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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俊昇運營散裝船揚帆世界

（攝影／盧逸峰）

本校3外籍生 本
獲臺華獎學金傑出獎 校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3位應屆畢業外籍生
榮獲教育部和外交部之「105
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
獎學金畢（結）業生傑出表
現獎」，國企四席安婷獲綜
席安婷
合類、政經四史提夫獲群育
類、百勒密獲服務類，已於
日前接受公開表揚。
來自巴拉圭的席安婷擔任
外籍生聯誼會副會長且代表
本校赴上海參加霍特獎比
賽。她分享，在臺生活除體
史提夫
驗新事物，最印象深刻的是
認識來自全球的學生，獲獎
很高興，一切努力都值得。
來自海地的百勒密曾擔任
蘭陽外籍生聯誼會副會長，
熱心幫助校內外籍生，並自
行製作太陽能電燈，志在解
百勒密
決海地學童夜間讀書電力缺乏問題。他分享，
獲獎意義非凡，是持續努力實現夢想的動力。
來自索羅門的史堤夫曾多次代表學校參與校
外橄欖球比賽，並曾任蘭陽校園外籍學生會副
會長，他分享赴臺讀書，努力將體育與學業並
重，能在眾多學生中脫穎而出，感到無比光
榮，也感謝父母、教授給予支持與激勵。

外交部蒞校訪視外交獎學金受獎生
16日，外交部研究設計會專案規劃科科長
陳皇宇、秘書莊信凱等一行4人蒞校探視外交
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由國際長李佩華、境
輔組組長李美蘭等同仁接待，透過會談瞭解
受獎生在臺生活情形，10位學生出席。會中，
學生踴躍發問，其中多位預研生提出受限於
「4+1」學制，獎學金是否能補助5年全額。
陳皇宇表示，由於該學制較特別，將研議相關
辦法。另外，總統蔡英文日前訪中南美洲建立
友好關係，學生盼能開放更多外籍生在臺企業
實習機會，外交部回應，由於層級牽涉勞動
部、內政部的單位，將在研議後回覆。

企管系校友藍俊昇1999年創辦慧洋海運集團，至
今擁有超過百艘船，為臺灣最具規模的散裝船隊
之一，他堅守「誠信」經營原則，與全球最大商
品交易商、大型國際航運集團等合作，2016年合併
（攝影／蔡晉宇）
營收達106.79億元，稱霸上市櫃的散裝航商。

2017第五波元年
FOCUS 守謙 之 5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動土儀
式。（圖／本報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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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11月8日
經第70次校務會議，正式通過籌建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新建工程案，並由本校執業中之建築師
校友競圖評選，最終由校友徐維志之建築師
事務所獲選。徐維志表示，「中心整體規劃
將以綠化為重點，希望強化淡江世外桃源的意
象。」目前該中心規模為地下1層、地上4層，
總樓地板面積約9279.48平方公尺。其中內部
設計，一間能容納400人的大型國際會議廳，
以校友徐航健母親「有蓮」命名，另有4間大
型會議室、11間中型會議室、校友接待室及其
他附屬空間。

「有本事的人，走到哪都能發光發亮！」這是
屏友會夥伴們對英文四張育聖的評論。翻開他的
大學經歷，數次書卷獎、兼修教育學程及榮譽學
程，也透過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完成研討會論
文。

化」、「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4大面向，其
中在教學經費運用比例最高。該計畫對應本
校校務發展計畫，教學面向以「跨域人才培育
達臻樂教好學」、「深化特色發展精緻三化教
育（資訊化、未來化）」、「強化行政效能支

跨域人才培育
達臻樂教好學
深化特色發展精緻三化教育
（資訊化、未來化）
強化行政效能
支援學術發展

援學術發展」為主軸；研究面向則致力「躍
升學研質量躍進學術排名」；國際化面向，
強調「深化特色發展精緻三化教育（國際
化）」；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面向，則「臻
善學習發展形塑卓越品牌」。

