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欣賞過村上春
樹作品的你，是否有話想對他說呢？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村上春樹微電影比賽」
主題為「想跟村上春樹說的一句話」。村上研
究中心主任曾秋桂表示，盼透過比賽讓大家更
加關注村上春樹，也藉由不同於以往的文字表
達方式，透過電影的拍攝手法傳達你想對村上
春樹說的話，邀請校內外師生踴躍參加。報名
即日起至4月9日止，製作3分鐘內的微電影，
展現出您對主題的巧思與精湛的攝影技術。豐
富的獎項及獎金等待您來帶回！ 
　此外，村上研究中心舉辦「2017第二屆村上
春樹經典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賽」，曾秋桂表
示，村上春樹文學作品在全世界被翻譯成不同
語種來做閱讀，盼透過競賽來體會日文以外的
其他語種譯文，如何呈現村上的文學世界，不
論國籍與年齡，歡迎有志者共襄盛舉。
　本次比賽分為錄影與現場組，比賽日期為4
月28日，報名即日起至4月9日截止。兩競賽詳
細規則，請上村上研究中心網站查詢。（網
址：http://www.harukistudy.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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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編劇不是閉門造車，

因此建議想進入影視業的學弟妹，

要多方面涉獵、走入人群，

多和不同領域的人接觸，

並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電視金鐘獎三冠王、電影導演陳慧翎

78教師獲專題研究績優

說明航太雙聯學位

永光主管

佛羅里達理工學院副校長歲末聯歡19日登場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

106年度募款
目標1億元

個資外稽
本校再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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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多語朗讀賽開跑 陳瑞發攜手新北農業局
打造智慧農園

　【本報訊】「金雞喜報光耀淡江第五
波，丹鳳朝陽舞動寰宇新契機！」歲末年
終時節，校長室送上賀卡給予全校教職員
工生祝福。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4日至6日，
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BSI）稽核組組長
花俊傑帶領稽核小組3人來校進行「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105學年度外部稽核」。4日上午，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起始會議，校長張家
宜與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與一級主管出席會議。
　張校長致詞：「本校全面推動品質管理、
注重PDCA，盼學校同仁持續在內部與外部
稽核上做努力。」花俊傑則說明這次稽核重
點，並讚許「淡江在BSI認證的表現一直很優
異，期望能更加完善落實。」
　6日下午舉行結束會議，張校長表示：「感
謝4位稽核人員辛苦的稽核行程，並請稽核小
組給予建議，可進行完整的改善。」
　花俊傑表示：「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這
次無任何『不符合事項』，恭喜3年一次的
重審結果通過！其中有9項『觀察事項』、2
項『改善機會』需進行改善。共同議題事項
包括個資內容的盤點需要更注意完整性及正
確性、制訂檔案保存的期限及處理、銷毀資
料的明細，還有個資蒐集的告知內容要更完
整、資料傳輸上的安全性、個資系統密碼更
改原則。」
　會末，張校長表示：「這次感謝同仁努
力，並要持續進行內、外的稽核，注重程序
非常重要。」

