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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始 英檢成績    前認證

日近畿大學交流雙聯學位
印臺灣教育中心51人參訪

經濟部節能標竿獎
本校獲銀獎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第158次行政
會議20日在有蓮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
臺北校園同步視訊，各單位一級主管、教學
二級單位主管、學生代表與會，校長張家宜
表示，此次特別邀請到金鷹校友石瑜回母校
演講，以便更了解大數據。在石瑜精彩演講
後，張校長期許未來能加強學術聲望評比與
企業雇主調查，提升淡江在QS等大學排名的
名次；以及從巨量分析角度強化校友募款工
作。另外，張校長指示，今年新生人數略有
下降，望各系多思考招生策略，而在產學合
作上仍有許多進步空間，期勉各系注重此發
展。
　美國范德堡大學生物統計系系主任暨計
量科學中心主任石瑜，以「Big Data and the 
Best Cancer Hospitals Rankings-What do we
learn？」為題，說明大數據在生物醫學工程
上的廣泛運用，例如Google根據用戶搜尋字
彙以統計是否為感冒旺季；大數據也對癌症
的研究帶來許多幫助，病人經過細胞基因測
序後，將結果分類、比較並匯集成數據資
料，幫助醫生更準確診斷，甚至可利用大數

據分析、比較美國各教學醫院的多面向表現。
經過現場熱烈問答時段後，他表示雖然大數
據、人工智慧帶來某些產業可能被取代的風
險，但它能應用的層面非常廣，所需的技術也
橫跨各領域，因此也會隨之出現新興產業並帶
來新價值。
　會中，張校長頒發獎項，數學系教授郭忠勝
擔任之《淡江數學期刊》總編輯，該期刊榮獲
收錄在ESCI資料庫，特頒獎牌一面，以資鼓
勵；土木系校友林逸崧、企管四林逸珊、化材
系校友蔡毅霖、資圖碩一林家鈺、觀光系校
友方姿雅、電機碩一陳柏瑞、校友伍森德等
人榮獲科技部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
創作獎，各頒發獎金2萬元與獎
狀一紙，指導老師土木系助理教
授羅元隆、企管系教授汪美伶、
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資圖系副
教授林雯瑤、觀光系助理教授紀
珊如、電機系教授許駿飛與李維
聰，各頒發獎牌一面。
　在討論事項中，通過「淡江大
學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淡江大學科技計畫研發成果運用利
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管理辦法」、「淡江
大學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淡
江大學文學院漢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四修
正案。
　此次行政會議為首次在守謙有蓮廳舉行，
全體人員特別合影留念。

　UH-1H救護直升機入駐淡江！22日凌晨4時，由大型拖板車自花蓮空軍基地運抵本校淡水校園，
上午8時起進行吊掛作業，將其置放於建築系館外空地，過程吸引許多師生觀賞，並於作業結束後
搶先合照。UH-1H救護直升機隸屬內政部空勤總隊，服役45年後於日前退役，未來將提供作為研
究、展示及教學用途。UH-1H過去使用於中低海拔救災、救難、救護、觀測、偵巡、運輸等任
務，其特色之一為一次可載運1噸的水，曾於林場大火中執行任務。（攝影／潘劭愷）

