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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潘劭愷臺北報導】台北市校友
會成立50週年了！3月24日於大直典
華舉辦「飛躍50～無限奔馳」50週年
慶感恩慶祝餐會，校長葛煥昭、董事
長張家宜、世界校友聯合會總會長陳
定川、大陸校友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各學院院長及校友會代表，逾600人
出席。理事長劉子經致詞感謝母校栽
培及伙伴們的奉獻，今後將持續推動
「獎助學金公益平台」，協助母校永
續發展。張家宜肯定歷任理事長與幹
部們的努力，期許能以更多的創新支
持葛校長及母校的發展。葛煥昭稱讚
校友會運作積極，尤其是獎助學金公
益平台幫助許多學弟妹，令人感佩。
　會中特別頒發「奉獻服務獎」及
「特殊貢獻獎」，同時緬懷已故的第
一屆理事長，前世界校友總會總會長
羅森，與前校友服務處主任陳敏男，
感謝並表彰他們的貢獻。最後劉子經
邀請與會來賓上臺一起切蛋糕，共同
慶祝並展望下一個50年。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與淡江大學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一起舉辦的「春之饗宴」，3月23
日舉行趣味競賽、守謙巡禮及頒獎餐敘，除
了聯絡返校校友感情，也讓他們更了解「由
校友說故事」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趣味競賽」9時於紹謨體育館7樓舉行，
11支校友隊伍近百人參賽，校長葛煥昭親臨
會場加油，最終冠軍由日文系拿下、法文系
及統計系搶下二、三名。10時於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舉行巡禮活動，透過專人解說、引領
實際參觀，播放相關介紹影片增進了解。11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餐敘及頒獎活動，
席開50桌，近600校友參與。會中頒發捐款
30-50萬元的個人或團體感謝獎座，並頒發
40名「傑出系友」。
　葛校長感謝校友表現優秀，讓本校蟬聯22
年《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立大學冠軍，
面臨少子化困境，期望校友盡力幫助校務創
新發展；董事長張家宜強調「校友是學校最
大資產」，期盼多多參與返校活動，同時思
考在第五波如何強化與校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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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國標舞研習社於
3月24日在活動中心舉辦淡江盃全國大專國際標
準舞公開賽，共45位選手同場競爭。本校風保一
謝昀辰與資圖二古家榕雙人搭檔摘下新生Chacha
第三名和新生Rumba第二名！（攝影／周舒安）

國標舞社新秀奪淡江盃2獎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想看書卻買不
下手嗎？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你選書，我買
單」書展活動，為使購入的圖書符合師生需
求，且提供師生更加便利的圖書選購管道，即
日起至4月12日在總館2樓大廳邀請多家圖書代
理商，於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週一10時
30分開始、週五提前到下午3時結束）展示近3
年出版數千冊與各學院研究主題相關之中、外
文圖書，以供師生參觀、挑選及推薦。
　採編組說明，被推薦的圖書在活動結束後，
立即由館員進行審核與採購，現場填寫問卷另
可獲得精美小禮物。活動訊息見圖書館網頁
（網址：http://www.lib.tku.edu.tw/）參閱，
或洽採編組組員林曉惠，分機2294。

你選書我買單8日登場

　在國外，即使臺大也和淡江
平起平坐。外國人眼中，我們
都是臺灣的學校。如果能善加
利用有限的資源，就有機會在

國際間佔一席之地。
－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院士施國琛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8(一)
10:10

水環系
E78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監陳咸亨
企業污染防治

4/8(一)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黑潮海洋文化基金會張卉君
走向心中的那片海

4/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所余慈顏
Study membrane protein functions 
in a near-  native environment

4/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之威
The mysteries of superresolution by 
dielectric microspheres

4/9(二)
14:10

產經系
C423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吳孟道
不確定年代下的職場哲學

4/9(二)
15:00

教發組
S104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系副教授柯大衛
教學特優教師英語課程觀課交流

4/10(三)
10:00

財金系
B712

壽險公會前秘書長洪燦楠
壽險業概論

4/10(三)
10:00

德文系
FL411

淡水文化基金會秘書顏神鈦
文化淡水藝術造鎮

4/10(三)
11:00

德文系
FL411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葉夌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經驗談

