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錙藝術中心即日起展出「藝行
50－師大藝術系54級美展」，有
張俊傑、何懷碩共25位藝術家參展
110件作品，包含油畫、版畫、書
法、水墨畫、水彩畫等多元類型的
平面創作，不同於近期單一作品形
式的展覽，這次是呈現這藝術家們
50寒暑以來，持續不懈對藝術創作
的堅持。本次由駐校藝術家顧重光
策展並表示，本校雖無藝術系所，
但能藉本次展品和這些長青創作家
堅持精神，陶冶學生美學涵養。
（文／陳照宇、攝影／何瑋健）

藝行50展看多元作品

奉獻育才 55教師獲教部獎勵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淡江
大學校友總會於日前公布第四屆卓越校友當選
名單，共計24人。
　校友總會自今年年初開始接受各縣市校友會
推薦在各領域有卓越貢獻之優秀校友，經審查
後名單於7月中旬選出，有藍如瑛、蔡克敏、
李炳楠、戴源遠、李有忠、陳偉群、陳雅芬、
胡怡嬅、林金蓉、孫培芝、李明泉、徐國政、
吳育政、劉浩俍、王紹新、許作名、夏智弘、
金介壽、張文雄、李光軒、簡良鑑、林靜惠、
王新財、廖志桓。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
「透過卓越校友選拔活動，除了肯定校友們在
各領域的表現，也希望提升校友對於學校的向
心力，以及凝聚校友總會與各縣市校友會之間
的情誼，促使校友總會在未來擁有更堅固的組
織，布局也可以更加完善。最後，感謝校友們
熱烈響應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募款。」
　19日，由校友總會在新北市蘆洲晶贊宴會廣
場舉行第十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及頒發第四
屆卓越校友當選證書，20日還拜訪南僑桃園觀
光體驗工廠。

媒體傳播　第三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遠見雜誌》
日前公布「2015企業最愛研究所調查」結果，
其中，本校在八大專業領域「最常雇用」排名
中，「媒體／傳播」領域與世新大學並列第
三，僅次於國立政治大學及輔仁大學。
　本調查與藝珂人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以該公司臺灣客戶為調查對象，包括39%外
商、28%上市櫃公司及33%一般企業等596位企
業主管，以反映中大型企業公司意見。本校在
今年總排名中，未進入前10名。
　針對在「媒體／傳播」領域中獲得第三，大
傳系系主任紀慧君表示：「很感謝學校將大傳
系列為特色系所之一，因為有學校的支持，本
系才能培育出優質的人才。未來也期望系上同
學能一同繼續努力。」

《遠見》企業最愛研究所

生一同成長。」服務年滿10年有：中文系許維
萍、大傳系許傳陽、馬雨沛、化學系李長欣、
物理系王尚勇、航太系蕭富元、電機系易志
孝、產經系林佩蒨、日文系李文茹、英文系張
雅慧、戰略所李大中、外交與國際系鄭欽模、
政經系周志偉、軍訓室陳肇華。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
誼會為慶祝教師節，將於24日（週四）中午12
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搖滾健康樂活一

身輕美食饗宴」活動，現場將品嚐各單位提供
的美味佳餚，透過交流活動增進同仁間彼此情
誼。女教職員聯誼會理事長蕭淑芬表示，「除
了有美食外，更力邀各學院院長為大家表演
『八部獻唱』，如此精采的安排，歡迎大家一
起共襄盛舉。」
　另外，女教職員聯誼會「舞動生活‧感動
人生」運動班即日起開始報名至24日（週四）
止，歡迎全體教職員工都能來動一動，只要對
健走、塑身有興趣的同仁踴躍報名，詳情請洽
SG301或電洽校內分機2183趙曉雯。

　 【 本 報 訊 】 英 國 高 等 教 育 調 查 機 構
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簡稱QS）日前公
布「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校在藝術與人文
領域的「英國語文與文學」學科中，首度進
入前300名，位居251至300名區間。是此學科
唯4所進榜的臺灣大學，除了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是唯一
私校（資料來源：http://www.topuniversities.
com/）。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共分
5大學術領域，36門學科，依據學術聲譽、
雇主聲譽、平均每篇論文引用次數、H指數
（H-index）4項進行評比，其中每篇論文引
用次數來源為Scopus（www.scopus.com）（全
球最大索引摘要資料庫）。
　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表示：「本系師資陣容
逐年增強，且學術研究表現良好，尤其近年新
進教師研究力強，其中，在101學年度至103學
年度，本系專任教師共發表52篇期刊論文。未
來將持續提升教師研究能量，也招收更多境外
生，讓本地生與境外生彼此交流學習，提升國
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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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蕭婷予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為獎
勵教育工作者長期為教育奉獻，對教學滿10年
至40年之教師致贈獎勵金，以表達感謝之意。
本校今年共有55位教師年資達10年以上；其中
服務滿40年者有1位、30年9位、20年31位、10
年14位。服務滿40年為化學系教授王文竹將於
25日出席教育部舉辦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大會暨
總統餐會。王文竹表示，教學工作是理想的實
踐，也是快樂的事情，學生的學習成果是教師
最大的成就與收穫。本報配合敬師月製作教師
節特刊，詳見本期三版。
　服務滿30年教師有：中文系何金蘭、數學系
吳秀芬、機電系葉豐輝、化材系林國賡、水環

