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5月23日，由
資訊處主辦、千華數位文化（股）公司協辦之
「數位微學程有學有獎徵文活動」在學生活動
中心舉行頒獎典禮。
　會中由資訊長郭經華頒發獎金予得獎學生，
法文三駱憶欣、物理四余文魁繳交數位微學程
學習心得，獲心得獎金1000元；教科三張瑋庭
心得經審閱列為優良文選獲優文獎金2000元；
教政碩二李佳容、教科數碩專一洪苑庭則在利
用平臺學習後，考取領隊及導遊相關證照，獲
特別獎金3000元。
　張瑋庭上臺分享自己學習理財規劃課程的心
得，並表示：「透過平臺上清楚的影片教學及
可配合個人時間，彈性調整的課程，對我而言
是很好的學習方式」，此次徵文活動負責人、
教支組組長技正林東毅則鼓勵學生多利用數位
微學程的平臺學習，為自己增加更多能力。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5月23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106學年度第二學期
教務會議，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教務長鄭
東文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和行政副校長胡
宜仁出席。會中，頒發106學年度第2學期「榮
譽學程碩士班獎學金」予建築系吳鈺嫻、資工
系龐婉齡、資管系陳昭妤、國企系洪御寧、西
語系李萱逸、教科系陳佳欣，以及運管系賴傳
育，各獲頒3萬元。
　本次校務會議中，說明近年來本校學生人數
變化，106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人數全校共計
24,956人。會中通過提案，本校大傳系將與馬
來西亞 IACT College簽署雙聯學位協議，該
校每年可推薦2至4名具備該校大眾傳播、廣告
行銷或廣播專業文憑資格者報考大傳系；除此
之外，商管學院將與美國密西根大學佛林特分
校簽訂交流合約、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續簽碩士
1+1雙聯學位合作。
　此外，本次會議還通過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案、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修正案、期中
退選實施要點等61項提案；期中退選實施期間
改為週一至週五。本校西語系、德文系、日文
系，將各自與國企系合作增設西語國際企業學
分學程、德語國際企業學分學程及日文國際企
業多元就業學分學程，協助學生於學涯與職場
無縫接軌，提升學習能力及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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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入圍第49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原著劇

本獎；第37屆電視金鐘獎單元劇導演及編劇獎

得主楊雅喆

「以淚眼看人生」不是指寫出來
的劇本一定是悲劇，而是要以悲天
憫人的心看世界，對世界上的事物
多點同情心，才能寫出有血有淚的
劇本。做自己相信的事！對於有興
趣的事，就要盡力做到最好。

　笑容靦腆，背起吉他自彈自唱模樣認真，這是國企四郭佐治的第
一印象。2017年，他和朋友共組芒果醬隊，以「抱歉」一曲獲得第
29屆金韶獎創作組第三名。自此，他肩負起樂團主唱兼吉他手，和
吉他手蔡有倫、貝斯手李皝達、鼓手黃聖智、Keyboard手徐孟琪共
組「芒果醬Mango Jump」樂團。今年，郭佐治創作第30屆金韶獎
主題曲「BitterSweet」，並由芒果醬樂團編曲；於此同時，樂團更
以「青春」一曲票選成為本校107級畢業歌曲。（文／邱筱涵）

學生八大素養 奠基畢業競爭力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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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8(一)
10:00

教育學院
ED601

淡江大學榮譽教授楊瑩
兩岸高等教育交流

5/28(一)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力麗觀光董事長蔡宗易
面對觀光產業變遷的挑戰

5/28(一)
14:10

產經系
B511

政治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副執行長王
世方
投信市場概況發展趨勢及基金業務
介紹

5/2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原大學理學院  助理研究員劉婉
舲
金屬有機骨架材料於催化及萃取之
應用

