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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秉聰vs.陳怡妃解構神經經濟學

究竟是什麼樣的學門，可以同時開設在醫學院和商管
學院？答案是：「神經經濟學」。為讓讀者更深入理解
神經經濟學的發展現況，本期特別邀請到商管學院產
業經濟學系副教授池秉聰、管理科學學系助理教授陳怡
（圖／體育處提供）
（攝影／朱樂然）妃，以自身專業，針對《神經經濟學》一書進行對談。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今年度首場校園就業博覽
會「2017淡江大學校園就業博覽會」，上月
29日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及海報街盛大展開，
為本校職涯啟航週掀起最高潮！在本校醒獅團
的精彩表演後，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前排右
二）、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前排右三）、學務
長林俊宏（前排右一）、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
長謝政達（前排右四）等共同剪綵揭開序幕。
胡宜仁致詞表示，本次博覽會籌備很久，為
迎接淡江大學邁入第五波，且淡江畢業生眾
多，特別擴大舉辦。盼望畢業生所具備的能力
可與業界所需人才連接，因而順利求職。感謝
勞工局及職涯輔導組，幫助畢業生順利找到工
作。希望未來增設淡江校友專區，讓學長姊提
供機會照顧學弟妹。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局長謝
政達感謝本校多年來的合作，因政府推行新南
向政策，許多廠商釋出給外籍生的職缺，望能
提高勞動力人口。（文／劉必允、攝影／林俊
廷，文轉四版）

溫州大學副校長蔡曙光（前排左三）率團蒞
校訪問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前排右三）
等主管們接待。（圖／國際處提供）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溫
州大學副校長蔡曙光率領8位同仁蒞校訪問，
參訪宮燈教室、覺生紀念圖書館，並在T306
進行座談，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本
校曾於去年11月赴陸拜訪該校，此行特別回訪
交流。
由文學院院長林信成、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及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國際處同仁等師長出席
座談。會中，戴萬欽說明本校歷史與推動三化
辦學理念成效、通過ISO國際認證等殊榮。蔡
曙光表示，淡江在環境、學制與課程方面皆值
得學習，尤其對宮燈教室、圖書館學習氛圍最
為印象深刻。過程中互動熱絡，該校代表踴躍
提問，有關本校校友服務經營概況、通識課程
安排、未來學、視障資源中心等內容，並盼望
未來在學術上達成長期合作與交流。會後，雙
方在淡水紅樓中餐廳餐敘，進一步交流。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建
在 原 溜 冰 場 位 置。（ 圖
／本報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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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政觀摩日的連假前，本校運動
代表隊在春寒料峭中不斷在全國賽事
中，傳出捷報，網球校隊奪3冠、羽球
校隊男子組蟬聯3連霸，撞球校隊除女
子組奪冠外，更獲精神總錦標第一名。

活動中心的投影設備之外，也帶領系所友會聯
合總會籌畫本次活動；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和中
華民國校友總會亦在陳定川領導下日益茁壯。
張校長強調，本校重視數位創新，透過產學合
作與校友企業增強鏈結，有了校友支持，必能
在第五波中永續發展。
林健祥校友預告，明年春之饗宴將與「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活動結合，於2018年3
月2日至4日辦理，歡迎大家一同共襄盛舉。陳
定川和莊文甫不約而同地呼籲，校友應與母校
共同建設，創造淡江共榮願景。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說明，本校在大陸已成
立華北、華東、華南校友會，目前籌劃華中校
友會，希望未來能以弓箭一圖形式前進大陸。
會中，由張校長頒贈感謝獎座予14位捐款30
至50萬元者，接著由各學院院長頒發53位各系

所傑出系友獎。
電機系校友成立
「賴友仁老師培
領助學金」，以
每年捐贈新臺幣
120萬元將連續
捐助10年，幫助
（攝影／閩家瑋）
電機系學弟妹學
習之用。（詳細捐款、傑出系友獎等名單請見
校服暨資發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news-summary.asp）。餐敘中揭曉上午競賽結
果，趣味競賽和最佳造型獎冠軍皆由商管碩專
班（EMBA）奪得，EMBA聯合同學會理事長
黃茵茵表示，「今年全國EMBA壘球賽將在淡
江舉辦，將延續這股氣勢奪得第一。」現場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帶來的「阿美慶豐收」與
大地Girls賣力舞動「戀舞」的表演，全場拍手
叫好。（文轉三版）

