與活動。
　本學期13週運動班課程將由趙曉雯、李俞
麟、郭馥滋、黃子榮，以及共4位體育教師
進行每週的「活力健身有氧」、「健身運動
趣」、「墊上核心運動」、「活力燃脂體適
能」 等課程。本校退休人員汪于渝表示，感
謝女聯會舉辦此有意義的課程，這是第四次參
加，非常感激老師用心帶領，不僅身心健康愉
快，也充實退休生活。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新風
貌，總務處於暑假期間重新建置哺（集）乳
室，以及宮燈教室教學區廁所的整修工程。
　本次於海事博物館地下一樓（M102）重
新建置的哺（集）乳室，節能與空間組組長
姜宜山表示：「為強化職場友善母乳支持性
環境，提供給女性教職員或學生一個安全、
舒適的空間，這次依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
設置。另外新增飲水機、冰箱、洗手臺等
設施，並裝上緊急按鈕加強安全性。」哺
（集）乳室已啟用，如需使用，請洽衛生保健
組李青怡護理師，校內分機：2373。
  宮燈教室廁所整修，除將男女廁所設備更新
外，擴大女廁空間，並皆加裝緊急按鈕，姜宜
山說明：「為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亦新增一間
無性別廁所。」另外，姜宜山提醒，請大家愛
護使用公共設施，一同維護校園環境。

　【本報訊】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
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簡稱THE）於22
日公布2016-2017年全球大學排行榜報告，今
年將調查排名的大學數量增加到980所，共有
來自全球79個國家的大學上榜，本校是首度入
榜，排名位居801至980名區間，是全臺入選26
所大學之一。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與 Q S （ Q u a c q u a r e l l i 
Symonds）於2004年起合作公布世界大學排
名，並從2010年起分家，獨立於每年發表一
份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報告。根據THE網
站（網址：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
com/）顯示，這項調查是根據教學與學習環
境、研究數量與聲望、研究報告被引用率等指
標進行調查，並作為判斷世界一流大學在教
學、知識轉移和國際視野的評比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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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川獲國家智榮獎

化學車暨大協力開進魚池

本校首進榜

女聯會 舞動生活　【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22日，國際處
在驚聲大樓10F舉辦「TKU Global Exploration 
Program國際體驗學習計畫成果分享」，6組學
生發表透過該計畫獎助赴海外見習之心得，逾
45人到場聆聽。
　日文二李宜安、張青瑩、賴晏平分享至德島
文理大學夏期日本語、日本文化研修學習經驗
與文化體驗；歷史四石芳珣提到大陸蘭州大學
的趣聞，並提到對於當地農民在長途旅程中無
力購買車票，因而在心中留下貧富差距之震
撼；機電四林昱秀、統計四徐子元參訪「玉龍
旗劍道大賽」並參加劍道交流合宿。
　企管系校友潘樺與財金碩二陳玟伶體驗韓國
慶熙大學的生活並分享所見所聞；英文四陳怡
菁則分享隻身前往泰國訪問臺灣創業家的故
事；西語四王心婕、運管四王識淵、土木四黃
博祥以「旋律·Tai想菲」為題，到菲律賓拍
攝音樂短片。
　參與活動的電機一林朕暐表示：「聽完分
享，覺得受益良多也想精進自己，進而參加此
計畫。」本活動第二場次將於27日晚間6時在
同一地點舉行，有興趣者可前往參加。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啟動學術研究
第一步！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為提供研
究所新生有效掌握資料蒐集與整理能力，特舉
辦「圖書館利用素養：資料的蒐集與整理」講
習。包含圖書館簡介、館藏查詢與利用（本
館、他校與聯合目錄）、館際互借／複印服
務、書目辨識、蒐集資料的方法 、資料庫的
介紹與操作、參考文獻管理7項主題。凡有興
趣者，請班代表聯絡各院系所負責館員，校內
分機2321、2651、2652。

海外見習分享
碰撞文化火花

圖館利用素養講習開跑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6(一)
10:10

電機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臺灣大學前校長李嗣涔
科學的疆界

9/2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臺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徐丞志 
Molecular Imaging in Biological 
Samples Using Ambient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

9/27(二)
10:10

公行系
B616

前駐玻利維亞代表張文雄 
國際禮儀－成功交流的策略

9/27(二)
13:10

經濟系
C423

淡江大學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曾永慶
從業界到學術之路

9/27(二)
14:10

產經系
B512

新光銀行資深經理陳俊宇 
淺談從企金授信業務到銀行員職涯規劃

9/2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原大學物理系教授高崇文 
M o d e l i n g  t h e  f r a g m e n t a t i o n 
functions

9/27(二)
14:10

數學系
S433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盧子彬 
高通量基因體資料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9/27(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電子金融部經理廖丁輝
金融科技與商業創新

9/27(二)
15:10

水環系
E787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副組長
陳永祥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二）

9/28(三)
10:10

財金系
B713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桂先農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9/29(四)
13:10

數學系
S104

啟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質經營中
心資深經理李丕強
工業4.0趨勢中的發展機會

9/2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黃文瀚
E s t ima t ing  nega t i ve  b inomia l 
parameters from occurrence data 
with detection times

9/29(四)
15:10

大陸所
T701

台灣鹵豆執行長彭思舟
台灣教授創業，推湯麵販賣機

9/30(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新新聞周刊副總編輯晏明強
媒體職場生存術：一個資深記者的
私房心法

9/30(五)
10:10

資圖系
L206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謝吉隆 
資料科學及其分析

9/30(五)
14:10

經濟系
B506

臻鼎科技課長葛良駿
兩岸青年職場競爭策略

▲　105年度教育部體育署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
體及個人頒獎典禮，由體育署主任秘書王漢
忠（左）頒發獎座予本校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右）。（攝影／林俊廷）

   漢之魂展淮海漢畫像石拓片

女聯會27日美食慶教師節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教師
節，女教職員聯誼會將於27日中午12時於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美食66─健康99」活動，會
中備有各單位美味佳餚提供品嚐，藉此增進同
仁情誼和交流機會。

春風化雨 教部獎勵    教師62

奉束脩，謝師恩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於21日舉行敬師餐會，蒞臨的師長有
校長張家宜（前排右三）、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前排左三）
等。席會間，師生歡聚互動，處處倍感溫馨。教政所所長楊瑩
（前排左二）欣慰地說，「很感動學生們懂得感恩，望大家能
持續努力學習，也謝謝各位祝福。」學生們另備肉乾贈送師
長，象徵「束脩」之意。（文／朱世凱、攝影／戴先怡）

THE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打造友善空間

哺集乳室 無性別廁所啟用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22日舉行105年度「舞
動生活‧感動人生」開幕式，並進行體脂前
測。（攝影／戴先怡）

▲

（圖／秘書處提供） （攝影／蔡晉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