深化特色發展
精緻三化教育
（國際化）

研究

教學

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

躍升學研質量
躍進學術排名

臻善學習發展
形塑卓越品牌

105-106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本校自選辦學特色面向主軸

室及圖書館等地。
演講吸引逾百位師生到場聆聽。馬澤璉以歐
盟的現況與困境為主軸，講述個人的觀察與願
景，會後亦開放師生交流。馬澤璉率先拋出提
問，「我們現在遇到的困境是什麼？為什麼大
家還要相信歐盟呢？」邀請聽眾一同思考，接
著介紹歐盟的起源與價值，從早期人們遭遇飢
餓、貧窮等過往歷史來佐證，並說明促進同盟
國合作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化帶來連動的
效益。她坦言，歐盟正面臨各項難題，也正因
各國政策和意願不同調，導致在經濟危機、氣
候變遷等議題上，持續受到挑戰。
馬澤璉強調，全球情勢和挑戰瞬息萬變，

【記者杜歡淡
水校園報導】境
輔組15日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
「校長與應屆
陸生有約」座談
會，與蘭陽校園
連線，校長張家
宜、國際事務副 張校長（前排右六）與應屆畢業陸生在圖書館前合影留念。（攝影／林俊廷 )
開過畢典協調會，各系有固定分配名額；境輔組
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等主管，與61位應屆
回應，會再研商改進報名方式，也持續解決學生
陸生面對面座談。張校長表示，陸生在課內外皆
家長座位問題。張校長表示，由於畢業生人數眾
有優秀表現，學校也為陸生安排導師協助成長。
多，全校畢業典禮開放名額有限，鼓勵同學參加
張校長以有獎徵答方式，強調三化、八大素養、
各系自辦畢典。此外，註冊組組長陳漢桂回應代
品質屋等教育理念，勉勵畢業後要持續秉持。
領畢業證書問題，請同學完成離校手續，填寫委
會中，同學針對學業、學務、就業等提出建
託書備齊相關資料即可委託代領。最後，張校長
議。在學業上，有同學建議取消陸生大四低修9
也鼓勵大家畢業後加入大陸校友會的大家庭。
學分限制，便於回大陸實習。張校長回應，今年
會中，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分享，陸生積極進
將準備重新修訂必修、選修課程，著力提升實習
取，有利帶動班級讀書氛圍。大傳四鄔亦純則感
課程比例。在學務方面，學生對畢業典禮開放名
謝學校課程安排學用合一，透過畢製學習成長。
額及報名方式提出疑義，學務長林俊宏表示，已

資訊週 七系聯合展專題成果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由教科系統
籌、資訊處等單位協辦的「2017淡江大學資訊
週」七系聯合競賽與展演，19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行，一次帶你認識、資圖系、資傳系、電
機系、資工系、資管系、教科系、資創系7系
特色。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資訊週
除包含演講、課程、研討會外，重頭戲是今天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右四）與師長們為資訊週剪
的展演，讓資訊相關科系同學展示創意成果， 綵。（攝影／閩家瑋 )
廠商的加入更擴大活動影響力與滲透力。」系
容、APP開發、雲端應用、物聯網 、大數據分析
所友會聯合會總會長林健祥表示：「活動不僅
等。會場贊助廠商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晶盛
是比賽，更是難得的交流，建議未來資訊週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攤位介紹3C、自動化相關產
排校友與學生更多互動。」教科系系主任沈俊
品，並有15組「專題展覽」展示，21組學生則參
毅表示：「活動盼能讓同學跨領域交流，期待
加「專題競賽」。最終由資傳系「不平凡之路」
這有意義的活動未來持續進行。」
奪冠並獲最佳人氣獎；資創系「小鬼當家-VR密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工學院院長許輝煌、
室逃脫遊戲」拿下第二；資工系「使用LineBOT
教務長鄭東文、學務長林俊宏、資訊長郭經華
實現國道旅行時間預估小幫手」獲得第三。
等出席。資訊週主題多元，包括媒體、數位內

