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主辦12 屆世界過濾會議

趣並提升其全球視野與美學涵養。
　25日中午將在圖書館大廳舉行開幕式，現場
備有英式點心與西班牙飲食，歡迎大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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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8(一)
13:00

資訊處
T307

本校教科系系主任沈俊毅
新一代教學資源平台TronClass 創
課體驗工作坊

4/20(三)
12:30

教發組
I501

本校企管系副教授洪英正
教學助理才能課程： 情緒管理與
壓力調適

4/21(四)
8:00

資訊處
D409

中華民國數位學習學會主辦
TronClass 創課體驗工作坊

4/22(五)
9:00

管科系
B605

和泰汽車行銷經理朱耿毅
企業導師請益-汽車產業之網路行
銷策略

4/22(五)
9:00

遠距組
 T211

國立清華大學資工系博士蘇德宙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EverCam教
育講習」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8(一)
14:10

產經系
B511

施耐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陳宗賢
綠能產業簡介與工作經驗分享

4/22(五)
14:10

產經系
L204

世新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陳菁瑤 
工業4.0架構下的網路經濟

30餘國逾5百學者與會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臺灣過
濾與分離學會、國立臺灣大學、中原大學、紡
織產業綜合研究所、Solid–Liquid Separation
（RASLS）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
舉辦的「第十二屆世界過濾會議（12th World 
Filtration Congress, WFC12）」於11日至15日
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盛大展開，逾
30國、超過5百位學者與會。由九天民俗技藝
團開場，化材系教授暨本屆會議主席黃國楨、
本校校長張家宜、科技部政務次長林一平等開
幕致詞。張校長表示：「世界過濾會議被譽為
過濾學術研究和工業應用領域的最大盛會。非
常榮幸本校承辦本屆會議，感謝大家支持與協
助，祝會議圓滿順利。」

　世界過濾會議為當今世界上過濾與分離領
域學術地位最高之學術會議之一，黃國楨與
化材系教授兼教務長鄭東文等人於2012年成功
為臺灣爭取到本屆會議的主辦權，是繼日本
之後的亞洲主辦國。本次會中包括6場Plenary 
lectures、18場Keynote lectures、10場Special 
sessions、4場Short coursees及論文投稿篇數361
篇，針對固液分離、氣膠過濾與分離、空氣過
濾與氣體分離、薄膜程序等主題進行研討。
　為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把握國內外最新
技術動態，亦於12至14日在臺北世貿展覽一館
舉辦國際過濾及分離大型展覽，158個攤位吸
引近3000人次觀展。黃國禎表示，活動希望提
升國內過濾與分離相關技術在國際的能見度。

　由教育部主辦、教育學院承辦的「105年度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
及成果展現計畫」首場「青年轉動全球」工作坊於1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由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主持，逾60位師長、教育部人員、各大
專校院國際事務推廣人員與會。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司長陳雪玉亦出席支持。外交與國際系系系主任鄭欽
模，以「世界咖啡館」帶領各校代表研討校內推動計畫之具體措施、成
功案例分享及資源統整等題目進行分組討論。
　同日下午，張鈿富在新北高中主持第二場種子教師工作坊，教育部部
長吳思華亦親臨現場。未來將在北中南東4區陸續舉辦13場工作坊，以
推廣全球移動理念。（文／陳昶育、陳照宇、攝影／盧逸峰）

還有      期
        本週活動@福園

　教學觀摩週期間，本校各院所系教師與學
生，赴海內外進行相關學術交流活動，詳細內
容請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國際研究學院與韓國慶南大學合辦研討會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於4日至6日率領院
內6位教授赴南韓，與姊妹校慶南大學極東問
題研究所合辦研討會，探討東亞安全與朝鮮半
島議題。此行更受本國駐韓代表處重視，駐韓
代表石定特別宴請本校教師團，交換臺韓關係
意見。王高成表示：「藉此行加強本院與南韓
學界的學術交流，對教學與研究甚有助益，亦
有助本院國際化推動。」（文／周雨萱）
大陸所舉辦第五屆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