5/28(一)
19:00

物理系
HC31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孫維新
太空科技大進展

5/28(一)
19:00

生命教育社
L305

生命教育社社長郭胤余
國際金融聯貸暑期兒童營隊隊員招
募說明會

5/29(二)
12:10

保險系
B508

新光人壽商品開發部經理吳秀慧
人壽保險商品開發實務

5/29(二)
13:10

保險系
B609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協理陳榮森
保險經營與公司治理

5/29(二)
14:10

經濟系
B50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黃博怡
銀行業如何助攻新南向—以臺灣企
銀為例

5/29(二)
14:10

數學系
S433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李志光
 An invitation to preserver problems

5/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博士朱宇軒
Nanoscale standing waves and 
magnetic domains- visualized by 
STM

5/30(三)
10:10

財金系
B712

富邦投信副總經理廖崇文
投信投顧業概論

5/30(三)
12:00

教發組
FL106

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堀越和男
紀錄片製作-日文系大四生的會話
課程學習創作與「畢業專題」相連結

5/30(三)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電機系教授李維聰
電機系頂石課程規劃經驗與成果分
享-專題實驗

5/30(三)
13:1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

廳

國立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顏綠芬
戰爭衝擊下的音樂+台灣手風琴協
會理事長蔡偉靖、鋼琴家陳薇羽

5/30(三)
15:10

未來學所
I201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政大第三
部門中心主任徐世榮
都市正義的未來

5/30(三)
18:00

電腦硬體
研習社

L204

希捷科技資深業務工程經理朱秋男
如何可靠又安全的儲存（備份）資
料

5/30(三)
19:00

資工系
Q409

台灣微軟首席技術與策略長陳守正
人工智慧發展與產業應用

5/31(四)
10:00

未來學所
E820

淡江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林珍瑩
未來生活與韌性都市-與氣候共舞
的咱們

5/31(四)
16:10

大陸所
T701

第一金人壽稽核室總稽核長江國彰
中國大陸保險業發展與現況

6/1(五)
10:00

資工系
E787

酇侯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邱孝賢
智慧地球的技術與應用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財富自由桌遊體驗報名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海事博物
館配合518國際博物館日，於5月19日舉辦「搭
街車喝咖啡、參觀海博館」活動，今年以「超
連結博物館：新方法，新公眾」主題與社區民
眾互動，凡搭乘「淡水世界文化城市街車」至
本校海事博物館，除有導覽行程外，還贈送咖
啡和紀念品。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透過文
化街車讓社區居民能更了解淡水外，也增加海
博館景點，吸引搭乘者願意下車停留，更能深
入接觸博物館文化。

郭佐治領芒果醬 唱到全世界4版

　【記者吳婕淩、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國際
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5月18、19日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舉辦「2018淡江戰略學派年會」，聚
焦在我國國家安全戰略之探討，同時邀請到國
內外學者就亞太地區、兩岸發展及我國國防政
策等層面剖析當前我國所面臨之重要課題與因
應之道，包括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防部
長嚴德發等國內外學者、學生逾200人參與。
　18日為「全國戰略社群碩博士生論文發表
會」與「全國全民國防教育論文發表會」，共
19篇論文發表。本校戰略所教授，台灣戰略研
究學會理事長翁明賢於開幕致詞表示，很難
得能將一些想法，利用學術的方式與學者們討
論，對同學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歷練，演講者主
要來自各個大學戰略學所的碩博士與畢業生，
希望未來能將全國戰略社群擴大成國際性，增
加交流並吸取經驗；從各個面向主題，討論戰
略思維，了解其他國家未來政策走向，就能洞
悉未來的趨勢與防範。
　19日則是「第十四屆紀念紐先鍾老師之國際
學術研討會」，以「蔡政府執政兩週年台灣國
家安全戰略總體檢：機會與挑戰」為本次主題
發表論文並進行討論，圓桌會議則談論臺灣國
安與區域形勢發展。戴萬欽開幕致詞表示，戰
略所在教學與研究成果表現亮眼，且沒有很多
系所能持續舉辦研討會。紀念學者紐先鍾是對

