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能培訓 台積電    張淑芬分享

   【本報訊】本校第126次
行政會議於5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張校長表
揚盲資中心執行秘書洪錫
銘因協助「100學年度身心
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
試」而提升校譽、本校自
治性社團參加「101年全國
大專院校社團及全校性自
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
獲得特優獎的承辦人學生
事務處李意婷，並頒發獎
牌。
   

  會中，張校長揭示本次
101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
新研討會的主題為「激發
心 靈 潛 能 ， 形 塑 卓 越 品
德」，將於13日（週六）
上午9時20分在蘭陽校園強
邦國際會議廳舉行，預計
有200人共同與會研討。因
應主題邀請中央大學神經
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和中
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進行
專題演講，藉此以嶄新的
思維來實施品德教育。
   

  下午場次先由學務長柯
志恩說明「從『腦』動、
『心』動到『行』動的品
格方案」專題報告後，再
進行分組討論，由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蘭陽校園主任林
志鴻、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以及教務長葛煥昭帶
領6組進行主題討論，並在
綜合報告中交流意見。

演講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870期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 華 民 國 101年
1 0 月 8 日   星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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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1學校要聞版

4版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感受「德」到 啤酒飄香3版 商管院會張校長籲拚AACSB

女朋友‧男朋友 7項提名 麵包情人最佳紀錄片提名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
太陽能無人飛行載具「鸑鷟號」因試飛
成功引起公共電視台〈下課花路米〉節
目製作團隊注意，於5日上午來校拍攝研
發團隊的組裝和測試情形。航太系副教
授馬德明說明，該節目是一個專為國小
中、高年級同學量身訂製的新型態兒童

鄉土探索節目，由於在《淡江時報》中
發現本系研發太陽能動力無人飛機，因
此組隊拍攝鸑鷟號的相關內容，以教育
下一代。馬德明提到，該節目小組會再
和本團隊師生，於6日另赴大溪拍攝測試
情形。馬德明表示，由於研發成果領先
臺灣學術界，日前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

研究所前瞻計劃室，日前也來校交流相
關技術。
   國內首架太陽能動力無人飛機「鸑鷟」號，
是本校研發團隊師生花了3年時間，打造全臺
一架運用太陽能作為動力來源的無人飛機，
並將太陽能技術運用在無人載具上，技術應
用深具潛力。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校友再傳捷報，於第49屆
金馬獎大放異彩，大傳系校友楊雅喆以〈女朋友。男朋友〉入
圍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獎；法文系校友桂綸
鎂也以〈女朋友。男朋友〉入圍最佳女主角，本片更囊括最佳
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攝影共7項大獎，堪稱本屆國片最風
光。日文系校友李靖惠則以〈麵包情人〉入圍最佳紀錄片，展
現本校在影視產業的堅強實力，在金馬獎中大獲評審肯定！ 
   以80年代為背景，講述自由與愛的〈女朋友。男朋友〉，是
楊雅喆自編自導的劇情長片，繼饒富童趣的〈囧男孩〉後，首
度嘗試橫跨高中、大學，及中年3個人生階段的劇本，楊雅喆
憶起大學時期正逢解嚴，當時學校老師鼓勵學生去廣場參與活
動，「甚至有人在大田寮的房屋外牆噴上自由民主等字眼！」
大學的種種記憶最後都內化成創作的養分，成為不可或缺的
「經驗」。
   楊雅喆在接受淡江時報793期專訪時就提及大學時參加實驗
劇團，深受劇團指導老師丁洪哲的影響，「除了教導我對戲劇
原理的認識之外，更培養我凡事負責任的態度。」面對〈女朋
友。男朋友〉的佳評如潮，他說，「我不知道會不會拍出好
片，但每一件事都是拚全努力去做，好片與否就只是結果罷
了！」關於入圍，他感謝評審肯定，表示金馬獎像是每年對作
品的檢驗，會以平常心看待，「我比較希望看到演員得獎！」
談到同為校友的桂綸鎂，他十分肯定桂綸鎂突破性演出，「她

