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彭云佳臺北報導】商管學院EMBA歲
末聯歡會暨產學媒合晚會12月18日晚上6時在
臺北市世貿國際會館3F歡樂開場，以「虎躍龍
騰生紫氣、臥虎藏龍在淡江」為主題，由管科
一碩專班曾子鍵、企管一碩專班范之維主持，
各班同學表演比美、比專業、比創意，最終由
管科系與企管系兩隊並列冠軍。校長葛煥昭表
示：「因疫情影響，今年EMBA畢業典禮和開
學典禮未能舉辦，疫情趨緩下，歲末聯歡會更
能展現師生齊聚共慶的熱情。」
　今天晚會席開53桌，洋溢歡樂氣氛，先由研
究發展處執行長楊立人邀請本校教師，向全場
EMBA同學介紹技術成果，期望能與業界增加
產學媒合的機會。接著節目開場，由商管學院
院長蔡宗儒、EMBA執行長蔡政言帶領8系主
任表演《舞動奇蹟》，歲末聯歡籌備會表演
《來個蹦蹦 燃燒淡江魂》熱舞開場，接著由
八大系所（財金、會計、風保、國際行銷、管
科、企管、資管、國創）互相競賽，表演形式
多元且驚喜連連。
　其中國創EMBA同學扮演今年全球最夯劇集
《魷魚遊戲》中角色，財金系上演龍王與小
龍女的太陽娶妻舞臺劇，風保系的阿哥哥舞
從臺下勁歌熱舞衝到臺上，將晚會氣氛推到
高點，會計系同學身穿和服大跳《Tokyo Bon 
2020》中日本傳統盂蘭盆舞，國行EMBA班展

創意，黑暗中身戴燈串、搭配溫馨歌曲，進
行疊疊杯節奏敲擊，管科系帶來復古風情的
《Nobody》，也有專業的肚皮舞及甩袖舞，
轉圈和打旋顯現優美舞姿，企管系以手電筒
舞和發光衣螢光舞抓住全場視線，資管系則以
聖誕帽和加油彩球律動，提前祝賀聖誕快樂。
現場比賽競爭激烈，最終由管科、企管共享冠
軍，風保、財金獲得季軍。
　公布表演競賽名次前，主持人邀請八大系所

學生上臺接受遊戲挑戰，模仿《魷魚遊戲》中
「戳椪糖」，以剪刀把印在紙上的圖形完整剪
下，最快速把圖形分離者為勝，各系學長姊在
臺下紛紛為學弟妹喊加油，增添緊張氣氛。摸
彩部分，除學校長官們與同學們提供豐富好禮
獎金外，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系所友會總
會長莊子華紛紛加碼獎金，EMBA聯合同學會
理事長蘇建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企管一碩
專班林敬雲感謝全體籌備委員的辛勞。

大傳系影像藝術工坊攝影成果展《顯影
季》展出優秀作品。（攝影／陳國琛）

　【本報訊】電機系教授周建興所指導的
「TOYS」與「天窗六門」團隊，於「2021全

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
中，分別獲得「數位永續科技」組第二名以及

「體感互動科技」組第二名，
於12月17日由教育部科教司司
長郭伯臣親頒獎項。
　由電機三袁苡嘉等人所組成
的「TOYS」隊伍，設計「結合
AI之互動式舌肌訓練裝置」，
協助年長者進行舌頭肌肉的訓
練，袁苡嘉說明，傳統舌肌訓
練方式較為枯燥乏味，此裝置
整合Arduino軟硬體，利用影像
辨識結合深度學習，讓年長者
在訓練舌肌時能感受遊戲般有
趣，進而得到成就感，以達到

