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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財回饋母校共育人才

（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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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校友陳進財日前獲頒「特別貢獻獎」，
係由會計系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校友會和會計系
所共同感謝他對該系無私的貢獻。他感謝母校的
培育，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淡江會計教育基金
會」，長期協助會計系，提攜學弟妹課業發展。
（攝影／閩家瑋）

網紅HowHow蒞校開講
繼「館長」陳之漢和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來校座談
後，學生會「B計畫認證講座」於上月24日邀請網
路紅人「How How」陳孜昊以「魯廢宅的人生哲
學」為題分享其成長歷程。開講半小時前，教室外
聚集大批學生，晚間7時一到，座無虛席。

校長訪泰卓越企業與校友
張校長宴請
全大運優秀選手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5年全國大
專院校運動會中，本校榮獲10金5銀7銅的佳
績，為私校第一。校長張家宜特於1日在亞太
飯店舉辦「獎勵優秀運動員餐會」，慰勞選手
們的努力，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及各院師長皆出
席共襄盛舉。羽球隊隊員數學碩一莊逸丞代表
選手上台致詞，各隊選手也獻獎給校長。
張校長指出，此次能有這麼好的成績，網
球、羽球、足球、撞球與擊劍皆獲得團體賽冠
軍，全感謝教練用心指教。學校將持續培育運
動代表隊，鼓勵校隊出國與姐妹校切磋，期望
淡江體育校隊能持續成長卓越。
莊逸丞表示，「感謝校長、體育長的帶領，
還有教練以及隊員一起共同努力，特別謝謝張
校長每年舉辦餐會宴請大家。」擊劍隊隊長公
行三蘇朗軒表示，「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新血加
入我們，我們會繼續努力，保持一般組霸主地
位，拿下更多獎牌！」（攝影／閩家瑋）

劉德立出任外交部常次

榮譽學程座談
交流開課意見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於上月25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5學年度榮譽學程推
展意見交流座談會，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各院
院長、教務處各組師長、榮譽學程授課教師、修
習榮譽學程學生同時連線蘭陽校園共55位出席。
鄭東文表示，今年是榮譽學程開設的第五年，去
年才歡送該學程第一屆學生畢業。希望該學程持
續提供學生加值的學習機會，以提升競爭力。
會中，學生針對該學程的制度實施、課程內容
提出問題與建議。在制度實施方面，學生提問若
大三出國交換，能否保留榮譽學程資格？對於白
天課業繁忙同學修習該學程課程遇衝堂情形，盼
能否多開晚間課程或網路課程？鄭東文回應，
對於榮譽學程學生大三出國交換返國後，向教務
處提出申請，便會延續既有資格；榮譽學程已分
散開課時間供學生修讀，未來擬考慮遠距課程安
排，以解決衝堂問題。
在課程內容方面，有學生提議應增加系內課程
及有助出國留學之英文會話、論文撰寫等內容；
希望進階專業課程不限學院內修習，可跨院修
課；鄭東文表示，106學年度已開設論文撰寫及
全英語授課課程且開放跨院修習進階專業課程。
除了聆聽同學建議之外，鄭東文希望建立榮譽學
生聯繫網，以利方便交流，亦能掌握榮譽學程學
生畢業流向。

拜會交流，且為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促成
此次張校長親自率隊赴泰。他指出，曼谷朱
拉隆功大學的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包容性社區和智慧城市（Inclusive Community
and Smart City）、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Food,Energy,Water））、
數位經濟&機器人學（Digital Economy &
Robotics）等4項策略，是值得本校學習與作
為未來發展參考之目標。他補充，「除了戮
力推展國際化，在地深耕亦是發展目標。」
26日，本校泰國校友會於愛侶灣大酒店進
行晚宴，席開5桌，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副代表石柏士、僑務組長盧景海、中華會
館理事長丘菁瑛、泰國臺灣商會總會長劉樹
添、泰國校友會名譽會長張華國、泰國校友
會創會副會長邱燁、台立紡織印染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暨泰國校友會會長詹鎮綱夫婦等
校友、貴賓齊聚一堂。張校長亦為校友準備
母校校訓「樸實剛毅」小書包作為紀念品，
並讚許校友在泰國耕耘有成，校友們備感溫
暖。本校旗幟與會旗佈滿大廳，場面壯觀，
隨著校歌旋律，眾人重溫美好學生時代。

