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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0(一)
12:10

學發組
I304

中華民國自閉症基金會明日之星北
投工坊老師曾淑君
「星星的孩子，閃閃發亮」－與泛
自閉症的同學(自己)對話經驗分享

12/11(二)
10:10

學發組
I304

淡江大學教心所同學洪瑞謙
「為自己的夢想旅程提案！總有一個贊助計
畫，能買單我的夢想吧！」－企劃提案技巧

12/12(三)
12:00

教發組
I601

淡江大學體育教學與活動組講師陳文和
「教學實務研究與成果」翻轉教室
於體育課程中之行動研究─以養生
氣功課程為例成果發表

12/12(三)
18:00

蘭陽校園
主任室

學餐一樓

淡江大學語言系副教授施懿芹
蘭陽校園全住宿書院主題活動【多
元文化】- 懷舊經典 復古長存

12/13(四)
12:10

學發組
I304

淡江大學化材系技士郭威廷
「大學生了沒？！」－大學生活與
學習規畫技巧

12/14(五)
13:10

學發組
I304

淡江大學中文四林敏婷
「起飛！交換生攻略」－中國山東
大學交換生學習經驗分享

12/15(六)
9:00

華語中心
D001

導演王政一
淡江華語中心《時代華語》教學影
片攝影工作坊

12/16(日)
9:00

華語中心
D001

導演王政一
淡江華語中心《時代華語》教學影
片攝影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0(一)
10:10

通核中心
驚聲國際廳

台北馬偕醫院諮商心理師羅惠群
社會變遷與身心健康

12/10(一)
13:10

化材系
E819

臺灣科技大學博士吳炫智
化學迴路程序及其應用之研發進展

12/1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同
位素應用組李銘忻
從創新理論看PET/SPECT 腦神經/腫
瘤診斷小分子藥物設計與計畫管理

12/10(一)
19:00

星相社
Q306

中華民國占星協會理事繆心
年度星座運勢講座

12/11(二)
14:10

產經系
B613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曹添旺
總體經濟參數與政策搭配問題

12/11(二)
14:10

水環系
E805

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助理教
授徐宏德
低能耗水處理新技術–正滲透薄膜
發展與應用

12/1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博士林彥勳
未竟之地，對暗物質的探索旅程

12/11(二)
19:30

課外組
鍾靈中正堂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中心老師李瑞珠
在生命中來場「跳Tone」之旅－國
際志工的第一步

12/12(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威盛保險經紀人副總經理王信力
保經保代概論

12/12(三)
18:30

學生會
B713

《The Big Issue Taiwan》大誌雜誌主編胡士恩
編輯思考術－那些雜誌工作教我的事

12/12(三)
19:30

課外組
Q306

ZAZA柬埔寨兒童攝影教育計畫發起
人張維
一起來眨眨眼，ZAZA柬埔寨兒童攝
影教育經驗分享

12/13(四)
10:00

會計系
B515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素雯
常見的會計審計實務議題

12/13(四)
10:10

中文系
L528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兼中心主任劉久清
略論中西對話下的中國學術

12/13(四)
14:10

機電系
E401

大同大學機械系主任吳俊瑩
設計自動化與最佳化

12/14(五)
10:10

資工系
E787

恆鼎科技公司總經理酆隆恭
當翻譯遇上科技

12/14(五)
14:10

經濟系
B506

國泰證券經理吳欣瑜
財務工作經驗分享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演講看板

108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
網路報名
　碩士班：108年1月8日至2月21日止。
　博士班：108年4月30日至5月9日止。

考試時間
　碩士班：108年3月10日。
　博士班：108年5月25日。

 簡章洽淡江大學網站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人資處12月3
日公布106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教學優良教
師、教學優良教材及教學創新成果獎勵名單。
「教學特優教師」由數學系教授陳功宇、建築
系助理教授游雅婷、統計系副教授楊文、法文
系教授梁蓉、外交與國際系副教授柯大衛、未
來學所助理教授霍珍妮、通核中心講師鄧玉英