的努力我都有看見，因為她演出了我意想不到的女主角。」也
表示，「臺灣需要多一點年輕演員獲獎鼓勵。」楊雅喆也建議
學弟妹面對夢想，「別說太多，重要的是如何實踐。」
   〈 麵 包 情 人 〉 源 自 菲 律 賓 當 地 民 謠 「 N o  m o n e y ,  n o 
honey.」，歷經13年拍攝，創刻劃5位充滿夢想的菲律賓籍女性
在臺守護愛與夢想感人故事，獲得韓國釜山國際影展發行獎、
墨西哥國際影展紀錄片金棕櫚獎、亞洲女性電影首獎、印度喀
克拉拉國際影展改變社會創意獎、臺灣國際女性影展開幕片及
觀眾票選臺灣獎等，共入選國內外20多個影展。導演李靖惠表
示，本片構思於外公、外婆住進安養院，因緣際會接觸到這群
「菲媽」，透過鏡頭記錄她們為維持家計而遠走它鄉，思念故
鄉親人的情感，「此片紀錄了理想與現實，當中更體現臺灣現
今社會，許多雙薪家庭的共同投影。」
   從國外紅回臺灣，成為本年度首部登上院線的紀錄片，加上
獲金馬獎提名，李靖惠表示，很高興獲得肯定，覺得自己是個
幸運的人，「淡江的自由學風，促使自己釋放自由的思想，更
因為自己的信仰，以紀錄片的方式去關懷、去表達，對自己來
說紀錄片就是表達生命的絕佳方式，希望透過這樣的影片能引
起共鳴，讓更多人重視。」與她熟識的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笑
說：「她幾乎是跟紀錄片談起了戀愛。」也表示，她的作品在
這老年化加劇的時代，形塑成一種重要的力量，讓這些議題不
再被忽略；讓人們了解這些議題亦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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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高中拓生源 助中學生探索興趣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4(日)
09:00

教政所
D221 陸生來臺就學檢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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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資訊帶著走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8(一)
10:10

財金系
L204

世新大學財金系教授何宗武
Testing the Seasonal Mean-
Reversion of Inflation Rates in 
Panel Data

10/8(一)
10:10

法文系
G315

法文系校友暨時尚作家里維
法國美食美酒

10/8(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嘉義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
教授江政達
微機電感測電路及系統之介紹

10/8(一)
12:00

教育學院
ED601

華中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前
副院長彭曉輝
性心理治療的基本理論與應用

10/8(一)
13:10

化材系
E830

國科會計畫考核處組長席時昶
能源科技發展與綠能產業

10/8(一)
14:00

會計系
B515

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楊雅慧
做個快樂的審計人

10/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Center for Toxicology University 
of Kentucky楊新盛 
From chemistry to cancer 
biology :The function of Pdcd4, 
a novel tumor suppressor

10/9(二)
10:10

歷史系
L308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Associate 
Lecturer , Dr.Sang-Yeon Sung
Constucting National Image 
through Popular Music 透過流
行音樂建構國家意象

10/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及仁  
Supercomputing the origin of mass

10/9(二)
14:10

水環系
E830

馬偕醫學院總務長申永順
企業溫室氣體管理

10/9(二)
14:30

數學系
S433

中央大學統計所教授鄒宗山
Likelihood inference for cluster 
binary data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intra-cluster correlations

10/9(二)
15:00

教心所
ED101

華中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前副院
長彭曉輝
中國大陸推展性教育的現況與啟示

10/9(二)
18:30

創業研習社
Q306

作家Nini
尼婭之歌

10/11(四)
10:30

外語學院
驚聲國際會

議廳

哈佛大學Prof. Susan Suleiman
Presenting French Global: A New 
Approach to Literary History