石瑜演講大數據應用

耶誕鈴聲響 師生饗淡江

當代會計入選TSSCI
　【記者莊千慧淡水校園報導】科技部日前
公布2017年「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評
比」，由淡江會計基金會出版，本校會計學系
編輯之《當代會計》期刊，獲評為TSSCI管理
學門第二級期刊。過去國內會計學術期刊，僅
有政治大學發行之《會計評論》進入TSSCI管
理學門，本次《當代會計》與《中華會計學
刊》同時入選為TSSCI管理學門第二級期刊，
樹立《當代會計》與淡江大學會計學系之學術
地位。會計系系主任顏信輝表示：「淡江會
計基金會為提供國內會計學術發表的公開園
地，有來自各界的投稿，致力於提升國內研
究水準與善盡社會責任，並於2000年創刊《當
代會計》，努力18年來從不間斷，如今期刊進
入TSSCI，使淡江大學會計系之能見度大幅提
升。」《中華會計學刊》係由中華會計教育學
會為全國性會計學術團體所發行，目前由臺灣
大學負責編輯。《當代會計》能以私校一己之
力與之同時入選TSSCI，足見本校會計學系之
努力已獲得科技部及國內會計學術界之肯定。
顏信輝說：「感謝各界對本刊之肯定，未來也
會繼續努力，且繼續成為臺灣重要之會計學術
領導期刊之一。」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系所
友會聯合總會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於16日在台北
福華飯店舉行。
　會中討論107年度春之饗宴與2018世界校友
會雙年會合併舉辦相關事宜，並通過章程草
案、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經費管理及運用辦
法等提案，亦進行第四屆理監事改選，總會長
一職由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化學系
校友林健祥高票連任。林健祥笑說：「若要提
高自己畢業證書的CP值，除了自我要求、力
求成長外，提攜學弟妹也是必要的。」他盼大
家發揮互助互信之精神，將總會打造成暢通無

阻且友善的交流平台。
　歲末聯歡晚宴席開33
桌，校長張家宜、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
行長彭春陽，以及各院
院長、系所師長，以及
逾300位校友皆出席共
聚歡樂時光。張校長致
詞時表示，「系所就是學校的心臟且充滿活力
的地方，因為校友們的熱心，使學校更健全，
因此相信系所友會在林總會長的認真帶領下，

表現定會蒸蒸日上。」
　晚宴由眾人齊唱「期待再相會」畫下句點，
大家相約明年雙年會不見不散。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20日獲
得「106年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銀獎，本校為
25個獲獎單位中唯三的大專校院，由經濟部能
源局局長林全能於臺大醫院集思國際會議中心
親自頒獎，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中心執行秘書
曾瑞光代表接受表揚。本次評審讚揚本校納入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設置能源管理組織與
查核制度、能源及環安衛生專責單位，並製訂
每年目標、執行、追蹤考核。總務長羅孝賢表
示：「很高興獲得經濟部的肯定，本校致力推
行環保校園，並於去年採用ISO50001能源管理
系統，持續於設備端更新節能設備，期望能與
全校師生共同努力，響應節能減碳如隨手關燈
等使用，一同愛護地球。」
　本校於節能的推動成效上，105學年整體節
省185公頃秉油當量、395公噸二氧化碳、747
仟度電力，能源節約率為2.88%，更於106年夏
月推動實質節電措施，包含體育館大型空調
主機延後半小時開機、圖書館空調延後半小
時開機，並調整開機數量等，使得今年6月用
電量較去年同期降低6.68%、7月用電量較去年
同期降低8.23%、8月用電量較去年同期降低
5.68%，6至8月共減少470仟度的電力。種種事
蹟皆顯示本校在節能方面具有豐碩的成果。

　適逢耶誕前夕，本校上週共舉辦4場耶誕活動，圖為國際研究學院於20日在驚聲大樓2樓
大廳舉辦一年一度耶誕餐會，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及各系
所主管師生共同參與，現場準備了許多佳餚、甜點和水果供大家享用，大廳牆上也以Frohe 
Weihnachten、Joyeux Noël等各國聖誕快樂字樣及多樣化的剪紙裝飾，充滿歡樂的節慶氣氛。
（文／歐陽子洵、攝影／戴先怡、文轉三版）

校園之美繪畫頒獎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術
中心主辦、海事博物館承辦之「校園之美繪畫
比賽」於19日進行頒獎典禮，由文錙中心主任
張炳煌、駐校藝術家顧重光、通核中心副教授
戴佳茹擔任頒獎人。張炳煌表示，「雖然本中
心不屬於教學單位，仍從事藝術教育工作，期
待能持續提升校園的藝術風氣。本次新增e筆
繪畫組，不僅是傳統繪畫，更希望將淡江獨特
的e筆推廣出去。」本次比賽有傳統繪畫組和e
筆繪畫組，獎項共有前三名和三名佳作。獲得
e筆組第一名的建築一陳威冶分享，「有電繪
經驗，看到e筆後想嘗試看看自己的能力。作
品是畫郵局後面的通道，那是在一個雨天，當
我看到這場景時覺得非常有故事性，便畫了下
來。沒想到得了第一名，謝謝評審老師！」頒
獎後評審顧重光講評，「每一年比賽的人數和
作品技巧都有持續的進步，今年大多為建築系
同學參加，也希望能夠看到其他學系的人才，
期待比賽能持續舉行，辦得更大更好。」本次
比賽得獎作品已在海博館二樓進行展覽，歡迎
全校師生一同來欣賞得獎者筆下的校園之美！