　【記者林妍君、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第28次會議募款委員會於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本校
一、二級主管、校友代表陳定川和林健祥等人
出席參與。校長張家宜主持會議時表示，本年
度各系所募款表現多有進步，希望能再接再
厲。張校長指示，各單位之105年度募款目標
未達20%者須提檢討報告，以落實執行力。
　本次邀請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企管系
系主任楊立人分享募款經驗。王高成以「說之
以理，動之以情，運用上意」等原則說明募款
方向和院內各系所以募款餐會等方式來加強與
校友聯繫。楊立人報告一年來募款的努力，積
極經營與維繫EMBA專班和企管系系所友會的
人脈，以聯誼活動連結校友對母校的情誼，他
強調，「只要真心為校友著想，並時刻關懷他
們，自然會有收穫與回饋。」
　專題報告中，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說
明，統計至去年12月28日止，105年度募得款
項達1億2300萬餘元較往年進步。他以舊金山
州立大學、輔仁大學醫院之募款經驗，希望借
鏡於未來的募款活動中。
　會中，在「106年度募款目標及計算方式」
案，延續以各系所畢業生人數作為募款目標的
計算方式，106年度募款總金額目標為1億元。
在「提高106年度募款目標小額捐款人次」案
中，建議淡江時報多報導、彭春陽洽談引進捐
款專用機以提高小額捐款人次；本次通過「研
究發展處及其所屬各研究中心與隸屬各學院之
研究中心動支募款規定」。　
　陳定川和林健祥呼籲，小額捐款可讓生活帶
來喜樂之心。張校長感謝兩位校友的響應，希
望各系所可與校友們保持良好互動，讓校友們
關注校務發展。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所策
略遠見研究中心於上月29、30日在I201舉辦
「2027年的永光與你」工作坊，由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長、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定川率
領公司內部36位高階主管來校研習。為期兩天
課程安排有未來思考與工具、質疑未來、勾勒
未來、掌定未來時間及轉化未來等主題，盼協
助企業進一步思考未來願景與發展。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主任宋玫玫說明：「中心
成立後，致力於推廣未來學理念到產業界，盼
開啟一系列產官學研的跨域合作，也非常感謝
陳定川總會長對於策略遠見研究中心的努力。
本次主題以2027年為預想，兩天豐富的課程協
助高階主管們思考企業未來發展策略及定位，
更期待永光在面對跨國企業競爭下，能以團隊
合作開創更卓越的表現。」
　陳定川表示，淡江未來學促使永光主管們進
一步學習和思考未來發展方向及模式，因此安
排此次工坊，未來集團面對競爭時，希望內部
思考並非僅限於預測未來，期待團隊合作能產
生共識及長遠規劃。未來學所所長紀舜傑說
明，「透過產官學連結，讓大家知道本校在未
來化的努力及願景，此次研習亦是我們向外推
廣的重要一步。」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農夫也可以很
科技！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與新北市農業局合
作，在淡水頂田寮的有機農園進行農業試驗，
帶領團隊運用感測器蒐集大數據，建立雲端資
料庫，再透過軟體來控制農田設備，讓莊稼在
良好環境下生長，盼建造一方「智慧農園」。
　此次由產業、學術與政府三方合作，利用現
代科技取代勞動相對密集的農務。陳瑞發說
明，智慧農田包含兩部分：一是監測，蒐集土
地、天候數據來建構資料庫，「目前以監測土
壤溫、濕度及放置感測箱來蒐集雨量、風速等
氣候數據。未來希望擴大偵測到酸鹼度與重金
屬含量。」二是物聯網技術，結合雲端資料庫
與田間設備，當溫濕度達標時，系統便會啟動
灑水裝置，「未來我們希望能以自走車，進行
巡田、播種，減輕農夫的勞動量。」
　陳瑞發期待，農業朝向智慧化、數位化，以
及發展智慧型自動化農業器具，除了有效提升
有機農作物的品質與產量，更盼新式耕種能吸
引年輕族群加入「科技農夫」的行列。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1日，已故化材系
教授黃國楨實驗室學生及畢業校友共同籌辦「黃國楨教
授追思紀念會」，亦透過臉書直播追思會實況，邀大
家一同緬懷黃國楨，現場逾200位學業界親友、學生與
會。秘書長何啟東、工學院院長許輝煌、臺灣科技大學
副校長李篤中等人皆到場致意。為哀悼黃國楨，會場先
是靜默一分鐘，接著由學生製播追思影片，現場另提供
小卡片，讓大家寫下思念之情。會中，特別致贈黃國
楨教授論文集給予黃國楨夫人，其大女兒亦上臺感謝各
界關心。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說：「黃教授任教已有24
年，教學充滿熱忱且經驗豐富，在研究上更有傑出表現
與貢獻，屢獲國內外肯定，成就令人欽佩。」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專
題研究計畫案績優名單出爐。根據研發處統
計，本次獲獎勵之績優教師共78人，將榮獲獎
座乙座。
　研究計畫案經費達500萬元以上包括水環系
教授虞國興、電機系教授翁慶昌等9人；300至
500萬包括化材系教授董崇民、教授黃國楨等
13人；100至300萬元有化學系副教授謝仁傑、
土木系副教授王人牧等42人；近5年累計金額
達250萬元有會計學系副教授方郁惠等14人。
　研究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者，將於19日
舉行的歲末聯歡會中公開表揚，獎勵其研究績
優。關於本次績優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村上研究中心
OPI講習14日開講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主辦的「日本語口語能力檢定（Oral 
Proficiency Interview，簡稱OPI）臺灣大會講
習會」將於14日（週六）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曾任台灣日本教育學會理事長的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說明，本次講習會是為了
8月將首度在臺灣舉辦「第十一屆OPI國際會
議（臺灣大會）」提前暖身。她表示：「因日
文系畢業門檻為一級日文檢定，注重聽、讀與
寫，而OPI注重會話能力的薰陶。村上春樹的
作品具有許多會話文體，希望藉由講習會研討
村上春樹文學研究，讓大家更加清楚日文如何
發展至會話文體及日語會話的效益。」
　會中，OPI臺灣大會事務局長池畑裕介與副
事務局長永野惠子說明OPI國際會議成立主
旨，並由一般社團法人アクラス日本語教育研
究所代表理事嶋田和子主講「因為OPI而改變
的課程內容」。邀請擁有OPI認證資格的銘傳
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羅曉勤、開南大學應用
日語系副教授陳姿菁分享「OPI對日語會話課
程的改變」。 

