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資管系的她，對於程式設計與系統管理有
更進一步瞭解，因此才能和廠商與系統人員
溝通，選擇適當方式提供給讀者。
　方靜如畢業後任職於馬偕醫院，在中型規
模的醫學圖書館中，訓練獨當一面的能力；
接著在成大的大規
模學術圖書館裡，
能在多元服務面向
下，持續專精獨特
的醫學資訊專業－
實證醫學與系統性
文獻回顧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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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6(四)
15:00

資圖系
L507

成功大學圖書館醫學分館館員
方靜如
資 圖 系 - 醫 圖 人 登 大 人 「 轉 骨
方」-職涯分享專題演講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物理系博士生梁喻惠、賴君豪
Investigating the Magnetic Structure 
of Single Crystal YBaCuFeO5 by 
Neutron and X-ray Scattering
(梁喻惠)
C h e m i c a l  d i s o r d e r  i n i t i a t e d 
helimagnet of YBaCuFeO5
(賴君豪)

12/17(五)
09:00
11:00

資工系
E787

創奕能源科技副總經理邱為臣
電動車產業趨勢與台灣機會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這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除了定期閱讀
您還可以更實質的支持

北市校友會頒發獎助學金
　台北市校友會12月4日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110學年度公益平臺頒贈典禮，頒發獎
學金及愛膳餐券。（文／姚順富）

林健祥分享職場必勝之道
　文學院12月2日邀請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演講，分享職場生存之
知識與態度。（文／張容慈）

林世奇新書6教授推薦
　中文系博士校友、北市中山女高教師林世
奇，12月4日於淡水老街無論如河書店舉行
新書《疏狂年少》發表會。（文／薛竹廷）

經濟倫理論壇聚焦AI永續  

　國企系「2021經濟倫理論壇」12月5日舉
行，以「AI+SDGs=∞」為題，聚焦接軌國
際、智慧未來與永續發展。（文／羅婉瑄）

日文AI論壇6校共探AI
　12月3日，日文系以「精進AI這條路上，
我不寂寞」為題和臺大、東吳、文化、靜
宜、元智論壇交流。（文／林曉薇）

華碩雲端訪AI創智學院
　華碩雲端公司副總經理陳俊傑等2人於12
月6日參訪AI創智學院，期望能緊密結合促
進產學合作。（文／林靖諺）

合作金庫訪AI創智學院
　合作金庫電子金融部協理張孝維等7人於
12月8日體驗AI創智學院，希望未來能結合
AI共同培育智慧金融人才。

本校與中和高中策略聯盟
　本校與新北中和高中12月6日舉行「策略
聯盟聯合簽約儀式」，由校長葛煥昭與中和
高中校長劉淑芬代表簽約。（文／戴瑜霈）

光華高中師生到校參訪
　台南市光華高中師生共132人，12月7日至
本校參訪，希望有助於對淡江校園及學系的
認識。（文／葉語禾）

本校籌建資源分享平台
　本校12月7日舉辦「大淡水教學資源分享
平台會議」，邀請大淡水地區中小學校長，
共同討論教學資源平台建置事宜。

莊子華續任系所友總會長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
大會暨理監事會議12月4日舉行，莊子華續
任總會長。（文／姚順富）

林愛玲分享永續校園經驗
　環境永續系列講座，12月9日邀請新店青
潭國小校長林愛玲分享「校園水資源的再利
用」近30位教職工生參與。（文／鄭佩維）

陳文和趙曉雯談體育創新
　教發中心12月6日教師教學知能研習，邀
請體育處助理教授陳文和與趙曉雯分享大學
體育課程創新教學經驗。（文／鄭佩維）

吳再益評析臺灣經濟政策
　管科系「全球財經與管理專題講座」12月
3日邀請臺綜院院長吳再益，分享「臺灣長
期經濟發展政策評析」。（文／蔡銪晟）

張文瀚解讀攝影藝術呈現
　研發處11月27日及12月4日，攝影課程，
邀請臺北榮總攝影師張文瀚，講解如何閱讀
當代攝影作品。（文／鍾子靖）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7(五)
19:30

管科系
D509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林炯垚
拜登與葉倫美國經濟觀

境外生入學獎學金頒獎晚會200人獲獎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甫於11月榮獲本校名
譽博士的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以穩
懋半導體公司董事長身分，長期深耕臺灣，技術
創新研發，獲國家高度肯定，榮獲2021年第15屆
國家卓越成就獎。12月4日在臺北市圓山大飯店舉
行的國家傑出經理獎頒獎典禮暨58週年大會中，
接受立法院長游錫堃頒獎。

