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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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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Yi-Sheng L iu,  Advanced L ight 
Sourc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U.S.A./Project Scientist
In-situ soft  x-ray spectroscopy 
characterization in energy materials

1/2(四)
10:10

會計系
B713

安侯企業股份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朱成光
鑑識會計實務

林良仙逝小太陽留餘暉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70次行
政會議12月27日下午2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行，由校長葛煥昭主持，4位副校長、
一級單位主管出席，並與蘭陽、臺北校園同步
視訊。葛校長致詞時表示，109學年度因增聘
教師、舉辦70周年校慶和修建學生宿舍，加上
增聘專任教師、學生人數減少等因素，造成支
出增加，收入減少。他指示各單位在編列預算
時，應以對學校有益為主要原則。
　研發長王伯昌以「從達文西與門得列夫談
起」為題進行專題報告。首先以「達文西樂創

170次
行政會議

淡大公車讚直播抽獎

外語學院介接團隊創新創業實習成果發表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介
接團隊及「創新創業企業實習」課程，12月25
日晚間舉辦成果發表會，由兩組學生分享販賣
咖啡的心路歷程，及預期未來咖啡館的誕生，
另邀業師葛良駿、中華國際ITiC萃進發展協會
會長王振生為同學評分並給予建議。
　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致詞表示，該課程成效
良好，打算109學年度起列入外語學院共同選
修；教授本課程的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說：
「外語學院學生在學習、溝通表達能力上的框
架更少，學習能力強，將提案及獲得的知識結
合將來能延伸至職場，相信這是非常值得做下
去的事！」
資傳系媒化物展現學習成果&招生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資訊傳播學系
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12月23日至27日，
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108學年度招生暨成果
展，本次主題定名為「媒化物」，象徵多種傳
媒素材融合與新火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秘
書長劉艾華、文學院院長林呈蓉等到場支持。
　資傳系主任陳意文表示，「感謝學校支援，
讓數位媒體實務學習能更完美展現。歡迎全校
同學加入，一起探索更多創意的可能性。」有
意報考同學請詳實習中心官網（網址：http://
www.ic.tku.edu.tw/NMC/）。
統計系圖書館合展機器學習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統計學系和覺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通核中心主
辦的淡江音樂季2019最終場「唱 雙簧」，12
月20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完美呈現。通核中
心主任干詠穎（雙簧管）、教授李珮瑜（鋼
琴）、長榮交響樂團低音管首席許家華（低
音管），難得一見的室內樂三重
奏組合，吸引逾230人聆聽。
  本次演奏的曲目多為來自法、
俄地區的音樂作品，包括韋瓦第
《第六號低音管奏鳴曲》、浦朗
克《雙簧管、低音管、鋼琴三重
奏》、葛利卡《悲愴三重奏》
等，安可曲則特別演出《望春
風》、《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畫下溫暖句點。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林佳世子（右4）一行蒞校訪問，與葛煥昭校長
（右5）、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右6）等進行交流。（攝影／鍾子靖）

葛校長指示審慎編列     預算
基地」的現況和規劃為例，強調從生活中尋找
STEAM教育情境，提出創造與創新、批判性
思考與問題解決、團隊共創、有效溝通等21世
紀學生能力需求。接著分享「化學遊樂趣」品
牌營運的經驗和成果，介紹與產業界合作、跨
界合作等突破。
　本次會議通過「109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
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
畫」申請案和「淡江大學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
委員會設置辦法」廢止案2項提案。臨時動議
部分，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建議放寬兼任外籍

　本校圖書館與東吳、銘傳共同建置之
「大學共建共享雲端圖書自動化系統」
已正式上線，12月25日葛煥昭校長（前
排左4）、董事長張家宜（前排左5）、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前排左6）、圖書
館館長宋雪芳（前排左3）特別與同仁
於圖書館前合影慶祝。（文／本報訊）

　會計系校友，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
成功帶領公司從搖搖欲墜的虧損狀態，一躍
成為無線通訊科技翹楚，日前獲《今週刊》
專訪分享奮鬥歷程，並登上該（1201）期封
面人物。淡江時報曾於1040期專訪陳進財學
長，相關內容詳http://tkutimes.tku.edu.tw/
dtl.aspx?no=35544。（文／潘劭愷）