教育部人形機器人賽 本校奪2金1銀2銅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0、21
日，由本校電機系教授翁慶昌指導，智慧型
控制實驗室派出兩組團隊，赴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參加「106年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學
生參加國際性科技藝能大賽－2017國際智慧
人形機器人競賽」的HuroCup（Small）（全
能人形機器人）賽，與全國9個隊伍角逐，本
校共獲2金、1銀、2銅殊榮。
TKU1隊，在來回快跑（Sprint） 及舉重
（Weight Lifting）項目皆奪冠，並在全能
競賽（All Round）項目拿下亞軍。TKU2
隊則在綜合競技（Spartan Race）、馬拉松

大師講座魏然談新媒體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歐盟中心主辦
的大師講座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南
卡羅來納大學終身講座教授魏然主講「歐美新
媒體大趨勢和深遠影響」，吸引近50人聆聽。
講者為美籍華人中首位傳播學講座教授，現
為美國《大眾傳播與社會》學刊主編，且屢獲
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科傑出論文獎肯定，以
其手機媒體研究專長，分享對新媒體的觀察。
各界對新媒體的定義解釋不同，他認為傳播學
領域的新媒體，係以互聯網為主導的數位媒體
（Digital Media），具有海量、多變性、互動
性、全球化等特徵。他指出，隨著科技發展，
全球網路使用者已達40億人口，社交媒體、移
動媒體是兩大趨勢，全世界社交媒體普及率最
高為北美、其次是東亞；而社交媒體使用率國
家，以卡塔爾居冠、北韓最後。
魏然分享，人工智慧技術日趨進步，智能媒
體（Smart Media）已成趨勢且對傳媒產業帶來
衝擊，他舉例：「美聯社已有20%的新聞讓機器
人代寫！」加上閱聽人可透過傳統媒體外的管
道，接收新聞來源，這些現象已造成傳媒業的
改變，他指出，過往美國新聞從業人員人數最
高曾達50萬人，現今已下降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的20萬人。新媒體亦對政治影響甚大，像是
近年美國選民透過新媒體發表極端立場，影響
美國總統選戰。
德文一邱子豪表示：「講者的分享讓我了解
媒體趨勢及科技發達產生許多新問題的緣由，
更領悟到只要有心了解，都可以被解決。」

注意！加退選補繳費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注意！財務
處提醒尚未完成105學年度第2學期加退選後
應補繳費者，請儘速於30日前完成繳費。未
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6學年度第1學
期初選課程及註冊作業，且畢業生不得領取
證書。如有疑問可至財務處網頁查詢，校內
分機 2067。

（Marathon）項目皆獲第三。
隊長電機碩一余柯翰說明，
參賽是為了8月底將在同一地
點舉辦的FIRA國際機器人競
賽進行準備，也是學習的成果
驗收。而本次和以往不同之處
在於，團隊換了另一個系統操
作，過程中，雖有適應不良的
情形，但都逐一克服。看見學
弟妹對於競賽的投入與付出，
智慧型控制實驗室參加「106年教育部推動技專校院學生參加
相當感動，未來將繼續代表學
國際性科技藝能大賽－2017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為本
校參加國際賽事，為校爭光。
校抱回2金1銀2銅。（圖／智慧型控制實驗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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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者 林 嘉
倩、陳瑞
婧 、 楊
喻閔、張
洋、陳偉
傑淡水校
園報導】
學習與教學中心於上月22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2017好學樂教週開幕
上 月 2 2 日 式，本次以「教學創新‧攀越巔峰」主軸展現本校頂石課程教學特色。（圖
至 2 6 日 ， ／學教中心提供）
學習與教
日開幕中，校長張家宜、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
學中心舉辦「2017好學樂教週」，本
玲、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各學院師長等人出
次以「教學創新•攀越巔峰」為主軸
席。張校長表示，活動內容豐富，除了頂石課程
呈現本校頂石課程成果。在黑天鵝展
補助系所聯合成果展、學思域等主題展覽外，還
示廳中展示「2017獲頂石課程補助系
有教學系列演講，藉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成果，
所聯合成果展」、「創新學習生態」
展現本校持續加強培養學生兼具專業知識和職場
和「學思域」內容和特色，於上月22
競爭力以成為具心靈卓越之人才。（文轉3版）