文創閩台班與校長歡喜有約

創育中心培育企業 歲末大團圓

（攝影／何瑋健）

「剛辦完淡橄50週年慶，50年不容易啊！我希望
在我退休前，把橄欖球校隊校友會整軍好，讓它
能茁壯成長！」每句話盡是他對球隊的愛與關
懷。這是橄欖球領隊、體育處副教授洪敦賓，從
教練到領隊，今年是他帶領球隊的第三十一年。

　建築系於去年10月18日邀建築系校友、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林洲民以「像我們這樣
的城市」為題演講。林洲民，分享就任北市都
發局局長，對北市城市認識、規劃與展望。本
報摘錄此場演講重點。

領軍橄欖球校隊洪敦賓林洲民談臺北市城市發展
４版３版

　卡片精心選用金紅配色，加入雞年元素，
增添年節喜慶氛圍，更將本校致力推動實
踐的「三環」（專業、通識、課外活動）、
「五育」（德、智、體、群、美） 巧妙融入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05年度
歲末聯歡會」將於19日下午1時30分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本次由資訊處籌畫表演節目
及活動內容，數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示：
「這次的內容將有多元形式的表演，請大家
拭目以待。」
　此外，會中將頒發「104學年度教師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者績優獎」、
「104學年度教師評鑑傑出獎」、「104學年
度教學特優教師獎」、「105年度資深職工
服務獎」及「104學年度優良助教及優良職
工獎」。現場也備多項獎品，進行摸彩活
動，精彩內容千萬不要錯過！

金雞喜報迎淡江第五波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美國姊
妹校佛羅里達理工學院簽署「航太工程雙聯學
位」，於6日中午在工學大樓E787教室舉辦說
明會，由航太系主任湯敬民主持，佛羅里達理
工學院副校長許培豐出席說明、推廣，吸引逾
70名學生參加。
　湯敬民表示，「為了讓本校學生有赴海外研
修航空、飛行專業的機會，此次爭取到和姊妹
校佛羅里達工學院簽訂雙聯學位。除了2+2雙
聯學士學位，再加上1年的飛行課程，提供等
同業界航空公司飛行訓練與企業實習機會，盼
未來與職涯接軌。」許培豐說明，「本校設置
飛行教學訓練中心，內有模擬飛行器、教練
機，教學大樓旁也有機場，可供學生進行飛行
訓練。申請門檻為，在淡江修課前2年的成績
須達一定標準，且英檢雅思分數達6.0，成績
優秀者可另申請一年1萬2千美元獎學金。」
　航太二鍾昆翰說，「有意願報名申請赴美學
習。」即日起開放申請，雙聯學位預計106學
年度實施。有意者逕洽航太系詢問。

林健祥經營受肯定 宗瑋工業獲卓越企業
　【本報訊】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化學系校友林健祥所領軍的宗瑋工業公司日前
獲頒「2016卓越傑出企業暨創新企業獎」，並
於上月14日接受公開表揚，《卓越雜誌》369
期刊載董事長林健祥的經營故事。
　宗瑋工業是以塑膠成品生產，模具製造，並
結合國內外電子、五金、橡膠、金屬製造業產
業，曾遇資金不足、市場規模成長等經營危