（圖／方靜如提供）

雙城前進基督學院

陳進財總會長 榮獲第15屆國家卓越成就獎

2000萬有蓮獎學金首頒
 陳進財總會長榮獲第15屆國家卓越成就獎，接
受立法院長游錫堃頒獎。（圖／陳進財提供）

　該獎項是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
會選拔，穩懋半導體以製造技術創新，提供優秀
的代工品質，成為全球砷化鎵晶圓產能最高的公
司，在5G與AI運用技術領先業界，尤其穩懋半導
體雖為本土企業，能發展成為全球無線通訊領導
者，其以「智能未來，領航卓越」的特色獲得該
獎項。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12月3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廳舉行「110
學年度有蓮獎學金頒獎典禮」，校長葛煥昭主
持，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相關單位一二級主管
及受獎學生共逾百人出席，一同見證管科系校
友徐航健回饋母校培育，嘉惠學弟妹之義舉。
　「有蓮獎學金」為徐航健2020年8月以其母
親為名，慨捐新臺幣1億2千萬元成立，目的在
於鼓勵學生就讀淡江。自110學年度起頒發一

般生學士、碩士、博士班新生及境外生碩士、
博士班新生共85名，每名20萬元入學獎學金，
另頒發境外生學士班150名，各2萬元獎學金，
每年頒發2千萬元，連續6年。
　葛校長恭喜獲獎同學，表示這是淡江創校71
年以來，首次頒發單一項目，總金額高達2千
萬元的獎學金，相信獲獎同學不只倍感榮譽，
也能幫助家庭經濟，將獎學金發揮最大效益。
接著稱許徐航健為人低調，行善不欲人知，平
時生活儉樸卻積極回饋母校，讓人打從心底敬

佩，期望受獎同學，努力學習、充實自我，在
淡江「三化」及「三環五育」的教育理念培育
下，成為具備八大基本素養的心靈卓越人才，
就是對捐款人最好的回報。
　來自馬來西亞的中文博一吳安琪發表獲獎
感言時，認為能來到臺灣在淡江大學讀書，是
非常重要的學習歷程。她感謝徐航健對母校的
回饋，「讓我們在學術養成的路上，可以義無
反顧地向前邁進，我們也會效法您的精神，將
來學有所成之後，回饋母校和臺灣社會。」 

　統計碩一謝佩穎表示，自己是經濟不利的學
生，這筆獎學金不僅提供物質上的實質幫助，
更是精神上無形的支柱，讓她可以更專注完成
學業，增進專業技能，朝理想與目標前進。
　徐航健回饋母校不遺餘力，除有蓮獎學金，
2013年便已捐贈新臺幣1億2千萬元，以其父徐
守謙之名籌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希望為
學弟妹打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目前捐款已達
2億4千萬元，樂於回饋母校的舉動也引發校友
響應，紛紛慷慨解囊共植教育百年大樹。

全臺首創生物數學研究中心 郭忠勝推跨國學術合作

慨捐AI創智學院 化材系獎學金 陳洋淵親臨頒發

理學院生物數學研究中心揭幕，由數學系特
聘研究講座教授郭忠勝（右五）擔任該中心
主任。（攝影／薛竹廷）

　【本報訊】本校第一屆化學
工程學系（現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校友、金鷹校友、
翰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洋淵，分別捐款200萬和300
萬獎學金予AI創智學院和化
材系，並於12月9日在AI創智
學院實境場域舉行頒贈儀式，
陳洋淵親自頒發並鼓勵獲獎學
金之學弟妹，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工學院各系系主任、師生

方靜如獲首屆教育部傑出圖書館館員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臺北基督學
院圖書館與本校資圖系教授林信成合作，12
月2至3日在該校賈嘉美紀念大樓3樓，舉行
「基淡雙城四百年VR展」，以VR故事車與
專題演講，介紹西班牙及荷蘭在北臺灣留下
的兩座古城，並透過虛實整合，讓師生們進
一步了解基淡雙城與北臺灣四百年的歷史。
　VR展由基督學院圖書館館長劉永蕙主持開
幕，代理校長李靜怡、教務長車龍淵到場參
與，接著由林信成介紹基隆、淡水兩座古城
堡的歷史淵源，並播放基淡雙城四百年VR展
的紀錄影片，並由淡江資圖系學生擔任導覽
員，協助VR操作與介紹。透過VR讓臺北基
督學院師生們身歷其境，並穿梭四百年前的
兩大古堡，師生對於有高度互動式的VR體
驗，感到非常有趣，甚至期望未來能開發結
合尋寶遊戲的VR探索。
　林信成12月2日晚間6時30分也在臺北基督
學院G407教室，主講「ｅ起穿閱雞籠淡水臺
北城」，由圖書資訊組長潘怡娟引言，以基
淡雙城與北臺灣四百年的歷史發展為主軸，
會後李靜怡代理校長致贈感謝狀。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生入學獎學金頒獎晚會」，200名學生齊聚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接
受頒獎。（攝影／羅婉瑄）

110學年度有蓮獎學金頒獎典禮12月3日在有蓮國際廳舉行，會後受獎同學與葛校長及相關單位主管開心合影。（攝影／鄧晴）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12月9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行
「境外生入學獎學金頒獎晚會」，由國際事務
副校長王高成主持，秘書長劉艾華，各相關單
位一二級主管及受獎學生逾250人出席。
　王高成首先恭喜獲獎同學，談到「本校近年
積極推動國際化，在課程安排和獎學金補助方
面，都吸引不少世界各地的學生前來就讀，這
次頒發的有蓮獎學金，光是境外生就有300萬
元，相信獲獎同學不只倍感榮譽，也是一種肯
定與嘉許。」並特別說明「有蓮獎學金」的由
來，稱讚管科系徐航健校友為人和善，不只大
力支持學校建設，更捐助1.2億元幫助學校招
生，是淡江優良校友楷模，「希望得獎同學能
認真學習、充實生活、學有所成，就是對捐款
人最好的回報。」