逾百位境外生導師 交換輔導經驗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上月24
日舉辦「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境外生導師座談會」
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主持，一、二級主管及境外生導師近130位出席，
並邀航太系教授田豐分享輔導經驗。
戴萬欽致詞時說明，本學期境外生人數略為下
滑，但仍維持在2千左右，目前大陸政策限縮陸
生來臺就讀名額，未來將積極面對招生上的各種
挑戰。今年在校務發展計畫中，增加各系所境外
招生相關費用，可多加使用以拓展生源。為輔導
境外生課業學習，針對學生不及格人數較多的科
目，如統計學、英語能力加強班，錄製影片建立
在 Moodle 遠距教學平台供學生自習。境外生時常
有就讀科系後不適應問題，導師在輔導轉系上費
了很多心力。
會中，田豐分享輔導境外生經驗，認為輔導上

進入電影這個圈子，耐心很重要，
別把金錢看的太重，最重要的是，
不能忘記初衷，要時時調整心態，
學習如何堅持。個人的力量有限，
要懂得與人合作。
－第48屆金馬獎
最佳原著劇本獎得主楊南倩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6/05(一)
12:30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化材系
E819

6/06(二) 未來學所
10:00
ED501
AACSB認
6/07(三)
證辦公室
12:00
SG316
6/08(四)
9:00

管科系
B616

演講人/講題

深圳市鑫迪科技有限公司技術總
監邱耀弘
第五代金屬成形技術-金屬粉末
注射成形現況
剩食運動台灣發起人趙威翔
未來學工作坊
淡江大學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
執行長林谷峻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系統AOL說明
會 場次三
東南旅行社歐洲線經理楊效齊
旅遊業行銷策略之演化：從傳
統老派行銷到網路行銷2.0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05(一)
8:10

保險系
B603

6/05(一)
14:00

理學院
SG317

6/05(一) 教育學院
17:10
ED601
6/06(二)
13:20

數學系
S433

6/06(二)
14:10

產經系
B302A

6/06(二)
14:10

資工系
E819

6/06(二)
15:10

保險系
B505

6/07(三)
10:00

財金系
B712

6/07(三)
13:10

機電系
E231

6/08(四)
14:00

資工系
E819
大陸所
6/08(四)
驚聲國際
16:10
會議廳

演講人/講題

國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黃家祥
健康保險理賠實務
臺灣大學物理系特聘教授林敏聰
「基礎研究與創新經濟共
舞」- 談台灣高教與科研的危
機與轉機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陳榮政
教育期刊分析
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與
護理學研究所兼任生物統計副
教授胡賦強
學統計有什麼用呢？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平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叡揚資訊副總 吳震明
閒聊資訊人生涯發展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陳燦煌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綜合研討
台灣飛利浦董事長暨總經理陳百州
老董不藏私學堂- 哇！百年外商
企業的經營轉動 揭開飛利浦神秘
面紗
中華民國產學發展協會監事廖苡彤
企業用人面面觀
香港商雅虎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董事總經理王興
數位挑戰與大數據時代的趨勢

π 型人才工作坊

定期約談或不期而遇的閒聊，都能更深入解學生
近況，並建議導師們多提醒境外生留意居留證到
期日，避免遭受高額罰款。最後強調，輔導工作
是團隊合作，不僅是導師努力，更感謝學校各單
位協助，才能順利輔導境外生。
座談時，多位導師提出「全英語學士班」實習
課助教須具備英語專業能力及清寒資格之限制，
很難找到符合規定的助教，教學品質因此受到影
響，戴萬欽回應，將成立專案小組儘速處理，並
和相關單位研議。另有導師提問，國際處下學期
開設華語文課程為何將酌收費用？國際長李佩華
補充說明，因境外生人數日益增加，班別增多致
經費不足，因此將酌收每人報名費用5百元，以
維持開課品質；另外，針對境外生工讀能否參加
企業實習，及工作證申請文件有無英文版本之問
題，境輔組將於會後統一書面回應。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於上月
3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6年度教學卓越計
畫面向七「跨域探索π型人才」工作坊，邀請臺
灣大學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謝尚賢、臺灣大學創
新設計學院（簡稱D-School）教學組組長詹魁
元來校演講，逾60位教師到場參與。校長張家宜
致詞時表示，「非常高興請到兩位講者分享開授
創新設計相關課程的經驗，藉由此次工作坊的交
流，讓各位教師、同仁對於D-School的精神及運
作更加了解，並共同思考在淡江推動及發展此項
計畫。」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表示，「為培養全方位
（π型）人才，須先培養π型教師，然而課程深
層改革不能倚賴教師獨力完成，而是需要從制度
面與文化面合力進行，以回應教師、學生與系所
對改變的需求。此次舉辦工作坊也是希望能集合
跨院的創新教學，結合學生的興趣及能力，培養
全方位的人才。」謝尚賢分享D-School的教學
經驗，並提醒在AI時代中打造跨領域π型人才的
重要性。他呼籲各個學院改變教學方法及思維，
有效整合校內創新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與課程資
源，嘗試結合理工與人文、開授相關課程，進而
鼓勵學生跨域學習，以因應「加速中的世界」的
新挑戰。詹魁元接續介紹D-School在「音樂設計
及創新」、「暖科技」課程等實例，說明創新設
計有助於增進學生動手做的能力，以及解決實際
問題的課程。