舌肌訓練的效果。她希望，透過

「結合AI之互動式舌肌訓練裝置」推廣舌肌訓
練的重要性，期望未來能將此裝置提供給樂齡
中心年長者使用。
　由電機三陳玟羽等人所組成的「天窗六門」
隊伍，開發「遊戲式盲文學習系統」以提高視
障兒童學習盲文點字的興趣，陳玟羽說明，科
技進步使得視障兒童學習過於依賴智慧型手機
的語音報讀功能，拒絕盲文學習而導致識字率
下降，因此整合Arduino、App Inventor、按鈕
等軟硬體，讓視障兒童在家人陪同下，透過互
動模組以遊戲方式來進行學習，更能熟悉所學
的點字。
　陳玟羽提到，藉由這套系統希望讓盲童樂於
學習點字，提高學習點字的意願，也期望未來
視障者能增加點字識字率，提升獲取知識和身
邊資訊的能力。

　【記者陳子涵淡水校園報導】2021 第 14 屆
崇越論文大賞公布得獎名單，由財金系教授邱
建良及資管系兼任副教授戴敏育指導博士班校
友周克行，獲博士組優等論文獎第三名，本校
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
學程海地校友馬蘭，由助理教授路祥琛指導，
獲碩士組企業經營管理類優等論文獎，於 12
月 23 日上午晉見總統蔡英文。

3學習新視界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27 日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管科系博士校友陳
雪珍以論文「利用專利計量結構性方法探討薄
膜太陽能光電公司之技術能力、技術發展與知
識流」，於12月3日獲得2021臺灣銀行經濟金
融論文獎博士組銀獎（金獎從缺），由臺灣銀
行董事長呂桔誠頒獎，陳雪珍並代表所有受獎
博士致感謝詞。她非常感謝前校長、講座教授
張紘炬的指導。
　陳雪珍表示，論文講述掌握產業技術發展趨
勢與技術演化，辨別技術知識流，知己知彼發
展並蓄積核心技術能力，以維持競爭優勢，是

公司追求經營績效之一大課題，符合該論文獎
要求「以論文見證臺灣財經知識力，並營造有
利於經濟金融之研究」。管科系系主任陳水蓮
非常肯定陳雪珍的努力，感覺與有榮焉。
　這次能夠獲獎，陳雪珍歸功於指導教授張紘
炬博士，「去（2020）年10月15日老師發郵件
鼓勵我參加臺銀經濟金融論文獎競賽，能獲得
博士組銀獎的殊榮，沒有指導教授的告知我可
能錯失了機會。就學期間承蒙張紘炬的悉心教
誨，在論文撰寫方面更是給予許多關鍵性的指
導和建設性的意見，才能順利完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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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攜手新北市
私立淡江高級中學，自 110 學年度起在高一新
生的人文社會班中，全臺首度合作開辦「未來
學」特色課程，由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系主任
鄧建邦、助理教授陳思思共同授課，進行 2 年
的未來學課程教學。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將結
束之際，於 12 月 17 日下午 2 時在淡江高中榕
楓亭舉辦成果發表會，他們以手繪海報展現自
身對未來的看法。
　本次是引導高中生以海報呈現自身之「20
年後的世界」、「家族的故事」、「未來的世
界」主題，並說明 3 項主題對自己的影響以及
自己對未來的想像，整個學期的全英語授課讓
他們展現自信，也對未來充滿信心。淡江中學
教務主任黃維彥肯定學生們的表現，透過未來
學拓展視野，並清楚展現過去、現在、未來的
關聯性。教學組組長江丕得指出，為展現未來
學之過去與未來的主題，因此以馬偕與其弟子
戶外教學為過去想像，連結現在的教學，讓學
生展現其成果。鄧建邦表示，同學開始了解未
來是多元的，可以從改變自己開始成為自己的
主人，進而影響周邊、社區，甚至是社會，透
過兩校「未來學」的課程結盟，各位可以從中
學習到未來學的策略工具和未來思考，可以帶
到其他地方去改變，接下來還有 3 個學期，將
與各位一起探索自身的未來。

產學合作 培訓專班人才

EMBA歲末聯歡勁歌熱舞  管科企管並列冠軍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英業達集團研
發技術中心副總經理丁緯範、處長鄭懿倫、
人才中心協理林世斌、經理鄭孝悌、專員廖
培君、鄧筑齡6人，於12月23日上午蒞校參與
「人才培訓暨產學合作見面會」，並拜會校長
葛煥昭，雙方樂見於未來AI產業發展和未來產