勇敢宣揚自己的文化，不要害怕。
－長榮航空公司董事長林寶水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5/24(三)
17:00
5/25(四)
12:00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逗點文創結社總編輯陳夏民
資圖系
出版傳播與書業-逗點文創陳夏民分享獨立
L307
出版到華文出版的未來
AACSB認證 淡江大學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林
辦公室
谷峻
B1104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系統AOL說明會場次二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2(一)
8:20

保險系
B615

國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黃家祥
產險理賠案例分析

5/22(一)
9:10

運管系
B616

新北市捷運局局長趙紹廉
新北捷運的創新和願景

5/22(一)
17:10

出版中心
L507

5/23(二)
10:10

保險系
B426

5/23(二)
10:10

保險系
B507

演講人/講題

Adobe/Apple產品專任講師何柏杰
電子書製作
新光人壽營業管理部和興通訊處處長朱
宏彬
人身風險管理與保單規劃
蘇黎世產物保險商業險理賠部副理章榮茜
公共意外責任險賠案

歐盟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林美香
圖書館閱活區 歐洲文化中對「衣」的想像與思考

5/23(二)
14:10

產經系
B511

王道商業銀行經理李經繼
現今銀行業及企金授信業務概況

5/23(二)
15:10

保險系
B505

中信金控獨立董事張士傑
我國保險監理之現況與未來

5/24(三)
10:10
5/24(三)
13:10

歐洲經貿辦事處長馬澤璉來校演講

【記者林姸君、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17
日上午，瑞典籍、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馬澤
璉受歐研所之邀來校以「歐盟的未來」為
題演講，並且拜會校長張家宜。會中張校長
向馬澤璉說明本校辦學概況、特色及學生人
數，係為臺灣歷史最悠久之私校，而瑞典的
姊妹校為斯德哥爾摩大學，並提及本校在今
年全大運賽事中全國排名第九、世大運舉重
項目將在本校舉辦等體育優異表現。馬澤璉
則分享今年為歐盟60週年，和淡江去年66校
慶皆有重要意義，此外稱讚本校體育賽事表
現出色，此次非常榮幸受邀與師生分享。會
後在歐研所所長陳麗娟陪同下，參觀宮燈教

要，有好的態度才不會被淘汰。應

5/24(三)
10:00

（資料來源／品保處 )

5/24(三)
13:15

國際
研究學院
Q409
財金系
B712
未來學所
ED101

神準科技董事長蔡文河
大數據如何運用於企業財務及營運決策
Lumina Learning Taiwan教練陳冠婷
做自己生命的設計師-共創

歐盟中心 書林藝文小編陳永忻
圖書館閱活區 不再只有童話：繪本裡的真實人生

5/24(三)
14:10

資工系
E819

5/25(四)
10:00

國際
研究學院
T919

5/25(四)
12:45

Yahoo奇摩媒體傳播事業群副總經理邱瀅憓
從Yahoo TV看網路直播的發展

灯塔科技總經理魏宗源
Introduction of Audio/Video/USB KVM
Extender design
淡江大學戰略所教授何思因
學術研究精進工作坊~國際關係發展趨勢
與研究心得

歐盟中心 藝術史學者邱建一
圖書館閱活區 《發現蒙娜麗莎》: 一個女人的 500 年歷程

5/25(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台灣電影文創產業協會創辦人蕭培元
大數據與文創產業前瞻

5/2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5/25(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張校長（左一）向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馬澤
璉（右一）介紹本校校園。（攝影／何瑋健 )