機，林健祥導入標準作業程序（SOP）、提高
產品品質良率、搶先加入再生能源使用計劃等
策略，將宗瑋工業推升為國際知名企業。此
外，林健祥感謝母校培育，長期關注母校校務
發展，同時也展現企業社會責任的精神，多年
來對偏鄉原住民的關懷與捐贈，他於《卓越雜
誌》受訪時表示，經營策略重要，也不能忘記
員工是公司不可或缺的重要資產之一。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於4
日舉辦「文創閩台班與校長有約」座談會，
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學
院院長林信成，該院各系系主任、任課教師
等人，一起與49位閩台班學生進行交流。座
談中，閩台班學生分享在本校就讀心得時均
表示，感謝有這次機會以開拓學習視野。會
中，播放兩校洽談過程、該班學生參與課程
活動照片等紀錄影片，該班學生代表獻花張
校長，感謝本校的照顧。
　張校長恭祝新年快樂、致贈本校校訓書
籤，致詞表示，文學院之文創學程受到肯
定，促成與福建師範大學合作開辦的「文創
學程閩台專班」，希望該班學生能在本校中
享受讀書、社團等精彩的校園生活。戴萬欽
致贈代表吉利的橘子時說道：「透過本次專
班的合作將與福建師範大學關係更加緊密，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於上月20日在臺北上海鄉村餐廳
舉辦「105年淡江育成暨淡江大學跨業聯誼會
期末交流會」，歲末時刻，52人齊聚團圓。研
發長王伯昌、創育中心主任江正雄皆表示：
「感謝一年來企業夥伴支持
與合作，並祝福本校及創育
中心蒸蒸日上。」
　會中，校服暨資發處執行
長彭春陽、本校系所友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本校
跨業聯誼會會長張榮貴、培
育企業公司代表等共襄盛
舉。由王伯昌及江正雄頒發
「培育企業進駐證明」予穗

富有限公司、智活時光有限公司、翔隆自動化
有限公司、奧森影業製作有限公司、五百戶科
技有限公司等15間公司代表。現場更準備摸彩
活動，增添樂趣氛圍，校友與企業代表們，藉
此時刻交流，互動熱絡。

（攝影／陳柏儒）

歡迎同學未來能在本校繼續
深造。」閩台專班隨班導師
張曉嵐也感謝張校長、文學
院等各位師長對於閩台專班
的照顧與關懷。林信成說明
未來規劃：「文學院將於5月
與福建師範大學合辦文創論
壇，將策畫《大三那年，我
在臺灣》紀念文冊，收錄該
班學生在臺所見所聞。」
　同學們的分享中，李研汐
認為在「文藝編輯」實習課
中收穫很多，課堂的作業讓
他學習採訪技巧；史雅萍和趙豔晶感謝各位授
課老師的照顧；王大興對「把生命浪費在美好
的事物」廣告文案感受很深，覺得來臺生活就
是一種享受；朱亞琳則分享本校的社團生活，

「早已聞名淡江社團風氣興盛，也讓自己感受
到臺灣人情味濃厚以及團隊合作的感動。」
　張校長總結，感謝同學與本校師生互動良
好，藉由在本校的課業和社團生活中，帶給大
家不同學習體認，相信能感受到淡江的團隊精
神是私校第一。

Workshop

其中。
　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
校長胡宜仁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共同
獻上祝福：「感謝全校同仁過去一年，努
力締造佳績。祈願攜手同心，迎接2017祥雞
鳴喜年。祝福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大吉
大利、平安順心！May God bring you health, 
happiness , harmony and prosperity!」

千紙鶴緬懷 追思黃國楨

　創育中心於上月20日舉辦「105年淡江育成暨淡江大學跨業聯誼會
期末交流會」，歲末時刻，52人齊聚團圓。（圖／創育中心提供）

　「黃國楨教授追思紀念會」中，會場以紙鶴布置，親友、師生齊聚緬懷。已
故化材系教授黃國楨之家屬（左圖持麥克風者）感謝各界關心。同儕好友接續
上臺（右圖），以照片圖文分享與黃國楨的點滴回憶。（圖／化材系提供）

 　文學院於4日舉辦「文創閩台班與校長有約」座談會，師生
開心合影留念。（攝影／廖吟萱）

村上春樹

（圖／校長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