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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屆金鷹獎與第五波特刊
第31屆金鷹獎得主出爐，本次由企管系校友慧洋海運董事長藍俊
昇、電算系（今資工系）校友馮氏貿易公司總裁馮啟豐、水利系
（今水環系）校友前永大機電總經理許作名、土木系校友朝陽科技
大學校長鄭道明獲此殊榮，本報特於2、3版刊載四位得主專訪，和
大家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

（攝影／劉芷君）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啟用典禮興建記揭幕
同舟廣場啟用茶會
百萬磚/十萬磚捐贈感
謝儀式

校友接力捐獻守謙今揭幕

蘭花一現在守謙 校慶蘭花展

榮譽學程７碩生獲獎學金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 右三 ) 頒發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榮譽學程碩士班獎學金」。（圖
／教務處提供）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日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
議，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會中，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頒發106學年度第1
學期「榮譽學程碩士班獎學金」予建築碩一吳
鈺嫻、資工碩一龐婉齡、資管碩一陳昭妤、運
管碩一賴傳育與西語碩一李萱逸。本次共7位
學生榮獲，國企碩一洪御寧與教科碩一陳佳欣
因課無法出席，本獎學金為獎勵榮譽學程結業
生續留淡江修讀研究所，第一學年每學期發3
萬元的獎學金以資鼓勵。

甜心爆一個搶鮮大賽獲獎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2017年經濟部
技術處搶鮮大賽日前成績揭曉並於上月24日進
行頒獎，由本校資傳三蘇怡承、吳宜芬、江菩
瑩及企管三陳郁庭同學共同組成的團隊「甜
心，爆一個」以作品「佔位，報一個」獲得創
意發想類優選。
2011年經濟部以法人的科專技術為根基，推
廣研發創意及科技創新乃至鼓勵創業，舉辦搶
鮮大賽，比賽分為系統整合實作類、創意發想
類、創業類以及創意貼圖類4種，前三類取冠
軍各一名、亞軍兩名、季軍三名、優選十五
名。今年以「幸福生活」為題，落實生活創
意，共有62學校、436個團隊參加，48件作品
脫穎而出。
本校得獎作品「佔位，報一個」發想來自
佔位這個議題，看似很小卻時常出現在生活
周遭，此佔位系統是結合NB-IoT（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系統行動物聯網，讓
民眾在使用座位上能夠更便利，即便座位已被
預定，管理員也可以擁有合理權限將物品先暫
時移開，以利公共空間的流通。
資傳三蘇怡承分享：「 當初抱著不會得獎
的心態去做出這個作品，甚至戲謔的取了一個
『甜心，爆一個』的隊名，但是初賽通過以
後，我們開始想，佔位問題似乎是真的可以
透過我們而被解決，因此才振作起來認真做
比賽。得獎很開心，有一種努力沒白費的感
覺，而且我們的想法終於被大公司聽見了，希
望能透過此技術來解決這個煩惱。」

網路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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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13 日止
106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的 期 中 教 學 意 見 調
查即日起開跑囉，實施時間至 11 月 13 日
( 一 )10 時止。（文／本報訊）

徐小花 x 音樂微光 9 日讓你很爵士
徐小花 Hana X 音樂微光邀請到淡江大學
校友徐幼庭以及音樂微光爵士樂團，將在 9
日於文錙音樂廳演出。（文／胡榮華）

網路行銷社淺談影音眉角
網路行銷社於上月 31 日舉辦「你不可不
知道的數位革命」講座課程，吸引約 20 人
前往學習體驗。（文／王怡雯）

音樂文化社哈囉音迎接下課十分鐘
上月 30 日起，由音樂文化社在藍白小鎮
前舉辦為期 3 天的「哈囉音」活動，吸引
許多人駐足、拍照和打卡。（文／鄭詠之）

106年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健美錦
標賽於上月28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
樓隆重登場，本校校長張家宜、中
華民國健美協會理事長林健昌到場支
持。（文／李穎琪）
同舟廣場啟用暨慶祝茶會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輔導組於今日（4日）舉辦創校67
週年校慶「淡江很ㄏㄨㄟˋ」暨第五波系列
活動，上午11時3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同
舟廣場舉行守謙牽手同舟「薈」－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同舟廣場啟用暨慶祝茶會，邀請老
中青三代同舟人共同慶祝，象徵淡江社團人
的團聚，當天亦會邀請到管樂社、烏克麗麗
社、合唱團及入圍文化部尋光計畫的西洋音
樂社「調澀盤」等團隊演出。（攝影／廖吟
萱、時報資料照片）

