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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莊子華紀錄家族歷史

座落於迪化街中街「莊義芳商行」是本校土木系
校友莊子華家族過往的事業基地，也是他生長的地
方。優渥環境讓莊子華深諳骨董珍玩、專於攝影和
音樂，更收藏萬片以上音樂CD和黑膠唱片，徜徉在
各套自組的音響中，他是游於藝的生活玩家，卻也
是買賣土地高手、水上安全高級教練救人性命的專
（攝影／盧逸峰） 家，他在有興趣事物上遊刃有餘。（文／丁孟暄）

去年以優異學業表現入選中華民國斐陶斐
榮譽學會之榮譽會員的管科碩一王妘宴，
於6月到9月獨自赴波蘭科學院系統研究所實
習，以「多目標互動式規劃之研究」為題進
行學術研究。品學兼優的她，課餘參與跆拳
道校隊，於2016年負責統籌規劃和編排本校
（攝影／周舒安） 66週年校慶跆拳道表演。（文／陳品婕）

迎2018 旺年運 苟日新

【本報訊】為迎接民國107年到來，本校校
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
宜仁，以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給全體同仁
寄發電子賀卡：「感謝全校同仁，努力締造
佳績。祈願攜手同心，迎接2018旺年。祝福各
位：萬事如意，大吉大利！」此賀卡由數位設
計組以「第五波」為設計意象，結合數學無限
大「∞」符號，置換傳統的祝賀文字改為「旺
年運‧苟日新」，期許與本校教職員工生於來
年一起攜手努力，共同邁向第五波。

2月1日起人事異動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2月1日
起人事異動。成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專員
兼推廣教育中心暨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將
兼任成人教育部日語中心主任。運管系專員
黃麗徽，將調任教育學院專員兼秘書；學務
處住輔組專門委員兼組長丘瑞玲，將調任總
務組專門委員兼組長；總務處專員張文馨，
將調任學務處住輔組專員兼組長。

2018校友雙年會好康多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2018年世
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將於3月2日至4日舉
辦，活動報名費為新台幣3,000元，自即日起
至1月31日止，歡迎校友們報名參加。
此次活動由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統籌規劃執
行，本校中華民國校友總會、菁英校友會聯
合承辦，活動主題定為「憶68，淡江人、寰宇
情」及「心在淡江、意在超越」，希望能彰顯
本校樸實剛毅精神，聯繫世界各地校友情誼。
3月2日欣逢創辦人張建邦90大壽，晚間在台
北大直典華飯店的活動歡迎晚宴特別邀請創辦
人蒞臨，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
春陽表示：「誠摯邀請校友撥冗出席，齊聚為
創辦人祝壽，當天預計席設百桌，目前已確定
邀請法文系校友崔麗心擔任主持人。」
3月3日當天配合母校每年一次的春之饗宴活
動，一整天的行程有：尋根之旅、嘉年華遊
行、傑出系友頒獎、國際經濟情勢及宏觀世
界大未來兩場講座等，晚間也將在紹謨體育
館七樓舉辦晚宴。3月4日安排參觀蘭陽校園，
5日至7日則有北中南東部旅遊及企業參訪。
活動內容相當豐富，精彩可期。詳情見2018
雙年會網站。（網址： http://www.pickafun.
com/2018tku/）或洽校內分機8122~8127。

7畫家聯展我們被蒸發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上月25日舉行「我們被蒸發創作聯展」開幕
茶會，本校校長張家宜、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
炳煌、駐校藝術家顧重光、李奇茂，與7位參
展畫家等人共襄盛舉。張校長表示，本次邀請
大師級的畫家出席陶冶本校師生藝術氣息，歡
迎大家珍惜文錙藝術中心的各項策展。參展人
代表黃揚凱也在致詞中感謝顧重光的邀請，而
同學們已經多年沒見，因為這個展覽能再度相
會，互相切磋。本次畫展共展出油畫、油彩、
水彩等相關作品，呈現7位畫家的理想。黃揚
凱表現對現實生命與共時性的重疊顯示；呂麗
華用樸實的筆法顯現鄉土題材的純真；張建雄
融合油彩與金屬材料；畫家吳佳謀把風景作為
詩的語言；龔維國則創作大型水彩畫作；何宗
益是將自然界的形態轉化成抽象油畫；宋佳儒
的作品是將粗重的筆觸組成塊狀畫面；張致中
是以類似藍晒圖形式可能帶來單色藝術創作的
起點。展期至1月31日，歡迎大家前往欣賞。