學合作。本次也進行「無線射頻產業人才培訓
專班合作」簽約儀式，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和
丁緯範代表簽約，在電機系系主任楊維斌等工
學院逾20位教師見證下完成簽約，未來將攜手
共同培育人才。
　本次由工學院暨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主

本校與英業達集團簽約 

周建興指導電機系學生團隊 獲智慧創新獎

▲英業達集團研發技術中心副總經理丁緯範等主管，蒞校參與人才培訓暨產學合作會議。（攝影／鄭佩維）

優久聯盟選課 1/24 開放
　優久聯盟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將於
111 年 1 月 14 日上午 9 時起於「校際選課系
統」開放查詢，選課日程自 1 月 24 日 12 時
30 分開放選填，至 2 月 13 日 23 時 59 分止。

研討日本與全球政經變遷
　日本政經所與姐妹校日本關西大學於 12
月 17 日合作主辦「後疫情時代下日本與全
球政經變遷及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
臺、日、馬來西亞學者專家進行交流。

方靜如談培養醫圖人專業
　資圖系校友方靜如 12 月 16 日下午 3 時在
L507，主講：「醫圖人登大人『轉骨方』」，
說明其任職成大圖館醫學分館，運用所長幫
助醫學專家查詢實證醫學。（文／陳子涵）

林奐成教動手做數位報導
　大傳系邀請聯合報新媒體中心記者林奐成
12 月 20 日下午 2 時主講「數位報導動手做：
從數據分析到網頁建置」，激發學生想像力
和對於事物的建構力。（文／呂奕淩）

揭仲談當前美中台關係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 12 月 21 日
上午 10 時在 T702 舉辦「當前美中台關係下
的軍事形勢」，邀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
研究員揭仲與現場近 20 位學生分析當前的
國際局勢。（文／李沛育）

洪秉綺分享雲端藝術駐村
　教設系於「明日世界前瞻論壇」中，邀
請 台 灣 藝 文 空 間 連 線（Taiwan Art Space 
Alliance，簡稱 TASA）協會理事長洪秉綺主
講「雲端藝術駐村的未來」。（文／陳品樺）

期末教學評量 12/27 開跑
　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即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0 時止。可從
本校網站首頁點選「教學意見調查」或手機
掃描 QR-Code 進入。（文／林靖諺）

林雨寬奪冠英詩朗誦
　英文系於 12 月 14 日下午 6 時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110 學年度英詩朗誦比賽」，
經過參賽者多元充滿創意的表現後，最後由
英文一林雨寬贏得冠軍。（文／彭云佳）

機械一同學與圖書館聯展
　中文系副教授李蕙如帶領機械一同學舉
辦校園地景走讀主題書展，於 12 月 14 日至
23 日在覺生圖書館 2 樓學研創享區，展出
海報、圖書 48 冊與影片。（文／陳子涵）

教科系耶誕手工餅乾特賣
　教科系於上週在海報街規劃耶誕手工餅特
賣活動，為了讓校內師生感受耶誕節的溫馨
活動，他們親自手作餅乾，希望藉此祝福校
內師生在疫情之際能夠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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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博陳雪珍獲臺銀經濟金融論文獎

▲電機系教授周建興指導「TOYS」與「天窗六門」團隊，於「全國
大專校院智慧創新暨跨域整合賽」中，各獲「數位永續科技」組第
二名及「體感互動科技」組第二名。（圖／周建興提供）

▲2021第14屆崇越論文獎頒獎，財金系博士周
克行（後排中）獲博士組優等論文獎第三名，
財金雙碩士學位學程校友馬蘭（後排左二）獲
碩士組企業經營管理類優等論文獎，總統接見
勉勵。（圖／周克行提供）

▲商管學院EMBA歲末聯歡會暨產學媒合晚會以「虎躍龍騰生紫氣、臥虎藏龍在淡江」為主題，
同學表演比美、比專業、比創意，最終由管科系與企管系兩隊並列冠軍。（攝影／黃偉）

