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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王裕聰生產膠水 以誠信和品質黏住客戶

（攝影／吳冠樑）

鞋用接著劑在中國年產量最大的力寶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海外總經理王裕聰，1981年自本校中文系畢業，對
於「為什麼唸中文，後來卻是經營化工廠？」這個問題，已經見怪不怪了，他說，「其實我剛畢業從事的工作
跟所學是相關的，大學時期曾經拿下全校性獨幕劇賽的最佳導演獎，也是第二屆畢聯會總編輯，對於寫文案、
企畫活動我還滿有興趣，因此畢業後是第一個以私立大學身分，進入宏碁電腦企劃室的新鮮人。」談起大學生
涯，滿頭白髮其實還不到六十歲的王裕聰眼神都發亮了，但是後來為什麼會跟膠水工業扯上關聯呢？王裕聰嘆
了口氣說：「因為父親驟逝，我不能讓他一手建立起來的公司倒下。」（文／廖吟萱）

紹謨體育館
更新視聽設備

高教深耕獲8千9百7萬補助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高教深耕計畫
教育部補助結果已於上月13日公布，淡江大學
共獲得8千9百7萬的補助款項，在邁入第五波
學校發展階段之際，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
來」為宗旨，達到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
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大
學社會責任的目標，並建構課程教學開創新
局、全球在地逐鹿萬里、高教治理開放共榮
與在地實踐成就使命的四大面向進行推動。
其中，本次在大學社會責任（USR）部分，
通過兩個課程，「異源復『史』、萬『巷』
更新：淡水老街再生種子計畫（II）」，以及
「淡水好生活─永續生活圈營造計畫」。
綜觀各校或補助情形，被列為全球型國際
競爭的四校各獲得補助金額為，台大18億、成
大11億、清大10億、交大10億，私立綜合大學
所獲補助排序為逢甲大學1億8千8百20萬、中
原大學1億3千5百58萬、東海大學1億2千3百58
萬、東吳大學8千9百68萬、淡江大學8千9百7
萬。於本校計畫書之審查意見，多建議再凸顯
學校品牌特色。

新學期課程加退選時間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將於3
月5日至13日辦理網路「學生加退選課程」，
研究所開放時間為3月5日至13日，五、四年級
及延修生第一階段開放時間為3月5日至6日，
三年級第一階段開放時間為3月6日至7日，二
年級第一階段開放時間為3月7日至8日，一年
級第一階段開放時間為3月8日至9日，開放時
間皆為起始日中午12時30分至結束日上午11時
30分，各年級詳細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
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
acad)「選課、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
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各學門(資訊教育學門及
全球科技革命學門除外)課程，於加退選第一
階段可選第2科，第二階段可選第3科。每班將
另增加5個名額，提供應屆畢業生優先線上選
課。
教務處課務組呼籲同學應審慎規劃加退選課
程，並對所修習之課程認真學習，努力不懈，
避免於「期中退選」後於成績欄留下「停修」
字樣之記錄。
另外，大學部加簽部分，共同必修及各系專業必
修人數已額滿科目（不含英文（一），請至課務組
下載「大學部必修課程選課加簽單」後辦理（蘭陽
校園學生請至蘭陽校園聯合辦公室 CL312 辦理）。
加退選後，應屆畢業生及大三轉學生如尚有缺通識
核心課程者，請至教務處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下
載申請書後辦理（網址:ttp://www.core.tku.edu.tw/
down/archive.php?class=210）。