67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創校67週
年，今日（4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育
館7樓舉行「校慶慶祝大會」，將頒發第31屆
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校長張家宜、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致詞。
慶祝大會頒金鷹獎予藍俊昇、馮啟豐、許
作名及鄭道明4位得獎之傑出校友（專訪見
2、3版）。接著致贈捐款及勸募感謝獎，感
謝對本校的捐贈與付出。董事長張室宜、監
察人王美蘭、董事洪宏翔、前校長陳雅鴻、
趙榮耀、張紘炬、校友徐航健、系所友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以及大陸校友聯誼總
會總會長莊文甫等蒞臨與會。
守謙會議中心落成啟用典禮暨興建記揭幕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落成典禮將於4日（週六）上午11時進
行剪綵活動，現場將由校長張家宜率領本校
董事會之董事長張室宜、董事洪宏翔、校友

徐航健、陳定川、林健祥、莊文甫、前任校長
陳雅鴻、趙榮耀、張紘炬貴賓參觀捐贈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而後張校長與捐贈1億2千萬元的
徐航健校友共同擔任揭幕人，進行「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興建記」揭幕活動。
對於校友接力捐獻守謙，本校創辦人張建邦
博士感謝各行業超過25萬校友發揮力量形成校
友效應（Alumni and Alumnae Effect），讓由
校友募捐集資、設計規劃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落成啟用，就是本校第五波最好的象徵（詳見
2、3版專文）。
張校長也於專文強調，多元功能的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是校友們送給淡江創校67年的最大生
日賀禮，同時也是淡江第五波的新里程碑（接
見2、3版專文）。在這落成典禮中，除了有熱
鬧的醒獅團迎賓表演、校友服務暨資發處將導
覽百萬磚、十萬磚、二萬磚之捐贈名錄，感謝
全球校友踴躍回饋母校。

捐款紀念牆銘刻留芳

的今日（4日）舉辦3項慶祝活動。
上午11時3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樓有
蓮國際會議廳進行專題演講，由管科所校
友徐航健分享自身投資理財之道，徐航健
捐款一億兩千萬元用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興建之用，其他校友紛紛響應，至今年九
月截止，共有林健祥、電子工程學系第一
屆系友、胡嘉遜、呂延飛、王紹新、陳進
財、孫瑞隆、江誠榮、游鵬弘、淡江校友
讀書會、莊子華、侯登見等校友認捐百萬
磚，金額共計1千7百萬元；十萬磚則有戴
萬欽、周介石、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之捐款紀念牆。（攝影／潘劭愷） 班、財團法人日盛教育基金會等70餘筆，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守謙國際會
金額共計850萬元。另有認捐兩萬磚校友約237
議 中心是本校首座由校友捐資興建的建築
筆，金額逾千萬。
物，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特別在落成啟用
為感謝校友捐贈百萬磚及十萬磚，校友服務

總務處蘭花展 腎藥蘭奪總冠軍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為慶祝
67週年校慶，與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首度聯
合舉辦「蘭花一現在守謙」蘭花展，如其名所
述，配合今年校慶慶祝大會暨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落成啟用典禮，展出地點將由以往的黑天鵝
展示廳移至守謙國際會議中心2F大廳，展期為
2日至4日，展出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5時。本
次將展出來自全國各地共373盆蘭花，且今年
比照台灣國際蘭展的評比標準，由40餘位評委
親赴本校進行評審，進而選出84株達國際標準
之花卉，而本次參賽由義美蘭園賴清義先生所
培育的腎藥蘭獲得全場總冠軍，其花是由兩株
原生種交配而成，花開四梗、分叉性優，花朵
茂盛、色澤極為鮮紅、蕊柱處之白點特別明顯
等特點為其優勝之關鍵。自創辦人張建邦於民
國74年擔任蘭藝協會理事長以來，本校每年於
校慶期間，均會邀請來自全國各蘭園提供蘭花
前來參展，今年的花朵壯盛美麗，歡迎大家前
來賞花。

67 週 年 校 慶
「 蘭 花 一 現，
在 守 謙 」， 展
出今年總冠軍
蘭 花「 腎 藥
蘭 」。（ 攝 影
／吳冠樑）

暨資發處將於徐航健演講後進行頒獎及致贈紀
念品儀式。兩萬磚捐贈人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2樓校友休息室登記辦理領取紀念品；於12時
40分在3樓會議室舉行返校校友聯誼餐會及4樓
菁英校友會「老鷹迎小鷹」迎新活動。