歷史系歡慶50週年 老中青校友玩賓果

上月 25 日春之饗宴活動中，逾 700 位校友齊聚返校，氣氛相當熱鬧。（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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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體育賽 校隊擒６冠

2018 校友雙年會春之饗宴見
【記者林妍君、楊喻閔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2017春之饗宴於上月25日在淡水、蘭陽
校園舉行，雖然天候不佳仍有700餘位校友
返校交流情誼。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暨中華民國校友總
會理事長陳定川、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
會長侯登見、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
祥、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等人皆
出席共襄盛舉。本次淡水校園配合全新的投
影設備，以螢幕同步顯示方式介紹嘉賓。
張校長致詞表示，由校友集資興建之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外觀鷹架已經拆除，已經可以
窺見未來的樣貌，隨著該中心的逐步落成也
象徵本校即將邁入第五波，歡迎校友們集思
廣益第五波的呈現。張校長感謝林健祥校友
對母校的熱心回饋，捐助百萬經費更新學生

綠色

【記者杜歡、劉必允
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主辦的
「106年度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北區論壇」於上月28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以「吃和淡
江—用嘴巴做環保」為題，來
自全國大專校院不限聯盟成員
逾60人共襄盛舉。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本校
長年以全面品質管理精神致力
推動環安衛生工作，為全球第
一所「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大
學，且通過ISO國際認證，亦

獲「榮譽企業環保獎」等多項殊榮。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秘書長蔡朋枝致詞表示，
本次論壇提供環保經驗交流的平臺，淡江大學
在環境管理的執行力令人欽佩，尤其是總務處
成立「節能與空間組」以及推動環保、安全相
關認證等成效皆彰顯出學校的遠見。
活動中，由總務長羅孝賢說明本校以邁向綠
色大學及培育綠領人才作為目標，並闡述環保
政策與空間管理、永續發展教學、生活環保實
務等具體作法。此外分享本校推動低碳便當、
APP訂餐、惜食活動等經驗。
首場專題演講，由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營
運長吳季衡主講「從產地到餐桌的整合」，從
家族事業經營得知作為畜牧業生產者與消費者
之間的各項問題，尤其在食安問題不斷的今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成立50
週年，於上月18日在淡水福格大飯店舉辦系慶
暨2017春之饗宴餐會活動，第一屆和第四屆歷
史系校友們均攜家帶眷參加，老中青校友交
流，氣氛融洽愉快。由歷史系系主任林煌達主
持，由第一屆歷史系校友羅運治和歷史系榮
譽教授周宗賢發表感言，會中除了致贈《憶與
軼-口述歷史》創系50週年紀念文冊外，並穿
插賓果遊戲，讓與會者都感受到滿滿的暖意。
日，消費者選購的商品，就會決定所支持供
應方式對環境的好壞，未來必須朝向「農業
4.0」的願景邁進，才能營造照顧農業生產者
並保障消費者的安心餐桌。
第二場演講由秀明自然農法協會理事長陳惠
雯，帶來「食農、食藝與食育」為演講主題，
呼籲每個人皆可以身體力行「半農半X」的生
活，不僅對土地、環境、生態更友善，同時也
能反饋到自己與家人的健康。
綜合座談時間，由羅孝賢主持，邀請曾任行
政院政務委員、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
育研究所所長葉欣誠教授擔任與談人。葉欣誠
說明綠色大學的發展，並提到綠色大學運動是
「與時俱進」的概念，隨著智慧化設備普及，
尖端科技更能協助我們快速處理環境議題，是
未來永續發展可思考的面向。
參與論壇的水環系副教授張保興表示，綠色
大學是很有意義的目標，期待本校未來在行
政、課程、社團等方面有更全面的結合，讓教
職員與學生共同往綠色大學的目標前進。

【記者楊喻閔整理】這棟由校友一同說故事
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原地點為溜冰場及
籃、排球場，當時學生最關心的是這些運動
空間將移往何處，因此在2013年12月20日召開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興建暨校園整體規劃藍圖
說明會」時，總務長羅孝賢說明，「守謙動工
前，會先把五虎崗新籃、排球場，及科學館後
方溜冰場建置完成，不會讓同學無地方可以活
動。」五虎崗綜合球場在2014年11月8日，本
校64週年校慶慶祝活動中正式啟用。

