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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39年，長達39年我都是在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服務。」是甚麼樣的吸引力讓臺企銀總經
理、本校財務金融研究所校友周燦煌，對該公
司「死忠」，即使歷經金融自由化政策銀行新
設的興盛下，他仍「定位」在臺企銀。
（攝影／閩家瑋）

覺生會議廳
電視牆升級

商管
高教
傳播

林翰博燃燒單車魂

上午7點，也許你還在呼呼大睡，有位青年
卻已騎上他的愛駒，開始一天例行的帶氧運
動—往大臺北地區的各河濱公園騎單車3、4
個小時，他是電機四林翰博。「就連去路口
7-11買東西，我也都是騎腳踏車去。」

專業菁英 盛大開講
利於精進職場競爭力。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遠距組於寒假
期間更新覺生國際會議廳的電視牆，於上月21
日完工，以提供校內接待外賓及大型會議使
用。本次更新的電視牆採用夏普（SHARP）
55吋3.5mm細邊框LED電視面板，以3X3的方
式建構為165吋大螢幕，同時也更新HD高畫質
視訊會議系統，在未來進行視訊會議、遠距研
討會，可呈現更清晰的畫面。負責維護覺生國
際會議廳場地之工作人員高素芬使用FB影片功
能，為原4x4電視牆製播「璀璨二十‧圓滿謝
幕」的影片，片中呈現該電視牆提供校內各種
活動的場景，高素芬感性地說，原4x4電視牆
陪伴學校走過20年寒暑，如今功成身退也代表
本校將更邁入下個璀璨年華。

成教部攜手日大谷大
締約華語交換生交流

魏寶生

吳清基

黃永傳

郭起超

于席正

由左至右：凱基銀行董事長魏寶生、前教育部部長吳清基、教育部會計處處長黃永傳、網路基因策略
總監郭起超、于江創意有限公司執行長于席正。（圖／本報資料照、朱樂然、劉必允、產經系提供）
【記者胡昀芸、劉必允、廖吟萱淡水校園
報導】本學期開始，資傳系、財金系、產經
系、會計系、教育學院教管博班及未來學所
共開設6門講座課程，邀請該領域經營者、
業師、高階主管、學者等為學生傳授寶貴的
業界實務經驗。

資訊傳播專題講座 分享行銷設計實務
資傳系為使學生了解資訊傳播產業，在
「資訊傳播專題講座」中，邀請資傳領域經
營者分享其實務經營經驗。由亞洲指標總經
理黎榮章和網路基因策略總監郭起超等介紹
「資訊傳播產業現況與展望」並說明口碑行
銷和數位行銷實務；泛科學總編輯鄭國威解
說知識經濟與資訊發展局勢；創夢市集副總
經理傅慧娟解析創業新知；集智館總監陳松
琳分享2017台北市燈節等策展經驗、金都廣
告業務經理李芷茵將闡明行銷設計的重要。

金融市場趨勢講座 解析金融業實況
財金系開設「金融市場趨勢講座」中，

邀請銀行、期貨、證券、壽險等金融界高階主
管，將有合庫金控董事長廖燦昌、考試院考試
委員楊雅惠、臺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李啟賢、
凱基銀行董事長魏寶生、威盛保險經紀人董事
長王信力等14位業師，來校分享業界實況。財
金系副教授顧廣平表示，透過本講座課程的業
師介紹金融業界概況，幫助學生了解金融產業
動態和增進金融知識外，也能從業師經驗中，
精進自身的專業能力並開拓人脈經營。

產經講座 剖析臺灣產業趨勢
由產經系專任特聘研究講座教授麥朝成所開
設的「產經講座（二）」課程中，邀請業師、
學者來校說明臺灣產業的發展概況與未來趨
勢。產經系系主任李順發表示，本次講座課程
邀請到各行各業的高階經理人為學生分享整體
產業現況與發展。李順發強調，本堂課程是商
管學院共同科，透過本講座課程所邀約的業師
們，來解析全球產業議題和分享實務經驗中，
促進學用合一之外，並讓學生了解就業環境，

會計系的「會計實務講座」，邀請會計企
業、政府主計單位等領域高階主管為學生說
明，會計實務與職場上應具備條件。會計系
系主任顏信輝介紹，這次邀約有教育部會計
處處長黃永傳、城邦媒體控股集團台灣營運
中心總經理兼財務長龔汝沁等14位業師，顏
信輝表示，此次還邀請會計系校友、大成台
灣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胡怡嬅返校，為學弟
妹分享自身累積跨領域的會計與執業律師的
經驗，幫助學生未來職涯發展與規劃。