5/26(五)
12:00

德文系
E510

淡江大學德文系助理教授鄭慧君
德國電影萬花筒

成員國必須攜手合作、共創雙贏，而每個人
的意見和聲音都需要被傾聽和尊重，未來世
界的走向將由每個人選出，期待大家都可以
為和平努力、付諸行動。資圖四黃奎瑾說：
「聽講者暢談歐盟，覺得相當公允和正確，
很認同她想參與、尋求和平的想法，期待會
員國之間能創造更多雙贏的局面。」

5/26(五)
14:10

產經系
B505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
員于若蓉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Income Question on
Income Nonresponse Rate: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4(三)
10:00

全發院
強邦國際
會議廳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統計系助理教授許緯文
A Robust score test of homogeneity for ZeroInflated count data
美商益邦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
副協理蔡菁菁
擺脫22K碩生優勢及職場必勝策略

蘭陽校園
演講人/講題
東吳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劉源俊
學習與讀書

招生組赴2高校招生
創新創業賽
寶貝聯絡本夢想起飛奪冠

【記者鄭乃文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2017創
新創業競賽暨頒獎典禮」18日在臺北校園舉行，
創新創業組在20組中選8組角逐，專利創新組從
10取6組晉級，最終分別由資工系副教授潘孟鉉
指導的「Babe with you寶貝聯絡本」及資工系助
理教授陳以錚指導夢想起飛隊的「卓越計畫」奪
冠。兩組各邀請3位評審，包括資工系校友、程
曦資訊總經理張榮貴及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總監
黃祺雄等專家擔當。研發長王伯昌致詞表示，隊
伍經4個月培訓及競賽，不論結果如何，創業精
神與構想值得肯定。入圍決賽者，研發處將視團
隊意願協助申請政府補助，使創意持續實現。
「寶貝聯絡本」隊長資工四林士彰表示，主
題為線上聯絡本APP，以解決現有紙本聯絡本的
缺點。感謝潘孟鉉老師指導，讓我們從錯誤中
學習，逐漸成長，獲獎更激發向前努力的動力。
「卓越計畫」隊長資工三許家豪表示，「智慧教
室會議整合系統」能連線至電腦控制電腦鍵盤與
音訊裝置，未來將運用在各大學校App與各大研
討會上。感謝陳以錚老師耐心指導與鼓勵陪伴，
很開心獲肯定，會持續努力創造更多價值。

產學交流論壇暨媒合會 產官學交流
研發處「產學交流論壇暨媒合會」於18日下午
在臺北校園舉行。會中，化學系校友、富比積生
物科技總經理莊國昇以研發者眼中的生技產業技
術及商品為題分享，化學系教授王三郎則發表葡
萄糖苷酶抑制劑。化學系校友、工研院材料化工
所博士陳立基分享政府研發補助計畫資源經驗。
資工系校友、恆鼎集團總經理酆隆恭談真人口譯
行動客服。化學系副教授陳志欣談酸鹼感測液晶
組合物，教科系教授徐新逸講虛擬物理實驗室。
產學合作組經理陳立德表示，活動提供平臺促
進產業界及本校教師交流，激盪創新火花。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組於12日
至松山工農參加大學升學博覽會，現場準備本
校科系簡介文宣、進學班招生文宣等，學生大
多對工學院相關科系提問。招生組組員李靜宜
表示：「松山工農較多工科學生，因此也對本
校航太、電機等系較有興趣。」
15日至士林高商參加大學升學博覽會，招生
組備有招生簡章，學生多詢問有關四技二專入
學管道的相關問題，商管學院會計及資管系亦
有四技二專名額，是學生較關注的熱門科系。

親子氣球同慶國際海博館日

海事博物館響應文化部2017國際博物館
日，於13日結合母親節舉辦系列活動。「到底
俾斯麥號是怎麼沉的？」特展，以海報方式呈
現，並由海博館專員黃維綱導覽解說，在海博
館4樓播放室播放影片「俾斯麥號殲滅戰」，
讓前來觀展觀眾更認識歷史真相。配合母親
節，海博館邀前麥當勞總公司資深品牌專員張
仲君，指導民眾折造型氣球，親子互動，手作
各種可愛造型氣球，現場氣氛溫馨又歡樂。黃
維綱表示：「文化部的博物館日已舉辦多年，
今年巧遇母親節因此本館舉行系列活動，親
子一同遊戲，也能藉此認識博物館和海洋歷
史！」（文／陳品婕、圖／海博館提供）

