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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文甫凝聚大陸校友

本校代表團和北海道大學校長名和豐春（前
排右二）及副校長笠原正典（前排右一）合
影。（圖／國際副校長室提供）
【本報訊】本校張家宜校長於上月17日率團
訪問日本4所姊妹校，提升雙方合作，成果豐
碩，尤其開拓本校師生前往日本講學和研修的
新機會。近年來，本校各院和日本姊妹校的合
作，都有明顯進展。代表團的成員有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工學院院長許輝煌、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日文系暨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
曾秋桂。
代表團拜會日本國立北海道大學時，由校長
名和豐春、副校長笠原正典及教授常本照樹等
人熱烈接待。名和校長詳細說明該校的不凡歷
史與當前成就，尤其介紹該校躋身世界百大的
理工類研究領域與校未來發展策略。該校的博
物館規模宏偉，饒有特色。前任館長松枝大治
特別詳盡導覽。北海道大學特別邀請本校日語
教師前往參加日語教學研習會；國立鹿兒島大
學懇切接待本校代表團。校長前田芳實、副校
長馬場昌範、法文學院院長高津孝、工學院院
長渡邊睦均熱烈會談。本校將增派學生前往修
課，該校則希望本校能邀請他們學生暑期前來
修習臺灣企業經營的課程
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立石博高，去年曾
兩度蒞臨本校訪問。此次和副校長伊東祐郎熱
情接待本校代表團。兩校校長簽訂增加交換生
名額的新約本。曾兩度訪問本校的副校長林佳
世子，亦特別和本校代表團會面。本校代表團
對該校20多種外語學位學程的運作及日語中心
的8級分類設計，印象深刻。本校日文系未來
將加派大三學生前往修課1年。另外，該校設
在本校的Global Japan Office將持續加強活動。
本校代表團訪問著名女子大學津田塾大學，
也受到校長高橋裕子、副校長野口啟子、人文
學院院長武田萬里子等教授熱情接待。長久以
來兩校每年學生交換參與人數相當踴躍。高橋
校長去年也專程到本校參加66週年校慶。津田
塾大學兩個月前也選派同學在本校主辦的世界
青年領袖論壇發表論文。兩校校長鼓勵師生今
後更加密切交流和合作。張校長此次率團訪問
日本4校，進一步深化本校和日本姊妹校的合
作，對師生未來的研究成果及招收日本境外學
位生都有助益。

村上微電影賽
蕭任傑迷惘奪冠
【記者陳羿郿、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村上
春樹研究中心於上月2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辦「2017第三屆村上春樹微電影徵選比賽成果
發表」，本次以「想跟村上春樹說的一句話」
為題，共有5部作品參賽。
村上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表示，這次的參賽
團隊很用心拍攝，並將自己想法融入作品，希
望藉比賽，讓同學跳脫以往文字的思維，嘗試
以不同載具呈現。經過評選後，由土木四蕭任
傑的作品「迷惘」奪下首獎，輔仁大學大傳系
徐珮珊等4人的「我說我說」獲得亞軍，產經
一林意絜、林奕昀「閱讀之旅」獲季軍，朝陽
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賴嘉慶的作品「緣」獲最
佳人氣獎。蕭任傑表示，「迷惘」是他閱讀村
上春樹作品時，最大的感受，決定以此為主題
做發想，影片內容透過不安的行走畫面表現行
進道路的狹隘、脫序。此部作品也因與主題相
配得宜獲得評審肯定。

村上多語朗讀賽 劉姿誼英語掄元
此外該中心於上月28日在鍾靈中正紀念堂舉
辦第二屆 「為村上春樹獻聲—村上春樹經典
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賽」，邀日文系助理教授
內田康、東吳日文系助理教授小林由紀、日本
語教育專家笈川幸司擔任評審；英文一劉姿誼
拔得頭籌，以英文詮釋《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
他的巡禮之年》作品，聲音悠美、內容流暢且
賦予情感，猶如看一部電影，獲評審青睞。
村上研究中心副主任落合由治表示，由多語
詮釋村上春樹作品，能體會不一樣的感受與意
境。劉姿誼說：「透過多語朗讀村上春樹作
品，讓人感受不同的文化觀。」第二名的法文
一劉紀煙說：「個人很喜歡村上春樹的《挪威
的森林》，可以用自己的母語（粵語）來詮釋
內心的感受，不管有無得獎，也算是對自我的
突破。」

