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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競爭力研討會今日登場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將於1
日（週一）上午9時在B302b舉辦「提升競爭
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本次以管理與實務為
主，將由前行政院院長陳冲、ZARA 台灣區總
經理陸嘉林、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許世弘、廈門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唐炎釗、南
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管理系主任徐順志、
商管碩士聯合同學會理事長黃茵茵等人到校分
享企業之創新經營模式。企管系系主任楊立人
說明，本次邀請產官學研之學者專家出席，共
同探討新時代的經營管理模式，以知識分享為
主進行專題演講和實務論壇，另外也邀請傑出
校友一起分享實務案例，楊立人表示，希望透
過本次研討會為本校師生帶來創新啟發。歡迎
前往參加，相信會有帶來不一樣的收穫。

暗箱看攝影視角

學習新視界

前進海內外共啟學術交流

華語中心攜手耿丹學院簽學生交流協議
本校成人教育部執行長吳錦全、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周湘華、組員孫慕亞於上月17日至22日
赴大陸拜會華僑大學、福建師範大學、滁州學
院、安徽財經大學，以及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
院共5所大陸高校，拓展大陸自費研修生來校
就讀；拜訪期間，由吳錦全與北京工業大學耿
丹學院簽署學生交流協議，將於106學年度第
一學期即進行相關招生作業，藉由此協議促進
兩岸學子相互學習與交流機會。吳錦全表示，
期望透過此次合作，建立起學術交流的友誼，
攜手帶動兩岸交流與學術發展向前邁進。
本校推廣大陸自費短期研修計畫多年，每學
期約近150人次在本校就讀，本次參訪行程中
介紹本校各院所系特色課程和校園學習風氣，
其中商管學院、文創學程等課程詢問度高，周
湘華說明，本次說明本校研修生的學習主題
外，還討論到客製化班團的合作課可能性，藉
由這次參訪更推廣本校特色主題課程，讓大陸

學子及師長對於本校之辦學特色有更多的了
解。（文／本報訊）
未來學所赴韓參與亞太未來學聯盟年會
未來學所於上月19日至21日，由所長紀舜
傑率領副教授陳國華、助理教授宋玫玫等師
生5人赴韓國參與「第三屆亞太未來學聯盟年
會」。紀舜傑說明，「此聯盟由本校發起，成
員以亞洲、太平洋周圍的國家為主，目的讓
在地與全球融合，由亞太建立起屬於自己的觀
點。」此次赴會，除了協助舉辦會議之外，亦
參與「亞洲不同的未來」主題之討論，了解亞
太地區曾歷經民主和威權統治下國家的未來發
展，助理教授霍珍妮亦發表「臺灣與中國的未
來」論文。另外，一行人順道參訪韓國慶熙大
學，由慶熙大學國際交流處處長朴容昇接待，
雙方針對研究特色，洽談未來的學術交流及合
作事項。（文／廖吟萱）
外語學院教師16人參訪日本姊妹校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於上月20日到23日率領

吳志中談臺灣外交展望

（攝影／陸瑩）
【記者秦宛萱、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第
十一屆顯影季「暗箱」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
展出內容包含19位暗房助理的個人專題作品、
淡江影像藝術工坊獎脫穎而出的參賽作品，
展場中並設置暗箱及正片燈箱，帶給觀者不同
視覺感受。上月24日的開幕式中，學務長林俊
宏、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與會支持，林俊宏
致詞表示，從接到邀請函時就很期待大家的作
品，並從展覽作品中了解攝影內涵；紀慧君感
謝大傳系校友劉子正，時常指導學弟妹，讓學
生在本次展覽中呈現最佳的攝影作品。
本次邀請視覺藝術家許村旭、大傳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沈昭良、《報導者》攝影主
任余志偉、《經典雜誌》攝影師劉子正進行座
談並對作品給予建議，建議攝影創作者須具有
細微的觀察力，才得以豐富其作品的內涵，沈
昭良鼓勵，單張作品是未來發展精美的系列專
題攝影的基礎操練，很高興能看見許多年輕創
作者踏上攝影之路。劉子正表示，顯影季是結
合攝影專業和媒材呈現的展覽，感謝增加座談
會形式，對同學在專業的提升上很有幫助。