　【本報訊】本
校建築系12月21
至25日在建築系
館中庭舉辦建築
週 ， 5 天 的 活 動
中 ， 晚 上 7 時 起

舉辦電競比賽、四驅車比賽、賓果賽、建鬼，
以及樂團之夜，展現建築系的多元創意。12月
21日的電競比賽採用積分制，現場準備3個關
卡的懷舊電腦遊戲，每組派員參加過關者累積
分數，積分最高者則為冠軍；12月22日的四驅
車比賽中，賽車軌道充滿建築系館中庭。
　活動主持人建築系高同學表示，四驅車比賽
是建築系的傳統，為了讓大家想享受四驅車的
樂趣，在評圖之餘與夥伴熬夜架好賽道，與大
家共同重溫四驅車的回憶。12月23日的賓果比
賽則準備了Apple iPad、Apple Pencil等10項獎
品。12月25日的樂團之夜中是由各年級提供的
表演，帶給大家一個愉快難忘的夜晚。
　本次活動建築系總召建築四陳欣道、副總召
建築五蔡文彧均表示，建築週是建築系傳統，
本次因受到疫情影響，因此只能透過線上討
論，暑假開始籌備，希望藉由這些活動展現建
築系特色外，也能與全校師生同歡。

蘇得瑞張芳甄膺公民新聞優等獎
　【記者汪姵萱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蘇得瑞
及資圖四張芳甄參加公共電視與卓越新聞基
金會共同主辦的 PeoPo 公民新聞獎，以作品
「產量增多 廢棄口罩成環境壓力」，獲 2021 
PeoPo 公民新聞獎短片報導學生組優等獎，12
月 19 日於集思臺大會議中心參與頒獎典禮。
　PeoPo 公民新聞獎已經邁入第 15 年，本屆
參賽作品共計 173 件，分為社會組和學生組，
短片報導和新聞專題四組，評審依照公共性、
新聞性、技術性及其他綜合因素考量，評選出
得獎作品。蘇得瑞說剛好他之前做過關於廢舊
衣服的新聞，「所以對廢棄物及回收等議題感
興趣，延伸出想製作這個相關新聞的想法。」
　此作品清楚聚焦在面對疫情下產生的大量口
罩廢棄物，嚴重影響環境的問題。雖然中間一
度因為時間的安排而出了點困難而沒有順利拍
攝，所幸其他朋友們一同的幫助才順利完成，
張芳甄也補充，拍攝中最挫折的點在於很難用
畫面呈現及說明此議題，「尤其疫情算是很抽
象的，所以當初拍攝時煩惱了很久。」也特別
謝謝資傳四張舒涵提供相關素材。

　【記者謝采宜淡水報導】由國家教育研究院
與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委員會主辦首屆「2021 華
語文語料庫及能力基準應用競賽」，本校推廣
教育處華語中心教師陳怡攸、顏雪芬獲教材組
第三名；張驤凌、劉怡棻、彭芳玉獲測驗組第
三名：陳怡攸、楊亞璇、劉佳欣、陳思妤則獲
測驗組佳作，8 位老師合作、發想，設計題目
和選項內容，既符合分級制度又符合文本主題
「健康」，再比對詞語系統並加入繪圖，與繪
圖師溝通，使其符合題目主旨。
　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本中心重視推
廣，教師們經數次的修改和討論後，參與競
賽並榮獲肯定，為因應今年國教院新研發的華
語教學系統，分級制度，華語教學老師必須與
時俱進的研究新制標準。也致力於編制教材和
設計試題，今年參賽並和其他參賽學校進行經
驗交流。陳怡攸表示，希望為正在華語中心學
習的學生們，累積經驗，未來能夠通過新制測
驗，也為推進臺灣華語教學的價值而努力。