共7位獲獎。依「教師教學獎勵辦法」規定，
每位每月獎金1萬元，將於107年度歲末聯歡會
公開表揚及頒發獎狀。
　「教學優良教師」共44位獲獎，每位每月獎
金2千元。「教學優良教材」，共10位獲獎，
其中教科書類有4位獲獎；教材教案編製類有6
位獲獎。「教學創新成果」由企管系副教授涂

敏芬、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體育教學與活
動組講師郭馥滋3人獲獎。
　榮獲教學優良教師的資圖系教授王美玉分
享，「我教授資訊組織課程涉各式法條，上課
時會選擇搭配活潑案例講解，讓學生當下透過
測驗複習以加深印象，藉此讓學生達到更好的
學習成效。」各類獎勵名單詳見人資處網站。

教師教學獎勵公布 64師獲肯定

　【記者丁孟暄臺北報導】由經濟部工業局
舉辦第25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於12月6日
晚間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樓舉行，總統蔡
英文親自頒發「卓越經營獎」給本校董事長
張家宜。本校校友江誠榮和翁俊民也帶領企
業獲得「產業支援典範獎」及「經營技術典
範獎」的肯定，超過500位嘉賓參加此次頒獎
盛會。
　蔡總統開場致詞時表示，面對世界經濟快
速變化的局勢，政府將持續引導產業環境往
「創新驅動」思維前進，肯定得獎者充分展
現國家品質獎「高階領導、全員參與、持續
改善、追求卓越」的核心精神，「各位都是
推動全面品質管理，以及在各自領域經營表
現傑出的企業、機構團體及個人。獲獎人對
品質的要求與不斷創新的動力，為整個社會
帶來正面提升。因為有你們，臺灣才有優質
產品與服務，更因此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張董事長表示：「品質是一段沒有終點的
漫長路！這次以個人身分參獎，正逢淡江
大學獲獎10年，也是對我投入高教經營品質
26年的總回顧。」張董事長強調過程重於結
果，藉由淡江品質屋，設定明確的績效指
標，打造精實友善的校園。對內，以三環五
育八大素養培育學子，結合數據分析與AI，
強化學生就業；對外，則推廣全面品質、深
耕在地，發揮大學的社會責任。

　張董事長曾任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
長、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長，透過著書及演
講，在國內外積極推廣高教卓越經營。張董事
長說：「堅持品質，是身為領導者的DNA，
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志業。」
　本屆國品獎總計有98件申請，張董事長為歷
年國家品質獎個人得主之第一位女性得獎人。
張家宜博士從美國史丹福大學取得教育行政學
位後，旋即進入淡江大學任職，率先引進全面
品質管理（TQM）治理，10年前帶領淡江大
學奪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本屆則以投入高等
教育卓越經營26年的終身成就獲獎。
　曾任多屆國品獎評審的日鑫創投公司董事長
盧瑞彥說，張董事長有實力、有想法，但太謙
虛，「我一直鼓勵她申請個人獎，因張建邦創
辦人二、三十年前就有品質管理的想法，很先
進，而且又在淡江大學貫徹與實踐，長久成為
淡江文化的核心價值，張董事長擔任校長時，
又繼續著書研究與闡揚品質管理，如今，淡江
大學既得到19屆國品獎，張董事長獲得25屆卓
越經營獎，可揚名國際成為高教典範。」
　本屆國品獎淡江人拿下三座！本校合經系
（現產經系）校友、介明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翁俊民獲「經營技術典範獎」，台旭環境
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航太系校友江
誠榮獲「產業支援典範獎」，驗證張董事長所
說，品質是淡江人的DNA。