陸雨曦跨海傳愛

基本素養、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我希望的

「我明白了自己不是給予的人，而是被給予
的人。」第十二屆柬埔寨服務學習團團長法文
四陸雨曦，說著自己第一次參與國際志工的領
悟，至今她已累積泰國、柬埔寨與印尼共4次的
國際志工經驗。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
日，本校與台灣IBM公司在IBM總部召開機
器人產學合作記者會，為本校產學合作與
IBM Watson人工智慧系統應用進程上的重
要里程碑！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本校
在FIRA（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botsoccer Association）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中
連續11年蟬聯冠軍，並重點發展機器人領
域，不但設有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

未來更將設置機器人博士學分學程，她強調程
式設計時代之重要性，「期待透過產學合作與
IBM關係更加密切，並以朝著培育下一代人才
為目標邁進。」
台灣IBM公司總經理黃慧珠致詞時，讚美
淡江大學在眾多競賽中獲獎無數，可說是臺
灣之光，並表示：「淡江是IBM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領域中，第一所產
學合作的學校。」除了看好臺灣在AI產業上有
良好基礎，也期待藉由IBM
Watson技術，加上淡江專
業人才，奠定雙方在AI產
業中的地位，攜手站上國際
舞台。台灣IBM公司技術長
暨業務副總經理、電算學系
（今資工系）校友徐文暉致
詞表示，「將Watson技術深
入各產業，並滲透一般人的
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中，透
過語音、影像、文字辨識，
記者會中，張校長（右四）與台灣IBM公司總經理
達到精準正確度，未來也會
黃慧珠（右五）等合影留念。（攝影／閩家瑋）

協助淡大學生申請內部獎勵。」
現場除有「英文馬A通，機械手臂之聽寫
大會考」、「FIRA 11連霸冠軍足球員射門
表演」等各項精彩機器人及機械手臂展示互
動，亦有「世大運暖身！允文允武小黑選手
登場！」即配合世大運風潮並且運用IBM的
Watson技術，讓機器人擁有人工智慧大腦，
不僅表演舉重，更與現場來賓語音互動。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任翁慶昌表
示：「本校在研發自動化與機器人技術上不
遺餘力，是匯聚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領域中
的菁英，自成立以來多次在國際機器人相關
競賽創下佳績。此次本中心首度與台灣IBM
合作，針對IBM Watson及機器人研究領域
進行各項專案合作，兩單位藉此共同發揮台
灣人才及產業之影響力。」
電機博二林怡仲表示，「藉由產學合作的
機會，有助於我們在未來職場上的接軌，並
在與大公司接洽的過程中，了解市場生態、
培養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能力。」

滁州學院來訪力邀攜手研討兩岸物聯網

雙方相談甚歡。葛煥昭在會中提到臺灣醫療
技術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若再與資訊工程
合作，將使醫療系統更加便利、完善，亦表
示會出席7月的研討會。
資工系教授兼物聯網與大數據研究中心主
任張志勇說，「此研討會已在兩校建立起長
滁州學院副校長程曦（左五）等貴賓在本校主管們
期合作關係，也充分感受到安徽省對臺學術
陪同下拜會張校長（左四）（攝影／何瑋健）
交流的重視。近年來，合作甚密，並與臺灣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3日至
受恩公司進行校企合作，致力發展『物聯網智
29日，滁州學院副校長程曦一行5人來校訪
慧居家養老與社區照護中心』，受恩公司也在
問，特地拜會本校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
滁州學院成立受恩學院、受恩養老研發中心，
葛煥昭，為今年7月在安徽省滁州學院舉辦
培養物聯網照護專業人才，並開展物聯網智慧
的第四屆兩岸物聯網研討會提出邀請，並參
養老的研發與合作。」
訪本校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瞭解研究成
滁州學院在本校之交換生、資工一方若荷
果，以及赴蘭陽校園觀摩全英語授課實施方
說：「淡江教授的教學方式與在滁州學院接觸
式。拜會時雙方互相寒暄，程曦感性地說：
的很不一樣，教授透過投影片來上課，相當靈
「物聯網與人的行為有關，必須與人和文化
活，也希望在臺交換期間能在張志勇教授的物
做結合，因而贈予淡江一幅歐陽脩『醉翁亭
聯網中心得到更多的收穫。」
記』字畫。」張校長也回贈禮品以表謝意，