建築週續傳承 秀多元創意

　【本報訊】蘭陽校園為迎接耶誕節，校園內
佈置著雪人、耶誕樹等各式耶誕裝飾，讓蘭陽
校園處處湧現溫馨，而校園內的落羽松林也開
始轉黃，與蘭陽校園師生一起共度耶誕佳節。
位於林美山上的蘭陽校園有著遠眺龜山島的絕
美風景、校園內高低起伏錯落的落羽松，讓人
更能欣賞層次的秋冬景致，歡迎邀請身邊好友
前往蘭陽校園賞景。（圖／蘭陽校園提供）

蘭陽校園迎耶誕

設計華語文教材與測驗題
陳怡攸 8 教師獲應用競賽獎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為
讓校內師生更了解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
標（SDGs）意涵，於12月17日上午10時在
E680，邀請2030 SDGs Game認證引導師羅曉
勤以「認識SDGs的精神來翻轉我們的世界」
為題，帶領在場27名活動參與者以SDGs 桌遊
GAME的方式認識永續發展目標。
　羅曉勤帶大家認識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後，也說明「2030 SDGs Game」桌
遊遊戲規則，接著，現場分組進行演練，各組
依照相同的金錢卡和時間卡作為資源之用，利
用這些資源來完成各組的目標，同時，黑板上
也記錄著玩家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的相關決
定，會影響世界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的數值，
來呈現世界的狀況量表。會後，大家彼此對
2030 SDGs Game進行反思，並交換意見。

SDGs 認證引導師羅曉勤
以桌遊認識永續

持，何啟東感謝英業達集團對淡
江的重視，致詞表示，本校工學
院不但培育了許多電機系優秀人
才，更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角，
期望透過此次產學合作共創未
來。林世斌感謝淡江的安排，期
許透過產學合作能減少學生的學
用落差，讓他們能在畢業後至英
業達展現長才，未來也將與淡江
持續交流，共同培育產業人才。
在此合作下，英業達將為電機系
三年級在學學生提供高額獎學

金、於英業達任職機會。丁緯範一行人除了參
觀AI創智學院之實境場域外，也與電機系系
主任楊維斌等院內逾20位教師進行交流，參觀
AI創智學院之實境場域，體驗「魔鏡之旅」、
「職涯導航」、「Q/A互動」，以及「虛實混
搭」的AI應用。

財金博周克行財金雙碩士馬蘭獲崇越論文獎 蔡總統勉勵
　總統說，今年參賽者超過 900 位，現場也有
來自友邦海地的同學馬蘭，大家能夠脫穎而出
非常不簡單，她也向得獎同學們表達恭喜之
意。總統指出，這個獎項被稱為「管理學界奧
斯卡」，同學研究包羅萬象，也非常用心，這
些研究將有助於產業管理領域的創新。
　在這次論文競賽中，總統也看到有許多因應
時事及全球議題的研究，如研究投資人疫情關
注度和股市報酬率的關係，還有以臺灣企業為
例，探討內部碳定價的氣候風險效益評估等。
該獎項重視新知識、新觀念與新管理技術的研
發與應用，藉此加速傳播管理智能，刺激產業
革新與創新，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
　周克行獲獎題目為「比特幣新聞信息流和收
益波動是否符合順序信息到達假設和混合分佈

假設？」他認為，論文能獲得青睞，是創新結
合了人工智慧來獲取消息面指標，透過提供
AI 財金新聞的相關數據，使其公正地評論上
萬篇文章。在研讀博士期間，他修讀資管系的
人工智慧課程，將人工智慧和財金的計量模型
做整合，別出新意。周克行表示：「很感謝邱
建良及戴敏育老師的提拔及指導，能在崇越獲
獎是一個肯定，也是自己在通往學術研究領域
的一個起點。」
　獲得財金全英語碩士學位的馬蘭，碩士論文
題目為「股票價格升降單位變動與市場品質：
使用每日數據進行的 TWSE 實證研究」，她
表示，儘管在研究過程中遇到一些阻礙，很開
心能夠完成研究，希望能夠激勵更多的外國或
本地學生接受挑戰，獲得認可。

教設系 & 淡江高中

▲電競比賽中團隊合作積分。
（攝影／陳景煬）

蘭陽校園落
羽松季節到
了，歡迎賞
景。（圖／
蘭陽校園提
供）

未來學課程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