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學生團隊晉級霍特獎區域賽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4組學生
團隊成功晉級霍特獎（HultPrize）區域賽！今
年以「青年失業」為題，其中Lagom組是自校
內初賽脫穎而出的冠軍隊伍，Interplat青年遠
距外包平台組是校內初賽季軍，兩組團隊將
於3月22日、23日前進上海區域賽；另Old My 
God組是校內初賽亞軍，將
與S&E組於3月29日、30日一
同赴吉隆坡區域賽，最終決
勝隊伍有機會爭取到總獎金
100萬美金的創業基金。

校內初賽冠軍隊伍「Lagom」成功晉級霍特獎
（HultPrize）上海區域賽。（攝影／廖國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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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和預防性維修方面有卓越的研究經驗，
曾發表逾170篇期刊論文、100篇會議論文，編
輯12本書，包括工程統計學中的斯普林格手
冊、可靠性工程手冊。他說，希望此次演講能
帶給學生收獲，也勉勵年輕人努力學習。
　張董事長致贈校景花瓶給予貴賓，瓶身上印
有國際知名水墨畫大師李奇茂所繪之淡水校園
景色，與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所書寫的校
歌歌詞。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熊貓講座於
2月26日，由商管學院統計學系邀請到IEEE
與IIE兩大重要學會會士、美國新澤西州羅格
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New Jersey）工
業與系統工程系講座教授Hoang Pham來校進
行專題演講。Dr. Pham當日上午由商管學院
院長蔡宗儒、統計系教授吳淑妃陪同先拜會
本校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
　葛校長和張董事長皆表歡迎，感謝Dr. 
Pham來校分享教學與研究經驗，並與本校進
行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領域的同仁及研究生
座談，期待未來有更緊密合作機會。商管學
院院長蔡宗儒說，此次邀請Dr. Pham前來演
講分享研究經驗，另安排指導相關領域師生
並提供教研建議，期待能爭取到前往羅格斯
大學訪問研究的機會。
　Dr. Pham目前擔任許多重要期刊的主編與
副主編，在工業工程與管理，特別是在可靠

演講看板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近來發
現校園流浪貓數目增加，且多人在餵食，地上
遍布貓飼料及廚餘，造成校園髒亂，更招引貓
群入校。事務整備組編纂張寶愛說明，為維護
校園公共安全及衛生，避免流浪貓犬傳染疾病
和孳生蟲蚤之顧慮，淡水校園全面禁止餵食流
浪貓犬。
　張寶愛補充，關懷動物社日前致力於協助流
浪貓結紮，然而由於流浪貓數量眾多且長相相
似，加上流動性強，所以要將校園內的全部流
浪貓進行結紮，難度較大。「目前總務處已在
淡水校園內，如宮燈教室附近的草坪上，放置
禁止餵食流浪貓犬的文宣及標語，希望師生多
加配合，避免流浪貓犬產生群聚。」

▲總務處近來發現校園流浪貓數目增加，且多
人在餵食，地上遍布貓飼料及廚餘，造成校園
髒亂，更招引貓群入校，因此呼籲師生在淡水
校園禁止餵食流浪貓犬。（攝影／羅偉齊）

總務處籲禁餵流浪貓犬

▲環安中心於2月25日下午5時在Q409舉辦
「工讀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中心技
士陳玥合擔任主講人。（攝影／丁孟暄）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環境保護
及安全衛生中心於2月25日下午5時在Q409舉
辦「工讀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由環安
中心技士陳玥合擔任主講人，宣導職災、逃生
與急救等安全議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本校
107學年度環境安全衛生目標方案為全校教職
員工之一般安全教育訓練受訓率達100%，並
以工讀生為主要推行對象，針對安全衛生進行
授課，總計122人參與。
　教育訓練中，陳玥合說明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相關規定，透過積分搶答遊戲及新聞影片講述
物理、化學、生物、人因和心理性5項分類意
外災害發生的原因與防治，並對災害相關的消

防安全設備及緊急應變進一步詳述，例如火災
發生時濃煙最為致命，切勿強行通過，也不可
躲於浴室，秉持「小火快跑，大火關門」的原
則，期以預防意外事故，或在事故發生時將傷
害降至最低程度。
　中文三黃玲禎分享，「我對這次的演講印象
最深刻的是面對火災的反應，因為它顛覆了我
的既定認知，原來自己存有迷思，例如無法往
下逃生的狀況，也不要改為往上逃生；遇到濃
煙時應該關上大門在窗邊等待救援，並且不要
躲進浴室；以及濕毛巾並無法有效防止濃煙侵
入體內等。此外，關於感電、急救法、滅火方
式和勞工相關法條，都是很實用的，確實得到
許多相當實用的知識。」

