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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主題資源講座開講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掌握主題資
源讓你蒐集資料、從事研究事半功倍。圖書
館參考組為讓大家對各類主題資源有更深入
瞭解，自4月26日起將接連舉辦「法律v.s.事
實：法律資源介紹與案例分享」、「有聲書
閱讀so easy」、「一手掌握歐洲各類研究資
源」以及「專利侵權的認定與分析」等4場講
座。活動承辦人劉靜頻表示，法律與專利資
源課程，分別邀請公行系助理教授涂予尹、
電機系教授李揚漢搭配案例分享；有聲書課
則教導查詢英檢、音樂等資源；英國即將脫
歐的議題正夯，學習歐洲資源可掌握國際社
會脈動，歡迎踴躍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校友徐航健。（圖／本報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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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喻閔整理】校友徐航健過去對母校
持續捐款，更挹注1.2億元興建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此則美談佳聞，芳名遠播，其善舉於
2014年獲美國財經雜誌《富比士》（Forbes）
亞洲版，評選為亞太區慈善英雄，是4位臺灣
慈善英雄之一。民國65年畢業於管科所系統分
析組的他，擅長企業診斷，出任多家企業顧
問，以獨特的選股策略、穩健的態度投資股市
達39年。儘管理財有道致富，事業有成，生活
仍是樸實，除固定的看盤作息外，每天持續健
身，以維持健康。
徐航健謙虛表示：「十分感謝能獲肯定，更
感謝在母校所學系統及財務分析知識，讓我得
以應用開展投資。」看重教育的他，希望藉由
捐款能協助學校教育發展，更期盼能激起漣漪
效應，帶動校友們的募款。

本校建築系校友阮慶岳於2015年因對建築文化的
貢獻而榮獲第14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長期撰
寫專業建築評論和多次策展打造各式建築主題，並
醉心於文學創作。2016年新作《黃昏的故鄉》，入
圍「2016台灣文學獎之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
（攝影／何瑋健）

「從高一那年，我就決定要送給自己一個非常特別、
有挑戰性的成年禮！」大傳一蔡雅蓉以堅定的口吻這
麼說著。慢慢萌芽成型的夢想，就在高三升大學的暑
假完成，個子小小的她獨自飛越9千公里，遠赴歐洲
巴爾幹半島，完成歷時52天的背包旅行。

王興論新媒體激盪思維

王興首先說明網路頻道及電視頻道的差別，
並指出，「社群網站透過演算法、運用大數
據，將網路資料個人化，在渾然未覺的情況下
將你從數位足跡歸類」就形成對同溫層的觀
察，當有數據作為支撐背景，不但影響上位者
決策亦帶動市場行銷手段改變，並舉例近期
「全聯總裁徐重仁低薪言論惹議」事件，她
說：「在網路世界裡，須謹言慎行、勿觸犯社
群大忌刪除網友言論，一旦在媒體、網路間發
酵，會一發不可收拾、造成觀感不佳。」
此外，她提到媒體影音、短片必然成為未來
趨勢，從電子商品銷售的數據便可見一斑，而
創造多元、優質的直播節目和如何跨平
台的交流將是未來努力的重點及方向。
主管們反應熱絡、踴躍提問，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表示，期待透過媒體之運
用，提升招生效能、本校之能見度。
會中，張校長也頒發5獎項，研發長
王伯昌榮獲「中國化學會2016化學服務
獎章」，獲頒5萬元獎金；體育處助理
教授黃貴樹擔任本校104學年度個人資
金鷹獎校友、香港商雅虎 ( 股 ) 公司臺灣董事總經理 料 管 理 稽 核 小 組 稽 核 員 ， 獲 頒 獎 牌 ；
王興（立者）於行政會議談新媒體。（攝影／蔡晉宇） 企 管 系 副 教 授 羅 惠 瓊 擔 任 本 校 品 管 圈
【記者林妍君淡水報導】第154次行政會
議於1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一級單位
主管、教學二級單位主管等出席。校長張家
宜指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即將落成，宣告
本校第五波即將來臨，在大數據、數位化時
代，如何運用？使成為本校前進之助力，都
將是本校未來施行重點，不僅在老師教學、
思維方面進行創新，亦須與本校校友結合，
攜手產學合作，緊密形成良好連結，她強
調：「25萬校友即是學校最大的資產。」為
結合本校未來數位化發展，張校長表示，本
次特別邀請榮獲金鷹獎的英文系校友、香港
商雅虎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董事總經理暨亞太
區廣告解決方案副總裁王興返校演講，盼能
藉由其自身經驗，激發大家新思維。