校園安檢消息
理工學院實習室安全檢查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加強學校
實驗室、實習場所等地安全衛生管理，防止
災害發生，保護工作人員和學生的安全與健
康，環安中心於上月26日至本月8日進行「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理、工學院實驗室、實習場所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參與系所包括化學工程
與材料工程學系、化學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等系所，並邀請到在凱達營造(股)公司擔
任勞安人員的林文益講師、東南技術學院兼任
副教授的蔣代政講師、擔任台南市環境保護局
環境化學用藥安全管理及垃圾車有害排氣安全
管理之主講教師的吳勝宏博士、本校環安中心
陳玥合技士等，為碩、博士班新生、教職員工
進行相關課程訓練。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陳玥合技士說
明，為了保障實驗室人所安全，每學期開學時
都會有此訓練，課程內容包含作業安全衛生有
關法規概要、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消防安全設備使用，如滅火器、消防
栓等、緊急事故應變處理，如火災、燒燙傷
等。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衛星基地計畫從淡水出發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為配合國
家發展政策，由科技部推動智慧機器人創
新自造基地計畫，預計將在四年內投入
十億元經費，並與17個衛星基地共同努力
策劃，而其中淡江大學為北部唯一的衛星
基地。上月27日，在守謙國際會議廳，舉
辦「教育x自造x機器人∞交集」論壇，共
邀請了6位演講者來分享關於機器人與AI未
來的發展與應用，共吸引逾70位同學與業
界人士參與。
論壇內容討論到SMART教育，是將AI、

AR/VR等應用在機器上，結合各個領域的技
術，希望透過翻轉教育，進而落實創新創業，
這也是未來的競爭力；另外從業界的角度，從
自造到新創，再從新創到企業，討論如何將各
個層級的機器人與智能AI落實在生活日常上，
而自造的過程，就是未來發展的目標。
研發長王伯昌致詞表示，此計畫主要三個大
方向為「向上連結產業、讓研究成果與國際接
軌、從教育向下扎根」。而這次活動是首場公
開討論的機器人論壇，在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補助下，未來將會陸續推動機器人

相關競賽與系列課程，並致力從教育向下扎
根，培育機器人的設計人才。
此論壇除了了解未來機器人的前瞻性，並
討論下一步未來的應對與教育推動，也希望
衛星基地計畫，能從淡水出發串連與整合地
方上的資源，未來甚至影響整個北臺灣；目
前已和新北市教育局的師培中心合作，在萬
里地區的各小學開始實施，將課程結合機器
人steve job的概念將創新想法，透過動手實
踐。

2018世界校友雙年會&春之饗宴特別報導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紹謨體
育館7樓多功能球場LED大螢幕於寒假期間更
新，新設備由水環系校友楊財烈捐贈，全新的
電視牆趕上3月3日舉辦的「2018年淡江大學世
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活動，漂漂亮亮的迎
接校友回娘家。
紹謨體育館正式落成啟用至今，歷經10餘年
的歲月，位於7樓多功能球場的LED大螢幕於
今年寒假圓滿地功成身退，該電視牆多年來
陪伴本校完成校慶、畢業典禮、新生開學典
禮、體育教學及大小賽事活動，在本校扮演過
相當重要的角色。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潘慧玲表示，老舊電
視牆解析度低，已難以滿足需求，另外機件老
化、原廠零組件已停產造成維護困難。為使本
校擁有最大容納人數的體育館，有更清晰的播
映畫面，呈現給上課同學及現場來賓，決定更
新設備。水環系校友楊財烈創辦大樣光電公
司，專責LED電子看板及招牌製作工程，了解
本校更新電視牆的迫切需求後，大力支持，經
與遠距組密集討論規劃後，協助本校在有限的
預算中用最優異的技術和速度完成電視牆的更
新工程，也捐贈電視牆所需的數位訊號處理
器。
遠距組表示，目前已將設備更新成採用全
彩LED燈珠技術的新LED電視牆，以更新穎
的技術將每顆燈珠間的距離由2公分縮短為0.5
公分，相較過去解析度提升四倍至 960*576
點，讓畫面看起來更細膩，且亮度更高、彩度
更鮮明，可視距離可達到5公尺以上，而電視
牆的視訊處理器也已從類比訊號更新為支援
HDMI、VGA等數位訊號，更新後的設備將更
省電，能夠更符合本校長期推動的節能減碳校
園之目標，也能夠帶給未來每個使用者更美好
的視覺體驗及提升校內外重要活動的品質。