　大陸所於9至12日在臺北捷運北投會館舉辦
「第五屆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邀兩岸四地
60位青年領袖代表進行「青年領袖社會參與及
文化探索」。本次邀請陸委會主委夏立言等人
演講、舉行「兵棋推演」課程和至立法院參訪
座談等。大陸所所長張五岳表示：「本屆研習
營聚焦在年輕世代的對話，藉此訓練學員多方
思考，體驗臺灣多元性。」（文／周雨萱）
物理系系主任率碩生赴澳洲核能科技組織

　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杜昭宏帶領系上2位研

究生前往澳洲核能科技組織（ANSTO），進
行材料科學相關研究。杜昭宏表示，「此次的
交流讓物理系學生開拓國際視野，更讓國外研
究人員更了解本校研究團隊。」物理系副教授
劉國欽指出，本次前往日本名古屋大學針對新
興3D觀測技術與日本團隊共同研討解析銀河
主題的可能性，期待持續完善宇宙背景輻射研
究，以激盪出嶄新的想法。（文／張力堃）
美洲所碩博生參加兩岸青年學者交流論壇

　美洲所4碩生和1博生於上月31日參加廣西社
科院舉辦的「2016兩岸青年學者交流論壇」，
對兩岸關係交換意見，還參訪廣西南寧農業和
旅遊業。活動領隊、美洲博五陳奕帆說：「藉
此了解大陸學者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在溝通和
交流的過程中收穫頗豐，希望兩岸關係在未來
能呈現出積極樂觀的狀態。」（文／李宜汀）
企管系到廈門大學研討互聯網

　3日，企管系教授吳坤山、副教授李月華、
羅惠瓊，以及會計系教授張寶光，領EMBA學
生蘇建任，赴姐妹校廈門大學參加「2016提升
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移動互聯網情境下創新與
創業研討會」。李月華表示，從本次研討會中
觀察到對岸研究者發表主題符合時代潮流，鼓
勵臺灣學生應展現企圖心。（文／秦宛萱）
村上研究中心赴北京和上海討論村上春樹

　村上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率該中心3教師於6
日至8日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參
訪並受邀進行基調演講、與上海杉達學院日
語系教授施小煒等人進行圓桌會議。曾秋桂表
示，此行了解兩岸對村上春樹作品的感受，期
能共同建構村上春樹學。（文／劉蕙萍）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0(三)
19:00

國企系
D309

國泰建設總經理李虹明
不動產開發——資產再生

林肯背誦賽陳彥伶奪冠

英文三張靜宜 北京英語演講得二等獎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校內外英語
相關比賽的常勝軍、英文三張靜宜代表本校
赴北京參加「第21屆中國日報社—21世紀可
口可樂盃全國英語演講比賽」榮獲二等獎。
活動由中國日報社與可口可樂大中華地區主
辦，經校園選拔賽共67名選手取得決賽資格，
比賽項目包含已備演講、即席演講及現場問
答

教學觀摩週 師生海內外學術交流

校長張家宜 倒數時報千期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上月24日的104學年度林肯背誦比賽27位
角逐冠亞軍，英文四陳彥伶臨場表現尤其
出色奪得冠軍，英文一陳琬瑜和國企二閔
懷毅分別獲得二、三名。（文／盧一彎）

作夥共未來短片賽報名中
　未來所舉辦「作夥共未來」短片創作競
賽，凡本校學生個人或團體參加，以2-3分
鐘短片揮灑對未來的創意想法，報名至29
日為止，最高獎金8千元。（文／莊博鈞）

資訊處滿意度調查快填答
　資訊處即日起舉辦「104學年度資訊處服
務滿意度網路問卷調查」，凡本校教職員
工生均可上網填答，有機會可獲iPad mini
等獎品，趕快上網填答！（文／簡妙如）