【記者吳婕淩淡
水校園報導】上月26
日，外交部政務次長
吳志中受歐研所副教
（攝影／朱樂然）
授張福昌邀請來校，
以「台灣外交發展與展望」為題演講，逾200
位師生參與講座。整場演講以我國當前外交政
策為主軸，從「民主」討論延伸至「國家」，
再擴及「全球化」趨勢來剖析當前局勢。首
先，吳志中以護照為例，說明從一張再生紙當
作護照的年代，走到如今擁有多國免簽證的結
果，即是外交政策在積年累月下的努力成果。
他進一步分析我們擁有的優勢和其關係，必須
務實的了解自我定位，並且懂得參與國際事
務，再藉由軍事、經濟、社會安全、自由度帶
出臺灣軟實力，例如臺灣GDP在世界排名位居
第22名，在歐盟28個會員國中排名第7位，在
東南亞國協10個會員國中排名第2位，僅次於
印尼，表現不容忽視。
最後，吳志中期許臺灣持續鞏固邦誼、深化
與他國關係及擴大國際參與3項方針來作為臺

灣未來的努力方向，並表示臺灣是世界大國利
益衝突的核心，雖不會被邊緣但卻也是一個風
暴中心，我們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國際角色。經
濟三姚茵說：「次長的實務經驗豐富，提到很
多外交現況，可惜時間有點少，期待可再聽到
更多關於國際局勢及面對外交困境的處置。」

汪美伶分享遠距教學經驗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遠距組於上月
26日邀請企管系教授汪美伶以「遠距教學優！
不憂！」為題說明遠距教學的推動，並分享獲
得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的經驗。汪美伶介紹自
身的遠距教學三部曲，一是遠距課程申請、二
是教材製作與課程經營、三是數位學習認證申
請，她說明，須事前評估課程是否適合遠距教
學，並善用校園資源使用遠距設備；汪美伶強
調事前準備工作的重要、須注重課程內容設計
和線上互動方式。汪美伶認為，數位課程是增
進師生互動的平臺，申請數位認證的過程可檢
視課程設計的多樣性，還能改善授課的臺風。

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德文系系主任吳萬寶等
16位教師赴日本京都姐妹校、同志社大學主辦
「全球化下的語言與文化：從台灣看世界、從
日本看世界」研討會，來自西班牙、法國、日
本、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國際學者共同參與。本
校教師以語言專業，探討臺灣教學環境的變革
及綜觀全球化局勢，總計發表16篇論文。
陳小雀表示，「院內首度和同志社大學合作
策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提供院內教師專業
成長的管道，此行交流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
且雙方交換研究成果有助於拓展文化、語言、
文學等國際觀點，盼兩校持續保有姊妹校互
動，活化學術外交。」同時，她也勉勵同學在
全球化時代下，學習外語如同手持一把開啟國
際大門的鑰匙，有能力貼近其他國家的文化，
相信更有助於開拓學習視野。（文／李欣倪）
國際研究學院研討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國際研究學院於上月2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第二十一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

科教中心

手創光點科普5月先發

【記者陳志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科學教育
中心與科技部和新北市政府5月將以相關活動
共同推廣科普。本校與新北市政府合辦「106
新北科學日」，與科技部合作「臺灣環島科普
列車」，是唯一私校承辦此科普推廣活動，透
過多元活動安排讓人親近生活化學。
1日，「106新北科學日」活動於上午9時在
新北市政府6樓會議室，以「手創光點」為
題，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長侯友宜、本校研發長
暨科學教育中心主任王伯昌、台灣默克、校友
企業力方科技和三福氣體等代表，與新北市20
所共620名國高中生一起進行能源相關實驗。
2日，上午9時在板橋站內，與新北市義方、
大鵬、民義、雙峰4間偏鄉國小師生約220位進
行「不動如山」、「幸運彩鹽」等實驗後，隨
即搭乘「臺灣環島科普列車」，於2日至5日行
駛17縣市，除停靠主要車站內進行科普活動，
行進間，當地各校師生將攜帶水樣在專屬的第
三節車廂進行「鈣世硬雄」實驗來檢測水質硬
度，並藉此機會蒐集全臺的水質資料。