4/10(三)
13:10

化材系
E787

方法工程師單啟齊
化學工程在建廠實務上的應用

4/11(四)
14:00

機械系
E787

先構技研公司總經理陳昱均
自動化虛實整合的應用案例分享

4/11(四)
14:10

通核中心
V101

阮劇團榮譽副團長盧志杰
從官場到劇場：理想與現實的黃金交叉

4/11(四)
18:00

大傳系
黑天鵝展示廳

台南國際攝影節策展人黃建亮
2019顯影季座談會

4/11(四)
19:00

課外組
T212

部落客娜塔蝦
不停轉彎的／斜槓人生

4/12(五)
12:00

教發組
I501

淡江大學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
教學創新獎勵教師經驗分享

4/12(五)
13:10

通核中心
V101

知名作曲家游昌發
不是休閒的休閒生活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材系榮
譽教授陳幹男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一屆
「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將於4月16日出
席頒獎典禮且受邀於會中進行經驗分享。陳幹
男退休前帶領高分子材料團隊，長期專注在綠
色無溶劑型PU化學的應用研究，取得國內、
外發明專利25件，發表期刊會議論文逾50篇。
　陳幹男說：「綠色環保的理想是一條孤寂漫
長的研發歷程，40年的默默耕耘，幸有國科會

（科技部）、工業局等單位給以經費和補助，
以及歷屆學生們傳承研究和家人全心支持，今
日終於受到重視與肯定。」
　此獎項為環保署為鼓勵業界持續朝向綠色化
學、低污染、低毒性替代品之創新研發，並落
實危害預防管理、強化緊急災變能力，以及鼓
勵推動綠色化學教育工作所創立。近年校內有
博碩士和專題生傳承其研究，採用高能源效率
的紫外光或微波照射節能新製程，替代傳統加

熱方法。
　此次獲獎亮點技術在於開發功能性水性樹脂
加工應用，製造安全無毒的「非異氰酸酯聚氨
酯」（NIPU），微波照射不僅縮短製程且大
幅減少能耗。此突破性節能清潔新製程，已榮
獲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一項）和美國專利（二
項），另一項水性PU節能乾燥和架橋用途專
利正審理中。

陳幹男獲環保署首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應用獎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3月17日晚間，本
校淡水校園蛋捲廣場發生校外人士騷擾學生一
事，總務處事務整備組組長彭梓玲表示：「校
內規劃有兩條安全走廊，沿途設置緊急求救燈

柱和按鈕，遇上緊急事件可直接與勤務中心聯
繫；同時提醒同學走路不要看手機，對於四周
環境要保持警覺，以策安全。」
　本校安全走廊一是從淡水校園大門口，沿著
驚聲路行經工學館、驚聲大樓及外語大樓，抵
達松濤館；二是從大忠街指南客運R27出發，
行經體育館北側、商管大樓西側道路，接到驚
聲路、往工學館、驚聲大樓及外語大樓，最終
同抵松濤館。
　總務處說明，校內共設置有11處緊急求救系
統，按下燈柱的求救通話按鈕，燈柱頂部的藍
燈會轉換成閃爍紅燈，透過隱藏式攝影機、喇
叭及麥克風，可與勤務中心即時語音連線，且
勤務中心電腦螢幕會顯示求救地點，值勤駐衛
警即刻派遣巡邏人員前往協助處理。
　另同學獨自步行在圖書館後棟與牧羊草坪周
邊、操場與司令台等小紅帽留心區域，請多加
留意自身安全。

▲校內共設置11處緊急求救系統，師生若遇上
緊急事件，可直接與勤務中心連線，值勤駐衛
警將派員前往協助處理。（攝影／廖國融）

安全走廊點亮友善通報網

▲「2019年境外生文物展」於3月26日至29日
在黑天鵝展示廳展開，今年由華僑同學聯誼會
和印尼同學聯誼會主辦，港澳會設攤介紹特色
骰盅。（攝影／趙世勳）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2019年境外
生文物展」於3月26日至2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
展開，今年由華僑同學聯誼會和印尼同學聯誼
會主辦。首日中午舉辦「覓尋文化Worldwide 
Odyssey」開幕式，本校醒獅團開場帶來精采
的舞獅表演，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致詞表
示，「本校有來自74個國家、逾兩千位境外
生，除了讓他們瞭解臺灣文化，也藉此活動提
供雙向交流空間，也搭起友誼橋梁，歡迎師生
感受異國文化、分享生活經驗。」
　今年展覽邀請外籍生聯誼會、馬來西亞同學
會、港澳同學會、陸友會、國際大使團、愛心
團、美非分會等社團協辦，秘書長劉艾華、工
學院院長李宗翰、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等師長