教育學院兩課程 職場啟航
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於本學期開設
「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研究」課程，由教政
所講座教授、前教育部長吳清基主持，並邀
請教育部前政務次長楊國賜、教育部前高教
司長張國保、國家教育研究院前院長吳清山
及校長張家宜等教育界專家演講，探討高等
教育政策及學理分析，供全校博士生修讀。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說，「課程邀請知名
高教專家講述其教育理念及實務分享，加深
博士生對大學教育與教學了解，期望學生具
備教育實踐與服務能力。」張鈿富提示，本
學期院內也開設碩士共同科目「探索未來專
題」，由策略遠見中心主任宋玫玫主持，邀
請學者來探討未來思考的概念、理論及組織
實務的應用發展。宋玫玫說，「課程由實務
經驗反推驗證理論，期許學生踏入職場前，
能拓展更寬廣的學習視野及充足的準備。」

Happy Women's Day 圖書館電影饗宴 8日好禮送給妳
成教部執行長吳錦全（右）與日本大谷大學副校
長渡邊啟真（左）合影留念。（圖／華語中心提供）
【本報訊】本校華語課程海外合作學校又
再新增一所，成人教育部於上月21日赴日，
與日本大谷大學簽訂「短期華語研修協議
書」，由成教部執行長吳錦全代表本校，與
大谷大學校長木越康共同簽署。與該校副校
長渡邊啟真合影留念。另外，此行中也與大
阪中華學校校長陳雪霞續簽訂華語教師派遣
合作，將繼續共同開拓日本華語市場。
吳錦全說明，與大谷大學接洽一年多來終
於有所突破，透過本協議書的簽署，該校將
於暑假時派約15名學生來校研習華語。在華
師外派計畫中，今年3月起，將有4名華語教
師駐日教學。吳錦全表示：「感謝教育部對
本校華語文教育相關計畫的支持，將持續開
拓海外華語教育需求。」
本校已和日本京都女子大學、法政大學、
名古屋產業大學、近畿大學、大谷大學共5所
大學簽署華語課程推廣；華師外派是和新富
國際學院、拓殖大學、東京中華學校、橫濱
中華學校、大阪中華學校有合作關係。華語
中心主任周湘華指出，本校華語教學已建立
口碑，透過華語課程交流讓日本學校增進對
本校的認識，以提升本校國際能見度。上月
19至24日亦拜訪日本關東及關西地區當地學
校與廠商，以促進本校華語文教學推動。

海洋文化影片 海博館開播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影
片播放來囉！本學期的播映時間為本月2日至
6月3日共12週，將播放12部海洋相關電影、紀
錄片，地點在海事博物館四樓放映室，於每週
四上午10時10分、週六上午11時10分開始，本
週9日、11日將放映《護漁之戰Ⅰ、Ⅱ》。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本學期3月播放
以漁船漁村為背景之紀錄片及劇情片，4、5月
則是鄭和下西洋系列，6月配合國際海洋日播
放海洋環保影片，歡迎一起來欣賞！」

珍愛自己電影週
放映日期

電影名稱

3/6（一）
3/7（二）
3/8（三）
3/9（四）
3/10（五）

《六弄咖啡館》
《走音天后》
《翻轉幸福》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
《歡迎來扮家家酒》
（資料來源／圖書館）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將於
6日（週一）至10日（週五）在5樓非書資料
室舉辦「珍愛自己•許你芬芳」國際婦女節
系列活動。非書資料組組長丁紹芬表示：
「適逢婦女節，為提升校園性別平等意識，
舉辦系列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活動整理館藏性別平等相關546部影音：
（網址：http://ppt.cc/FqIzK）供查詢借閱。

「珍愛自己」電影週，當週每日舉辦2場，
下午場自中午12時30分開始、晚上場為18時30
分開場，精選5部電影，《六弄咖啡館》是一
部刻骨銘心的青春愛情電影；《走音天后》講
述一位自幼滿懷音樂夢想的婦人，立志成為紐
約頂尖女歌手的故事；《翻轉幸福》描述一位
單親媽媽發明魔術拖把，進而改變人生；《女
權之聲：無懼年代》以20世紀初英國婦女運動
為背景，描述一名女性洗衣工，轉變成女權運
動鬥士的故事；《歡迎來扮家家酒》，講述奉
女成婚的少女走入婚姻，如何面對傳統女性身
分的枷鎖。
「許你芬芳」當日限定禮，則為國際婦女節
3月8日（週三）的限定活動，女性讀者們只要
當天至非書資料室借閱或觀賞影片，即可獲贈
精美小禮物，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此外，更有「快樂分享-小知識Q&A」活
動，於6日（週一）至10日（週五）活動期
間，凡回答與性別平等電影相關的小知識，並