上月 28 日，在本校主辦的「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106 年度北區場論壇」中，張校長（前排
右二）臺灣綠色大學聯盟秘書長蔡朋枝（前排右一）與貴賓、師長合影。（攝影／林俊廷）

IEEE AINA 31國學者研討資訊網路應用

【記者楊喻閔台北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
主辦「第三十一屆IEEE尖端資訊網路與應用
國際研討會」（IEEE AINA 2017），於上月
27至29日一連三天在臺北校園盛大登場，此
次邀集31國、逾300位學者專家與會，並藉此
機會交流網路技術與應用研究經驗和想法。
每年AINA會議巡迴全球各地，今年來到臺
灣舉辦，這也是本校資工系繼2005年後，再
度承辦之大型國際研討會，此次由香港浸會
大學計算機科學系教授Joseph Ng、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副校長林一平發表主題演說。
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介紹，Joseph Ng曾
出任IEEE香港電腦分會秘書長、副主席及主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榮譽學程之
「團隊領導與服務課程」於上月20日起舉辦
「友善校園－講座與實作」，約170位同學參
與。授課老師黃文智表示，本校作為大專校院
身心障礙生考場，提供友善環境予各身心障礙
類別學生，以此發想，本次突破過往以視障生
為主的課程規劃，加入身心障礙類別主題。藉
此盼榮譽學程生未來步入職場，能發揮服務精
神、專業能力、創新思維，協助身障者開發輔
具，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課程由視障資源中心協助規劃，盲資中心輔
導員張閎霖說明，藉活動介紹身心障礙的類別
與特質，並從實作中建立良好友善的校園環
境。上月20、23日的講座課程，由盲資中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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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二)
12:00

演講人/講題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黃瑞茂
教發組
105年度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
I501
果分享II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10(一) 教育學院 淡江大學校長張家宜
9:30
ED601 大學的經營與管理
中興大學化工系教授李榮和
4/10(一) 化材系
Organic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13:10
E819
for Electro-opticical Applications
4/10(一) 化學系 Futaba Chemicals顧問宋大成
14:10
Q409 Chemist's Top Ten List
新光人壽商品開發部專員彭緯縈
4/11(二) 保險系
實務給付型保險的發展現況與
10:10
B515
未來趨勢
日本作家Frau Dr.Yoko Tawada
4/11(二) 德文系
Schreiben zwischen zwei
10:10
T507
Sprachen
4/11(二) 產經系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張景舜
14:10
B511
海內外租賃產業現況
淡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張漢威
4/11(二) 物理系
Supercapacitor with synchrotron
14:10
S215
x-ray spectroscopy
村上
日本芥川賞得獎者多和田葉子
4/11(二) 研究中心
Yoko Tawada
14:10
驚聲
演講暨簽書《獻燈使》座談會
會議廳
4/12(三) 財金系 凱基銀行董事長魏寶生
10:00
B712 壽險業概論
新光人壽行政管理部經理李贊榮
4/12(三) 保險系
實務給付型保險的發展現況與
11:10
B605
未來趨勢
九垚科技總經理李名烈
4/12(三) 化材系
新創產業與生產實務的連結－
13:10
E826
工程人員的十八般武藝
4/12(三) 化材系 大聯化工公司副總經理周彥俊
14:10
E787 高分子產業發展
4/13(四) 未來學所 創異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黃瓊儀
14:00
ED601 創新力
逢甲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魏裕中
4/13(四) 統計系
Copy Number Variants Calling
14:10
B302A
from DNA-Sequencing Data
4/13(四) 大陸所 漢邦會計事務所主會計師史芳銘
16:10
T701 兩岸會計產業比較與分析
鏡傳媒技術長簡信昌
4/14(五) 大傳系
我的新媒體路：yahoo工程師
10:00
O202
到鏡傳媒新媒體實驗室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4/14(五) 會計系
葉律昌
10:10
B712
The Role of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育睿資訊執行長張大明
4/14(五) 資工系
大數據驅動之創新服務專案實
10:10
E787
務－以人類學家大數據探索觀點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11(二)
19:30

