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錫德領師生跟著卡繆去旅行
　覺生紀念圖書館 5 月 21 日舉辦 2019 世界
閱讀日•遇見法國文學系列活動第三場文
學沙龍，由法文系教授吳錫德以「跟著卡
繆去旅行」為題進行演講。（文／劉江）

快來報名淡味共好暖學踩線團
　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
為使校內教師瞭解USR實踐計畫執行成
果，於6月17日舉辦淡味共好暖學踩線團－
USR視角的跨域見學。（文／丁孟暄）

創育中心 30 日 OPEN HOUSE 開幕
　創育成中心於5月30日上午11時在R103舉
辦「建邦創育OPEN HOUSE」活動，邀請
電獺少女等新創企業聯合舉辦「新創企業
實習徵才媒合會」。（文／林毅樺）

化學系學生分享科普教育心得
　搭配科普教育活動「化學遊樂趣」的化
學系「社區基礎科學服務教育」課程於5月
22日進行活動反思與心得分享，該課程培
養服務教育理念而開設。（文／林雨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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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創辦人
張建邦博士逝世將屆一週年，追思活動於5
月24日舉行，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
三位前任校長、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
定川等眾貴賓、校友及師生出席，多位退休
人員亦返校參與，例如高齡102歲的前圖書
館同仁尹士宗。首先「至誠不息：張創辦人
建邦博士逝世週年紀念展」在覺生紀念圖書
館2樓大廳舉行開幕式，由圖書館館長宋雪
芳導覽展示並介紹張創辦人在耕耘淡江時的
珍貴點滴。
　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紀念展共展出208
件展品，包括創辦人的任命令、各式證書等
85件，傳達辦學方針的親筆書信、手稿等6
件，個人文物30多件、文書著作58本及歷史
照片25張，內容涵蓋創辦人生平經歷，希望
校內師生、同仁都能透過展覽，深入瞭解創
辦人的思想體悟。
　董事長張家宜說明，紀念展採用了影音、
漫畫、書籍等多元媒材來展現張創辦人的生
平事蹟，展區規劃清晰，以時間軸的概念
彰顯創辦人在高等教育、交通建設、民主政
治，以及發展資訊、未來化的投入，高瞻遠
矚，期望帶給師生啟發。
　隨後，眾人移步至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
國際廳，參與「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逝世週年
追思演講會」。葛校長上臺致詞，創辦人不
僅為淡江的永續發展奠下基石，更為貢獻國
家、服務社會樹立表率，用「溫暖的巨人」
稱呼創辦人再合適不過。並引「哲人日已
遠，典型在夙昔」，感念其風範事蹟。
　立法委員柯志恩為演講會引言，「張創辦
人遺留給我們的瑰寶不止他在各領域中的無
私奉獻，更是留下鼓勵前瞻、革新、維持的
目光思維，淡江推行的三化教育足可證明。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我們緬懷他、感謝他，創辦人的精神將
由淡江師長、校友、學子永遠傳承。」
　3場專題演講中，全發院院長包正豪報告

　遇到事情就要主動的面對
它，千萬不要逃避，凡事都
要努力去做，出社會你會遇
到很多不懂的事情，但是碰
到了就要學習去克服，不要
怕失敗，才會真正成功。
－時任日盛集團總裁陳國和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之一的「淡水好生活－永續生活圈營造計
畫」，由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老師帶領行動團隊，成
立以「思創探索趣」為名的服務設計品牌，於5月16
日至19日參加由「雜學校」在華山1914文化創意園區
舉辦的「ZA SHARE Youth 雜學青－多元學習博覽
會」，吸引500人體驗實境遊戲的互動。

　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本校學術副校長何啟東、
研發長王伯昌、課程所教授陳麗華、計畫團隊中的建
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及大傳系教授王慰慈皆到場支持。
何啟東表示肯定與支持，「此次計畫團隊在雜學青展
出，將大學社會責任成果轉化為實際能量，師生們嘗
試推廣淡水生活圈，為計畫創造不同凡響的可能。」
（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提供）