從事學術研究之學者表達敬意，也特別感謝國
防部部長嚴德發撥空蒞臨支持，談到戰略所與
國防部有密切互動合作，提及國防部重要性。
　之後由嚴德發進行主題演講，他首先代表國
防部感謝戰略所的邀請與對國家安全的貢獻，
接下來進行國防安全檢驗之分享，說明當前安
全局勢與國家面臨之挑戰，如中國對臺策略有
軟有硬，但他認為文攻武嚇「幾乎沒什麼效
果」，臺灣人民不會接受而是反感；他也希望
外界能信任國軍在維護國安方面是有能力且能
掌握，堅信臺灣只要
掌握正確方向和堅守
自由民主開放價值即
能發揮國際戰略之地
位。
　戰略所所長李大中
感謝全體師生及背後
支持的所友，讓歷屆
年會均能圓滿舉行，
並希望戰略所能持續
向「國家之干城」與
「學術之重鎮」目標
邁進。19日晚間在淡
水福格飯店舉辦創所
36週年晚宴，為年會
劃下完美句點。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科學教育
中心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合作的「行動化學館
─化學遊樂趣」活動，5月21日在新北市立大
觀國民中學舉辦，達成400場巡迴里程碑。此
外，第二輛行動化學車─由台灣默克生命科學
事業體贊助打造的「跑跑分析車」也正式登場
與國人見面，現場由本校公行系校友、新北市
新莊區昌平國小輔導室主任高筱婷主持，台灣
默克公司專人帶領學生操作飲料含糖量實驗分
析，以機器搭配專用試紙檢測外，還有麵麵相
趣、屬於我的洗手乳、奔騰水母燈生活實驗。
　「跑跑分析車」由台灣默克公司出資贊助購
買與改裝，於106年7月31日由本校張家宜校長
與該公司謝志宏董事長正式簽署合作備忘書，
經歷一連串的招標等程序後，於107年1月17日
完成交車，再送交改裝，於5月21日啟用。

　跑跑分析車的車體為6人座的3
噸級貨卡，車箱經改造後，作為
小型實驗室及儲物空間。有別於
原有的行動化學車之移動式舞臺
功能，跑跑分析車專司於化學分
析實驗，車箱正後方的艙門向上
開啟後，映入眼廉的是一座迷你
化學實驗室設備模型，模型上設
有平臺，安裝由台灣默克公司所
供應的專業分析儀器，有「口袋實驗室」之別
稱。研發長王伯昌表示，跑跑分析車加入化學
遊樂趣的行列後，未來在各地區學校巡迴時，
所搭載的實驗教案也將以各式分析實驗為主，
如檢測水質軟硬度的「鈣世硬雄」等，將與我
們的生活更加貼近，讓我們更深入認識自己的
環境。

校務滿意度調查開跑

畢業考6/4開始

搭文化街車遊海博館
　【本報訊】本學年度校務滿
意度調查即日起至6月7日止，
全校師生與職員可從本校網站
首頁點選「106學年度校務滿
意度調查」進入，或連結網站

（網址：http://nw3.tku.edu.tw/qasurvey/index.
asp）調查以不記名方式進行，電腦、手機、
平板皆可填寫，品質保證稽核處準備個人獎及
特別獎，將以電腦隨機方式抽出幸運得主，歡
迎踴躍參加填寫。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於5月25日、6月1日舉辦2場「財
富自由」桌遊體驗活動，進行遊戲化學習，在
遊戲中快速暸解如何創造財富，學習正確的財
商觀念，助你展望「財富自由」！
　「財富自由」是今年新上市的桌上遊戲，透
過角色扮演去體驗模擬現實生活的財務狀態，
讓玩家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學習理財投資，能真
實地呈現臺灣的投資環境，因此遊戲內容包括
股票、房地產、企業投資均模擬臺灣，玩家通
過在臺灣島的努力，從而持續性創造收入，最
終達到財富自由圈，實現夢想！本次桌遊活動
邀請到創業數年便達到財富自由的資深現金流
遊戲講師王翊羚，藉由她的微型創業的成功經
驗分享並教導參與者，以桌遊創業並預防各種
投資詐騙。桌遊體驗活動於R103舉辦，每次
上限20人，有興趣的同學可上活動報名系統報
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有學有獎結果出爐