湖北教育廳參訪團來訪 交流學務工作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湖北
省教育廳參訪團由湖北工業大學學工部部長王
東明率領湖北漢江師範學院、湖北大學、湖北
華中師範大學、湖北武漢科技大學等7校共10
位代表蒞校訪問瞭解本校學務輔導工作內容。
本校安排該團參觀圖書館、宮燈教室等地，
座談中，由學務長林俊宏、國際長李佩華、
成教部執行長吳錦全、生輔輔導組組長王鴻展
等師長出席。林俊宏詳細說明學務處組織制度
以及全國首創的「社團必修化」特色。此外，
本校設有大陸研修生計畫，此次來訪的湖北大
學每學期約有11名學生來本校研修，因此吳錦
全向貴賓介紹該計畫詳細制度。會中，各校代
表詢問有關專業課程、通識課程內容，並聚焦
「社團必修化」、社團輔導機制等主題，提問
相當踴躍，氣氛熱絡。

戴萬欽跨‧閱時空談姊妹校城市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
園報導】喜愛閱讀
的你，不要錯過覺
生紀念圖書館與國
際處合辦的「跨‧
閱：美國文學閱
讀地圖與姊妹校城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市」展！上月24日開
欽（攝影／蔡晉宇） 幕式熱鬧揭幕，校長張
家宜、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國際長李佩華等
師生共襄盛舉。張家宜致詞表示，「這次主
題以一州一書方式串連美國文學的概念非常
好。本活動安排出訪經驗豐富且飽讀詩書的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分享他的國際觀察，
是最佳人選。」宋雪芳致詞說明，「『跨

閱』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盼師生更了
解城市與文學的連結。」
會中，戴萬欽以「淡江大學與世界姊妹大
學座落的城市」為題，精選本校197所姊妹校
中，座落的30個城市，以圖片搭配該城市背景
的經典文學為輔，帶大家「跨『閱』」時空背
景，一覽城市印象與文學之美。姊妹校復旦
大學、同濟大學座落的上海，讓他每每閱讀張
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時，總沉浸於上海
風情；莫斯科國立語言大學座落的城市，談及
俄羅斯文學靈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總
帶他回到拿破崙時期的俄國，感受當時社會風
貌；他提及京都橘大學、同志社大學座落的
京都時，熱情高歌一小段日本演歌「湯島白
梅」，獲得滿堂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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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曹雅涵、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將文
學轉換成視覺藝術！「存在、孤獨與愛－西
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密洛．荷西．謝拉
百年誕辰特展」上月24日於文錙藝術中心開
幕，逾40位貴賓、師生共襄盛舉。外語學院
院長陳小雀致詞表示，西語系自1962年成立
至今已有55年歷史，Camilo José Cela一直是
西班牙文學研究重點，此展將其文體轉換成
視覺美學，讓大家能體驗其中意境，也能培
養獨特美學涵養及國際視野。會中更與遠在
西班牙的「恰羅與卡密洛．荷西．謝拉基金
會」董事長卡密洛．荷西．謝拉．孔德遠端
連線，他致詞表示很榮幸紀念父親展覽能在
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展出。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展覽至5月21日在2樓閱活區舉行，以美國文
學為題，藉書籍、影片、硬幣展現50州文學風
采，自造者社也製作美國地標3D模型，布置
別具巧思。「大學紀念杯收藏展」則展示國企
系教授林炯垚在世界各大學收集的大學馬克
杯。

