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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陳梧桐 經濟系系友會獎學金申請中
【記者黃宛真、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由國
貿系（現為國企系）校友陳梧桐提供的「陳
梧桐先生清寒獎助學金」自即日起至29日（週
三）受理申請。商學院、管理學院各提供10個
名額，每名獎助學金1萬元，協助因經濟、家
庭因素有輟學之虞的同學完成學業，歡迎符合
條件的同學提出申請。詳細申請辦法請上商學
院及管理學院網站查詢，或洽商學院、管理學
院辦公室。
經濟學系系友會為獎勵績優學生，凡本校經
濟系學生大學部上學期平均成績達65分（含）
以上，碩士班上學期平均成績達75分（含）以
上，以家境特殊需要協助或突遭重大變故、
急待金錢助學者優先，大學部12名及碩士班2
名，每學期共14名，每名發給獎學金3千元。
有意申請者，即日起至3月9日止，繳交申請書
乙份、上學期正式成績證明、5百字至2千5百
字之自傳，及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郵寄至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辦公室」，備註『申請經
濟學系系友會獎學金』，或親送經濟學系辦
公室，逾期不予受理。詳情請上經濟系網站
查詢（http://www.econ.tku.edu.tw/econmain.
htm）。

公行系參訪大陸東北高校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為落實
「深化姐妹校交流計畫」，由公行系系主任黃
一峯領軍，率系上教師及碩專生共14人，於1
月31日至2月7日參訪大陸姐妹校吉林大學，及
大陸東北地區重點大學：黑龍江大學、遼寧大
學及東北大學，為期8天的訪程中均受到各校
熱情接待。
黃一峯表示，本次參訪促進與大陸東北區高
校的交流，如近期內吉大與遼大將組團前來本
校訪問、並加強交換生的合作及增額，讓本系
學生有更廣的學習機會；同時也將與遼大合作
進行政府管理制度的研究，共同成立研究中
心；東北大學則希望加強教師互訪，也將在今
年度邀請系上教師前往教學。「這次的參訪，
不只和本校姐妹校交流，也與其他重點大學建
立交流管道，未來將會擴大交流機會，預計於
今年5月，將邀請這些學校來參加本系主辦的
研討會。」
本次參訪的碩專生之一，也是淡水區區公所
機要秘書方丞說：「這次的交流中，有觀察到
對岸主管級以上的公務員，在實務和學術上都
有高度企圖心，是很值得借鏡學習之處，未來
希望能多舉辦類似的學術交流活動。」

蘭陽校園健走賞櫻迎春神
【本報訊】蘭陽校園春神報到，盛開的櫻花
揭開春天的序幕，於15日下午在智慧花園步
道，舉辦賞花健走活動，園藝景觀業務陳奕樺
表示，這個時節適逢吉野櫻盛開，因此舉辦健
走活動，在大約1小時的路程中，也了解蘭陽
校園的植物生態，「接下來就是杜鵑花季，歡
迎大家有空來蘭陽校園欣賞。」圖書館組員何
政興表示，很意外櫻花開得很漂亮，走在開闊
的蘭陽校園中，感到心情很愉快，也增加了許
多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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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女排隊長 港生范嫚琦

來自香港的中文三
范嫚琦，因升學考前的暑假和朋友來臺旅
遊，短短幾天的臺灣行，讓她對這個美麗
的地方印象深刻，回到香港後，雖然父母
親極力反對，但仍堅持來臺念書。
身材高挑與甜美的外表，讓她無論在香
港或是臺灣，都成為引人注目的焦點，因
此，她在香港有擔任遊輪服務人員的工作
經驗。
170公分的身高，讓他成為中文系各類

蘭陽

成教部將舉辦「海外華裔青年語
文研習班」，即日起徵求「2012
年暑期研習班輔導員」，凡具高度
責任感、服務熱忱者，具備基礎英
文聽說能力或其他第二外語，將
優先考量。網路報名截止日為3月
2日止，並於20日（週一）中午12
時、23日（週四）下午7時、29日
中午12時，在鍾靈中正堂Q409舉
辦「輔導員徵選說明會」，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詳情請上成
教部網站（http://goo.gl/l2SY0）
報名。（成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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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隊積極網羅的對象，最後她選擇
中文系女排。她對排球充滿熱誠與
幹勁，而克服練球的艱辛，讓人見
識到，隱藏在外貌下的堅毅性
格。她秉持不畏挑戰的精神，
在大二時接下隊長職務，並且
於大三時入選為排球校
隊，努力為校爭光，
「自從加入球隊後，
認識很多人，球隊就