環安中心辦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防救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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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雨荷專訪】公行系校友陳頤華的年紀
不到30歲，她所主編《秋刀魚》雜誌連續兩年獲
金鼎獎肯定，更摘下「最佳雜誌主編」，她靠著樂
觀態度、獨特視角，及在淡江時報培養的能力，
在雜誌界搶得一席之地。（圖／陳頤華提供）

《秋刀魚》陳頤華獲金鼎獎肯定
4版

　【記者李欣倪專訪】離鄉背井來臺求學的俄文
一巴羅馬，來自俄羅斯海參崴，患有先天四肢切
斷症。他克服先天缺陷、努力充實自我，選擇跨
出舒適圈到異地生活、樂觀面對人生的巴羅馬，
與我們分享他的生活故事。（攝影／黃莉媞）

巴羅馬突破侷限來臺學中文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學系副教授李政賢日前以「從沙粒看世
界：建立新世代多相流泥沙傳輸模式與應用」
計畫獲108年度科技部哥倫布計畫補助1千萬
元。李政賢表示，將積極與美國、新加坡學者
合作，補助款將用於購買設備、建立模型與聘
雇相關領域人員。哥倫布計
畫是科技部鼓勵38歲以下學
者長期投入重大創新構想，
同時赴國外進行研究與交
流，所推動的養成計畫。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李政賢獲科技部
哥倫布計畫補助1千萬元。（攝影／李祈縈）

李政賢獲科技部補助千萬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5(二)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
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果分享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4(一)
13:10

化材系
E819

優鈦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張景惠
原子力顯微鏡（AFM） 教育訓練

3/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日本慶應大學化學系教授山田徹
Silver-Catalyzed C-C Bond Formation with  Carbon Dioxide

3/4(一)
14:10

產經系
Q305

淡江大學產經系助理教授劉家樺
培養才藝對升大學的影響－以TYP樣本為例

3/5(二)
14:00

水環系
E805

全盛環境科技公司總經理陳冠霖
污水廠功能提升及改善工程設計

3/5(二)
14:10

產經系
C423

全國商總區塊鏈應用暨發展研究所陳昭廷
區塊鏈的商業應用

3/6(三)
10:00

財金系
B712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黃天牧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3/6(三)
13:10

化材系
E787

三匠科技總經理李明烈
產品 產業 產出 VS. 工程科學

3/7(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蕭金福
What will ICH E17 impact on MRCT？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7(四)
10:10

會計系
B616

增你強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葉律昌
Risk Management-CFOs a big picture thinker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潘劭愷臺北報導】淡江大學菁英校友會2
月21日晚間於大直點水樓舉辦聯誼餐會，歷屆
淡江金鷹獎得獎校友計近百人出席，互動熱
絡。菁英會會長孫瑞隆致詞表示，能獲金鷹獎
非常不易，藉此活動能增加各地菁英校友互
動，同時增進與母校間的聯繫。他感謝菁英會
秘書長彭春陽、副秘書長崔麗心等人的籌備。
外文系（現英文系）校友陳飛龍專題演講「環
境變化和決策經驗」，分享
南僑集團的經營與決策經
歷；並和現場校友就產品開
發及市場創新等問題進行意
見交流。

董事長張家宜（二排右5）與校長葛煥昭（二
排左6）與歷屆得主團聚。（攝影／潘劭愷）

淡江菁英齊聚點水樓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學生
能有更方便的管道借閱教師推薦的參考用
書，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持續提供「課程參
考資料專區」服務。教師可因應課程需求，
到圖書館網站（網址：https://info.lib.tku.edu.
tw/reserve/）填寫「教師指定參考資料申請
表」，將指定學生參閱的課程參考書籍與影片
等館藏，列為教師指定資料，且經由教師申
請後，將會調至總館的教師指定用書專區供
師生借閱。學生亦可透過本校館藏目錄網頁
（網址：https://webpac.lib.tku.edu.tw/reserves/
search?theme=tkulib）查詢課程指定資料。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圖書館已經連續
數個學期提供課程參考資料專區的服務，大部
分教師會因應課程需求，向學生們開出各領域
書單與參考資料，這些參考資料在圖書館幾乎
都有典藏，因此教師們可以透過此項服務，使
學生有更加便利的管道借閱參考資料，同時可
減輕同學們購買圖書的經濟負擔，歡迎全校師
生多加使用。」
　相關服務如有疑問，淡水總館圖書資料可
洽詢典閱組組員陳芳琪（校內分機2659）、非
書資料可洽詢典閱組編審黃秀錦（校內分機
2312）；蘭陽校園可洽詢圖書館業務林惠瓊
（校內分機7044）。另本學期有課程播放影片
的需求，請至總館2樓流通櫃檯洽詢。