  【本報訊】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
開跑囉，實施時間至107年1月8日10時止。上
網填答還能參加抽獎，共計100位同學可獲得
獎金200元，同學們填寫的內容僅做總結性彙
整以作為改善教學之參考，不會透露學生個
人資料，請安心填答。欲填寫者請上教學意見
調查系統。（網址：https://survey.tku.edu.tw/
tas）
通過英語檢定畢業門檻即起申請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 請注意！依

本校「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要點」第2
點第2項規定，通過畢業門檻者，應向所屬學
系所提出通過認證，始得領取學位證書。註
冊組提醒同學，106學年度第1學期通過英語
能力檢定畢業門檻者，提出通過認證並申領
學位證書之截止日期為1月31日， 第2學期應
於107年9月30日前提出。請各學系所轉知學生
於截止時限內辦理。（外語能力檢定資料登
錄暨審核系統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
MvcLicense）

校安停看聽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宮燈教室
旁女廁中，遭不明人士放置隱藏式攝影機，
外型如衛生紙盒，本校已報警處理，目前正調
查中。安全組組長曾瑞光提醒同學，本校廁所
內只有捲筒式衛生紙和垃圾桶，若看到除此兩
項以外的任何物品，須留心，有問題請儘速通
報、安全組勤務中心的校內分機2110，軍訓室
亦提醒同學於公共場所活動時，隨時注意周邊
環境及可疑物品，以維個人安全，如發現可疑
可通報校安電話：02-26222173。曾瑞光也表
示：「將不定期稽查廁所，清掃人員每日打掃
時也會檢查。」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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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周秀芬

追思陳吉斯 圖書館舉辦隨筆紀念展贈書

3百師生歡聚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歲末聯歡

訪校取經招生
　【本報訊】日本東北大學考試中心之中心
長長濱裕幸、副中心長石井光夫、教授日暮
TOMOKO於20日來校了解本校日間部學士班
入學管道現況、拜訪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交
換招生意見。該中心於本次來臺行程中，除了
拜會教育部高教司、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外，大專校院中僅拜訪本校
及臺灣大學，藉此了解臺灣日間部學士班入學
方式，以提供該中心作為考試改革參考。本次
座談會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介紹本校日間部
學士班招生外，並說明繁星推薦、個人申請等
招生方式。長濱裕幸感謝本校並表示，東北大
學於3年前來臺了解甄選入學招生方式後，隨
即將此方案推行於東北大學中，希望透過本次
的交流更深入了解個人申請入學管道之學生入
學後成績的表現。

日東北大
考試中心

第五波徵聯

守謙首籤手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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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25(一)
8:20

保險系
B703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林志強
健康保險之理論與案例分析

12/25(一)
13:10

化材系
E819

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汪上曉
工業4.0在化工產業

12/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防醫學院-生物及解剖學科暨研究
所王昭穎
核磁共振在醫學上的應用

12/26(二)
13:10

產經系
B511

淡江大學產經系教授許松根
台灣的工業、當前的經濟和未來

12/26(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台灣企銀經理廖丁輝
金融科技趨勢與金融機會

12/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 研 院 物 理 所 副 研 究 員 王 嵩 銘
Measurement of the Standard Model 
Higgs Boson at the Large Hadron 
Collider

12/26(二)
15:10

中文系
L522

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偉淑
情感慾望與權力－明清小說的身體
敘事

12/27(三)
8:10

德文系
T604

自由工作者蔡函辰
外語人的自由冒險

12/27(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
新
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