圖書館新系統順利上線 同仁開心合影留念 陳進財 躍上今週刊封面

（攝影／游晞彤） （圖／本報資料照）

守謙有約彰化日登場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12月26日下午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203舉行本學期最後一場守謙有約「彰化
日」，除有洛神花茶、洛神花果醬三明治、情
人果等精緻下午茶，行政副校長莊希豐、文學
院院長林呈蓉、第33屆金鷹獎得主李述忠等與
會。英文系校友，現任美國華人珠寶商會會
長、美國來富麗珠寶公司董事長吳秋煌捐贈飾
品義賣，所得金額將捐贈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推動學校校務永續發展。
　本次活動由化工系校友楊仲鉅介紹彰化景
點、名人、建築及美食，接著由彰化校友會理
事長謝茂生解說自己栽種之洛神花產品製作過
程，並與校友們分享洛神花美食。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執行長楊淑娟表
示，藉由守謙有約之舉辦，讓畢業學長姐可以
回學校走走、認識「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這棟
新地標，也能活絡校友間情感，「希望這份感
動可以傳遞給校友，未來也能延續下去」。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姊妹校日本
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林佳世子、副校長今井
昭夫、教授林俊成一行3人，12月26日蒞校訪
問，國際長陳小雀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同仁
接待，並安排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由葛煥
昭校長主持座談會，就雙方交流及合作意見
交換。葛校長首先感謝東京外語大學於7月訪
問該校期間給予的接待，「兩校自2012締結姊
妹校後，在教授互訪及交換生方面持續保持
密切的互動，希望能更進一步強化彼此的交
流與合作。」林佳世子校長提到這是她第三
次訪問淡江，「每次的訪問都發現淡江校園
有新的改變，讓我覺得這是十分值得學習的
部分。」
　座談會中，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事務學
院院長王高成、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日文

本學期最後一場與守謙有約「彰化日」，校
友們返校聚首。（攝影／劉姿吟）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系主任曾秋桂，與東京外國語大學就雙方學生
交流提出熱烈討論。王高成提及兩校均重視
區域研究，希望在中國大陸、歐盟及日本等
相關研究方面能有進一步的合作，也可思考
雙聯學位等相關合
作；吳萬寶則希望
兩校在交換生、大
三出國、以及大學
部、學碩士學位、
碩士雙聯學位等強
化合作，同時也可
思考學院間的學術
交流，均獲得林校
長的正面回應，回
校後責成相關單位
研議。

　葛校長於總結時指出，強化兩校在雙聯學制
上的合作，有利於兩校間的學生學習與招生宣
傳，同時再次鄭重邀請林校長安排明年11月7
日參加本校70週年校慶活動，獲得當面首肯。

生紀念圖書館合作，12月23日至30日共同舉辦
展出《AI機器學習原理、應用發展與就業機
會》，展出統計系同學們在《機器學習》這
門課的學習成果。23日上午10時舉行發表會，
「機器學習」為主題進行發想，研究成果涵蓋
無人商店、AI養老、機器導盲犬等不同專業領
域。指導老師助理教授謝璦如表示，「活動目
的是希望同學們藉由搜集國內外資料，了解機
器學習在各個領域的運用。」
大傳系「社會行銷與實作」合作青藝盟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社會行銷與實作」，12月
27日舉行108學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成果發
表，課程與青藝盟合作，邀請典藏文創總監趙
瑜玲、全聯福利中心行銷部公關楊坪穎、青藝
盟盟主余浩瑋擔任評審，8隊伍提出2020行銷
企劃案，經過簡報與現場問答，最後「朽木靈
芝」奪得特優獎。本次行銷徵選以推動定期
定額捐款、宣傳第20屆花樣青少年戲劇節、為
《風箏少年II》公演進行募資等為任務。大傳
系助理教授馬雨沛感謝參與的業師、同學的合
作學習，達到社區共學共好。
大傳系圖書館淡哩來小誌刊物展
【本報訊】大傳系與圖書館聯合舉辦《淡哩
來！淡水生活與人物／小誌刊物／海報 暨主題
書展》，展出「資訊採訪編輯與文案設計」課
程師生與圖書館共同合作的刊物。授課教師大
傳系助理教授蔡蕙如說明，刊物為該課程學生

展現學習成果 院系所課程齊放

　iphone11獎落誰家？總務處12月25日15時在
C308進行「淡大公車讚」抽獎活動，邀請行
政副校長莊希豐、總務長蕭瑞祥、財務長陳叡
智等進行抽獎，並於臉書「淡江透可版」公開
直播，最後頭獎「iphone 11」由莊希豐抽出，
其餘得獎名單公告於直播活動訊息中。（文／
黃子涵，攝影／馮子煊）