VR x 重機 x 空氣砲 搶入海報街 文理商管系週一起逗鬧熱
資圖系&水環系募集500二手書 義賣所得捐兒福盟
資圖系與水環系合作於日前向全校募集約500多本各式書籍，
於上週在海報街聯手舉辦二手書義賣，其中文學小說類銷量最
佳。社區民眾楊蕎榛因喜愛江戶川亂步作品而購買，得知義賣所
得將捐贈予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而受感動。活動負
責人資圖三劉家珉說：「二手書義賣讓書有了第二次生命，全數
（攝影／陳柏儒）
捐出所得讓活動更有意義，謝謝大家的支持。」（文／陳柏儒）
資傳週VR射擊現身海報街 師生爭體驗
睽違已久的資傳週，上週以VR射擊再現海報街，資傳系之文
創商品設計賽前3名，以實體商品在攤位販售；「意，文」黑板
留言每日更換不同主題，吸引許多學生寫下自己心聲。本次活動
總召資傳二吳宜芬表示，VR遊戲與課程內容交集讓大家體驗新
時代產品，也希望透過活動認識資傳系特色。中文一李昆翰說：
（攝影／吳冠樑） 「透過黑板留言讓我有抒壓管道來調適心情。」（文／鄭浩雲）
物理週3遊戲帶你認識生活物理
物理週以「身在霧中不知物」上週登場海報街，有闖關遊戲讓
全校師生認識生活物理。空氣砲體驗壓力的變化、高斯槍感受位
能轉成動能過程、鏡面迷宮了解光的折射原理、珊瑚瓶DIY受大
家歡迎。活動負責人物理系學會會長物理二王子銘表示，透過遊
戲讓大家認識常見物理原理，告訴大家物理也可以很親切。中文
（攝影／吳冠樑） 一陳俊宇認為，珊瑚瓶非常好玩，新奇又療癒。（文／鄭雅心）

會計週花獻真愛傳情 遊戲訓練反應
上週，會計週安排「一吐為會，花獻真愛」傳情活動，和「會
計拳來也」、「噗通噗通心狠手會」等遊戲。會計系系學會體輔
長、會計二連文碩表示，透過簡單遊戲安排來說明與生活息息相
關的「資產=負債+權益」等概念，是想將學習延伸至課堂外，
讓大家了解會計的基本原理。電機三陳國瑋說：「透過這些遊戲
可以訓練臨場反應並接觸到會計的基礎知識。」（文／張展輝）
運管週重機吸睛 打卡搶拍照
運管週於上週以3輛重機進駐海報街，吸引許多學生佇足拍照
欣賞，並有「母親節傳情車票」獲得追分成功車票、「Kuso看板
按讚」趣味拍照、「神來也bingo」獲免費香腸之3項活動與師生
同樂。運管系學會會長運管三黃昶智表示，這是首次跟學弟妹們
共同策劃活動內容，看到大家搬運物品、輪班看管重機支持運管
週，真的是非常感動，很謝謝大家這次的幫忙。（文／林佳慧）
西語系血婚畢業公演 讓你身歷其境
西語系於上月26至28日在實驗劇場辦畢業公演，以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作品《血婚》（Bodas de Sangre）進行全程西語演
出，本次導演、西語四張晏嘉表示，此次多有詩詞類的臺詞，舞
臺營造詩意場景，期待能完整呈現作品中的情感和意境，而演員
詮釋和中文字幕令觀眾更能身歷其境。觀眾西語三林品妤認為，
演員演技到位，並與觀眾互動感受表演的用心。（文／林毅樺）