12/27(三)
12:10

財金系
B708

國泰人壽經理楊心蕙
預見VS遇見 實習說明會暨超級獨家
分享會

12/27(三)
14:10

化材系
G315

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弘
坤
大學之道的修煉

12/27(三)
14:10

資訊處
I501

現代財富科技總經理張軒豪
比特幣與區塊鏈

12/28(四)
10:00

資圖系
L408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謝吉隆
資料科學及其分析

12/28(四)
10:00

會計系
B504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劉慧
萍
做個稱職的審計新鮮人

12/28(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智慧交易所執行長洪耀南
預測的科學與藝術

12/28(四)
15:10

大陸所
T701

中華兩岸勞資法顧問協會教育訓練
執行長鄭又腆
兩岸現今及未來的勞資法發展

12/28(四)
17:10

出版中心
L301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教
授邱炯友
公共出借權

12/29(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前新北市政府發言人林芥佑
國際採訪與城市外交

12/29(五)
10:10

經濟系
B506

證期會測驗中心副主任范希珍
如何有效考取金融證照以提升就業
競爭力

12/29(五)
13:00

尖端材料
C010

康達科技集團台灣鑫眾有限公司總
經理吳文彥
Silicone材料的未來與應用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於16日舉辦會員代表大會暨歲末聯歡，
超過3百位校友師生一起共度歡樂時光。（攝影／陸瑩）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19日，本校姊
妹校日本近畿大學來訪，由副校長村岡修、國
際長大村吉弘、國際中心事務長石崎重之及國
際中心主任松川惠子率領等一行四人，本校國
際副校長戴萬欽、秘書長何啟東、研發長王伯
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等教學、行政單位人
員負責接待。
　本校與近畿大學於2015年4月締結為姊妹
校，2016年開始交換學生交流，今年9月該校
共有7位國際部同學來校一年，學習中文及英
文。近畿大學4人對本校宮燈教室、覺生紀念
圖書館之預約區功能、校友集資興建之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感到印象深刻，村岡修表示，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之捐款紀念牆設計可作為該校創
校100週年發想參考。座談席間，兩校對未來
雙聯學位合作及交換教師有了更進一步的合作
共識，戴萬欽也邀請該校學生參加本校於2018
年的世界青年領袖論壇暑期商管學院，期許兩
校能有更密切的交流。
雅加達臺灣教育中心關心本校印尼境外生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印尼雅加達臺
灣教育中心總經理李淑惠、經理何薏香以及康
美億率領學生家長51人，於20日到校參訪，由
本校國際長李佩華、國際處交流組組長顏嘉
慧、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全財管學程主任林
允永、企管系系主任楊立人、外交與國際系系
主任鄭欽模等人陪同，參觀本校宮燈教室、覺
生紀念圖書館等軟硬體設施；並邀請本校印尼
境外生國企二楊雅雷、國企三鄺慧淇及全財管
二吳俊賢、曾德仁分享在本校的學習和校園生
活情形。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於11
日至31日在圖書館二樓大樓展出「聽風習靜：陳吉斯隨筆
展」，而名為「慢·品·聚」的開幕式則在18日舉辦。開
幕式首先由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發表致詞，宋雪芳
表示，已故英文系副教授陳吉斯與圖書館結緣於《如果我
是一本書》圖文展，他在這次展覽中對圖書館幫助甚大。
隨後播放紀錄陳吉斯多次參與圖書館活動的影片。再來分
別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英文系副教授黃永裕、外交與
國際系系主任鄭欽模、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校友鐘婉綺
等人發言來懷念陳吉斯。陳吉斯之遺孀將其1,124冊藏書捐
贈給本校圖書館，其中371冊將於此次隨筆展一同展出，
轉贈給喜歡閱讀的讀者。（圖／覺生紀念圖書館提供）

（圖／總務處提供）

158次行政會議中，張校長頒發科技部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研究創作獎，以鼓勵得獎師生。（攝影／馮子煊）

金鷹校友石瑜（左
圖）於第 158 次行
政會議上，演講大
數據在生物醫學工
程上的運用。（攝
影／馮子煊）

第158次
行政會議

31
1月

UH-1H救護直升機遊入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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