淡江音樂季 歲末溫暖唱 雙簧
　經濟二張馨月分享，「低音管和雙簧管如同
男女主角在說故事，鋼琴則像是旁白，相當有
趣。透過這場音樂會，除了幫助我透過音樂紓
解面對期末考壓力外，還認識了低音管這項樂
器，讓我收穫良多。」

圖書館x星相社耶誕送驚喜
　圖書館與星相社12月23至26日聯合舉辦
「2019聖誕驚喜：圖書館遇到愛」活動，讓
學生借書之餘體驗占卜。（文／周浩豐）

未來週系列活動豐富登場
　未來學所12月23至27日舉辦「未來週」，
活動包括「明日世界論壇」、「實習成果分

享」及「APFN報告」。（文／柯家媛）

張炳煌赴上海舉辦作品展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作品展「翰墨雅
韻」，12月21日在上海雅緣會畫廊開幕，共
展出47件近年書法作品。（文／胡榮華）

文學編輯與出版研討會
　中文系12月27日舉辦「文學、編輯與出版
學術研討會」，邀請文人於「編輯台上的名
編身影」論壇分享經驗。（文／李欣倪）

國際事務學院耶誕晚會
　國際事務學院12月24日舉辦一年一度的耶
誕餐會，邀請院內全體師生及國際處同仁共
享美食並慶祝佳節。（文／歐陽子洵）

德文系耶誕餐會年終感恩
　德文系12月24日耶誕餐會，以小劇場、耶誕詩
詞德語朗誦、耶誕歌曲演唱、學生自彈自唱及長
笛演奏與交換禮物開心度過。（文／吳婕淩）

品保文錙邀大家歲末聯歡
　108年度歲末聯歡會將於109年1月22日下
午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品保處與
文錙藝術中心共同策劃。（文／丁孟暄）

巴拉圭淡江校友歲末聯誼
　西語系校友，駐巴拉圭大使周麟舉辦歲末
聯誼，促進巴拉圭校友會與拉丁美洲所數位
學習在職專班校友會交流。（文／本報訊）

教政所享愛耶誕義賣
　教政所支持該所碩一陳聖麒心願，辦理
「享愛耶誕歲末義賣活動」，所得全數用於
成立「臺灣駐愛飛翔協會」（文／郭萱之）

日本政經所關西大合辦研討會
　日本政經所與姊妹校日本關西大學，12月
26日舉辦第一屆「21世紀日本與全球政經變
遷」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張展輝）

註冊組提醒2月14日前繳費  

　教務處於網頁上公告108學年第2學期註冊
注意事項，請同學記得109年2月14日前完成
繳費，以利第2學期選課。（文／王怡雯）

期末考前開放溫書教室
　期末考將於109年1月3日登場，課務組將
於12月30日起開放商管大樓B119室供同學
溫書。（文／王怡雯）

1月9日榮退茶會溫馨送舊
　人資處將在109年1月9日下午2時10分，於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8學年度第1學期榮
退同仁歡送茶會」。（文／鍾明君）