10/11(四)
14:10

機電所
E830

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
程學系教授李雅榮
船舶工學概論

10/11(四)
16:00

大陸所
T701

85度C中國區執行副總邱志宏
85度C品牌－中國大陸市場之經營
實務與經驗分享

10/11(四)
16:10

資工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陳世安
邁向成功的契機－有效學習及自
我發展

10/11(四)
18:10

職輔組
Q409

優裕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
諮詢顧問管家賢
勇敢去敲貴人的門

10/12(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四方報總編輯廖雲章
四方之聲流浪之歌-26封逃逸外
勞的來信

10/12(五)
13:10

歷史系
B426

淡水社區大學講師羅文德
臺灣鐵道文化與淡水線發展的關係

鸑鷟號 中科院來校技術交流 公視拍專輯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師培中心副教
授徐加玲通過101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
範獎」初審通過，並獲獎狀表揚，是唯一私校
教師。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結業生黃健祐，亦榮
獲「教育實習學生（老師）楷模獎」。
   徐加玲自85學年度擔任教育學程導師，她認
為，在師資培育學習過程中，「實習」是個關
鍵的環節，指導老師是重要的推手，因而投入
了很多時間與心力。申請這次的典範獎，除了
把多年來教職生涯的過程記錄下來，還希望能
夠提供其他教師參考。並以「徐」徐的微風與

美好的回憶、「加」上不辭辛勞悉心指導、
「玲」瓏剔透心造就實習生，與大家共勉。
   黃健祐並提到，師培中心的見習課程和觀摩
課程讓他受益良多，很多教學理念是單看文字
說明無法理解的，擁有實際的操作和見習機
會，讓他在教學方式上有更清楚的方向和理
解。師培中心主任宋佩芬和副教授朱惠芳的指
導之下，他得到很多正向的觀念，「雖然功課
很多，但這些磨練都是提早為教育做準備。」
   教育部評審表示，黃健祐得獎的主因「是以
電腦資訊化融入教學中」。對此，黃健祐提

到，未來的學測會加考英文聽力，他將以建立
良好英文會話空間為目標，鼓勵學生勇敢開口
說英文，在全英的環境中，藉此提升學生英語
聽力的能力。
   宋佩芬表示，貼近中學生教學需求的教育實
習課程，是師培中心在「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
獎」年年獲獎的關鍵。該課程是由多位教師共
同設計規劃，並在學期初到合作的實習學校拜
訪，與實習學校的校長、主任共同討論，規劃
最適合實習教師專業指導課程。

教部表揚實習師生 師培中心徐加玲 黃健祐獲榮譽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自100學年
度起，招生組與校內39個系所進行「前
進高中」計畫，個別至40所高中說明本
校系所特色，藉此能增加選擇本校就讀
機會。9日即將與國立三重高中討論策略
聯盟合作案，以拓展本校生源。
   這些重點高中是統計自99學年度入學
新生畢業高中的前40名，進行系列推廣
活動：邀請高中師生至本校參訪、參與
高中校園博覽會、講座對談及協助高中
進行模擬大學面試等，共計126次推廣活

動。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此計畫使
各系所在招生態度轉為積極，主動向高
中提出合作方案，深化高中生對淡江的
了解進而以本校為升學目標。未來計劃
製作教戰守則、開辦經驗分享座談。
   承辦人陳宛伶以招生組負責的員林高
中為例說明，今年錄取人數比去年增加
8人：「到該校宣傳時，本校員林高中
校友會及熱活招生志工社一同前往，透
過學長姊的經驗分享，以拉近彼此距
離。」

   化材系助理教授林正嵐和機電系助理教
授孫崇訓，前往臺北市大理高中介紹系
上特色與未來出路。林正嵐表示，藉此
計畫幫助高中生了解大學科系內容和涵
蓋領域，幫助學生了解自己興趣。
   經濟系教授廖惠珠與企管系助理教授張
敬珣至臺北市南華高中說明。廖惠珠認
為，此行能事先了解學生需求，幫助系
上教師專業能力和學生職涯發展互相配
合，進而使同學瞭解生涯規劃。