文錙中心於上月25日舉辦「我們被蒸發創作聯
展」開幕茶會。（圖／文錙中心提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產專業人才的培育工作；劉金源表示，希望透
過產學合作方式，協助產業發展和盡大學社會
責任。劉金源說明，會將經費用運用於培育海
洋科學人才、規劃水下博物館等相關研究。
300至500萬包括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張正
興、副教授范素玲等6人；100至300萬以上
包括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李奇旺、
物理學系助理教授洪振湧等43人；近5年
累積金額達250萬元有資訊工程學系副教
授凃瀞珽、經濟學系教授陳智華等13人。
研究計畫達500萬元以上者，將於2月8日歲
末聯歡會中公開表揚，獎勵其研究績優。
關於本次績優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資安講習談2018新趨勢
說明比特幣與區塊鏈應用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於上月
27日舉行一級單位主管資訊安全宣導講習，邀
請現代財富科技總經理張軒豪與網路管理組組
長蕭明清，以「比特幣與區塊鏈」、「校園資
訊安全」為題進行演講，近30人參與。校長張
家宜致詞表示，在區塊鏈觀念逐漸興起下，比
特幣就是應用了區塊鏈的觀念，而許多組織也
開始使用這項應用，本校是否要運用這樣的觀
念於行政雲或開設課程，都是可以考慮的範
圍。
會中，張軒豪說明「分散式資料管理架
構」、「網路共識演算法」為區塊鏈的兩大要
素。舉例比特幣為區塊鏈中最純粹的應用，存
的是一組私鑰密碼，來儲存個人資料與幣額。
並進一步提到「分散式」中，最有利的一點在
於，因為有多個共有人，所以在更新資料等等
上，需要全部人同意才能進行，所以在防禦駭

客竄改資料上有很大的作用，以及要建立起區
塊鏈的應用，資料庫是不可或缺的。
演講中，現場主管們針對區塊鏈如何應用於
學校當中，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詢問資安問題、
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提問教學面的應用、工
學院院長許輝煌則詢問礦（比特幣）至今已經
剩約400萬比特幣，礦工（解開遊戲目標者）
收入就會下降的未來市場維持。張軒豪均答覆
並解釋，目前各界都在嘗試區塊鏈的應用，未
來有無限可能，建議可先培養學生基礎知能，
並建置資料庫等硬體設施，以利因應趨勢。
第二場演講，蕭明清則以2018年的資安趨勢
說明校園資安的重要性。張校長分享，曾收到
釣魚信件，因上過本校開設的資安課程後立即
發現異狀。蕭明清說明，根據統計，本校有少
部分教師因詐騙信而深受其害，呼籲教職員工
能盡量撥空參加相關資安課程以防受騙。

財金6生組2隊獲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季軍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臺灣證券交易
所舉辦的第 14 屆「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知
識競賽中，本校由1779隊隊伍中脫穎而出，由
財金四徐珮晏、廖惠美、羅仁佑組成的「射手
女處女男」；財金四林冠吟、高成萁、蕭蕙嬅
組成的「月薪五萬養活一家九口」表現優異，
皆榮獲第三名。
為協助大專院校學生瞭解臺灣證券市場制度
與實務，以充實證券金融知識，印證理論與實
務，並建立正確投資理財觀念，臺灣證券交易
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舉辦「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大專院校
知識競賽活動，今年已是第十四屆。競賽分為