攝影／梁子亨）

保險系洪毓罄為廢核發聲
保險一洪毓罄與ABT團隊同仁等
4人，在寒假期間為期14天中，
跨越18縣市、在34個火車站以即
席演講和問卷方式，宣導反核理
念。洪毓罄表示，最大的收穫就
是把「廢核電」的聲音傳達給民
眾，也因是第1次舉辦，雖然有
許多問題待磨合，但也從中學習
到溝通及應變能力。未來的她，
「將會繼續努力，希望讓更多人
了解核電議題及多關心你我生活
的這塊土地。」（本報訊）

全創院赴美交流 探視大三出國生
【本報訊】蘭陽校園依據「校務發展特色
計畫教學-深化姐妹校交流計畫」，於5日至
12日期間，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
國際觀光管理系系主任葉劍木以及全球政治
經濟系系主任鄭欽模3人，赴美參訪加州州立
大學沙加緬度分校、舊金山州立大學、維諾
納州立大學以及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等4所姐妹
校，與各校國際處人員及相關學系系主任進
行實質接觸及意見交換，並拜會維諾納州立
大學校長。同時，與舊金山州立大學以及維
諾納州立大學商討2+2雙學士學位計畫，俾
精進校際間之學術交流與互動。
本次參訪行程中，也探視本校約80名大三

出國學生，並攜帶鳳梨酥為致贈伴手禮，劉
艾華笑著表示，姐妹校的同仁及學生看到
臺灣的鳳梨酥皆相當高興，學生均很懷念家
鄉的味道。劉艾華表示，這是第1次探視大
三生，他們在當地的生活及學習情形良好，
並受到各校稱讚，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
校，也以英文簡報介紹學生學習與生活，維
諾納州立大學電腦系系主任誇獎本校學生表
現很好，希望能有交換生的長期合作。劉艾
華進一步提到，「經由本次的經驗，未來將
定期組教師訪問團，訪視學生的生活及學習
情形，以提供適切的協助。」

全創院院長劉艾華（左六）、觀光系系主任葉劍木（左一）以及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
（左八），在賓州印第安那大學訪視本校大三出國生。（圖／全球創業發展學院提供）

嘿！同學 原創劇本 獲公視補助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吳慕家、
曾筱媛、劉鎧蒂、樂曉慧、蔡羽婷、劉漢斌，於
畢業製作的原創劇本《嘿！同學》，獲選「第八
屆公視學生劇展」公開徵案劇本，並獲得補助拍
攝經費50萬元。大傳系系主任及指導老師王慰慈
表示，很高興能獲得公視的經費補助，拿到這經
費實屬不易，希望學生能珍惜這個機會，並要好
好經營，把握產學合作的機會，對影片的製作要
求精益求精。
導演兼編劇曾筱媛表示，故事發想源自劇組成

員們小時候的經歷，透過真實故事的改編，讓內
容能與觀眾產生更多的共鳴，並用第三人稱講述
方式，讓兩個家境迥異的小孩，透過交換鑰匙的
遊戲，以小孩子觀點探討貧富差距及鑰匙兒童的
問題。
製片人吳慕家表示，因大傳系的實習媒體訓
練，讓她學習到傳播技能，勉勵學弟妹要積極參
與實習媒體，以增加第二專長。曾筱媛和吳慕家
均希望能結合大傳系的力量，共同完成本次影
片製作，預計於5月大傳系的畢展中即可欣賞到
作品，「請
大家拭目以
待。」

北加州校友會受邀參加灣區的「龍年花車大巡遊」活動，以龍船舶造型和傳統服飾造
型，因應本次遊行的主題。（圖／北加州校友會提供）

灣區龍年花車行 北加州校友會受邀

談挑戰高科技之路
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定川（右
圖），受國企系之邀，於15日下午7時
20分在臺北校園演講，講題為「挑戰高
科技之路」。演講中陳定川分享他的創
業歷程外，也以「崇高的經營理念」、
「強而有力的經營能力」和「成熟的品