更多訊息，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

問鼎金馬 淡江校友 楊雅喆 桂綸鎂 李靖惠 入圍

WFC12企劃案再獲金質獎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
導】化材系教授黃國楨、鄭
東文於今年5月成功為臺灣爭
取「2016年第12屆世界過濾會
議（WFC12）」主辦權後，
其會議企劃再奪殊榮，獲得
「最佳國際會議競標企劃獎」
之「金質獎」，並參加上月27
日「101年年度臺灣會展躍升
獎」頒獎典禮。黃國楨表示，
在申辦期間經濟部就給予大力
支持，相信這次獲獎將有助於
日後向政府申請更多支援。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發起的
「臺灣會展躍升計畫」，目
的是爭取更多的國際型的會展
活動來臺舉辦。旗下的躍升

獎，則是全面提昇國內會展產
業整體品質及國際競爭力所設
立的。WFC12專案由本校和
中原大學和臺灣大學聯名申請
「最佳國際會議競標企劃獎」
競賽，以「帶臺灣到世界，引
世界到臺灣」理念，擊敗9個
競選單位。評選單位給予「入
會5年即爭取到主辦權，殊為
難得，足為典範」佳評。
   黃國楨表示，這次過濾會議
企劃案獲獎實屬難得，他相信
若學校吸納有關策劃會展的人
才，對於日後申辦同類型會展
項目會有助益。黃國楨期望，
化材系學生可藉此會展，展示
平時研究成果。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由人力資源處
規劃的「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已於本月
陸續開課，首發由台積電志工社社長，且為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夫人張淑芬，於1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主講「用心看世界」，此次課
程由二級主管與基層行政人員共同參與且與
臺北校區和蘭陽校區同步視訊，共有213人參
加。
   張淑芬在演講中認為，終身學習很重要，

可透過學習多與他人討論交流，能更瞭解自
己。她分享人生最重要的是快樂，可透過
「傾聽、轉念、捨得」3種方法面對不快樂，
「因此學會放下、學會包容、接受不完美，
才能消除一切煩惱。」財務處秘書賴春宜表
示，原以為張淑芬分享人生經歷，「但她提
出方式來改變人生，我覺得收穫很多。」
   人福組表示部分課程尚可報名，歡迎同仁報
名參加可電洽人福組蔡宜君，校內分機2184。

  紀 錄 片
〈 麵 包 情
人〉導演李
靖惠獲韓國
釜山國際影
展發行獎。
（圖／李靖
惠提供）

健康 樂活

   【記者林妤蘋、楊蕙綾淡水校園報
導】為響應本校健康樂活理念，女聯會和總
務處事務組各自舉辦健走活動。女聯會於2
日下午1時在游泳館舉行「校園健走塑身」
開幕，由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高喊「一起開
始吧！」便正式起走，校長張家宜換上輕便
服飾一起環繞校園並鼓勵，去年首辦成效良
好，看到大家追求樂活健康理念感到高興，
希望能持續下去，以達健美塑身目的。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體育處在這次活動
中，除協助體適能檢測外，還提供計步器藉

此鼓勵同仁每週二中午參加活動，及督促力
行「每天一萬步，健康永保固」。參加第2
次的國際研究學院祕書郝蕙蘭則表示，因去
年參加的經驗非常好，因次再次響應健走活
動，「希望本學期還能繼續保持全勤。」
   事務組自10月每周一、四下午4時50分，
邀集校內工友一起健走操場。組員黃慶文表
示，因99年度工友的心肺項目體適能欠佳，
希望藉由健走活動，讓同仁們在工作之餘也
可以兼顧身體健康。

女聯會總務處齊健走
   女聯會於2日在游泳館舉行「校園健
走‧塑身」活動開幕式，張校長出席勉
勵。（攝影／賴意婕）

大傳系校友楊雅喆以〈女朋友。男朋友〉入圍最佳劇情片、最佳
導演、最佳原著劇本獎；法文系校友桂綸鎂（中）也以〈女朋
友。男朋友〉入圍最佳女主角。（圖／原子映象有限公司提供）

  會 議 、 活
動 e 化 簽 到
暨查詢系統
首度在大型
會議使用，
張校長使用
服 務 證 簽
到。（攝影
／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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