「網路初賽」及「複賽暨總決賽」兩階段進
行，初賽為線上填答測驗並計時，北一區、北
二區、中區、南區共取成績突出的32隊進入複
賽，複賽在臺北101金融大樓臺灣證券交易所
9 樓大廳舉行，由主辦單位出題讓各隊搶答。
本校在網路初賽表現優異，北二區進入複賽
的8隊中，就有7隊皆為淡江學生組成，最後有
2隊出線，奪得第三名的佳績。徐珮晏說，金
融相關知識充足及團隊溝通良好是比賽致勝的
關鍵。高成萁表示：「在複賽搶答中，起初有
點跟不上大家導致失分，覺得當時的表現還有
許多進步空間，雖沒有進入前兩名，但我仍覺
得比賽過程非常新鮮有趣。」

9人
6人
43人
13人

500萬元以上
300-500萬元
100-300萬元
近5年累計金額
達250萬元

105 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案績優人數中，
研 究 計 畫 案 經 費 達 500 萬 元 以 上 共 9 人。
（資料提供／研發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期中預警通知450人拉警報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註冊組表示
本學期預警信函已寄出，根據教務處統計，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連續二一預警總人數為450
人，與上學期相較減少77人；而期中考二分
之一不及格有5186人，註冊組已將名單提供各
系、導師及相關單位，將持續對學生進行關懷
與輔導。註冊組組長陳漢桂表示，期末考將
至，透過期中預警方式，讓家長、老師能得知
學生目前的學習狀況，並希望能夠適時的給予
學生學業上的督導及幫助，再配合學校學教中
心等資源輔導學生，鼓勵學生主動尋求資源協
助，以期在期末考能有所進步。

國際化有成

本校境外生數全國第三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育部
上月28日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公
布的最新資訊中，本校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
為96.14%；而境外學位生數超過2千人之大專
校院中共有3所，分別為臺灣大學2615人、銘
傳大學2123人及本校2023人，本校排名全國第
三。來自韓國的國企二朴昭炫說：「淡江提供
全英語的教學環境，且是臺灣私校中排名第一
的大學，地理位置優越，人文氣息強。」來自
大陸浙江的經濟三張冰利表示，選讀本校就讀
的原因是在高中的時候，班導師讓我們觀賞
《看見臺灣》紀錄片後，心裏就默默地對臺灣
產生了不一樣的情緒，也開始不停地想像自己
能有機會去體驗一下臺灣生活，加上淡江的學
術環境良好，因此選擇本校就讀，也想藉著這
4年的在臺生活去走尋臺灣，多了解臺灣的生
活文化。
新聞小辭典：境外生係指外國學生、僑生、
港澳生、中國大陸學生。（資料來源：大專校
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網址：https://udb.moe.
edu.tw/Index）

淡江國際論壇回顧2017年政經情勢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
院於上月26日在HC306舉辦「106學年度淡江
國際論壇：2017年國際暨兩岸情勢檢討與展
望」，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共
5所1系12位教授出席，針對國際情勢提出看
法，並與學生進行互動。
首先歐研所助理教授許菁芸進行「2017俄羅
斯政經回顧」，簡要介紹普欽再次宣佈競選總
統、俄羅斯經濟復甦以及中俄關係新焦點：冰
上絲綢之路，副教授崔琳以權力金字塔闡述俄
羅斯目前的政治走勢；拉美所所長宮國威則說
明2017拉丁美洲整體發展，經濟方面阿根廷和
巴西走出衰弱，但成長仍舊緩慢，中美洲則
穩定發展；政治方面，拉美根基不穩，各國收
賄風暴逐漸擴大，且2015年以來，國家元首有