女聯會成立獎學金助學
2018 春之饗宴活動舉辦歡迎晚宴暨創辦人張建邦 90 大壽款宴。（攝影／吳冠樑）
【記者丁孟暄、林妍君台北報導】為期
三天的「2018世界校友雙年會」於3月2日下
午在大直典華飯店大花田盛事廳揭開序幕，
三點半的歡迎茶會有來自北美、加拿大、馬
來西亞和大陸地區等世界各地的校友蒞臨
現場，紛紛拿起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宮燈
大道、紹謨紀念體育館等建築物泡綿紙板
在2018世界校友雙年會看板前定點拍照、合
影，熱鬧滾滾。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表示，
「這次的世界校友會雙年會主題『憶68，淡
江人、寰宇情』，表示來自世界各地的淡江
人回來替創辦人過90大壽，也適逢淡江第五
波的啟動，今天承先，明天啟後！」
此外，會場入口處擺設了淡江校園裡各式
建築物的照片布旗，還有2、30位穿著印有
「憶68，淡江人、寰宇情」制服的工作人員
協助進行來賓報到程序，主辦單位也準備了
咖啡、蛋糕等精緻茶點供嘉賓享用；另有贈
送南僑肥皂、2018年桌曆、水壺和校友特刊
等禮品，會中談笑聲不斷，氣氛和樂。
民國95年畢業的中文系校友、木雕大師吳
榮賜也攜手夫人親臨現場，愉悅地與中文系
系友們談天，他並開心地分享：「明年我會
在歷史博物館舉辦木雕展覽，歡迎學弟妹們
來參觀！」遠從加拿大特地回來與會的企管
系校友周治安則表示，「41年前就離開臺灣
前往加拿大居住，已經很久沒有回來臺灣，

這次參加雙年會，同時也能祝賀創辦人90大
壽，十分高興！」
接著於晚間六點半舉辦歡迎晚宴暨創辦人
張建邦90大壽款宴，以承先（感恩祝壽）為主
軸，席開百桌，來自海內外校友、同仁千人參
與。由法文系校友崔麗心及校長室秘書黃文智
擔綱主持人，在大鼓隆隆聲中揭開晚會序幕，
本校僑生醒獅團，穿梭在會場中，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代表予紅包。
創辦人張創邦伉儷進場成為全場焦點，在校
長張家宜、董事長張室宜、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總會長陳定川、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林健
祥、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會長陳進財、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會長莊文甫、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榮譽總會長段相蜀、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
前會長李子松、北美洲校友會會長馮啟豐、中
華民國校友總會副總會長莊子華等貴賓陪同
下，步上舞台接受眾人祝壽送禮，獻上「生生
太合寶瓶」、「祥龍賀壽寶瓶」、「一錠如意
福壽雙全」及超越專刊一書，現場掌聲不斷，
並有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造型蛋糕，上頭有立體
創辦人伉儷公仔，精緻程度使現場貴賓驚呼連
連，眾人及合唱團齊唱生日快樂歌，場面溫馨
感人。
張創辦人和藹且精神地與貴賓打招呼，開頭
便感謝姜名譽董事長一直以來的悉心照顧，其
次感謝校友們對母校的支持，並詢問校友們
是否記得本校極重視之國際化、資訊化、未來

晚宴由法文系校友崔麗心及校長室秘書黃文智擔
任主持人。（攝影／盧逸峰）

化，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應持續落實三化之
教育理念。
張校長致詞時感性地表示，校友是本校最
寶貴的資產，還記得風水師曾告訴祖父五虎
崗是塊會生財的寶地，創辦人當時覺得疑
惑，辦學怎麼會有財，直到今日才明白，原
來是五虎崗出人「才」！本校培育超過25萬
人才，在知識爆炸的時代，落實三化之教育
理念，卓越的辦學態度，讓校友即使投入職
場仍心繫母校，本校將持續保持企業最愛，
更有信心培養出優秀人才，在面臨少子化的
衝擊下，更需產學合作及獎學金的提供，期
待由學長們提攜後輩，大家一起努力再創佳
績，本校走過篳路藍縷的第一波，到今天邁
向第五波，未來，讓我們一同攜手創造更精
緻卓越的學術王國。

張炳煌總統府前新春開筆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民國
書學會主辦，及本校和全國各書法團體協辦
舉行的「戊戌新春開筆大會」於3日在總統