會中，鄭道明分享個人求學與工作經驗，先
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建議大家不要安
於現狀，勇於挑戰，機會才會找上門，接著講
述專業知識與課外輔助的重要性。其中，他談
到學習專業科目之餘，也要觀照古今、鑑往知
來，皆有助於個人訂定目標和規劃，以及追求
卓越。
最終，他以「加州理工學院即是當初選擇專
注發展天文物理，才有現今的研究規模。」一
句勉勵同學，專注思考和經營個人長才是需要
長時間累積出來的。土木二鄭丁豪說：「鄭校
長台風穩健、性格爽朗，演講節奏輕快，尤其
是分享個人追求成功的心法，讓我覺得受益無
窮。」此外，現場亦頒發「莊文甫傑出系友境
外研究生獎學金」，由土木碩一周怡愷、馬嘉
風兩生獲獎。

世界閱讀日跨‧閱展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響應4月23
日世界閱讀日，圖書館與國際處於此日至5
月21日在總館2樓閱活區、1樓詩學廊道舉辦
「跨‧閱：美國文學閱讀地圖與姊妹校城
市」系列閱讀活動，開幕式於24日13時30分
登場，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講「本校
與世界姊妹大學座落的城市」。
活動內容有「館藏主題展」以美國一州一
書概念，展出以各州為題材的小說或暢銷
書作者的故鄉；「美國城市文學閱讀地圖」
文字與影音資源推廣各類型館藏；「閱讀地
圖與姊妹校」連結本校與姊妹校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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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紀念杯收藏展」展出國企系教授林炯垚
其195個世界大學馬克杯的蒐藏故事，其中更
有27個來自本校姊妹校，呼應本校國際化。
此外「閱讀沙龍」中，5月2日將邀請林炯垚
漫談美國行旅與蒐藏故事、速寫畫家英文系
副教授陳吉斯帶大家玩創意彩繪杯，5月4日英
文系系主任黃永裕則主講「糾結《麥迪遜之
橋》：三天的邂逅、一生的契合？」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活動透過各種方
式，分享文學的感動，讓一本本以美國城市為
主題的小說，帶領我們穿越時空，讓記憶中的
城市印象再度鮮活，歡迎師生踴躍參加。

來海博館看阿忠哥黑白拍淡水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
導】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
物館與淡水漁文影像館聯合
舉辦「淡水黑白拍」攝影作
品展，即日起至7月30日，
在海事博物館二樓櫃台旁展
場展示淡水漁文影像館負責
人程許忠的黑白影像作品。
此次展出的作品皆是他
在2004 年首次攝影展的舊
作，距今已過13年，藉由黑
「淡水黑白拍」攝影作品展在海博館展出淡水漁文影像館負
白照片的呈現更有一番風
責人程許忠的黑白影像作品。（攝影／鍾子揚）
味，亦能顯現淡水十幾年來
的變化。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阿忠哥
的作品多為拍攝淡水人事物，歡迎全校師生一
是淡水在地人，上學期舉辦攝影比賽邀請他
起來欣賞精彩的紀實攝影。」
來當評審，因此牽起了這次展覽的契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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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發 長 王 伯 昌（ 右 ） 榮 獲「 中 國 化 學 會
2016 化學服務獎章」，張校長（左）頒發 5
萬元獎金獎勵。（攝影／蔡晉宇）
「甜甜圈」輔導員，榮獲「第29屆全國團結
圈活動競賽」自強組區賽「區會長獎」及決
賽「銅塔獎」，獲頒獎牌；體育處教授陳逸
政、助理教授黃貴樹、講師張嘉雄及陳凱
智，協助本校榮獲「教育部105年度體育績優
學校獎」，各獲頒獎牌；視障資源中心執行
秘書洪錫銘協助教育部「105學年度身心障礙
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工作，獲頒獎牌。
張校長肯定獲獎同仁，並鼓勵王伯昌與團隊
可申請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勉勵同仁應積極加入行列，善盡社會責任。