大陸校友會總會長莊文甫熱心母校發展，經營本
校大陸地區校友會凝聚情誼交流。（攝影／蔡晉宇）

土木系校友莊文甫感念母校培育，
捐助獎學金幫助母系學弟妹，於上月
14 日特地返校頒發獎學金，傳承淡江
人情誼。（攝影／林俊廷）

理旗下 14 間公司，雖事業有成卻沒有大老闆
的架子。近年逐漸放下公司事務，全心全意地
投入大陸校友會運作協助學弟妹職涯發展。提
到母校，他感恩地表示，「校友間單純地聯誼
交流，大家共同以母校茁壯發展為目標而凝聚
向心力，很珍惜這樣的同儕情誼。」這樣的凝
聚力在突發狀況發生時更顯得可貴，去年年底
一位在大陸經商的校友因心肌梗塞緊急送醫，
莊文甫第一時間在通訊群組發起募款，2 日內
共超過百位校友捐款響應協助外，並湧進大量
祝福話語，見證到淡江校友間相互扶持中培養
出深厚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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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陸地區校友會日漸茁壯，莊文甫坦言
擔任大陸校友總會會長並不輕鬆，除了忙碌於
公司經營和發展外，也時常關心校友在大陸的
生活情形以交流情誼。但他樂於付出，莊文甫
說，「動機越單純，做起事來越愉快！感謝母
校當年的栽培，讓當時家中經濟不寬裕的我，
5 度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爭取到張居瀛玖學業
獎學金，幫助求學生活，這點永遠只有感激母
校。」秉持著回饋精神，他也捐助獎學金幫助
母系學弟妹，希望能將這股曾經協助他的力量
持續傳承下去。
長年海外經商、往返全世界的莊文甫，在校
慶、春之饗宴等活動時均會排開行程參加。
2017 年 4 月 2 日至 6 日，校長張家宜率團參訪
大陸華東地區育成中心和大陸校友企業，莊文
甫不但全程陪同並安排參訪他旗下之泰德興電
子工廠，了解經營運作方式。莊文甫說，「近
來與母校的產學合作上，將以建邦中小企業創
新育成中心為主，會對具潛力的計畫案給予資
金支持。」另外，他樂見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即將落成，肯定該國際會議中心的場地規格和
設備，並表示相當樂意將自身企業的教育訓練
等活動選擇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莊文甫於畢業後歷經新加坡三德集團工作歷
練、參與三德集團的共同創辦，帶領三德成為
全球最大的按鍵專業製造公司。2000 年，他
在知天命之壯年，看準大陸手機市場商機，創
辦萬德集團，僅以 4 年時間讓萬德集團於新加
坡證券交易所上市。面對 2008 年金融海嘯、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術研討會，邀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代表團11
人來校研討。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於開幕
致詞表示，「研討會邁入第二十一屆，此次非
常難得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齊聚、檢視蔡英
文總統的兩岸政策，期待藉此機會交換想法，
對兩岸變化提出新觀點。」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嚴安林表示，
「目前兩岸關係趨向冷和平，甚至有發展為對
抗的趨勢，未來發展取決於臺灣當局的兩岸政
策，總體來看短期難有改善。」會中，針對國
際關係、亞太情勢，特別是川普的亞太與臺海
政策等變數，探討趨勢及影響預測。戰略碩一
陳彥榮說：「學者在會中皆放下的意識形態，
交換雙方思考觀點，展現出大智大勇，也討論
到中美日三方關係及兩岸現況，臺灣是否會淪
為美中關係的交易籌碼，皆是值得持續關注的
焦點。」（文／鄭浩雲）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黃祥葳和朱翊菱獲獎英語賽

恭賀！英文二黃祥葳於「第 22 屆中國日
報社—21 世紀可口可樂盃全國英語演講總
決賽」獲三等獎，英文四朱翊菱則在「2017
優九聯盟『優譯盃』中英口筆譯大賽」，獲
逐步口譯組第四名。（文／陳昶育）

外交與國際一自由奪冠英語即席演講

英文系上月 25 日辦英語即席演講賽外交
與國際一自由奪冠、外交與國際二陶墨勇、
全財管學程二林信宏、英文四盧一成、大傳
四蘇渼驊各獲第二至五名。（文／陳昶育）

資傳系喚黑天鵝熱烈開展

1 日起，資傳系在黑天鵝展示廳以「喚」
為題舉辦「第 16 屆畢業成果展」，資傳系
畢籌組資傳四陳照升說，將以文創設計等形
式呈現，歡迎大家前往參觀。（文／鄭浩雲）

師培中心學生實習生通過率 69.1%

今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師培中心應屆中
等學程實習生通過率 69.1％，高於全國通過
率 57.1%，師培中心主任徐加玲感謝全體老
師與助理用心指導師資生。（文／林妍君）

香港中文大學 21 師生座談兩岸議題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1 名師
生於上月 25 日至本校參訪，由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大陸所所長李志強負責接待
外，並座談兩岸關係議題。（文／趙世勳）

土木週尋寶活動開跑

（攝影／吳冠樑）

土木系於上月 25 日舉辦土木週系列之「尋
寶活動」，尋寶活動總召土木二余秉鴻說，
活動聯繫彼此感情，尋寶活動主題融合知
能，讓大家在遊戲中學習。（文／盧宏維）

女聯會帶大家認識咖哩香

女聯會於上月 27 日邀請南揚咖哩廚房主
廚程致銘到場分享「咖哩的美味秘密：辛香
料」，除了介紹咖哩之原料和差異之外，現
場還示範各種咖哩醬作法。（文／陳昶育）
（攝影／吳冠樑）