府前南廣場盛大舉行，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張炳
煌也出席擔任嘉賓至會場揮毫，每年度舉辦的
新春開筆大會活動推行已有二十餘年，並由文
化部指導，成功營造
了新春賀歲的文化氣
氛。
現場揮毫14個大字
「戊戌風和慶吉瑞，
旺年臨門祝祥豐」，
由張炳煌以及其他13
位嘉賓擔任開筆官共
同開筆，每人書寫一
大字，象徵舉國安居
樂業、薪傳書藝大展
鴻圖。
在開筆官揮毫後，
由全國學生書法比賽
優勝者擔任書傳生參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於 3 日在總統府前南廣場盛大舉行揮毫 14 個大字
「戊戌風和慶吉瑞，旺年臨門祝祥豐」（圖／文
錙藝術中心提供 )

與書法傳承揮毫書傳生寫的吉祥聯句是「戌
歲平安迎春景 犬旺富貴臻福祥」。除了開筆
儀式外，本次開筆揮毫增添一特色「地書揮
毫區」，是由部分受邀名書家與各書法團體
報名者20人以上團體推派3員書寫地書或現場
輪流揮毫，以及受邀書法名家在席上揮毫和
愛好書法人士參加的「自由揮毫區」，大會
也提供揮毫及比賽例句、宣紙及參加揮毫活
動紀念狀等場面十分熱鬧。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於3月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12屆第
1次會員大會」，逾150位會員到場支持。本次
通過將成立女聯會獎助學金，希望回饋給需要
的同學。理事長陳叡智致詞肯定女聯會歷年所
舉辦的活動，感謝校長張家宜的支持，並祝福
大家婦女節快樂。張校長感謝女聯會成立20年
以來，歷年理事長與幹部會員的努力，並表示
婦女節代表婦女追求平等和改變，希望大家追
求性別平等並為此努力！會中，除了有106年
活動回顧、進行財務與監事會的報告外，現場
進行人人有獎的賓果遊戲，6個場次讓大家都
拿得到紅包，現場會員玩得不亦樂乎、呼聲連
連，亦為本次會員大會畫下完美句點。

舞動生活，感動人生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民國書
學會主辦，及本校和全國各書法團體協辦舉行
的「戊戌新春開筆大會」於3日在總統府前南
廣場盛大舉行，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張炳煌也出
席擔任嘉賓至會場揮毫，每年度舉辦的新春開
筆大會活動推行已有二十餘年，並由文化部指
導，成功營造了新春賀歲的文化氣氛。
現場揮毫14個大字「戊戌風和慶吉瑞，旺年
臨門祝祥豐」，由張炳煌以及其他13位嘉賓擔
任開筆官共同開筆，每人書寫一大字，象徵舉
國安居樂業、薪傳書藝大展鴻圖。
在開筆官揮毫後，由全國學生書法比賽優
勝者擔任書傳生參與書法傳承揮毫書傳生寫的
吉祥聯句是「戌歲平安迎春景 犬旺富貴臻福
祥」。除了開筆儀式外，本次開筆揮毫增添一
特色「地書揮毫區」，是由部分受邀名書家與
各書法團體報名者20人以上團體推派3員書寫
地書或現場輪流揮毫，以及受邀書法名家在
席上揮毫和愛好書法人士參加的「自由揮毫
區」，大會也提供揮毫及比賽例句、宣紙及參
加揮毫活動紀念狀等場面十分熱鬧。

三八婦女節圖書館推活動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3月8日為國際
婦女節，圖書館5樓非書資料庫，提倡校園的
性別平等意識風氣，舉辦了《珍愛自己•挺
身而進》活動，於5日起至9日止，為《珍愛自
己》電影週，將會播放一系列精彩電影，每日
共有2個場次，開始時間分別為日場12:10、晚
場6:30。《挺身而進》為8日當天，當日女性讀
者至非書資料室借閱或觀賞影片，即可獲贈精
美小禮物，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想了解更多
的活動資訊及電影清單，請參考圖書館網站：
https://www.lib.tku.edu.tw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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