土木系創系50週年 國際研究學院25週年餐會

土木工程學系第一屆校友在圓山大飯店舉辦
五十週年慶祝餐會。（圖／土木系提供）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土木工程學
系第一屆校友，於上月28日在圓山大飯店舉
辦五十週年慶祝餐會，並邀請到當年的授課
教授漫義弘與郭瑞芳，以及系主任洪勇善到
場同歡。
土木系於民國56年由測量科改名，迄今成
立50週年。首屆畢業生54人，大部分同學畢
業退伍後，投入政府十大建設及各項公共工
程，少部分選擇出國深造，或是創業轉行，
經過多年的職場歷練，都有傑出的表現與成
就。當時通訊軟體尚未發達，聯絡不易，持
續保持聯繫者僅30餘位，本次活動有20位校
友出席，其中3位特別遠渡重洋，自美返台

參與。席間暢談求學時期的往事及各人生活
點滴，還與教授們回憶當年授課的趣事，更
欣喜兩位教授健康硬朗的出席，讓本次聚會
更添歡樂。校友侯順吉、王榮棻分別吟詩以
誌當日：「圓山深秋暖陽天，松鶴廳席師生
宴。五十光載惜相聚，敘舊言歡憶往事。菁
英輩出系領導，專業領域立名揚。戀念淡江
土木系，蒲柳康健常相聚。」「聚離白首黃
粱夢，容態蒼蒼怯不明。驟見驚呼別無恙，
淡江土木一生情。」洪主任也表達熱情，致
贈每位出席校友母系紀念品，為餐會活動增
添溫馨。校友們最後約好未來將定期聚會，
聯繫彼此的舊情。
國際研究學院 25週年餐會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晚
上6點國際研究學院在福格大飯店舉辦「25
週年餐會」，校長張家宜、國際副校長戴萬
欽、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前國際研究
學院院長李本京及魏萼等師長皆蒞臨現場慶
祝，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首先，恭喜25
週年院慶，很高興能見到李本京與魏萼，感
謝魏萼特地從宜蘭北上來參加，真的很不容
易。淡江在國際研究一直都有高水準，而在
國際交流上更有一定的助益，希望國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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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究學院舉辦餐會，校長張家宜 ( 前
左 4) 與同仁合影。（攝影／吳冠樑）
究學院配合近年國際與科技發展，更上一層
樓。」國際研究學院的年輕新血－外交系，
也派學會幹部參與本次活動，戴萬欽致詞時
說明，「外交系是我還在當院長時，就提出
的想法，很高興在三年前終於達成，在加入
新血後，也正尋找新的師資，希望國際研究
學院強壯起來，朝著培育優秀人才的目標邁
進，同是國際研究學院畢業的，我必須說，
『母校是我今生的貴人！』」王高成致詞期
勉老師，「在少子化、高教競爭下，我們要
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中做出成果，就會讓大
家看見，讓我們繼續讓國際研究學院發光發
熱。」在豐盛佳餚下，各系所老師與學生交
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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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6(一)
12:10

公行系
B1104

淡江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張一彬
撰寫AACBS確保學習成效成果報告
說明會

11/6(一)
14:00

大傳系
O202

Yahoo TV媒體營銷主管盧怡玫
新媒體網路電視VS.實習媒體發展

11/6(一)
15:10

機電系
E401

11/7(二)
12:00

教發組
I501

11/7(二)
14:00

水環系
E510

水利署水文技術組副組長陳永祥
讓老闆直接點頭的專業簡報

11/8(三)
10:00

中文系
B312

資深編輯人 馮季眉
編輯到底做對了什麼？-金鼎獎之
出版幕後

11/8(三)
10:00

管科系
C423

大安工研食品董事長許嘉旭
食品製造與食安管理

11/8(三)
10:00

財金系
B503

11/8(三)
12:10

工學院
E680

11/8(三)
13:00

財金系
B605

11/8(三)
13:10

財金系
B703

11/8(三)
14:00

日文系
H106

11/8(三)
15:10

土木系
E681

11/9(四)
12:00

日文系
E680

11/9(四)
14:00
11/10(五)
14:00

大傳系
L307
資傳系
O205

11/10(五)
12:00

教發組
I501

雲諾匯智有限公司資深顧問林士強
企業導師專題演講─認識專利，增
加職場競爭力
淡江大學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
教學技巧與活動系列研習-小組學
習設計應用於程式語言課程

康和證券台北分公司徐偉倫副理
職場新鮮人投入金融業職位工作內
容及職涯發展分享
淡江大學工學院院長許輝煌
未來大學課程教學系列活動-多元
人才培育與課程統合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謝文良
Analyst Incentive and Forecasting
Bias-A Comparison of Local and
Foreign Issued Target Prices
康和證券石牌分公司負責人張世民
小資族股市投資致富實例及證券業
工作經驗分享
淡水古蹟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組長廖
康吾
談大淡水地區文化創意與行銷
資深協理陳幼華
顧問公司設計專案經驗分享
瑞蘭國際出版社社長王愿琦
學生如何增進翻譯能力接軌出版事
業
前華誼兄弟電影公司總經理張鳳美
這些年我在電影界的日子
淡水在地文史工作者姚莉亭
書籍編輯企劃
淡江大學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分享：媒介
理論及資訊傳播理論教學研究計劃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6(一)
8:10