口琴社期末音樂會展成發
　聆韻口琴社12月21日晚間7時在文錙音樂
廳舉辦「口琴社期末音樂會」，總計20位社
員參與演出。（文／黃子涵）

合唱團成果發表游光揚聲
　合唱團12月22日在淡海市民活動中心舉辦驚聲
獎暨「游光揚聲」期末成發會，吸引50人到場聆
聽。（文／柯家媛）

嘉義管樂節聽見管樂社表演
　管樂社連續25年受邀出席「嘉義管樂節」
活動，12月22日參加戶外音樂會，共演奏5
首曲目。（文／張展輝）

大傳鍾子靖崇尚自由學風
　來自香港的大傳三鍾子靖，於淡江之聲廣
播電臺「淡江地球村，境外生心聲」訪問，
分享求學心路歷程。（文／林雨荷）

李漢恩分享學習中文趣事
　來自巴拉圭的外交與國際一李漢恩，於淡
江之聲廣播電臺「淡江地球村，境外生心
聲」訪問，分享來臺感想。（文／李羿璇）

淡江音樂季「唱 雙簧」，聽眾擠滿文錙音樂廳。（攝影／王怡雯）

將其於課程間採訪淡水地區的人物與故事，以
手作方式將其編纂而成，除了展現學生的興趣
與關懷，更與淡水地方脈絡連結起新的觀察與
關係。展期自12月31日至109年1月9日，於圖
書館2樓展出。
師培中心實習生暨師資生成果展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師培中心將於
109年1月3日於I201舉辦「108學年度第1學期
實習生暨師資生學習成果展」。希望學生透過
彼此間與學長姐的經驗分享，教學相長。主任
朱惠芳說明：「舉辦這個活動是希望實習生能
夠相互觀摩學習，聽取別人的考試經驗，更好
地進行準備，老師們也為每個實習生準備了粽
子，意喻「包中」，希望每位實習生都能順利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課程所快時尚工作坊成果展
　【本報訊】109年1月4日上午10點半，課程
所將於教育學院二樓大廳舉辦「快時尚工作
坊」成果發表會，將閒置在衣櫥多時的衣服，
透過創意再造，再穿回到身上，不只是「再利
用recycle」而是「升級再造Upcycle」。
　課程所所長張月霞說明，該課程與香港樂施
會合作推動「世界公民教育」，「快時尚」為
主題，透過「快時尚工作坊」、「一件衣服的
履歷工作坊」與「重縫工作坊」，思索我們對
一件衣服的「生活週期評估」的分析，同時希
望同學在理解快時尚的全球問題之餘，更應該
有所行動。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以《小太陽》著
稱的英文系校友，兒童文學作家林良，12月23
日上午7時在家中平靜辭世，享耆壽96歲。林
良，筆名子敏，1966年畢業於淡江文理學院英
國語文學系（現英文系），一生創作了《小太
陽》、《現代爸爸》、《茶話》等作品，成為
幾代臺灣人的童年回憶。2005年，林良從《國
語日報》董事長兼發行人職位退休後，仍筆耕
不輟，堅持文學創作，2012年7月以《純真的
境界》獲第36屆金鼎獎之兒童及少年圖書獎人
文類獎。
　林良出生福建廈門，在進入淡江就讀前，畢
業於師範大學國語專修科。40歲那年，林良受
到師大同學的鼓勵，成為淡江大家庭的一員。
當時夜間部須就讀5年，若曾專修畢業，只需
研修大三以上的課程。好學的他卻自願「降一
級」，從大二唸起。8個學期中，林良白天在
《國語日報》擔任編輯，晚上上課學習、準備
考試。邊工作邊讀書，充分利用時間，最後有
7個學期都拿到第一名的獎學金。
　林良的三女林瑋接受聯合報訪問時表示，
「父親一直勉力寫作，沒有任何病痛，安詳離
開。」最後一次「看圖說話」專欄在12月30日
發行之《國語日報》刊載。

歷史系雙喜報佳音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12月
21、22日前往國立嘉義大學參加「2019嘉義大
學全國大專院校史學盃」比賽，在全國15所學
校激烈競爭中，贏得壘球賽冠軍以及籃球賽亞
軍，成績斐然。
  壘球隊隊長歷史四呂富強感謝團隊的努力，
「也讓我們客觀檢視自己需要再進步的地
方」；籃球隊隊長歷史三張文彥則肯定夥伴們
的努力及向心力，希望下次能贏得金盃。
　【記者鍾明君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12月26
日，舉行首度「郭豐系友獎學金」頒獎典禮，
各班第一名可獲頒獎學金5000元。捐贈人郭豐
百忙抽空到現場頒獎，獲獎同學則懷著感恩的
心寫下感謝卡片，由獲得獎學金同學歷史三邱
健智代表送上卡片向郭豐致謝。

教師授課時數和年齡限制，人資長林宜男回應
會影響聘任外籍教師人數等問題，葛校長建議
由院長會議研議。學生會代理會長風保三馬梓
祐提出「提前公布期末考試小表」、「110學
年度蘭陽大四同學上課地點？」並建議學校整
修宿舍時尊重學生意見並注重品質。教務長鄭
東文回應將改善；全發院院長包正豪回應，將
遵循招生簡章，並尊重學生意見。
　會議開始前，葛校長頒贈獎牌予數學系教授
溫啟仲，感謝他指導數學三莊美誼獲科技部
107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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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系同學於《機器學習》課程成果展中
解說海報內容。（攝影／吳珮瑄）

資傳系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招生暨成果展
「媒化物」，熱鬧登場。（攝影／游晞彤）

外語學院創新創業實習課程成果發表，修習
學生團隊進行經驗分享。（攝影／吳婕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