從左派轉移右派趨勢；戰略所所長李大中透過
美國戰略，強調了印太區域的重要性，同時凸
顯印度的地位來牽制中國大陸；教授何思因則
提到台灣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日本政經所副教
授蔡錫勳以「2017北韓核武·ICBM與日美同
盟關係化」為題，介紹了美中日三國「風林火
山」的模式架構，以及日本防衛政策與武力設
備；大陸所所長李志強講解兩岸經貿現況，包
括台灣對大陸貿易出口增加及大陸經濟成長率
慢慢下跌，趨於穩定，側重風險防範；副教授
陳建甫則談到學生調查大學生關心的十大政治
人物與政治時事中，金正恩拔得頭籌；外交與
國際系副教授柯大衛則從個人角度分析川普經
濟政策金融貿易以及中美經濟的
連動。

綜合座談中，產經四翁湘鈞提問「對於美國
來說中國和俄羅斯都是敵人，那是否有可能中
俄會聯手來對付美國？」陳建甫回應「國際關
係是激烈而複雜，沒有永遠的夥伴，但國家和
國家之間有合作的空間，目前川普對於北京方
面的需求還是很大的」。
與會的歐研所助理陳躍升表示，目前台灣媒
體的國際新聞大都侷限在美國、大陸及北韓的
突發事件，對於其他區域的報導則較少著墨，
有心了解國際情勢的同學能夠透過這個論壇，
對目前國際情勢有更多的了解，對他們而言是
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拉美師生討論政治民主議題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拉
美所在T306舉辦「淡江拉美論壇II─2017拉美
民主發展的挑戰」，由所長宮國威主持，與該
所教授白方濟、副教授王秀琦、助理教授黃富
娟一同探討分析拉丁美洲等國家的近期情勢、
未來動向及民主發展等面向，20名學生一同參
與。
宮國威首先說明拉丁美洲現況，大致擺脫
15、16年來的衰退狀況緩步成長。政治方面趨
勢則是明顯從左轉右，且受美國控制與影響的
程度愈來愈低，可從宏都拉斯大選、委內瑞拉
問題上找到痕跡，拉丁美洲國家亦有往外尋求
平衡力量如俄羅斯和中國的跡象，希望能夠帶
來一些改變。
王秀琦補充，宏都拉斯從20世紀初以來多處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在穩定的兩黨政治情況，此次衝突
主要是因葉南德茲尋求連任以及在
大選中舞弊的行為。另外，拉丁美
洲國家投票率普遍不高，她分析原
因有二，其一是選民認為投給誰都
沒有差別；其二是國家政治清明， 拉美所於上月25日舉辦淡江拉美論壇，共有20位師生一起
誰當選都能為國家帶來積極發展。 討論2017拉美民主發展。（攝影／劉芷君）
從憲政體制入手觀察，目前的情況是政府行政
白方濟則點出，拉丁美洲現在面臨最主要
權的過度擴大，最後反而司法要去配合解釋不
問題，是發展經濟民主的腳步緩慢，總統權
合法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內部安全
力過大能夠左右政治、政黨淪為選舉的工具
法是用快速授權的方式通過，意味著軍方可以
及缺乏與社會團體合作的精神。他建議同學
代替警察的職責，收集情報或展開執法行動。
若想掌握拉丁美洲民主方面的詳細情況，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二陳家洳表示，「我對
可透過Latinobarómetro官網（http://www.
拉丁美洲與民主議題非常感興趣，這次論壇讓
latinobarometro.org/lat.jsp）查詢。
我學習到許多新知，收穫良多！」
黃富娟提到，一般討論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會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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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徵聯

4版 王妘宴赴波蘭實習拓研究

71教師獲專題研究績優
【記者鄭雅心、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
105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案績優名單出爐。
根據研發處統計，本次獲獎勵之績優教師共
71人，將榮獲獎座乙座。
研究計畫案經費達500萬元以上共9人，包
括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教授葉豐輝、電機工
程學系教授劉金源、教授翁慶昌、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鄭東文、教育政策與領
導研究所教授張家宜、物理學系教授彭維
鋒、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張麗秋、課
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陳麗華、建築學系教授
姚忠達。現任於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的劉金源，自身專於水下探測，目前協助
政府進行離岸風電計畫，並從事水下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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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二)
10:10