香港3中學來訪
企業最愛私校吸睛

【本報訊】上週校園內，出現許多高中生
身影。來自香港的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宣道中學、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香港德信中學於18、19日，近90位師生、家
長來校參訪，安排參觀體育館、游泳館等硬
體設施及座談。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宣
道中學由主任Chiu Homan Edward帶領29位師
生；香港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由陳綺瑩
老師率31位師生；香港德信中學副校長林堅
恒率24名師生與家長。
座談會由本校國際處、境輔組、招生組、
體育處同仁接待，說明本校三化辦學理念、
境外生輔導制度等內容。本校港生以母語，
分享求學及生活經驗，並指出在淡江就讀，
不僅社團活動豐富，且交通便利，生活費相
較香港便宜，文化也相近等優點。參訪學校
中，有帶隊老師讚賞本校蟬聯企業最愛私校
龍頭20年之殊榮，國際處秘書林恩如補充，
本校學風自由、社團活動多元，其中培養的
團隊合作能力是企業看重的指標。

資安防護從你我做起

【記者簡妙如、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資
訊處於20日起舉辦三梯次「106年行政人員電
子郵件社交工程防治宣導講習」。20日，首
梯的課程上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約150
位同仁出席。資訊處網路管理組技術師張維
廷以「個人電腦防護與網路安全」為題，說
明如何安全使用個人電腦，並介紹常見病毒
散播手法。張維廷呼籲同仁安裝防火牆、設
定開機密碼、離線備份與雲端備份等防護對
策，並提醒切勿亂開不知名網站及信件。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助理蔡雨寰表
示，講者不僅說話風趣，內容也扎實，讓學
員了解到資料備份的重要，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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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二)
10:00

朝陽科大校長鄭道明獲頒傑出系友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校
友、朝陽科技大學校長鄭道明於14日，受土
木系之邀返校以「追求卓越 成功相隨」為題
演講，吸引逾200位師生、校友到場聆聽，全
場座無虛席，不少學生在走道間席地而坐，
場面熱鬧。
開講前，鄭道明先是拜會本校校長張家
宜，雙方握手寒暄、致意後，旋即返回演講
現場，接受由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
甫代表系所友會聯合總會頒發之「傑出系友
獎」，及前工學院院長祝錫智代表土木系頒
發之「第六屆金禹獎」。
祝錫智有感而發地說，淡江努力為學子扎
下專業基礎，以前土木系學生都很認真學
習，才能在各領域有卓越表現，鼓勵在座學
生不畏大環境變動，保持專注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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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雅蓉的壯遊成年禮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
長莊文甫 右
( 頒
) 發「 傑 出
系友獎」給予校友鄭道明
左
( 。)（攝影／林俊廷）