參考資料專區課程好幫手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於2月2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度
第2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
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校內教學與行政單位主
管，與近百位師生、家長與會。鄭東文致詞表
示，「感謝各單位協助及中心輔導，使身心障
生的學習環境及需求更加完善。本學期會議回
報已改善近況與相關權益，有不足之處歡迎提
出討論。」
　 會 前 播 放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CRPD）」相關動畫，內容為倡導障礙者公
平參與、機會平等、權益保障。會中，總務處
報告無障礙設施改善情形，目前已在松濤館
2201無障礙寢室增設床組與床組間避免干擾窗
簾、浴室內防滑設施改善、電動輪椅停車區電
源增設與環境改善，大忠街公車等候亭無障礙
通道動線改善，游泳館無障礙廁所防滑設施

身心障生家長座談優化學習環境
（地墊）改善，以及麗澤學舍1樓無障礙廁所
增設淋浴設施。
　針對上學期歷史系學生家長爭取校內餐廳假
日供餐的服務。總務處回應美食廣場的攤位多
為委外經營，廠商考量成本在假日無營業；視
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表示，該學生到校
學習經過一學期，適應整體環境良好，建立了
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請家長放心。
　在綜合座談時間，身障生、家長與學校進行
交流，包括教科書問題、圖書館無障礙洗手間
的需求。洪錫銘再次提醒，在學期間有任何問
題或需求，歡迎同學向視障資源中心反應。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開學了，用一
趟閱讀之旅來收心吧！覺生紀念圖書館自即日
起至3月20日舉辦「開學收心操－讀書正好」

圖書館攜手Openbook閱讀誌 助生拓新視野
主題展，與Openbook閱讀誌合作，在總館2樓
大廳小熊書桌展示「2018 Openbook好書獎」
圖書，為師生引薦更多元的視角。
　本次書展展示「年度好書」、「美好生活
書」、「最佳青少年圖書」及「最佳童書」4
大領域中的20本得獎圖書，包括《百年降生：
1900-2000 臺灣文學故事》、《野豬渡河》、
《匡超人》、《終戰那一天》、《看不見的雨
林─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一個人大丈
夫：微型出版的工作之道》等書。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表示：「本次展示的圖
書除了獲得『2018 Openbook好書獎』，多數
著作也獲得其他平臺頒獎，加上圖書內容引人
入勝，在校內借閱情況相當熱烈，深受同學好
評。我們分享各界專家學者推薦的年度精彩著
作，期待藉此與全校師生調整開學心情，一同
開心回歸生機勃勃的校園生活。」

▲開學收心操，讀書正好！覺生紀念圖書館與
Openbook閱讀誌合作， 即日起至3月20日在總
館2F大廳小熊書桌展出獲得「2018 Openbook
好書獎」的圖書，邀師生一同閱讀、擴展新視
界。（攝影／劉芷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自本學期起，每個月安排「相約在守謙」
溫馨下午茶活動，提供校友與校內師長互動，
增進情感與訊息交流，並尋求合作的可能性。
　首次的下午茶於2月22日在守謙H203室舉
行，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主持，文、理、工、商
管、外語五院院長、大陸校友總會會長莊文
甫、法文系系友會長葉麗珠、金鷹校友馮啟豐
及張榮貴出席。莊希豐開場說明，淡江第五波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加強與校友的聯繫，也是她
擔任行政副校長後的重點工作之一，感謝今天
出席的校友，希望日後有空多多參與，增進與
學校之間的感情，提供學校更多好的意見。
　之後馮啟豐說明2020年7月校友雙年會的相
關活動資訊，邀請大家光臨休士頓，除了強化
校友間的連結，也可感受德州風情。葉麗珠肯
定校友處安排活動的用心，時間的安排有利於
海外校友返校交流，她會持續支持此活動，同
時認為守謙的設備十分優良，有機會可多多利
用。工學院院長李宗翰則認為，有機會認識表
現傑出的校友很開心，校友的向心力、莊副校
長的行動支持與楊淑娟執行長的衝勁，讓他感
到淡江人的團結，期許更好的未來。