張董事長獲國品獎總統親頒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術
中心和教務處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辦、海事
博物館承辦的「淡江之美」繪畫比賽於11月26
日公布得獎名單，大專組、高中組各選出前3
名及3名佳作。12月4日中午12時20分在文錙藝
術中心舉辦頒獎典禮，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
炳煌、駐校藝術家顧重光、通核中心主任干詠
穎、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校長陳合成、淡江高
中美術班組長鍾順達皆出席典禮擔任頒獎人。
　張炳煌致詞表示：「非常高興藉由這次活動
讓未來藝術領域的尖兵齊聚一堂，期待明年續
辦競賽，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參與。」顧重光講
評以畫家高更為例鼓勵學生，「期待你們能將
繪畫視為人生中重要事業，創造無限可能。」
陳合成說：「本次競賽臥虎藏龍，相信未來各
位皆是閃耀之星，期許活動能擴大舉辦規模，
邀請更多人共襄盛舉。」

　大專組前3名是建築一吳紀東、資工三楊泓
駿、西語四陳孝恩。佳作3名為公行四嚴祺
瑋、建築一陳芃言、建築一周書非。吳紀東分
享：「為呈現淡水自然、人文景觀，選擇以淡
水老街景色為題，除了現場勘景，也在創作中
融入我的想法，很開心獲得肯定！」本次競賽
得獎作品在海博館一樓展出至明年4月。

▲本次「淡江之美」競賽得獎作品在海博館一
樓展出至明年4月。（攝影／廖國融）

▲本校熊貓講座於12月7日邀請到加拿大西
安大略大學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孫
學良（右），上午先行拜會本校校長葛煥昭
（左）。（攝影／施宥全）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熊貓講座於12
月7日，由物理系邀請到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
機械與材料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孫學良來校進行
專題演講。孫學良於當日上午先行拜會本校董
事長張家宜、校長葛煥昭，由理學院院長周子
聰、教授彭維鋒陪同。
　張董事長和葛校長同表歡迎，感謝孫學良來
校分享教學與研究經驗，並給予本校、物理
系同步輻射研究團隊及臺灣學界前瞻與創新的
研究建議，期待兩校未來有更進一步的合作機
會。孫學良為加拿大皇家科學院和工程學院院
士，在電化學能源材料合成、應用及奈米碳相
關電催化和電池材料研究領域有豐富學識及卓
越貢獻，是現今從事電化學能量研究之標竿。
　孫學良說，團隊合作很重要，集合雙方的技
術、能源材料等資源，進行應用並研究開發更
多的可能性。此行演講很高興大學部本科生一
同加入，相信能藉此激勵他們學習興趣、加深
學習印象。
　張董事長致贈校景花瓶給予貴賓，瓶身上印
有國際知名水墨畫大師李奇茂所繪之淡水校園
景色，與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所書寫的校
歌歌詞。

熊貓講座孫學良開講
盼刺激學生學習效能

163行政會議參訪宗瑋工業校友林健祥熱情款待
　【記者楊喻閔臺北報導】本校第163次行政
會議於11月30日移師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由葛煥昭校長主持，董事長張家宜、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
長王高成及一級教學、行政單位主管皆出席。
葛校長致詞表示，「之前簽訂『前進高中計
畫』需進行通盤檢討，盼擬定更好的計畫，落
實經費用在刀口上的原則。各單位聘用工讀生
須檢視工作內容以達效率，並請各學院分析
『重點研究計畫』補助所帶來的教學成效，同
時我請學術副校長協助將世界大學排名注重的
指標，研擬納入研究計畫補助的可行性。」
　此次會議通過「108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
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
畫」申請案、「淡江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修正草案，以及「淡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
法」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在臨時動議中，人資

長林宜男說明，教育部來函要求各大學建立聘
約工通報機制，後續會發送相關表單及資料，
再請協助各單位建檔。
　本次會議前，一行人先行參訪宗瑋工業，由
該公司董事長、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化學系校友林健祥導覽工廠設備，解說企
業經營與管理現況及產品研發歷程。他分享，
「科技不斷進步，需要學習的知識越來越多，
我要求自己一定要與時俱進，才能將最新技
術、更好的品質帶給客戶。」
　參觀完後，董事長張家宜勉勵同仁，「須持
續精進自我，讓自己跟上科技尖端，此理念也
可用在教育，在少子化的影響下，需要同仁們
一起思考淡江的定位及招生策略，而我們的姊
妹校近畿大學近期出版書籍，分析該校如何創
下超高報考人數，相當值得我們借鏡。」
　為感謝林健祥董事長接待，葛校長回贈一幅