皆共襄盛舉。
　活動總召機電二何曉光表示，境外生
國家文物展行之有年，今年以機場旅行
的意境為背景，融合異鄉遊子來臺就讀
的心境，提供境外國情特色、手工藝品
及飲食文化，王高成參觀各個攤位，與
外籍生閒話家常，外籍生也準備家鄉小
吃，現場氣氛熱鬧溫馨。
　為期4天的展覽安排特色服裝走秀、
室內導遊、美食品嚐等活動，大傳四湯
子毅說：「很喜歡異國文化，港澳會介
紹的特色骰盅，跟香港電影演出的道具相似，
在這裡也能認識玩法，讓人感受到多元文化的
精彩之處。」

境外生國家文物展分享生活經驗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圖書資
訊館際合作協會主辦、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承
辦的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四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於3月28日在覺生國際廳登場。今
年以「結盟攻略：前瞻、分享與實踐」為題，
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攜手東吳大學
圖書館館長林聰敏、銘傳大學圖書館館長何祖
鳳分享「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啟動報告，並邀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陳志銘發表「與AI共舞－創新圕服務」，吸引
逾180名專家學者到場交流。
　本校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臺灣高等教育

在面臨全球化、少子化與科技化等挑戰下，使
得學校結盟變得格外重要，運用團結力量來壯
大實力、節省經費。本校與東吳、銘傳共建共
享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期望可以提供更多元、
人性化及更便利的服務。此外，圖書館服務也
需要人工智慧協助，鼓勵圖書館館員以服務創
新、跨界合作的角度，努力尋找自我的定位與
價值。」
　國家圖書館館長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副理事長曾淑賢說：「本會於1972年因應大
專院校需求，在中山科學研究院圖書館提供服
務，直到1999年更名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

協會後，在策劃學術研討活動、出版館際合作
文獻等方面作出貢獻，期望透過本次會議交
流，可以使圖書館創新服務有更好的發展。」
　會中，進行會務報
告、提案討論及臨時
動議；下午另有兩場
「跨界合作～真行」
專題座談，邀請多方
學者深入討論跨界合
作發展特色資源與多
元服務等議題，以激
發更多創新策略。

本校攜手東吳銘傳首創共建共享圖書資源

▲由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主辦、本校
覺生紀念圖書館承辦的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
作協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3月28日在
覺生國際廳登場，吸引逾180名專家學者到場
交流。會中，本校與東吳大學、銘傳大學一
同發表「優久大學聯盟共建共享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啟動報告。（攝影／麥麗雯）

西南財經大學校長卓志率團訪問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3月26日，大
陸姊妹校西南財經大學校長卓志率團蒞校訪
問，一行5人先參觀淡水校園，接續在守謙國

校長親切招待，很開心能以不同身份再次造
訪，我感受到淡江大學在建設、人文氣息有更
美好的變化，加上這裡是西南財大第一所締約
的臺灣高校，期待開展更寬廣的交流。」
　會中討論強化兩校合作的方向，國際事務副
校長王高成提出發展學生定期交換機制，鼓勵
碩博士生交流之餘，建議擴及大學生有參與機
會；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認為，短期交換生面
臨住宿問題，期待雙方互相配合解決困境。
　西南財經大學是「211工程」和「985工程」
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的重點大學，也是「雙
一流」建設高校之一。該校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主任梁婷回應，全力支持兩校交流互動，在研
修與學分項目皆可再進一步討論，同時邀請師
生前往參訪。
廈門大學副校長鄧朝暉率團訪問
　【本報訊】3月15日上午，大陸姊妹校廈門
大學副校長鄧朝暉率領台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
勝強、信息與網絡中心副主任許卓斌及台港澳
辦公室交流科副科長韓曉燕蒞校訪問。本校由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405會議室主持交流座談，雙方以「學校資
訊與網路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模式」為題，
進行意見交流與經驗分享。
　王高成表示，廈門大學為本校第一所大陸姊
妹校，雙方交流頻繁且密切。此次，雙方交流
擴及資訊服務與發展領域，相信將進一步穩
固兩校情誼。廈門大學鄧朝暉副校長肯定本校
智慧校園的發展成果，並期待藉此經驗交流，
加速校內資訊建設與發展。會中，本校資訊長
郭經華邀請該校於年底參加2019智慧校園研討
會；校務資訊組組長吳鏡澄、網路管理組組長
蕭明清及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依執掌業務，
分享部門分工、校務行政電子化、跨部門資訊
資料流通及網路管理模式等工作經驗。
　座談前，外賓參觀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鄧朝
暉讚許館內軟硬體設備，肯定校友捐建事蹟，
表示將學習本校的小額捐款制度。目前，兩校
除了進行校級交換生合作，另本校國企系、統
計系與廈大相對應學系進行系級交換生合作。