「跨域探索π型人才」工作坊，分組進行
討論。（攝影／何瑋健）

海博館邀畢業生夢想啟航
畢業生一起來海博館「裝可愛」吧！本校海事博物館畢
業季攝影活動開始報名囉！即日起，只要帶著學生證到海
博館2樓櫃檯報名，即可在8日至10日，10時至12時、14
時至16時，於海博館4樓駕駛室，穿上最萌水手服、船長
服拍下在淡江的精彩畢業照！8、9日的「攝影沙龍」提
供80位同學攝影及輸出服務；10日的「角色扮演攝影活
動」則有60個名額，請自備相機拍照。海博館專員黃維綱
表示：「名額有限歡迎畢業生踴躍參加。」詳細資訊請至
海事博物館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tw/news/news.
php?Sn=167）查詢。（文／陳品婕、攝影／陳柏儒）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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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激盪創新教學

頂石教學創新

【本報訊】本校西語系校友劉德立於上月17日
接任外交部常務次長，擁有西語專長的他曾擔任
外交部禮賓司司長，駐巴拉圭、巴拿馬大使。擔
任巴拿馬大使期間，與該國進行多邊事務合作，
日前代表我國進行臺巴雙邊合作4項計畫援款儀
式，主要將贈交穿透式顯微鏡、小貨卡、1102型
達曼巡邏艇乙艘、興建Almirante 海空勤務站等，
協助巴國農牧研究、維護治安等，利於提升生活
品質。
劉德立曾於前往巴拉圭之際，接受本報838期
之卓爾不群專訪時提到，擔任禮賓司司長期間，
主掌接待外賓、國際典禮、接受各駐華使領館與
代表機構人員之程序及其在華待遇等事項，需要
「溝通協調」和「保持好奇心」；他解釋，外交
工作需具備與人為善且不失立場的特質，因此要
想盡辦法跟每個人良性的互動，同時要發揮創意
並注重安排細節，必須要時時設想及模擬各種情
境，以因應各種事件發生。對劉德立而言，淡江
是最自由的搖籃，提供他不同的思考方式，又能
接觸不同科系的人，滋養他開闊的性格。

電通（馬哈差廠）等觀摩交流及巡禮泰絲博物
館，透過跨產業平臺模式，以資訊、經營等面
向之經驗分享，促進企業卓越經營發展。
其中，南僑（泰國）公司為外文系（今英文
系）校友陳飛龍之企業，由副總經理魏亦堅、
劉英駿說明該公司多角化經營，營運生產速食
麵及米果類產品，成功在海外據點設廠等內
容，眾人交流熱絡；而為因應工業4.0時代來
臨，泰金寶電通採「國際運籌、全球分工」策
略，增設生產據點，運用即時APP應用系統管
理製造，總經理
鄒孔訓不吝分享
如何複製成功之
海外設廠經驗。
何啟東說明，
20年前創辦人張
建邦曾至泰國訪
視，加上今年1月
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率8名榮譽
張校長（前排左五）率團赴泰國參訪，26日與泰國校友會會長詹鎮綱
學程學生赴泰國
（前排左四）等校友們在晚宴中交流情誼，互動熱絡。（圖／中華卓越經
姊妹校曼谷大學
營協會提供）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3至27
日，校長張家宜以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長
身份，率領「2017年泰國卓越經營交流研習
團」，包括本校秘書長何啟東、榮剛集團
總裁暨中華卓越經營協會副會長陳興時、
成大醫院副院長吳俊明、元智大學國際長
陳勁甫等18人赴泰參訪。
此行前往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南僑（泰
國）公司（萬磅廠）、TCDC泰國創意設計
中心、泰國匯商銀行、曼谷醫院、泰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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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