長笛天后獨奏會索票中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大
學日間部畢業班考試將於6月4至10日統一舉
行，畢業考試如適逢上課者，可向任課教師請
假，以參加畢業班考試，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
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應考，未帶
前述證件者，應提前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時
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時間，課務組提醒
同學，應詳閱並遵守考場規則，考試時不違規
不作弊，否則一經查獲，一律依違反考場規則
議處。
　此外，畢業生可於5月21日起至畢業生離校
手續查詢平臺查詢相關手續是否已完成，若查
詢結果為「尚未完成」者，須列印畢業生離校
程序單，至各相關單位完成離校手續並蓋章
後，始得領取學位證書。畢業考後成績及格可
畢業者，應攜帶學生證、私章、畢業生離校
程序單等至淡水校園行政大樓教務處註冊組
A212、蘭陽校園聯合辦公室CL312領取學位證
書，相關詳細規定請詳閱教務處註冊組網頁之
訊息公告。

2018淡江戰略學派 國防部長蒞年會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長笛百變天
后華姵來囉！」由文錙藝術中心主辦音樂會第
四場，2018華姵長笛獨奏會將於5月30日晚上7
時在文錙音樂廳開演。華姵為第28屆傳藝金曲
宗教長笛演奏專輯得獎人，本次也邀請到莊岱
儒演奏鋼琴及呂超倫演奏客席大提琴，一共演
奏7首曲目，歡迎大家共襄盛舉。於5月23日至
30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50分（週六、日休館
除外）至松濤館旁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索取音
樂票，每人限取2張，數量有限，索完為止。

資訊週七系聯展 裸裸奪專題競賽首獎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2018淡江大
學資訊週－知（資）心的幸福市集」七系聯
合競賽與展演23日在活動中心舉行，共有19組
「專題展覽」展示，29組學生參加「專題競
賽」。活動選出專題競賽獎項前三名及佳作五
名，另外還有專題展覽與專題競賽的人氣獎十
名。最終由資傳系「裸裸」奪冠同時也獲得人
氣獎第三名；電機系「觸覺點字學習系統」獲
得第二名；資工系「競賽直播暨賽務系統」獲
得第三名。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於開幕致詞時表示，資訊
週可以說是品質保證，永續卓越，品質保證學
生上課成果的展示，不管是畢業專題，課程專

題、專題實驗，都希望能配合課程達到創新教
學，見識到學習的成效，不斷檢討改進，永續
圖利。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李述忠也特
地前來參加，他說：「此次展覽帶領學生開眼
界，希望大家不是以同學為競爭對象，而是要
以全世界的資訊界為對象，淡江永遠和全世界
競爭而不會在校內競爭，今天在這裡努力，我
們在外面的市場迎接你們。」
　資傳系系主任陳意文表示，此次主題為資
心，心很重要，第一個心為熱心，學生的作品
做的盡善盡美且對社會有貢獻；第二個心為誠
心，同學參加的競賽及專題展示，看了相當的
感動，每位老師在課堂上皆全心全意的貢獻努

力，每組都值得細細去品味，第三個要開心，
大家要歡天喜地的來做此事。
　資訊週主題多元，資傳系、資圖系、電機
系、資工系、資管系、教科系、資創系分別展
現在專題教學、網路行銷、互動科技、多媒體
設計、APP開發、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
分析等內容。另外，展場中最特別的攤位是，
由資訊長郭經華主導，與緯育股份有限公司 
(Wiedu) 於本學年開始導入的大學程式教育課
程，鎖定學生熱愛電玩，以「打Game」進行
程式教學，四位分別是日文系、法文系、資圖
系及資管系的修課學生現場進行展示，透過自
走車及飛行器進行程式邏輯演算的展現。