EMBA
D324

演講人/講題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副總經理陳聯一
存款保險制度

你選書我買單
APR 10 圖館開展
期中考17日開始

席，現為執行委員；而林一平曾任國立交通大
學副校長、科技部政務次長等要職，兩位學者
在資訊領域都具有卓越貢獻之地位。
本屆AINA會議有多達13項主題的國際工作
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s）同時舉辦，增添
了主題研討的多樣性，陳建彰說明，「在網路
基礎設施與行動網路應用有著飛躍式進步的時
代，藉由會議與不同國家相關領域的學者交
流，希望將臺灣的網路與資訊系統技術推向國
際之餘，更期待國外技術反饋和導入國內，相
信在良性循環下，有助於提升技術成長、國際
知名度，以及更多產學合作的機會。」

溫書教室今開放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第
二學期期中考將於17日至23日舉行。將開放
B119教室，提供學生溫書，開放時間為10日
（週一）至14日（週五）下午18時至22時；
15、16日上午8時至17時，請同學多加利用。
教務處課務組提醒同學，考試時務必攜帶學
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應考，未
帶前述證件者，應提前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
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時間。應詳閱並
遵守考場規則，考試時不違規不作弊，否則一
經查獲，一律依違反考場規則議處。
本次期中考試，修習「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者應參加「中文能力測驗」，修習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者應參加「資訊能力測驗」，
請依考試小表所排時間應試；修習「英文
（二）」者應參加「英文能力測驗（二）」，
另於期中考後第二週隨班舉行；上述測驗均請
攜帶2B鉛筆應試。

有愛無礙 榮譽學程生身障初體驗

圖為五虎崗綜合球場。（圖／本報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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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秘書洪錫銘及輔導員林明慧，進
行身心障礙議題宣導。
上月27、30日的無障礙實習與體
驗，則安排「視障職場悠遊」，視
障職場達人介紹製作咖啡與輕食；
「地板滾球體驗」，榮譽學程生與
腦性麻痺學生體驗地板滾球；「漫
遊布萊爾世界」，學習製作點字詞
句並共同解題，以了解視障生感官
限制及溝通方式。體驗地板滾球的
企管一王重翰表示，擲球過程感到
吃力，手腳須要夠靈活、協調才能
上月 27 日榮譽學程「團隊領導與服務課程」中，學生
精準擲中目標球，能從中體會到腦
體驗腦性麻痺生地板滾球。（攝影／閩家瑋）
麻生在訓練過程中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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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第
二學期「你選書，我買單」書展開跑囉！圖書
館採編組將於10日（週一）至14日（週五）的
上午11時至18時（其中14日活動至15時止）在
圖書館總館二樓大廳，邀請多家圖書代理商，
展出約3千種為2016至2017年出版且與各學院
研究主題相關之中、外文圖書，提供師生更便
利的圖書選購管道。凡推薦圖書並填寫問卷
者，即可獲得精美小禮物。
採編組組長方碧玲說明，為符合教師及學生
需求用書特舉辦此書展，上月9日已在蘭陽校
園展出獲得師生熱烈迴響，歡迎師生踴躍把握
時間，前往參加挑選、推薦。

口述影像龍抬頭
盲生看劇零距離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應
「兩廳院－藝術零距離」圓夢計畫邀請，視障
資源中心5位輔導員帶領30位身心障礙生至國
家戲劇院，以口述影像方式觀賞明華園戲劇總
團創團88週年之宮廷大戲《龍抬頭》。該劇是
《王子復仇記》舊作新編，重構王子復仇大
計。盲資中心輔導員林明慧表示，同學們都對
演出相當期待，此次針對視障同學特別提供口
述影像服務，使全盲學生能更了解舞臺變化及
投入劇情，兩廳院工作人員非常親切，貴賓式
的禮遇讓大家很感動，活動非常圓滿。
此外，當日上午由盲資中心輔導員林明慧、
張閎霖、鄭景仁、蘇慧敏和梁敏琪帶領同學，
前往大稻埕走訪百年老店，並聆聽歷史古蹟的
介紹，造訪電影場景及參訪新興文創商舖，穿
梭在歷史和創新之中。
歷史三謝凱垣分享，這次觀賞活動以生動臺
語方式敘述劇情，和臺下同學進行互動非常有
趣。運管三廖晉宏表示，這次活動很特別，平
常很少有機會能去看戲。上午大家走訪大稻埕
時下點小雨，很喜歡在雨中漫步的感覺。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