　頒獎前特別邀請淡江大學合唱團帶來〈夜
空中最亮的星〉和〈Top of the world〉兩首歌
曲，希望獲獎同學成為傑出人才；接著由王高
成逐一頒發「有蓮獎學金」，在場一級主管們
頒發優秀外國學生入學、馬來西亞入學、香
港地區入學、優秀陸生入學、澳門地區入學、
印尼入學等「淡江大學優秀境外生入學獎學
金」，為來自各地的學生們提供關懷與鼓勵。
　獲獎同學致詞代表大傳一黃茹敏表示，疫
情在世界各地持續延燒，許多學生無法順利求
學，很高興自己是幸運的，能來到淡江大學，
感受大學的自由和充實，「『樸實剛毅』是淡
江的校訓，未來我會以此為座右銘，在學習的
路上秉持初衷，學有所成後回饋母校。」外交
一山﨑千輝認為這筆獎學金對海外學子而言，
是一份很棒的禮物，「我會好好在淡江學習，

充實校園生活。」

化材系校友陳洋淵（前排左5）捐贈AI創智學院及化材系獎學
金，親自回校將獎學金頒發給學弟妹。（攝影／林薏婷）

逾50位，一同出席見證陳洋淵回饋母校的培
育。陳洋淵還參觀AI創智學院實境場域相關
設施，並拜會校長葛煥昭盼加強產學合作。
何啟東致詞表示，陳洋淵是本校化材系傑出
校友，創辦翰可國際公司在客製化材料製作
上成就卓越，並對母校培育人才的支持，同
時對處於AI世代之學生有許多期許，希望獲
此獎學金的同學能領受陳洋淵的用心，像陳
洋淵一樣在社會有成就之餘，也以行動回饋
母校。陳洋淵恭喜獲獎學生，並感謝有此機
會和大家見面，他以自身「不斷地學習」和

「不服輸」的任事態度勉勵學弟妹，建議可
搭配AI工具來加速學習，讓自己在學習和工
作上不留有遺憾。
接著，由陳洋淵親頒翰可國際之AI創智學院
獎學金予機械系劉俊佑、航太系康日騰；化
材系碩士班入學獎學金之卓越獎學金予化材
碩一黃奕睿、盧竑錡、柯樂；菁英獎學金予
化材碩一陳柔安；優秀獎學金予化材碩一賴
恭佑、王鈞正，共8名，獲獎者還贈送謝卡感
謝陳洋淵捐助獎學金。會後，大家合影留念
並交流近況。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為推動生物
數學國際合作與研發應用，結合校內外相關
領域專家，理學院新設生物數學研究中心，
12月8日中午12時30分在S432舉行揭牌儀式，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理學院院長施增廉、研
發長楊立人及多位數學系教師出席。
　數學系特聘研究講座教授暨中心主任郭忠
勝說明，該中心為臺灣第一個生物數學研究
中心，邀請何啟東、楊立人擔任中心顧問，
另有臺、美、法和中國共6位具國際教授資格
的諮詢委員，中心成員由多位數學系教授組
成，分為數學分析和資料統計兩組。郭忠勝

則是跨法、日、韓、臺4國反應擴散國際計畫
研究網（IRN ReaDiNet）中，臺灣方面的規
劃主持人，「中心預計明年10月舉辦國際會
議，希望以實體方式舉行，期待本中心與國
外研究團隊建立更緊密合作關係，逐步達成
區域型研究中心目標，如此便能擁有更多機
會且蓬勃發展。」
　何啟東表示，數學對於理工、商管背景的

學生皆為重要的能力，且一直是帶領科學往
前走的要角，祝願數學系未來仍是科技應用
的領航者，生物數學研究中心立足淡江、放
眼臺灣、揚名世界。楊立人也表示，希望未
來能推動產學合作，將教師專長輸出至企
業，也讓教師了解業界需求，期望該中心成
為專利和技術的聚集地，並成為校級中心，
未來研發處將盡全力協助發展。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教資系（今
資圖系）校友方靜如任職國立成功大學圖書
館醫學圖書分館，11月29日獲頒首屆教育部
傑出圖書館館員獎，全臺僅5名。她自2014年
起，協助指導成大醫護同仁參與相關比賽，
與醫療人員合作發表登上國際期刊，推進實
證醫學及系統性文獻回顧不遺餘力。
　方靜如非常感謝母校的紮實教育，當時在
淡江就學時，學校提供充分的資訊素養與科
技相關課程，不管是讀者服務或技術服務
相關課程，「我對學校所教都保有高度的興
趣，尤其很喜歡圖書編目、資訊檢索、科技
資源與服務、電腦應用等課程的實作。」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