系施國肱、資管系黃明達、英文系黃逸民、體
育教師林啟東、陳怡穎；服務年滿20年有：中
文系陳大道、歷史系林呈蓉、資傳系卓美玲、
大傳系楊明昱、化學系林志興、物理系李明
憲、張經霖、建築系劉綺文、資工系郭經華、
許輝煌、.航太系田豐、會計系陳叡智、財金
系李命志、邱建良、陳玉瓏、產經系胡登淵、
管科系倪衍森、保險系楊宜衡、統計系吳淑
妃、鄧文舜、經濟系鄭東光、法文系侯義如、
連馥莉、孟尼亞、日文系劉長輝、鍾慈馨、西
語系林盛彬、宋麗玲、羅幕斯、通核中心王志
銘、課程所黃儒傑。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感謝
肯定外，並說：「執教20年來的收穫就是和學 24位獲頒第四屆卓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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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2(二)
14:10

水環系
E404

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秘書陳永
祥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一)

王文竹春風化雨40載 25日出席表揚暨總統餐會

王泓為獲CFD最佳論文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甫畢業的航太
系碩士班校友王泓為參加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
會、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主辦「第
二十二屆全國計算流體力學（簡稱CFD）學術
研討會」，與來自學術界、企業界及研究單位
的110件論文競爭，獲得最佳論文獎及「流體
之力與美－暫態現象短片競賽組」佳作。
　王泓為在航太系教授牛仰堯指導下以「雙流
體方程模擬高速液滴撞擊壁面之數值探討」為
題獲獎。他表示：「較少人研究此主題，很感
謝老師的幫助，能獲得肯定為本系爭光，相當
開心。」牛仰堯表示：「王泓為特別有好學精
神，願意穩紮穩打從基本程式開始設計，能打
敗臺大、中央等國立大學獲得評審青睞很為他
開心，目前正將本篇論文改得更加完善，未來
也會投稿至國際期刊分享。」

松濤新生快領大碗公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從食開始愛地
球！資產組於16日在美食廣場入口前發放大碗
公，1百個大碗公瞬間領取一空。資產組組員
汪家美說：「希望藉由發送環保精美餐具鼓勵
同學自備餐具到美食廣場用餐，為環保盡一份
心力。」企管一潘靜怡開心地說：「拿到這個
碗公到美廣用餐還可省錢，真好。」23日（週
三）中午還有機會！凡符合大一松濤住宿生身
分，並加入「大碗控」Facebook社團，即可領
取精美瓷器碗公，趕快加入粉絲頁。

老師辛苦了
教師節快樂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2(二)
10:10

公行系
B616

Director of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Ministry of 
Defense,Holland Mr. Eric 
Graaf
荷蘭的特色與國家競爭策略

9/22(二)
10:1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南大學綠色能源科技
學系教授張家欽
能源科技與鋰離子電池-電
動車及儲能系統之儲能元件

9/22(二)
14:10

經濟系
B713

敦陽科技副總經理陳化民
雲端與大數據

9/23(三)
10:10

財金系
B713

金管會主任委員曾銘宗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9/23(三)
14:10

資圖系
L206

輔仁大學圖資系教授林呈潢
資訊政策及其相關法律

9/23(三)
16:10

數學系
S433

Department of Econometrics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VU University Amsterdam, 
Netherlands Professor Jan 
Magnus
Pretesting and the estimation of 
a normal location parameter

9/24(四)
9:00

覺生紀念圖書館
B302a

IEEE 客服部經理 George 
Plosker
IEEE Academic Seminars-科
技論文寫作技巧與投稿

9/24(四)
14:10

數學系
S104

堡山企業董事長李佳輔
職業認識與職涯探索座
談–數學與人生

9/24(四)
16:00

大陸所
T701

研華科技臺灣區業務經理施
文森
物聯網與「工業4.0」智慧工
廠的製造概況

9/25(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台達電子教育解決方案事業
處行銷副理高欣淳
淺談行銷-如何開始一份行
銷工作?