淡水好生活USR@華山文創展出思創探索趣

紀念回顧展
追思演講會

▲本校熊貓講座於5月22日，由國際事務學院
邀請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座教授Dr. Avery 
Goldstein蒞校演講。（攝影／陳維信）

葛校長、張董事長會見熊貓講座講者Goldstein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熊貓講座」
於5月22日，由國際事務學院邀請到美國賓夕
法尼亞大學講座教授Dr. Avery Goldstein蒞校
演講，21日下午由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國
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大中、中國大陸
研究所所長李志強陪同，拜訪本校校長葛煥
昭、董事長張家宜。兩位師長均表歡迎，感謝
Goldstein來校分享，希望專題演講能帶給全校
師生深入了解中國戰略與中美關係，並藉由國
際關係研究專家的教學和研究視野，給予本校
前瞻及創新的教研建議。
Goldstein以3R分析中國戰略探討中美發展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
學講座教授Dr. Avery Goldstein於5月22日在守

國關權威Goldstein談中國戰略與中美關係
謙國際會議中心以「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and U.S.-China Relations」為題演講，
分享中國從建國以來的外交政策。演講由王
高成介紹其學術專長和研究內容後，接續由
Goldstein進行演說。Goldstein從中國歷任領導
人的任期、歷史的各階段說明外交政策核心
內容，並以3R(Reassure Repeatedly、Reform 
Responsibly、Resist Resolutely)分析習近平的
對外策略，更進一步探討中美可以發展交往
(engagement)、遏止(containment)與有限度合
作(conditional cooperation)。戰略碩一薛容分
享，當知道具研究中國政治與外交領域權威的
Goldstein來校演講時，便很期待，透過講座省
思唯有不斷學習、交流與理解國際關係，臺灣
才能在此變動的國際社會中尋求生存之道。

　【記者高苹芳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第38屆
文學週，5月20日在文學館2樓開幕，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等長官、師生不
畏風雨共襄盛舉。主持人資圖系副教授張玄菩
身著古裝介紹本次主題「文韜五略」，期許文
學院學生能在「科技為我用，人文在我心」的
新時代中，成為文武雙全的人才。
　何啟東致詞表示，文學週是每年淡江的亮
點，能讓全體師生渲染文藝氣息；莊希豐肯定
此次5系聯合運用創意與科技的發想成果。
　文學館2樓展出學生學習成果，包括中文系
各式學生編輯之刊物、歷史系學生電子書和
文創作品、資圖系的電子書及文學院的VR實
景、大傳系學生畢業作品和相關影音作品、資
傳系學生畢業作品和USR計畫執行成果；閩臺
班則是結合臺灣人文風情的文創作品。
　5月20日至8月20日在海博館展出院內5系的
重點研究計畫成果。

文學週文韜5略展成果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將於5月31日下午3時在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HC203舉行第4次「在守謙有約-溫馨下午
茶」活動，同時結合舉辦珠寶義賣會，展現校
友對學校的實質回饋。此次活動義賣預計展示
珠寶12件，由西洋語文學系校友，美國來富麗
珠寶公司董事長吳秋煌提供，所得將全數捐贈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為強化校友與母校聯繫，增進與母校情誼，
校服暨資發處自本學期起，每個月均舉辦「在
守謙有約－溫馨下午茶」活動，邀請校友返
校，與校內師長透過下午茶的方式，增進彼此
的了解，同時進行訊息交流，尋求合作的可能
性。前3次的「在守謙有約」已於2月22日、3
月21日與4月18日舉行，出席校友包括大陸校
友會總會總會長莊文甫、金鷹校友馮啟豐、張
榮貴、法文系系友會長葉麗珠、台北市校友會
前會長王肇嘉等人，本學期最後一次活動將於
6月21日下午3時於同地點舉辦。

校友相挺31日守謙見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30(四)
12:00

教發組
I501

臺北醫學大學跨領域學院執行長吳明錡
教學實踐研究指引及案例

5/30(四)
17:00

資圖系
O306

達文西咖啡廳咖啡師蔡治洋
咖啡與文創如何迸出火花

5/31(五)
12:00

教發組
T307

電機系副教授劉寅春
不抖湯匙工作坊-跨領域教學實務範例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27(一)
10:00