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8(三)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水校園

女聯會慶祝婦女節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將於8日（週三）中午12時，於覺生國際會
議廳舉行第11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中除進行
第12屆理、監事改選、105年活動回顧、綜合
座談外，更因應婦女節舉辦賓果團康遊戲與會
員同歡。另外，亦提供出席者簡餐及精美紀念
品、獎金及獎品，歡迎同仁們踴躍參與。

印度台北協會來訪
座談新南向政策

上月24日，印度台北協會（ITA）會長史達
仁（Sridharan Madhusudhanan）、副會長賈旭
明（Sandeep Jakhar）來校訪問，與本校國際
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歐研所所長陳麗娟、戰
略所所長李大中、日本政經所所長任耀庭等師
長交流、座談。王高成表示，「印度台北協會
認為淡江在國內具有知名度和影響力，所以專
程前來拜訪，希望了解臺灣對於兩岸關係及亞
太區域安全的看法。除了討論臺灣新南向政策
發展，雙方期待加深學術、民間交流，更盼能
藉此推動本校與印度大學之間的學術合作。」
會中，另針對美國總統川普就職後，對於亞
太政策走向進行意見交換，並關切中國大陸在
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內部政局和對
臺政策的轉變。（文／廖吟萱，圖／國際研究
學院提供）

演講人/講題
台灣科技大學副校長李篤中
Doing Research Works for Sustainable
Society

3/6(一)
13:10

化材系
E787

3/6(一)
18:10

中文系
L307

3/7(二)
14:10

經濟系
B712

3/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3/7(二)
14:10

產經系
B511

3/7(二)
15:10

保險系
B505

3/7(二)
16:00
3/8(三)
10:00
3/8(三)
10:10

理學院
S433
財金系
B712
歷史系
L416

亞世廣告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玟玲
天靈靈、地靈靈廣告行銷來通靈傳統媒體的生死戰
中央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唐毓慧
Spin Transport Calculation in Novel
nm-scale Magnetic Junctions
恆昌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財務長陳玲瑜
投資理財面面觀
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中心治
理規劃組組長薛騰鋐
洪水災害之衝擊與因應策略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許世壁
My career as a Mathematical Biologist
中央存款保險前董事長孫全玉
銀行業概論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
臺灣:歷史知識體系的實驗室

3/8(三)
13:10

化材系
E826

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健祥
宗瑋公司與產品複合多樣化技術應用

3/8(三)
14:10

化材系
E787

永光化學研發副總經理周德綱
多采多姿的化學工業

《季風帶》雜誌總編輯林韋地
在醫生文青與雜誌編輯之間

3/8(三)
15:10

Unversity of Rome（La Sapienza）
Professor Stefano Pelaggi
未來學所
Nation and State at the time of
I201
globalization: Nation Branding and
Soft Power

3/9(四)
14:10

未來學所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事務總監盧雪華
ED601 非營利組織的行銷與管理

3/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3/9(四)
15:10

大陸所
T701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李政德
Mining and Predicting Activities in
Social Networks
產業情報研究所大陸研究組的資深
產業顧問兼總監陳子昂
台商在對岸及東南亞的發展

蘭陽校園
3/6(一)
18:50

打卡上傳至社群網站，即可獲贈小禮物，數量
有限，送完為止。

演講人/講題
淡江大學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
105年度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果分享I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西語6國媒體來校文化交流

【記者趙世勳淡水
校園報導】1日，外交
部國際傳播司邀請來
自宏都拉斯、瓜地馬
拉、薩爾瓦多、尼加
拉瓜、巴拿馬、多明
尼加6個西語國家，6
家媒體、7位記者來校
訪問。
由拉美所教授白方
濟接待、介紹本校拉
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邀請 6 個西語國家，6 家媒體、7 位記者來校訪
美 所 、 亞 太 研 究 數 位 問，由拉美所教授白方濟（右六）接待。（攝影／閩家瑋）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及
西語系的教學與研究特色。白方濟提到，
於臺灣經濟、地理位置等議題，各國報社記者
「本校西語系歷史悠久，畢業校友在職涯多
則是相互交換看法。參與此次活動的美洲碩拉
選擇企業從商、任職政府部門等，表現相當
研二張宜萱說：「藉由這次西語國家記者團來
優異。」
訪的機會，除了文化交流，也瞭解國際對臺見
會中，媒體團關心西語教育在臺發展，對
解，獲益良多！」