張校長（右一）與主管們欣賞「大學紀念杯
收藏展」。（攝影／蔡晉宇）

本展覽和阿波羅畫廊合作，邀請
27位西班牙及17位臺灣留學西班
牙的藝術家們共同展出。臺灣策
展人西語系教授林盛彬表示，從
閱讀作品到創作時間較短，很開
心能圓滿完成。西班牙策展代表
Linda de Sousa說，可從作品中看
「西班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密洛．荷西．謝拉百年誕辰
見畫家的現代生動畫風。臺灣參
特展」於上月24日舉行開幕式。（攝影／吳冠樑）
展人代表簡福鋛指出，希望有機
中譯本供借閱瀏覽。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
會將臺灣文學帶到西班牙，以創造多元藝術交
除配合展出外，亦為營造「便利取閱」的主題
流。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可從觀賞作品
圖書環境，盼讀者能多利用此資源。
中，閱讀文學精髓。展期至5月25日止，歡迎
師生踴躍前往觀展。
此外，圖書館因應該展，特於流通櫃台前小
熊書桌舉辦小型書展，展出其生平著作原文及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

廚師不僅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菜餚，更須有
珍惜食物的素養，才能對餐飲業有所貢獻。
－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長容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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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01(一)
16:10

資圖系
L212

前鴻海集團總裁特助林義超
產品開發流程與產品專案管理

5/02(二)
15:00

水環系
B713

5/04(四)
10:00

資圖系
L413

5/04(四)
15:00

資圖系
L205

5/05(五)
12:00

教發組
I501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邵光華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台灣羅式醫療診斷設備股份有限公
司企業溝通部主管周怡寧
新媒體時代的組織公共關係
台灣羅式醫療診斷設備股份有限公
司企業溝通部主管周怡寧
新媒體時代的組織公共關係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姚忠達
105年度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果分享III

5/05(五)
13:10

航太系
E812

智動全球公司工程專案經理林哲旭
從航太到電子產業之我見我思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01(一) 教育學院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
9:30
ED601 大學生的學習投入研究
5/01(一)
12:00

戰略所
T1201

5/01(一)
13:10

化材系
E819

5/01(一)
14:00

全財管
B512

5/0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5/02(二)
14:10

經濟系
B712

5/0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盧業中
臺灣的軟實力外交：機會與限制
國立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陳信龍
有基礎就能面對挑戰：從高分子物
理解決多領域的研究課題
Operation Director, Antenova
Limited, a leading provider of RF
antenna solution Ms. Christy Lin
Practical Case of Electronic Company
大同大學化工系教授黃俊誠
Blue Phase Liquid Crystal
中華航空資訊管理處副總經理盧世銘
科技旅遊饗宴：不一樣的科技，不
一樣的感動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博士林碧軒
X-ray Nanoprobe at Taiwan Photon
Source: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

典閱組
5/02(二)
淡江大學國企系教授林炯垚
圖書館2樓
14:10
漫談「美國行旅與蒐藏故事」
閱活區
5/02(二)
保險系 好險網科技公司董事長劉先覺
15:10
B505
金融科技與壽險經營
5/03(三)
10:00
5/03(三)
13:10
5/03(三)
13:10
5/03(三)
14:10
5/04(四)
8:10
5/04(四)
13:00
5/04(四)
13:10
5/04(四)
14:00
5/04(四)
14:10
5/04(四)
14:10
5/04(四)
16:00
5/05(五)
10:00
5/05(五)
10:10

財金系
B712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吳圳益
信託業概論

新光人壽營業管理部淡江通訊處處
長黃淑雯
保險規劃與節稅
化材系 映通公司技術長王膺傑
E826
映通熱澆道/冷澆道之產品開發與研發
化材系 電腦公司前總經理陳邦彥
E787
你們準備好了嗎?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協
保險系
理林秀娟
B708
認識各種責任保險
文學院 澎湖海洋文化協會林文鎮
L522
淡水石滬講話--從六塊厝說起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協
保險系
理林秀娟
B603
認識各種責任保險
龍吟華人市場研發論壇中心研究暨
未來學所
社群經營經理林宛瑩
ED601
華人社會的未來想像
典閱組 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黃永裕
圖書館2樓 糾 結 《 麥 迪 遜 之 橋 》 ： 三 天 的 邂
閱活區 逅、一生的契合？
資工系 LINE株式會社Hadoop架構師杜佐民
E819
架構優雅的大數據平台之道
大陸所 導演九把刀
Q409
電影製作過程與心路歷程
資工系 維易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林玉美
E787
人脈存摺與職場生涯
保險系
B704