▲本校第163次行政會議於11月30日移師宗瑋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由葛煥昭校長主持，董事
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
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及一級教學、行
政單位主管皆出席。（攝影／蔡依絨）
「圓融」字畫及陶製馬克杯，此字畫是由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親筆題字，以感謝林健祥
安排本次參訪行程及設宴款待。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覺生紀念
圖書館於12月11日、18日，在U301舉辦「多
語學習一把抓，語言檢測我最多」講習系列活
動，邀請專業講師介紹校內電子資源語言學習
專區、專屬資料庫，以及各語言檢測平臺，將
同步帶領同學實作。
　11日主題是「本校電子資源語言學習專區
暨線上即時英語自學課程及各式應考特訓資
源」，18日則以「Easy Test線上學習測驗平
台」為題，介紹此平臺功能與操作方式。
　參考服務組組長丁紹芬表示：「學校購置多
個網路資料庫與語言檢測平臺，期待透過本次
講習活動，能使學生對學習資源有更多的認
識。」即日起開放報名，名額有限，詳細內容
和相關資訊可瀏覽圖書館網站（網址：http://
www.lib.tku.edu.tw/）查詢。

快來報名多語學習一把抓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時光飛逝，轉眼來到
歲末感恩和耶誕佳節。本校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於今
年在文學館、會文館及傳播館間的行人徒步區，布置
浪漫燈飾並架起耶誕樹，於每天傍晚4時50分準時點
亮淡水校園，邀全校師生共享耶誕氛圍。
　節能組組長姜宜山表示：「去年配合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落成，因而將燈飾布置在該棟周圍。今年移回文

學館旁的行人徒步區，目前耶誕樹頂端掛著2018年飾
品，將在本月31日晚間更新為2019年字樣，期待搭配
美麗燈飾為校園妝點，陪伴師生一同歡度耶誕佳節與
跨年時刻。」
　大傳二李凱琪說：「耶誕樹剛好就豎立在傳播館門
口，每天晚上放學看見，心情都很棒，感覺時間過得
好快，要好好珍惜在大學的每一天！」

總務處營造耶誕氛圍 淡水校園喜迎歲末感恩季

（攝影／黃柏耀）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台灣檢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SGS）稽查員於12月4日、5
日來校進行107學年度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年度稽核驗證，分別在臺北、淡水，
以及蘭陽校園同步進行ISO14001環境管理系
統、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的年度稽核驗證。
　12月4日上午9時開幕，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表
示，「歡迎評審委員來到淡江大學，校內環境
衛生、節能環保在稽核單位指導下，每年持續
改善、達成認證標準，且陸續榮獲企業環保
獎、國家環境教育獎、理工學院實驗室獲安
全衛生特優、經濟部106年度節能標竿學校組
銀獎，以及連續4年獲新北市綠色採購績優肯
定。學校致力營造安心學習的校園環境，期望
在此次年度稽核中，讓校內環安更加完善。」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技士邱俊豪表示，
「本次年度稽核體檢校內環安系統，順利取得
驗證，期待能持續改善能源消耗與支出。」