9/25(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雲端
事業處協理楊東城
用雲端服務 「愛」雲端世代
的「客戶」

9/25(五)
13:10

產經系
B511

輔仁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彭正
浩
今天不上課：那些課本沒教
的事

教學
卓越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3(三)
13:00

管科系
D308

波蘭科學院教授Ignacy 
Kaliszewski
A common framework for 
multiple criteria /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女聯會24日搖滾樂活謝師恩 

　新學期開始，校園
角 落 也 悄 悄 換 上 新
妝，原本位於郵局旁
邊靜僻的木板地，開
設咖啡店，店家於前
方 空 地 擺 設 6 張 咖 啡
桌，營造出輕鬆愜意
的校園一隅。大傳三
郭珮君說：「這樣的
空間設計物盡其用，
讓人耳目一新，之後
會想到這裡享受不一
樣 的 午 後 時 光 。 」
（文／李昱萱、攝影
／蔡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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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本校日本姊妹校同志社大學校長村田
晃嗣（右）、本校校友暨該校父母課課長田中
裕一、校長秘書赤木泰朗，以及同志社臺灣事
務所代表高瑞蓮蒞校訪問。這是村田晃嗣二次
來訪，參觀校園時直稱圖書館環境良好，並對
文錙藝術中心印象深刻；適逢海報街的社團招
生活動，村田特與弓道社社員切磋拉弓技巧，
讚譽校園充滿活力。由校長張家宜（左）主持
座談會，張校長表示，「兩校近年教師交流研
究及學生交換等熱絡交流，希望能再擴大交流
層面。」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亞洲所所長蔡
錫勳、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等人一同
參與。雙方對雙聯學制深入洽談，將規劃實質
合作內容。（文／蔡晉宇、攝影／吳國禎）

同志社大學與我談雙聯學制

更新啟事：本報973期截稿出刊後，2015遠東建
築新人獎主辦單位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行政
總監胡湘君，於（14日）與本報編輯室確認，
主辦單位破格頒發建築三李映萱新人獎殊榮。

本校首進QS英國語文與文學排名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企業學系
與中華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協會於17日上午
十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兩岸青年企
業家創業創新論壇」，兩岸企業董事長們蒞校
談青年創業的機遇與挑戰。
　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華新科技董事
長焦佑衡、萬事利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屠紅
燕、浙江文創控股集團公司董事長錢峰、杭州
米趣網路科技公司董事長兼CEO毛靖翔、杭
州海邦投資管理公司執行總裁梁剛、杭州淘淘
搜科技公司總經理黃琦等人來校與逾150名師
生座談，現場另有大陸中央電視臺、中天電視
及聯合報等外媒前來採訪，場面熱鬧。
　校長張家宜歡迎兩岸青年創業企業家來校
與學生交流，致詞時表示，「本校能蟬聯18年
《Cheers》雜誌調查的企業最愛私校第一，是
因為重視培養學生軟實力，同時也是全臺唯一
將社團列入必修的大學，皆為同學創造及強化
競爭力。」屠紅燕表示感受到校園的活力朝
氣，雙方互贈禮品。
　本論壇由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主持，童子賢

臺浙創業家來校熱血座談創業挑戰
分析現今消費市場轉變快速，創業及營運應跟
上節奏，才能在競爭中生存。他也提醒在場學
生，自我學習與成長相當重要。焦佑衡則是分
享自家經營書店結合餐飲的影片，來簡述文創
美學與Life Style。
　屠紅燕以「讓絲綢與時尚共舞」為題發表演
講，談到中國絲綢的品質非常好，應發展文

化、創意及結合其他產業，期待「萬寶利」能
創造出屬於中國的品牌，藉此鼓勵學生們能走
入社會、走入企業。毛靖翔（右後三）以KPI
績效管理方式，說明「從0到1創業方法論」。
　國企碩二詹博丞表示，「對米趣網路科技的
遊戲app專題很有興趣，也學到了不少關於企
業經營、運作的模式。」

QS世界大學「英國語文與文學」臺灣高校排名
排名 大學

51-100 臺灣大學

151-200 中山大學

151-200 臺灣師範大學

251-300 淡江大學

（資料來源／QS世界大學排名網站、製表／
淡江時報社）

　浙江省青年企業家交流參訪團於17 日來校座談，
張校長（右前六）致贈本校紀念旗，並與浙江省台辦
主任裘小玲（右前五）和萬事利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
屠紅燕（右前七）等人合影。（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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