會計系為協助學生取得美國註冊會計師
（U.S.CPA）資格，與國際註冊專業會計師
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ertifi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指定用書美商Becker
在臺獨家代理商捷進顧問公司合作，於6日參
加「BECKER台灣與大學院校產學合作意向書
聯合簽署儀式」；會計系主任顏信輝（右）
代表本校，與捷進顧問公司總經理陸秀麗
（左）共同簽署，國際註冊專業會計師協會
全球聯合事務總監Jim Knafo、北亞新興市場總
監高文佳特地來臺擔任該儀式見證人，以幫
助臺灣大專院校生於就學期間取得美國註冊
會計師資格。
顏信輝說明，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
（AICPA）和英國皇家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
（CIMA）於今年聯合共創國際註冊專業會計
師協會，結合後其全球會員和學員數已超過
65萬名；顏信輝表示，本校為全臺首先通過
CPA Australia及ACCA課程認證及考試豁免大
學，這次的合作可提供學生國際職涯多元選
擇；他勉勵學生，全球化的來臨，專業證照
可增進國際移動力和就業競爭力，歡迎善用
系上提供認證和證照等相關課程。（文／本
報訊；圖／會計系提供）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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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慶岳建築師跨域文學

（攝影／鍾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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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大傳系 自由創作者施佩歧
O202 怎樣說一個好故事
文化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電機系
夏至賢
E787
利用服務與學習來提升自我價值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建築及
水環系
都市設計學系助理教授黃光廷
E829
現代都市的增生與代謝
資創系副教授惠霖
教發組
應用問題導向學習式（PBL）
CL506
支援系統於資訊類課程教學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4(一) 教育學院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潘慧玲
9:30
ED601 大學課程與教學
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陳炤
4/24(一) 化材系 彰
13:10
E819 PLA添加有機蒙脫土複材之射
出成形研究
台灣Corning博士江佩珍
4/24(一) 化學系
從碳到矽的化學之路: 有機化
14:10
Q409
學、製藥分析、材料科學
淡江大學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
4/24(一) 保險系
位學程主任陳曜鴻
14:10
B302D
醫療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4/25(二) 財金系 群益期貨協理黃維本
9:00
B515 群益期貨實習演講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
4/25(二) 保險系 案協理盛餘祥
10:10
B515 產險業經營健康保險之現況與
課題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曾冠球
4/25(二) 公行系
現代公民論壇:參與式預算的理
12:00
B1104
念與實務
4/25(二)
12:00

財金系 群益期貨協理黃維本
B513 群益期貨實習演講

4/25(二)
14:10

交通銀行協理暨金融機構業務
經濟系
主管黃志明
B712
兩岸銀行業的發展現況

4/25(二)
14:10

數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張飛黃
S433 Distance two labelings on graphs

4/25(二)
14:10

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何清華
物理系 C r y s t a l g r o w t h a n d o p t i c a l
S215 c h a 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l a y e r e d
chalcogenides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4/25(二)
15:30

數學系 Data Scientist, NEUTEC黃詠詳
S433 我的資料科學家之路

4/26(三)
10:00

財金系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前董事長賴清祺
B712 產險業概論
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黃美綺
全財管 Risk diversification gains from
4/26(三)
學程 housing assets: Evidence from
10:00
L204 dynamic optimal portfolios
including metropolitan housing
assets in the US
臺北藝術大學跨藝合創音樂學
4/26(三) 通核中心
程執行長林姿瑩
10:10
V101
以音樂為軸的跨界藝術探索
4/26(三)
13:10

化材系 旭然公司總經理何兆全
E826 Filtrafine - Total Filtration Solution

4/26(三)
14:10

化材系 首行機械公司董事長王水泉
E787 3D針軋不織布設備與應用介紹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執
4/27(四) 未來學所
行長江瑞祥
14:00
ED601
當城鄉發展遇見未來
4/28(五)
10:00

真理大學校史館研究中心訪問
資圖系 學者Emily Seitz
L5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Youth

4/28(五)
10:20

日文系 日本語教育專家笈川幸司
Q409 想向世界推廣的日語學習方法

4/28(五)
13:00

4/28(五)
14:10

真理大學校史館研究中心訪問
資圖系
學者Emily Seitz
L5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Resources for Youth
淡江大學產經系助理教授劉家樺
產經系
2001年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對升
B505
學壓力、時間安排與課外活動
和才藝表現的影響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科
4/24(一) 蘭陽校園
外聘督導、諮商心理師陳怡婷
18:45
CL407
探索自我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