本校年度稽核3驗證過關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嚮往歐洲迷人
的風光嗎？就從熱情浪漫的西班牙開始探索
吧！女教職員聯誼會於11月30日在ED201室舉
辦「799公里的西班牙朝聖之路」講座，邀請
到基隆商工莊麗俠老師分享前往西班牙朝聖之
路的點滴，包含資訊的蒐集、裝備、途中需注
意的事項等，吸引逾30位教職員一同參與。
　莊麗俠是本校會計系校友，在退休後開啟這
趟旅程，朝聖的路線有千百條，她選擇「法國
之路」（Camino Frances），從法國南方與西
班牙邊界開始走，一路沿著西班牙北邊城市
走到聖地牙哥，由於起點在法國，全長共799
公里。在30多天的旅途中，她認識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更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有位熱情的
西班牙阿公畫了一張她的肖像送給她，旅途中
她也自我要求一天花費不能超過30歐元，一路
堅持走到最後。女聯會理事長陳叡智分享道：
「她的精神與毅力令人十分佩服，也給女性朋
友很正向的鼓勵，自己也可以有夢想並努力去
實踐完成，同時我認為走在朝聖之路上，也是
一段自我對話與反省的過程。」
　朝聖之路的由來是耶穌十二使徒之一的雅各
被刺殺殉道後，弟子偷偷將遺體運上船送到伊
比利半島下葬。直到西元813年，門徒照著星
星指引的方向才找到雅各的遺骸。傳說走完朝
聖之路，可赦免朝聖者在世一半的罪。

女聯會邀莊麗俠談西班牙朝聖之旅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11月30日舉辦「799公里
的西班牙朝聖之路」講座，邀請到基隆商工莊
麗俠老師分享前往西班牙朝聖之路的點滴，吸
引逾30位教職員一同參與。（攝影／黃莉媞）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查詢系統」（esquery.tku.edu.tw/
acad/）將於12月10日中午12時30分起開放查
詢課程資料、選課注意事項、各年級選課時
間表，12月12日中午12時30分起開放查詢已代
選之必修課程（www.emis.tku.edu.tw），初選
課程自108年1月14日中午12時30分到1月22日
上午11時30分，依各年級選課時間表網路選課
（www.ais.tku.edu.tw/elecos/）。
　初選課前，大學部學生之通識核心課程分二
階段網路選填志願登記（www.ais.tku.edu.tw/
cos_lot），第一階段：12月17日中午12時30分
到12月19日下午16時30分、第二階段：12月25
日中午12時30分到12月27日下午16時30分。各
年級「網路選填志願登記系統」開放期間，學
生至多以開課序號選填10科，第一階段已篩選
到1科者不得再參加第二階段選填登記，初選
期間每人限選1科通識核心課程（含選填志願
選課已篩選到1科）。
　教務處課務組提醒同學，通識選填登記先後
順序，與篩選結果無關，第一階段篩選到之通
識科目與其他已代選科目衝堂時，如同學選擇
退選「衝堂科目」為已篩選上之通識科目時，
則仍可參加第二階段選填登記，請同學把握機
會。選課詳見教務處課務組最新訊息公告、
「課程查詢系統」選課日程表及注意事項，或
至「淡江i生活」查詢。

下學期初選課看過來！

建築一吳紀東獲淡江之美繪畫首獎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視障資源
中心於11月30日至12月1日舉辦107學年度生涯
探索暨冬之饗宴，為協助身心障礙同學們瞭解
自我特質與需求，並幫助他們關心學習權益、
建立友善的校園環境，今年活動辦在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約30位師生共同參與。
　視障資源中心輔導員蘇慧敏表示，「我們每
年都會舉辦類似活動，邀請承辦的旅行社設計
一系列的自我探索活動，帶學生試著了解自
己；同時走訪金山老街、白沙灣等景點，希望
同學能留下難忘的回憶。」
　參與同學、大傳碩一李姝諭分享：「整個活
動流程安排得很棒，未來也想多接觸大自然，
例如露營、野炊等，希望能有更多體驗。」

視障中心師領生探索自我

▲視障資源中心於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金山
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生涯探索暨冬之饗宴，約30
位師生共同參與。（圖／視障資源中心提供）

▲校友江誠榮(左)和翁俊民(右)帶領企業分別
獲產業支援典範獎、經營技術典範獎的肯定，
現場邀張董事長(中)合影。（攝影／麥麗雯）

▲第25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12月6日在台北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蔡總統親頒「卓越經營
獎」給本校董事長張家宜。（攝影／劉芷君）

江誠榮 翁俊民2校友企業同獲典範獎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