臺法攝影師交流地景攝影
　文學院、建築系、竹圍工作室、淡水
漁文影像館及法國在台協會於11日合辦
「Raphaele BERTHO演講暨淡水攝影工作
坊」，近60位校內外人士分享與交流臺法
的地景攝影。（文／陳安家、陳羿郿）

電郵社交工程防治講習中
　資訊處自14日起舉辦3場「105年行政人
員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治宣導講習」，由
網管組技士王裕仁說明「認識惡意信件的
危害與防範對策」，提醒勿開啟不知名網
站及信件，避免受害。（文／姜智越）

加退選補繳退費開始
　財務處於18日至30日受理104學年度第
二學期一般生收退費，請同學儘速至B304
辦理（臺北校園D105室、蘭陽校園CL312
室）。加退選後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
可至財務處網站查詢。（文／陳照宇）

商管北側實施
行人徒步區

　【記者張念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洲聯
盟中心日前獲歐盟莫內計畫（Jean Monnet 
Program）全額經費補助，並配合66週年校慶
將於22日（週五）上午9時20分在臺北校園，
舉辦「2016歐盟貿易政策新趨勢研討會」，廣
邀歐盟產官學翹楚，舉行圓桌論壇、專題演
講、專題論文發表，以及專題討論。
　此外，特邀請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馬澤璉進
行開幕，以期藉由本次研討會探討歐盟貿易政
策的未來發展計畫。
　本次研討會的「臺歐貿易發展新趨勢」圓
桌論壇中，由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擔任主持

人，和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大年等人進行
與談；專題演講是邀請日本一橋大學EUSI所
長，同時為莫內講座教授中西優美子來說明日
本經驗；在「歐盟貿易協定新趨勢」專題論文
發表中，由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同時擔任
WTO爭端解決仲裁法官李貴英等人進行相關
論文發表；而西班牙籍學人暨歐洲議會處長
Francisco Gómez Martos擔任專題討論。
　陳麗娟表示，綠色產業是未來趨勢，歐盟正
積極提倡綠色產業，藉由本次研討會讓大家了
解歐盟最新貿易政策脈絡和永續產業的議題，
希望全校師生能踴躍參與。

22日研討歐盟貿易新趨勢

　【記者劉蕙萍、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覺生
紀念圖書館配合世界閱讀日在二樓閱活區舉辦
城市文學主題展，且因應66週年校慶，與外語
學院合作舉辦「當莎士比亞遇見賽萬提斯主題
書展」，展出兩位文學家曾旅居的城市，如義
大利、丹麥、羅馬、巴爾幹半島等相關旅遊及
文化、歷史等書籍，非書資料組也提供相關影
音資料進行展示。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表示，
今年適逢兩大文豪逝世400週年，各界舉辦紀
念活動，本校英文系與西語系共同合作，帶領
學生重新閱讀莎士比亞、塞萬提斯之著作，希
望透過各項活動增加學生對世界經典文學的興

全球移動力計畫工作坊開跑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2、3日，由
資管系主辦和商管學院資訊顧問室承辦的
「HackTKU－淡江大學黑客松」資訊競賽在
學生活動中心登場，共有來自全國各地15組
參賽隊伍、近50名大專院校學生參加。本次
競賽主題為「智慧城市、智慧校園」，全程
超過30小時現場開發應用程式。本校資管二
隊伍「刺刺星」以作品「卡你好老師」獲得
新星獎，隊長許以誠介紹，「該作品網站以
學生角度出發，藉由積分卡讓學生對教學評