演講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會計實務講座 助職涯規劃

覺生國際會議廳完工全新電視牆，打造高
解析度、高畫質的電視牆。（攝影／陸瑩）

1

4版

周燦煌科技帶動金融創新
（攝影／盧逸峰）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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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人/講題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科外聘
蘭陽校園
督導陳怡婷
諮商輔導業務
戰勝壓力 再現活力
CL316

李志強接任大陸所所長

【本報訊】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郭建
中日前出任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董事長，自3
月1日起由大陸所副教授李志強接任該所所
長，新任主管介紹，請見1030期三版。

大學博覽會
商管學院夯人氣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組於上
月25、26日參加「2017大學&技職校院博覽
會」，在臺北臺大綜合體育館和高雄新光三越
百貨公司左營店10樓同步進行，包括76個國內
外公、私立大學、技職校院及終身學習教育單
位參展。
招生組準備DM、紀念品在展場介紹及發
放，除說明本校特色，包括蘭陽校園的全英語
授課、住宿書院、大三出國，還有本校獨創的
社團必修學分外，更安排本校學生同行，分享
其就讀本校之學習心得。招生組組長黨曼菁表
示：「由於本校商管學院科系較多，詢問度也
較高。這次來參加的家長和學生多半有先做過
功課，對於本校有一定的了解，諮詢時也會較
切入細節。」

圖書館5講座
揭密數據與商情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參考組
為提升學生對數據與商情的了解，3月份舉辦
「關鍵下一秒：數據與商情大揭密」5場系列
講座，即日起開放報名。特邀財金系助理教授
陳鴻崑從使用者角度分享，使用數據資源的經
驗及應用。活動承辦人、參考組約聘人員劉靜
頻表示：「 數據或商情一直是本校商管學院
師生們熱門尋求的資源，希望藉由講座讓大家
更認識該產業脈動，且協助未來就業選擇！」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詳見活動報名系統。

老中青藝術家創作 文錙開展 境外新生迎開學 美食交流零距離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辦「2017亞
洲國際美術展覽會－台灣委員會會員展」，校長張家宜、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張炳煌、駐校藝術家顧重光及13位參展藝術家於上月22日
上午出席開幕儀式。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不只注重學生課業表
現，更長期培養對軟性生活的素質，而文錙藝術中心扮演十分重要
的角色。感謝藝術先進們的支持，豐富展覽內容。」展覽策展人顧
重光表示：「在本次展覽作品中，可見並未受商業化、主流化所影
響，而是以自身的想法持續創作。」
參展代表莊普說：「展覽中可看出老、中、青三代不同的作品，
藝術風格廣泛。」張炳煌則表示：「感謝顧重光老師的號召，邀請 「亞洲國際美術展覽會－台灣委員會會員展」開幕中
境輔組於上月 22 日舉辦境外生迎新餐會，境外新
到非常多的藝術家參展，展期至3月17日，歡迎師生一同欣賞。」 張校長（前排左四）與貴賓合影。（圖／文錙中心提供） 生開心大啖臺灣美食，交流熱絡。（攝影／鍾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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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上月22日在驚聲10樓交誼
廳舉辦境外生迎新餐會，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許輝煌、商管
學院院長邱建良等師長與中、日、韓、印度等地境外新生，近80人
享用蘿蔔糕、鍋貼、貢丸湯等臺灣美食，相互交流，氣氛熱絡。
戴萬欽致詞表示，歡迎遠道而來的各國交換生們，盼透過此次活
動協助新生更加熟悉環境，在共同生活與學習經驗下交換心得，一
起成長。來自廈門大學的交換生資傳一黃婧芸表示，原就讀藝術相
關科系，抱持著好奇心來了解淡江的課程，藉由交換的機會也能更
認識淡水文化。來自伊朗的未來學所碩一米蒙德表示，第一次體驗
臺灣生活，除了風土人情讓人印象深刻，本身為電子工程背景，想
修習不同領域的專業，以精進未來職涯。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