教育學院
ED601

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基
工業4.0對高教人才培育政策的挑戰

5/27(一)
13:10

化材系
E819

新鼎系統公司經理張文政
當AI遇上化工產業

5/27(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運管系教授羅孝賢
智慧交通的未來

5/27(一)
14:10

產經系
Q305

政治大學財稅系教授連賢明
從政大校務資料看多元入學制度的
公平性與效率性

5/28(二)
12:00

財金系
L212

日盛國際商銀財務投資處專案經理郭保蘭
債券交易實務

5/28(二)
13:30

圖書館
圖書館二樓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阮若缺
每個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小王子

5/28(二)
14:10

產經系
C423

中華航空航務處正機師吳維倫
39000呎的視野與夢想－民航機師生涯簡介

5/28(二)
14:30

創育中心
R103

Babe with you共同創辦人林士彰
產品開發，那些最重要的小事

5/29(三)
10:10

財金系
B712

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林建甫
世界經濟趨勢及台灣發展機會

5/29(三)
19:00

大陸所
T306

東協研究中心主任林若雩
中國因素與媒體政治工作坊系列講座

5/30(四)
9:00

教學支援組
E314

統計學系講師劉文琇
Excel課程－格式的認知

5/30(四)
13:00

視障資源中心
B712

畢業校友楊聖弘
生命故事教育講座-如果我能看的見

5/30(四)
13:00

通核中心
B702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
心理諮商系講師王佩辰
生死學與悲傷輔導技巧

5/30(四)
13:10

水環系
G315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Jerry Y.S. Lin
Graphene Oxide Membranes – Gas Transport 
Mechanism and Its Implication on 2D Membranes

5/30(四)
14:00

機械系
E787

協能科技董事長謝凱清
Matlab開發應用

5/30(四)
14:10

統計學系
B302A

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楊欣洲
Homozygosity disequilibrium & its applications

5/30(四)
14:10

外語學院
HC403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暨文學院歷史
系榮譽教授Paul Servais
比利時‧法語‧文學

5/31(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國泰世華銀行營運長吳建興
從金融業探索資訊在金融業的應用及發展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助理教
授劉智誠帶領由電機系教授翁慶昌指導的「智
慧型控制實驗室」及「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心」團隊26人，於5月18、19日在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參加由教育部主辦、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承辦的2019國際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2019 
Taiwan Humanoid），在7項比賽項目中，本校
團隊以第十代和新研發的第十一代人形機器人
奪下4金1銀3銅。本次活動隊長電機碩一王亮
欽說明，本次比賽內容分為射箭、籃球投籃、
馬拉松、避障賽、斯巴達競賽、競走、舉重7
項，其中射箭、籃球投籃、競走、舉重獲得冠
軍；銀牌是馬拉松項目；季軍是斯巴達競賽、
馬拉松，以及全能賽。王亮欽感謝學校和教師
的指導，分享自大二下就加入團隊至今已達四
年，研發過程既煩惱又辛苦，但取得好成績
時真的為團隊的努力感到開心和驕傲，王亮欽
指出，接下來將於8月赴往韓國參加2019FIRA
賽，將會更努力為校為團隊爭取更好的成績。

國際智慧機器人運動賽
本校奪4金1銀3銅

▲電機系教授翁慶昌指導的機器人研究團隊，
於5月18、19日參加2019國際智慧機器人運動
大賽中，奪4金1銀3銅，搶下8面獎牌。（圖／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提供）

▲5月24日，至誠不息：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逝世週年紀念展在覺生紀念
圖書館2樓大廳開幕，逾百淡江人共襄盛舉。（攝影／廖國融）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暨紀念鈕先鍾教授國際研討會
　【記者王俊文臺北校園報導】戰略所5月
18、19日舉辦「2019淡江戰略學派年會暨第
十五屆紀念鈕先鍾教授國際研討會」，國際事
務副校長王高成、戰略所所長李大中、國安會
副秘書長陳文政、前國防部部長高廣圻、前新
北市市長朱立倫、來自日、韓、新加坡、以色
列等國學者等約350人參與。另外，高廣圻擔
任約克獎學金頒獎人，朱立倫為此開幕演講。
2019 AI在教育科技的應用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記者鄭詠之、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5月
17日，教科系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9
「AI在教育科技的應用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致開幕詞。上午2場專題