保險系
B703

11/6(一)
9:30

創育中心
R103

11/6(一)
10:00

電機系
E787

11/6(一)
10:10

公行系
管B119

11/6(一)
10:10

保險系
B428

11/7(二)
10:10

商管學院
B511

11/7(二)
12:10

商管學院
B302A

11/7(二)
13:00

創育中心
R103

11/7(二)
13:10

俄文系
HC305

11/7(二)
14:10

經濟系
B712

11/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1/7(二)
16:00

國際研究院
B302A

11/8(三)
9:30

創育中心
R103

11/8(三)
10:00

財金系
B713

11/8(三)
10:00

財金系
B503

11/8(三)
14:10
11/9(四)
9:10
11/9(四)
10:00
11/9(四)
10:00
11/9(四)
10:00

化材系
G315
財金系
B206
資圖系
L408
國企系
B713
會計系
B504

11/9(四)
13:00

創育中心
R103

11/9(四)
14:00

未來所
ED601

11/9(四)
15:10

大陸所
T701

11/10(五)
9:30

創育中心
R103

11/10(五)
10:10

經濟系
B506

11/10(五)
10:10

大傳系
O202

演講人/講題
國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鄧
輝文
醫生責任險之理論與案例分析
草舍文化有限公司導演陳維信
接案的奇幻漂流-影片製作的內衣
與外套(含iMovie影音剪輯基礎教學)
臺大醫院精神部醫師林煜軒
從手機解讀人類行為─以成癮為例
沈中元博士(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
系副教授)
說一個動人的故事--談組織激勵與
管理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副
理黃士誠
醫生責任險之理論與案例分析
陳欽春博士（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
系主任）
社會網絡分析在地方治理的應用
淡江大學企管系專任教授張瑋倫
漫步在雲端：融合科技與教學
奧森影業製作有限公司導演鄧皓元
一拍就上影！網路行銷影片製作：
一個人的紀錄片
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交流協調委員
會駐台北代表處代表紀柏梁
俄羅斯為什麼不是戰鬥民族
兆豐國際商銀營運長江德成
銀行的出路與經理人之路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副教授陳俞融
From VUV Spectroscopy to
Astrophysics
外交部次長 劉德立
外交生涯點滴
草舍文化有限公司導演陳維信
夢想的起點-影音行銷裡的說書
人、技工、乞丐
期貨同業公會副秘書長范加麟
期貨業概論
康和證券台北分公司副理徐偉倫
職場新鮮人投入金融業職位工作內
容及職涯發展分享
永光化學公司副總經理詹博淵
化學材料與健康照護
元大投信風險管理部副總經理林俊良
AlphaGo解析與股票投資
淡江大學資圖系榮譽教授黃鴻珠
圖書資訊學的發展趨勢
板信商業銀行人力資源部經理陳達煌
我們的未來，產學實習計畫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蔡信夫
危機之警訊
福倈鷹航拍資訊有限公司吳東諺
無人機攝影建模與VR虛擬實境體驗
課程：實景建模技術初探
原民會顧問 Isak Afo
台灣的第一民族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資深執行顧問
王悅賢
面對現在的環境年輕人應具備什麼
樣的態度
草舍文化有限公司導演 陳維信
新媒體給的未來-爺拍的不是片，
而是人生(含創業發想引導工作坊)
台中市智慧綠城市協會常務監事洪嘉聲
20年企業~升級及轉型
客家電視台行銷部活動組副組長楊玉崑
從「客客客棧」及「植劇場」談台
灣影視產業未來發展

俄國十月革命百週年論壇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歐研所於上月30日，在L308舉行「俄國
十月革命百週年：歷史背景與影響」論壇，由陳麗娟所長主持，特別邀
請俄羅斯駐台代表紀柏梁、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教授王定士來校，另有俄
文系教授彼薩列夫及歐研所副教授崔琳出席與同學互動。
紀柏梁提到，俄國歷經兩次革命後，產生了蘇聯的共產體制，曾對世
界帶來的巨大影響，儘管蘇聯已經解體，現在的俄羅斯也在科學及藝術
中創造了許多非凡的成就，但我們終究要面對歷史，檢視蘇聯時期曾經
造成的巨大犧牲與傷害，才能鑑往知來，避免同樣的傷害再次發生。隨
後，與會來賓和學生，分別就俄羅斯目前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
可能的走向進行意見交流與分享，氣氛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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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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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