師長校友相約在守謙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自本學期起，每個月
安排「相約在守謙」溫馨下午茶活動，期待鏈
結校友情誼。（攝影／馮子煊）

　2月26日，商管學院統計學系邀請美國新
澤西州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 New 
Jersey）工業與系統工程系講座教授Hoang 
Pham來校演講。上圖為演講前，Dr. Pham
（左）拜訪本校校長葛煥昭（右）。
　 下 圖 為 本 校 商 管 學 院 院 長 蔡 宗 儒 （ 左
一）、統計系教授吳淑妃（右一）陪同Dr. 
Pham（右二）拜訪本校董事長張家宜（左
二）。（攝影／麥麗雯）

▲
▲

羅格斯大學講座教授
Dr. Hoang Pham熊貓講座　　　　訪校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健言社於
107年12月15日在世新大學參加「第9屆世界華
語辯論錦標賽台灣區選拔賽」，在賽中連續擊
敗傳統辯論強校世新、東吳、中山三所大學，
獲得了第9屆世界華語辯論賽台灣區的代表
權，為本校首次取得臺灣區唯一代表權。
　「世界華語辯論錦標賽」是全球華人圈最高

層次的賽事，首先將在各分區，包括美、澳、
東南亞各國，各選出一隊進入決賽，本次決賽
預計將於今年4月在南京舉行，總計共有16所
來自各國的箇中翹楚進行角逐。為求臺灣代表
隊能有好的出賽成績，世新、東吳、中山大學
三校具有經驗的資深選手也將參與本校代表隊
的培訓。

　健言社社長、電機二廖哲霈表示，「這次比
賽其實在準備時間與品質上都不是非常的理
想，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要感謝已經畢業的
學長們大力幫忙，而這次不盡理想的準備經
驗，在前往南京的正式賽前，一定會盡力改
善，希望能在往後的比賽中取得佳績。」

健言社獲臺灣代表權 4月出征世界華語辯論賽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張炳煌、駐校藝術家顧重光於2月24
日下午2時出席總統府前南廣場的「己亥新春
開筆揮毫大會」書藝傳薪、揮毫賀歲活動，今
年開筆官邀請到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國父紀
念館館長梁永斐、國際書法聯盟臺灣會長陳嘉
子、中華民國書學會理事長陳美秀等14位貴賓
擔任，每人書寫一大字「亥時喜迎春長樂，金
豬值歲大吉福」，象徵舉國安居樂業、薪傳書
藝及大展鴻圖，吸引許多書法愛好者和親子民
眾到場參與。
　此活動由行政院文化部指導、中華民國書學

會主辦，本校和全國書法團體協辦，活動在開
筆官揮毫後，由全國學生書法比賽優勝者擔任
書傳生，人手一筆，寫下吉祥聯句「滿園桃李
逢春發，入室芝蘭竟日香」，現場翰墨飄香，
體現中華書法的文化氛圍。
　張炳煌表示：「為推廣書法文化，我們每年
都會舉行書藝傳薪、揮毫賀歲的活動，推行至
今已有26年，且經長期的舉辦和傳承，除了書
法愛好者逐年增加，也成為臺灣最盛大的書法
活動，可以看出臺灣傳統書法受到重視，讓我
們備感欣慰。」
　今年活動報名預定參加者超過5千人，張炳
煌說，雖然當日大雨滂沱，無法進行現場揮
毫，但是參加者仍不畏風雨踴躍參加，足見愛
好書法的熱誠。此活動受邀書家代表作品及最
終評選特優之作品，將於5月1日至13日在國立
國父紀念館2樓文華軒展出。

　己亥新春開筆揮毫大會邀請到前立法院院長
王金平（左）、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及駐校藝術家顧重光（右）等貴賓擔任開筆
官。（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

▲視障資源中心於2月27日舉辦本學期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現場有身心障學生
發言、提出改善建議。（攝影／羅偉齊）

新春開筆 張炳煌顧重光府前揮毫

3 分 鐘 重 點 新 聞 回 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