演講首先由TutorABC首席營運長沈沛鴻，介
紹「第四次教育革命來臨，你該有的 EdTech 
DNA」；第二場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
學系系主任施如齡說明「小世界大航海－數位
人文交融的智慧學習」，近180人參與討論。
邁向2020大陸發展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記者黃棓榆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所和展望
與探索雜誌社5月16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邁向2020─大陸發展與兩岸關係」學術研
討會，所長李志強主持，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致詞。本次安排大陸發展和兩岸關係兩場
次，大陸所副教授陳建甫、展望與探索雜誌社
特約研究員謝中仁、研究員楊宗新等人，與逾
百人研討國際情勢、區域安全、兩岸關係等。

2019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記者林雨荷臺北校園報導】管科系於5月
18日舉辦「2019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
術研討會」，近200位相關領域學者、師生與
會。本次研討會邀請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Dr.Bertrand Mareschal，以「Sustainable decisions 
with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id： An ethical issue」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並發表相關學術論文計34
篇，每場次將選出優秀論文，收錄於管科系的
IJIMS「資訊與管理科學國際」期刊。
2019 當代會計研討會
　【記者楊惠晴臺北校園報導】會計系於5
月17日在臺北校園舉辦「2019當代會計研討
會」，國內外學者及學生逾百人參與。會計系

系主任顏信輝說明，希望提供國內會計學術研
究的交流平臺，增進論文投稿量。此次研討會
特別邀請Drexel University, KPMG講座教授張
錫惠，以「管理會計的使命與內涵」為題進行
主題演講，另發表相關學術論文15篇。
資訊素養與社會參與：在地記憶．數位共筆
　【記者高苹芳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於5月
18、19日舉辦「資訊素養與社會參與：在地記
憶．數位共筆」研習會，逾50人參與。主辦人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說明，他在6年前創立「淡
水維基館」，以「共筆書寫」方式建立大淡水
地區資訊，並持續舉辦實務研習。本次研習內
容包含Mediawiki的編寫語法教學，分組田野
調查及報告，讓學員熟悉相關運作。

戰略教科大陸管科會計資圖研討 國際專家學者交流熱絡

▲2019資訊週於5月22日上午9時30分在學生活
動中心盛大開幕。（攝影／陳嘉妤）

　【記者姜雅馨、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2019資訊週於5月22日上午9時30分在學生活
動中心盛大開幕，本次由電機系主辦，與資工
系、資圖系、資傳系、資管系、教科系、資創
系6系共同舉辦聯展，一起帶大家進入智慧生
活與創新服務。校長葛煥昭、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工學院院長李宗翰、資訊長郭經華、教務
長鄭東文、學務長林俊宏等人到場為活動剪
綵。葛校長致詞表示，自身已連續3年參加資
訊展，文、工、商管、教育、全發5學院7學系
均秉持良性競爭，每年都有創新亮點，這次是
以AI智慧為題，各系都帶來創新內容，而本校

也正處於智慧轉型階段，日前與臺灣微軟洽談
產學合作時，臺灣微軟提出校級合作的構想，
以AI核心來建構智慧校園，未來運用在教學、
行政與學生輔導中，預祝活動圓滿順利。
　電機系系主任楊維斌感謝6系系主任的協
助、學校和電機系校友企業機器人王國的支
持，希望藉由這次展出讓各系相互交流並有火
花的激發。各系均使出渾身解數展現特色，專
題競賽結果由資傳系「解靈人」獲得冠軍，
第二名由電機系「New Generation Shooting 
Sport」獲得、第三名是資工系「基於AI技術之
賣場人流與顧客分析」，和佳作5名。