保險系
B703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協
理陳家祥
產險業簡介與職涯發展

1/2(二)
13:10

產經系
B511

淡江大學產經系教授兼學務長林俊
宏
經貿全球化後富者愈富，貧者愈
貧？

1/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陳姿伶
以超精細光學共振腔為基礎的高靈敏
分子偵測

1/2(二)
18:10

水環系
E787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組長張廣智
智慧水資源管理

1/3(三)
10:00

財金系
B713

華南金控董事長吳當傑
綜合研討

1/3(三)
14:10

化材系
G315

三商電腦總經理陳邦彥
你準備好了沒？

1/3(三)
15:10

土木系
E787

中華台北亞太暨國際工程師監督委
員會執行長王華弘
突破國界，讓自己成為國際人才

1/4(四)
10:00

公行系
Q409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范雲
台灣需要社會民主新政治

1/4(四)
10:00

會計系
B504

會計師梁益彰
會計師事務所的奇幻旅程

1/4(四)
10:00

外交與國 中央通訊社總編輯陳正杰
How I Beat Others in Breaking the
際系
News on US War Against Iraq
B616

1/4(四)
10:10

通核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系教授楊恩生
荒野的足跡
C103

1/4(四)
10:10

德文系
H117

豫品科技有限公司業務經理許世侖
國際業務的POWER

1/4(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立臺北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蘇南誠
On some sampling distributions for
skew-normal popu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1/4(四)
14:10

台大醫院醫師陳耀昌
未來學所
島嶼DNA：台灣的多元族群與多元
ED601
史觀

1/4(四)
17:10

出版中心 城邦集團客服部經理鐘慧美
L301
出版業如何做好客戶服務

1/4(四)
19:00

學生會
先行智庫／為你而讀執行長蘇書平
國企系系學會
外商經理教你職場必備力
Q306

1/5(五)
10:10

經濟系
B506

胖爺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偉華
創造自己的美食人生─化僑力為競
爭力

1/5(五)
10:10

大傳系
O202

ETtoday新聞雲資深副總編輯周佩虹
影音在網路媒體的機會與挑戰

女聯會二手衣義賣捐愛弱勢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辦「二手衣物義賣-我的
舊愛你的新歡」活動中，由全校教職員工熱情
捐出二手衣物並響應支持，於上月18至22日
的義賣活動中，義賣所得超過18萬元，將來將
扣除相關費用後，將以淡江大學女教職員聯誼
會名義，捐獻淡水區弱勢團體或慈善機構。女
教職員聯誼會理事長陳叡智感謝大家熱情參與
和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協助活動圓滿完成
攜手傳遞幸福，亦盼藉此活動建立惜福愛物的
價值觀。（文／吳婕淩、攝影／戴先怡）

湖北大學來校參訪
【本報訊】湖北大學前校長周積明教授、歷
史文化學院郭瑩教授、雷平教授及博士生劉遠
錚等一行4人於上月26日蒞校訪問，由本校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學院院長林煌達、歷
史系教授劉增泉、成人教育部執行長吳錦全及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接待座談。另外，本
校中文系主任周德良、教授陳仕華等人，亦於
上月27日與周校長一行晤談。湖北大學多年來
每年均有十餘名學生至本校研修一學期。周積
明校長曾於民國98年10月至99年1月間，應中
國文學學系邀請蒞校擔任訪問教授及從事清史
撰寫工作。周校長此次再度來訪，誠摯表達和
本校增進與擴大合作的意願。

3場安全教育訓練開跑

【記者張展輝、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為提
升本校教職員工生之作業安全和職業安全衛
生相關法規和工作守則，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中心將舉辦3場「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
習，除了說明相關法規外，另外也將講述，作
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標準作業程序、消防及
急救常識暨演練等安全衛生知識。上月29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參與人之一的學務處學
務創新人員李宜靝表示，這次講習中了解靜電
會導致火災等的日常安全常識外，更了解到火
災現場的正確緊急應變方式。你錯過了嗎？
環安中心將於1月9日、29日還有舉行，趕快到
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index.aspx）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周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