德文系
E312

聞祺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新財
從德文系到科技業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03(三)
12:10

管科系
D302

5/03(三)
19:00

國企系
D501

5/04(四)
19:20

管科系
D402

演講人/講題
文化大學財經系教授沈高毅
Emerging trend of MCDM studies on
solving real-world problems
立法委員姚文智
都市再生，改造台北
國旺國際租賃公司、國票金控董事長
羅天一
一個獲利方程式，端看市場春夏秋冬事

達人不藏私投稿經驗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參考組
將舉辦「達人不藏私Plus：開放取用與期刊投
稿經驗分享」、「我的期刊投稿之路」講座，
2日由Wiley大中華區學術傳播總監 Mr. James
W. Murphy打頭陣，將從Open Access、學術倫
理等角度談期刊投稿；中研院院士麥朝成分享
論文寫作及投稿注意事項。11日邀Emerald客
戶管理師林佳儀談「邁向學術出版之路」從
出版社角度討論期刊投稿與學術出版；經濟系
副教授林彥伶從「投稿比生小孩還難？！我的
『沖』『脫』『泡』『蓋』『送』」不同面
向切入分享。教科系教授何俐安以「我的論
文寫作與投稿經驗分享」談指導、撰寫及投
稿經驗。承辦人劉靜頻表示，2日活動從學術
倫理、出版社的角度，11日著重在人文社會領
域，歡迎踴躍上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新北考古生活節 海博館寓教於樂

五月歐盟週 導覽奧塞美術館典藏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歐盟週，
帶你看見不一樣的歐洲！」歐洲聯盟研究中
心為慶祝5月9日「歐洲日」，在莫內模組計畫
贊助下，5月起將以學術、實務兩大類型舉辦
豐富主題活動，藉以深度推廣歐洲文化。
其中5場「歐盟學術專題講座」邀請業界
產、官、學專家，剖析歐洲局勢、大選、歐
盟未來等主題，3日首場邀請客家電視台主
播向盛言談「歐洲族群與語言－薩米一世

1

教育者的最大喜悅是培養出全方位的人

才，除了提升學生競爭力，更要求他們具備

攜手IBM共育AI人才

（攝影／蔡晉宇）

張校長出訪日姊妹校
深耕國際交流

本校逾25萬校友在世界各地成立校友會，其中
大陸地區校友會成長快速，目前華北、華東、華
南、澳門4個校友會總人數破千，今年7月將成立
華中校友會，將大陸地區校友間緊密連結的背
後，大陸校友會總會長莊文甫擔任重要角色。
（攝影／鍾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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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閱讀歐洲工作坊」則自15日起在圖書
館2F閱活區，由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
等5位講師親選好書，讓學生漫遊書海的同時
認識歐洲歷史與生活美學。「導覽歐洲－藝
術星期四」配合今年法國奧塞美術館30週年大
展在臺展出，透過介紹奧塞美術館與館內經
典館藏，建構學生對歐洲文化與藝術更深層
認識，18日起將在圖書館2F閱活區辦理兩場
講座。活動詳情請上歐盟中心FB粉絲專頁。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於上月22、23日至十三行博物館參加「新北市
考古生活節」，60個國內外教育攤位參與。其
中，本校海博館攤位準備兩項主題，「船博士
有獎徵答」透過通關密語及問答讓民眾認識
本校海博館及海事教育；「造船達人：彩船
DIY」由工作人員教導民眾摺紙彩船，除了可
把手作彩船帶走，還贈送限量舢舨船套件。更
準備船隻圖稿，供現場著色吸引親子參與。
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透過活動讓民眾從
玩樂中更認識海博館和海洋教育，之後也會加
強訓練工讀生，讓他們在互動中將海洋知識分
享給民眾。」工讀生經濟四黃沛璿說：「小朋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圖／海博館提供）
友很認真聽我們解說，許多家長對海博館有興
趣，甚至有外國人來攤位，讓我非常驚訝！期
待明年可以繼續參與。」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