資訊週7系聯展 葛校長揭示智慧校園轉型

「潤物無聲的民主實
踐」，點出創辦人兼
容並蓄的思想，以其
對「民主自由」的認
識，正視和聆聽黨外
市議員在議會抗爭、
制衡、問政的多元聲
音 ， 拓 展 了 民 眾 對
「 民 主 政 治 」 的 想
像，影響了臺灣民主
化的過程。
　總務長羅孝賢以「交通人眼中的張建邦部
長」，說明創辦人具有「打造願景、溝通協
調、充分授權、愛護部屬、兼容並蓄」的卓越
領導特質，並分享創辦人自1989年擔任交通部
部長後，投入公路、鐵路、航空建設的重要政
策及事蹟，如受日本新幹線啟發而推動興建高
速鐵路網絡；創舉「臺灣燈會」展現傳統文化
之美，向國際展現軟、硬實力。
　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以「洞燭機先的領導先
驅」為題，講述張創辦人深度考察美國之旅並
從國際高等教育界所得到的啟發。張創辦人提
出，大學角色定位需有「學術自主與大學自
治、兼顧研究教學服務、培育創新知識、肩負
社會責任」4元素，從而擬定學校「三化」的
發展方向，配合參與式管理持續革新大學治
理，令淡江能夠經歷奠基、定位、提升、轉變
四波段的蛻變，迎來第五波的新紀元。
　最後，張家宜董事長感謝同仁籌劃是次簡單
而隆重的追思會，並以「具遠見創新的領導
者、尊重專業提倡自由學風、博學好聞樂於
分享、建設軟硬體資源、知情重義、高EQ」
總結創辦人的6項特質，同時分享過去與其相
處的難忘點滴，「自小時週末會來牧羊草坪
野餐，長大才知創辦人以校為家；父親身兼多
職，擔任議長、校長和世亞盟理事長，在處世
和家庭教育從不疾言厲色。我現在在董事會可
以感受到創辦人一直在引領我們，淡江在我們
的共同努力之下，相信一定會有非常璀璨的第

五波。」傳達對張創辦人最深的緬懷之情。
　本報精選追思活動相關照片，請見三版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逝世週年紀念圖輯」。
　第167次行政會議中，通過本校「108學年
度預算書」草案、「淡江大學校約聘僱人員
聘僱服務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淡江大
學退休人員聯誼會組織章程」條文修正草
案。「淡江大學衍生新創事業管理辦法」草
案、「淡江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
招生名額總量審查辦法」草案和「淡江大學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經修正通過。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逝世週年追思演講會
中，由立法委員柯志恩（左一）引言，全發
院院長包正豪（左二）、總務長羅孝賢（右
二）、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右一）進行專
題報告，闡述張創辦人在民主政治、交通建
設、高等教育之貢獻。（攝影／施宥全、廖
國融、高振元）

創辦人典範永存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5月17日
在驚聲國際廳舉行本學期教務會議，與蘭陽校
園同步視訊，會議由教務長鄭東文主持，4位
副校長、各學院院長、教師及學生代表與會出
席。為落實產學合作，協助學生與職場接軌，
數學系與信邦電子，商管學院攜手臺灣永光化
學、葡萄王生計、上海久森醫療科技、丹堤咖
啡、青島紅屋食品、馬鞍山綠德電子科技、富
邦華一銀行、萊爾富，增設就業學分學程。
　會議通過大一為大學入學定向階段，放寬一
年級學生學期成績不計入學業退學學期的計
算。另通過「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
實施要點」修正草案等60項提案，包括增列輔
導學生通過英檢門檻課程。為獎勵榮譽學程結
業生修讀碩士，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頒發榮譽
學程碩士班獎學金給予獲獎的4位同學。

教務會議增列英檢畢業門檻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駐校藝術家李
奇茂於5月24日辭世，享壽95歲。曾任本校文
錙藝術中心主任的李奇茂，畢生耕耘水墨藝
術，其創作深具人文關懷精神，曾獲第五屆全
國美展金尊獎、第七屆國家文藝特別美術獎、
文化部獎勵文化特殊貢獻文馨金質獎等殊榮。
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說，李奇茂大師
精通水墨畫，尤其是動態素描的表現極具生命
力，他在國內外舉辦過許多重要大展，對於推
展水墨創作教學、文化傳承扎根及兩岸交流，
貢獻良多。辭世消息令師生感到震驚與哀悼。

水墨巨擘李奇茂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