分，以維護學生課堂選擇權利。」
　本次由資管系助理教授魏世杰，資工系副教
授陳瑞發擔任評審，經評審後，首獎由中山
醫學大學醫學資訊學系隊伍「p2」獲得，作品
「顛簸偵測系統」是偵測路面不平，提升道路
使用者的舒適度，贏得評審青睞。陳瑞發建
議，「本校資管系學生有技術表現優勢，但應
加強對問題本身的關注意識。」活動副總召資
管三陳柏霖表示，「黑客松賽鼓勵大專院校生
活用所學，對資訊人是一場很好的挑戰。」

黑客松賽 資管二獲新星獎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13日，外語學
院在B302A會議室舉行104學年度校長訪視座
談會，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主持，校長張家
宜率領3位副校長出席。張校長致詞表示，儘
管本學年外語學院的系主任有進行更替，但相
信系所仍能持續發展。張校長鼓勵出席的新進
教師能踴躍發言。
　接著，由外語學院6系系主任針對標竿學習
心得、課程改革、未來發展方向等進行簡報。
綜合座談時，陳小雀特別介紹當天出席的外籍

老師。座談中，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認為減少系
必修學分，便能夠降低畢業學分，使老師的負
擔能有所下降。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表示，透過
簡報了解到外語學院對口譯教室的需求，將會
儘快尋找合適的位置以增設教室。而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則指出，未來會與法國姊妹校合
作，將會吸引更多法國學生到淡江就讀。
　最後，張校長盼望外語學院除了學生進行國
際交流外，教師亦能善用學校提供的補助，積
極進行跨國合作。

張校長訪視外語學院座談

城市文學主題書展 遇見莎翁 塞萬提斯

　總務長羅孝賢說明，本校於教學觀摩週中在商管大樓北側增設行人徒步區和休憩座椅，提
供更多休憩和社團活動空間讓師生可多加利用；該大樓周邊也將安全島綠化、人行道彩色鋪
面整修、周邊車輛的動線改為單向通行等，提供全校教職員、學生、身心障礙生行的安全，
未來將在商館行人徒步區中增設行動餐車，讓校園環境更友善。學生好評連連，產經二李祐
興說，增設徒步區和環境美化讓空間有更好的使用。資管一李孟哲提到，車輛變少讓整體空
間整齊且舒適。德文二廖毓暄認為，商館徒步區的桌椅可以吃飯休息，是很便利的設施。
　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這次商管大樓北側整修後增加了公共活動的安全空間，取
消商館北側部分停車位後，在科學館西北側校地新增70個停車位，請大家多加利用。安全組
組長曾瑞光指出，商管大樓北側空間規劃可保障師生和身心障礙生出入安全外，也提醒同學
避免在商館徒步區喧嘩，以保障上課學生的權益。（文／劉必允、攝影／林俊廷）

3部分，張靜宜備受評審肯定，並獲得香港遊
學獎勵。張靜宜開心地表示，這一切都要歸功
英文系張雅慧、雷凱、吳怡芬、包俊傑等所有
協助的教師。因此比賽而隻身前往中國的她，
也受到文化、視野的衝擊，張靜宜說：「雖然
事前練習很辛苦，但收穫滿滿！」

於26日起，由西語、英文兩系教師將接力進行
講座，從翻譯、美食到淡水在地的莎學研究。
　中文四施言臻：「把各國相關書籍歸類擺放
蠻有意思的，推薦想深入了解一些歐洲國家文
化的人去看看。」

　　本校、臺灣過濾與分離
學會等單位共同舉辦「第
十二屆世界過濾會議」在臺
北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行，
超過30國、5百學者參與。
校長張家宜（上圖）出席致
詞。（圖／黃國楨提供）

（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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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時報發行人 張家宜

　淡水的雨落在石階上，滴滴

嘟嘟，像是磬鼓交錯！《淡江

時報》生根茁壯成1000期了。

　4月23日是時報邁進新里程碑

的日子，我們用華美莊嚴的心

情以待，同時誠摯邀請一直支

持時報的您，於下午2時，親臨

臺北校園5樓校友聯誼會館，參

加茶會，一同祝福時報邁向數

位匯流時代！

敬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