離校手續上網查

榮譽學程生獲碩士獎學金

106 學年第二學期教務會議中，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右三）頒發榮譽學程碩士班獎學金。
（攝影／周秀芬）

跑跑分析車推進行動化學400場里程

　 【 本 報 訊 】
本校創辦人張
建 邦 博 士 於 5
月26日上午10
時01分在臺大
醫院辭世，享
壽 九 十 歲 ， 臨

終時家人隨侍在
側。張創辦人對於
國 家 社 會 有 諸 多 貢

獻，在政治事務上，
以讀書人胸襟任公職經世濟民，並以其高
瞻遠矚的智識投身教育事業，以美國伊利諾
大學教育行政博士之專長，培育高教人才不
遺餘力，終身念茲在茲，是春風化雨的教育
家。2017年由校友集資捐贈之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落成，本校正式進入第五波，張建邦博
士伉儷特捐贈三億元設立「熊貓講座」，延
攬國際大師級菁英擔任講座，以提升本校學
術水準與聲譽，落實本校第五波之精神邁向
國際頂尖大學，淡江大學眾多校友均感念其
辦學的用心，辭世消息傳出，淡江校友及教
職員生同感哀痛與不捨。
　張創辦人，宜蘭羅東人，畢業於上海聖約

翰大學經濟系，美國伊利諾大學農
業經濟碩士、教育行政學博士，於
1969年至1989年擔任臺北市議會副
議長、議長，1989年出任交通部部
長，1997年出任總統府資政。其間
籌建北二高、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
站及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並
擘劃高速鐵路完成臺灣環島交通
網。
　1950年，追隨其父張驚聲先生創
辦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是臺灣第
一所臺灣人創辦的高等學府，曾擔任英專教務
主任、文理學院副院長、院長，自1980年接任
校長以來，奠定本校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之三化教育理念，因而於1999年本校獲得「世
界未來學研究聯盟」肯定為最佳未來學研究機
構。張創辦人並積極推動「專業、通識、課外
活動」課程和「德、智、體、群、美」的「三
環五育」教育，讓淡江學生在「樸、實、剛、
毅」校訓的薰陶下，鍛鍊成具心靈卓越的淡江
人。本校六十週年校慶校友拍攝《那些年，淡
江教我們的事》影片，張創辦人在其中受訪表
示，「淡江可說是我的第二生命，我花了六十
年的精力，而且參與畢業典禮時常常覺得好像

創辦人張建邦   辭世
高瞻遠矚的教育家

兒女要離開了般不捨。」
　張創辦人的一言一行，許多師生深受影
響，金鷹校友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回憶張創
辦人治學嚴謹，「當年張校長從美帶回國的
未來學書籍，我曾參與協助翻譯，到現在仍
記得。」（淡江時報1017期）；英專第一屆
校友年逾八旬的黃聯富，回憶目前守謙現址
是學生時期的運動場地，創辦人都與學生一
起參與運動會，與學生打成一片（淡江時報
1061期）；金鷹校友馮啟豐因為入學時受到
張創辦人對校訓的解釋印象深刻，此後穿
著「樸實剛毅」校訓T恤，跑遍全美五十州
（淡江時報1049期）。

　張創辦人於本報舉辦學生記者研習活動時，均出席
勉勵學生。（圖／本報資料照）

（圖／科教中心提供）

　5月15日本校退休人員聯誼會舉辦「宜蘭望
龍埤、龍潭湖」健行活動，退休人員聯誼會理
事長林雲山、各院系的退休教授和各單位的
同仁、攜家帶眷等共40人參與。 （文／本報
訊、圖／退休人員聯誼會提供）

退休人員聯誼會宜蘭健行

　　本校秉持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遠見，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三
化教育理念，建構未來空間格局、未來生活模式、未來時間架構的學習內
涵，使淡江學生能充分發揮學習潛能；因此，淡江以三環教育的相輔相成
與五育並重理想的實踐，發展學生八大基本素養，使其具備「全球視野、
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
涵養」，期許能夠成為「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的
心靈卓越的淡江人。（文／廖吟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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