▲3月26日，大陸姊妹校西南財經大學校長卓志（右5）率團蒞校訪問，
本校校長葛煥昭（左5）熱情歡迎。（攝影／劉芷君）

西南財經大學廈門大學率團訪問 持續深化姊妹校交流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熊貓講座於3
月25日、26日分別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物理
系教授雷干城（Steven G. Louie）和加拿大阿
薩巴斯卡大學（Athabasca University）計算與
信息系統學院教授林復華開講 ，兩位講者蒞
校亦拜會本校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
　雷干城是國際知名凝態理論計算材料專家，
發表超過615篇重要論文，被引用次數高達
64,000次，在第一原理激發態計算領域及低維
度奈米材料特性研究有卓越貢獻。此行受邀演
講前，由理學院院長周子聰、物理系教授兼系
主任薛宏中陪同會見葛校長和張董事長。
　林復華專長是將人機互動與人工智慧技術應
用在線上學習之研究，是國際學術機構ACM
和IEEE高級成員，曾任國際遠程教育技術期刊
（IJDET）的聯合主編和總編輯。此次受前工
學院院長許輝煌之邀，除了進行專題演講，另
與本校教科系教師、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等師長分別進行座談和交流。演講當日在工學
院院長李宗翰、資工系教授兼系主任陳建彰陪
同下，先行拜訪葛校長和張董事長。
　葛校長和張董事長均表歡迎，感謝兩位講者
蒞校分享教學與研究經驗，希望專題演講能帶
給師生收穫，期待校內教師也能觀摩到大師的
研究方法，更盼未來雙方有更加緊密的合作機
會。張董事長均致贈校景花瓶給予貴賓，瓶身
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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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的校歌歌詞。

雷干城林復華

際會議廳HC405進行兩校座談。本校校長葛煥
昭表示：「淡江大學與西南財大交流已有長久
歷史，自2000年與本校締結姊妹校，互訪、講
學及研討會等學術交流相當熱絡。未來將更加

完善合作細節，落實
相關協議及備忘錄，
更盼雙方在教學與研
究有更加緊密互動。
　 在 簡 報 及 座 談 會
中，播放兩校簡介影
片並進一步介紹各學
院教學與研究資源，
增進彼此更加了解校
園特色與文化。曾任
山東財經大學校長的
卓志回應：「感謝葛

▲加拿大阿薩巴斯卡大學計算與信息系統學院
教授林復華(右2)與本校董事長張家宜(左2)合
影。（攝影／黃柏耀）

▲春之饗宴校友返校活動於3月23日中午在學生活動中
心席開50桌，近600校友參與。（攝影／羅偉齊）

▲臺北市校友會於3月24日舉辦「飛躍50－無限奔馳」
感恩慶祝餐會，逾600人出席。（攝影／潘劭愷）

春之饗宴校友同框唱校歌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教授雷干城
(右2)與校長葛煥昭(左2)合影。(攝影／蔡依絨)

　【記者張展輝、鄭少玲整理】本校從1950年開始培育人才、深耕教
育，完善與多元的校園環境，便利與親切的行政系統，與時俱進的學教
模式，期許學子擁有開放獨立的人格特色，也鍛造出具有熱愛生活、適
應團體的本質，揮灑青春、深耕才能的優質學府，正敞開大門，為所有
青年連結美好和    理想的未來。現在就和我們一同來了解淡江大學吧！

熊貓講者蒞校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教育
資料與圖書館學》期刊獲108年「臺灣人文及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圖書資訊學學門「知
識傳播獎」及「知識影響力獎」，執行編輯
副教授林雯瑤3月29日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學
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中受獎。該期刊數度榮
列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評為「臺
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TSSCI 第一級」，榮獲
圖書資訊學門「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
被國際知名「Cabell's Directory of Publishing 
Opportunities」資料庫收錄。林雯瑤感謝學校
提供許多資源的支持，會繼續努力。系主任歐
陽崇榮補充說明：「我們努力讓期刊接軌國
際，進行審稿資訊化、論文DOI電子編號、作
者ORCID編號、提供中文論文文獻的羅馬拼
音、世界各地協同主編、中文論文提供英文內
容概述(SUMMARY)等措施。獲獎表示同仁努
力受肯定，希望我們愈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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