未來明信片達標歷程分享得獎公布

未來明信片達標歷程分享得獎名單出爐，
選出個人和團體前 3 名，請得獎者即日起至
12 日，攜身分證至 I407 領取。（本報訊）

緊急求救系統 24 小時待命

（攝影／戴先怡）

新加坡萬德集團
董事長 莊文甫凝聚大陸淡江人

【記者蔡晉宇專訪】本校走過一甲子並慶賀
66 校慶，全球逾 25 萬校友熱烈返校感念母校
培育，海內外校友以「淡江人」在世界各地成
立校友會回饋母校，而大陸地區校友會近來成
長快速，目前已成立的華北、華東、華南、澳
門 4 個校友會總人數破千人，預計於 2017 年 7
月再成立華中校友會；而將大陸地區校友間緊
密相連的背後，現任大陸校友會總會長莊文甫
擔任重要角色。
工學院測量科（今土木系）校友莊文甫為第
25 屆金鷹校友，創辦新加坡萬德國際集團，現
擔任該集團董事長和新加坡三德集團董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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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興起、手機按鍵市場萎縮等經營
挫折，他將危機視為轉機，推動企業轉型，主
攻安全性要求較高行業的按鍵及周邊注塑件，
讓萬德轉虧為盈；他仍不忘按鍵業務的本業基
礎，維持按鍵業務占公司業務總額的一半，
讓萬德在現行全球按鍵業的市占率保有 2 成以
上，2011 年營收達 1 億 6 千萬美元。莊文甫分
享創業經歷之時，他提到，當年恩師章錫綬教
授於畢業生座談會時的一席話，是鼓勵他持續
開拓人生的重要座右銘，「章教授以人生三度
空間『知識的寬度、做人的厚度，以及思考的
深度。』鼓勵著我，老師的教誨至今仍點滴在
心頭。」
談到大陸校友會未來發展，莊文甫樂觀其成
地說明：「隨著大陸地區的經濟成長，越來越
多經商、求學的校友在此發展，盼大陸校友會
能扮演最溫暖的後盾，讓校友們都能無後顧之
憂在異鄉打拼。」他同時預告，將於 2017 年 7
月份會成立華中校友會，連同現有的華南、華
東、華北校友會，將在地圖上形成一把弓箭的
形狀，象徵淡江校友團結力量如同利箭般勢不
可擋。
訪談結束後，莊文甫熱情相約品嚐牛肉麵，
他說，「這次回臺只停留短短 4 天，當然要一
嚐這很久沒吃的美味。」對他而言，不管離鄉
多久，總會想念熟悉的家鄉味，如同無論畢業
多久，都有身為「淡江人」的自信與謙遜，莊
文甫未來會以一顆學無止境的心，協助大陸校
友們持續成長與發展茁壯。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校園內日前發生男子遭女子刺傷事件，安
全組組長曾瑞光說，兩位經查皆非本校師
生，有緊急事件可善用校內緊急求救裝置。

學程加油讚

英語教學與數位學習學分學程
本校因應高科技時代職場競爭趨勢，英文
學系與教育科技學系合辦「英語教學與數位
學習學分學程」，凡本校大學部二、三、四
年級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修習本學程之學
生最低修習總學分數為20學分，若教科系
學生修習之總學分應內含6學分為教科系開
設課程、14學分為英文系開設課程；若英文
系學生修習之總學分應內含6學分為英文學
系開設課程，15學分為教科學系開設課程；
非屬該兩系之學生，得自採上述任一課程組
合，但須修畢該課程組合之學分，方可取得
核發本學分學程之學分證明資格。關於申請
詳情請洽英文系、教科系。（文／本報訊）

人物短波

建築系 5 生入選構宅青年賽
本校建築五曾則瑜、陳奕安、建築四陳昭
榮、鄒礎繁、樊光矞共5位組隊參加新北市
政府城鄉發展局舉辦「構宅青年-青年社會
住宅全國空間設計競賽」，他們以「SOHO
HOUSING」作品於全國148件作品入選為15
組之一，並獲得獎金3000元。隊長曾則瑜
說明，本次參賽是由建築系助理教授黃奕智
指導，將作品定位在SOHO族，為他們創造
更多空間的可能。並表示，雖因時間緊湊但
是大家都認真準備作品，很開心能入選。他
們將於5月27日接受公開表揚，而「SOHO
HOUSING」也將受邀參展，敬請大家拭目以
待。（文／莊千慧）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