許毓仁何立德談歐洲新創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為延續圖
書館5月歐洲講座活動，非書組舉辦2017年
「TKUL歐洲講座X新創」講座，邀請立法委
員、TEDxTaipei創辦人許毓仁及在媒體圈譽
有「時尚百科全書」的時尚及創意設計總監
何立德於22日及6月6日14時在圖書館2樓閱活
區、3樓學習共享區進行演講。
許毓仁以「歐洲新創」為題，從歐洲人文
哲思中，探討新創產業的結構變化與趨勢核
心；何立德主講「餵什麼巴黎-巴黎當代飲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食文化革命」，針對法國境
內移民文化的變遷，從新
創角度深度觀察法國飲食市
場的文化混血，以及所掀起
的飲食文化革命。非書組組
長丁紹芬表示，歐洲新創議
題受全球熱烈討論，今年特
別邀請專業講者分享相關主
題，歡迎校內外有興趣的聽
眾到場聆聽！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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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祥獲金曲評審團獎 校長聆聽應屆畢業陸生心聲
陳玉勳蘇弘恩入選台北電影節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第28屆金曲獎入
圍名單於16日公布，繼金音獎獲得最佳專輯獎、
最佳民謠單曲獎、評審團大獎等獎項，本校運管
系校友林生祥再以《圍庄》專輯獲頒金曲獎評審
團獎和入圍年度專輯獎，同時以《笑笑仔世界》
專輯入圍最佳客語專輯獎，金曲獎將於6月24日
揭曉頒獎。林生祥說明，《圍庄》是以石化工業
與生活互相抵觸、交戰作為題材，並描述牽連其
中的臺灣土地、雲雨、蟲鳥等環境被人為污染的
音樂創作。他說：「在這次的專輯中，我們融合
北管和龐克元素，既呼應反石化業的運動與廟宇
文化的關連性，也大大突顯工業污染議題的當代
性。」他盼能夠透過專輯引發大家對環境污染問
題有更深廣的關注與行動，「因為工業污染的問
題早已入侵我們生活的周遭，這是跨國界、跨區
域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努力解決。」
16日，第19屆台北電影節公布2017年「台北電
影獎」入選名單中，資圖系校友、導演陳玉勳執
導的電影《健忘村》入圍劇情長片類；大傳系校
友、導演蘇弘恩的《土地》入圍短片類。兩人
從293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有望成為百萬獎金得
主，本屆台北電影節展期為6月29日至7月15日，
台北電影獎也將在7月15日舉行頒獎典禮。

張育聖乘英語之翅逐夢

獲近1‧5億私校獎補助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日前
公佈106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核定結果，本校獲1億4,792萬7,814元，
在綜合1類私校中，獲補助金額為第二高，僅
次於中原大學，也是本校近10年來獲補助經
費次高。
教育部此次補助經費共有41所私立大學校
院申請通過，總計29億2,174萬3,000元。依據
105-106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要點規定，分補助及獎勵2項，補助經費
占30%，依學校現有規模、政策績效及助學
措施核配；獎勵經費占70%，依辦學特色、
行政運作，其中質化指標占獎勵73.6%，量化
指標占獎勵經費26.4%核配。而本校今年補助
經費獲4,437萬8,344元、獎勵經費獲1億354萬
9,470元。
稽核長白滌清說明，此計畫為兩年一期，
今年是第二年。雖然此次經費相較於去年減
少68萬5300元，但就本校近年獲補助金額，
整體維持穩定的水平。此次計畫本校自選辦
學特色面向為「教學」、「研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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