【本報訊】北加州校友會大鼓隊於11日受邀參
加，由舊金山中華總商會和西南航空公司舉辦的
「龍年花車大巡遊」活動，當天共有100多個隊伍
參與。北加州校友會會長宋韶華開心的表示，很榮
幸能參與這次的遊行活動，這是全美前5大的遊行
活動之一，而本校校友會是灣區中，臺灣的大學校
友會中唯一參加的，經過了4個月申請與籌備，以
龍船舶造型因應本次遊行的主題，並使用環保素材

和舊物回收來裝飾，也在《華語廣播網》的網站新
聞中，刊出本次龍船舶遊行的照片。
宋韶華提到，這次的遊行活動中，現場實況轉播
以30秒時間介紹本校，增加本校的能見度和宣傳。
宋韶華感謝大家的幫忙，「未來北加州校友會將持
續加強校友間的連繫，以促進母校與校友之間的互
動與互惠。」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化學四陳品嫻、化
學博五黃景忠及校友陳宗應、吳瑞鑫等4人，日前
參加國科會工程處與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主辦的
「2012年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榮獲「高分
子加工、纖維與紡織組壁報論文獎」銅質獎。
黃景忠表示，獲獎的論文是承接過去學長姊論文
的構想，而獲獎的關鍵在於撥水的原料上，使用類
似油污的碳氫化合物與高分子材料結合材質，這項
新的應用不但提高撥水效果，且不容易被清潔劑輕
易去除，還可使用環保無毒的原料聚合。黃景忠進
一步指出，目前的撥水技術是掌握在美日大廠，若
能充分應用，不僅降低生產成本，也能讓原料不再

受控制。這項改良的撥水技術未來可應用在大樓帷
幕玻璃、戶外的太陽能板、擋風玻璃、建築材料
等，目前正在申請專利。「團隊合作產生的效益會
大於個人，很高興能和大家一起努力而得獎，也讓
我們收獲很多。」
化學系教授及指導教授陳幹男表示，這項技術突
破過去材質的缺點，並對環境更加友善，希望能更
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而且打破現有的高價撥水產
品的壟斷。陳幹男鼓勵，「一個專利的形成實屬不
易，每位學生都富有創意，在研發過程中總會遭遇
挫折，但不要逃避，也不要讓你的創意睡著了。」

化學系撥水論文 得壁報論文銅質獎

永光化學集團創辦人陳定川
格」與大家共勉。國企系系主任賈昭南
表示，很榮幸邀請陳定川演講，從他的
演講中了解到「信仰」的重要，也讓大
家感受到，身為領導者引領企業不斷
進步及發展時，所需具備的重要品格特
質。（文／林薏婷、攝影／羅廣群）

機械系校友掌金門酒廠總經理

吳秋穆返鄉貢獻能力 金酒營收創新高 吸納人才共逗陣

吳秋穆秉持一如以往的開闊心胸，吸納新知並勇於接受挑戰，
讓他各領域中都游刃有餘。（圖／吳秋穆提供）

【記者李又如專訪】被喻為「財政金雞母」的金
酒，每年為金門縣政府挹注豐厚的財源，讓金門成為
「福利縣」。民國100年度，生產金酒的金門酒廠營收
創史上新高，高達135億元，較前年成長9.8%，也上繳
金門縣庫50億元。讓金酒大放異彩的幕後推手，是於
100年2月接任的總經理，本校機械系校友吳秋穆。
73年畢業的吳秋穆，至今仍會常常回到淡江校園，
「因為我女兒也是淡江人，而且我們這屆的畢業生，
每年都還會辦同學會。最懷念的，就是每天趕火車上
課，爬上克難坡的畫面！」提起求學時光，他表示，
本校很早就開始資訊化，開設了許多資訊課程，也因
興趣使然，吳秋穆選修了不少資訊課程，無形中累積
了第二專長，讓他之後的就業路並不狹窄，增加了許
多工作機會。
畢業後，他進入擎亞工程顧問公司擔任助理工程
師，後來進入中山科學研究院，擔任機構設計研發工
程師，累積10年的研發經驗中，陸續參與電子商城、
飯店機電系統設計等資訊化工作。吳秋穆感謝學校的
遠見，這些課程幫助他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可以得
心應手，「有些學習並不是立即就能見效，可能當下
看起來沒什麼用的技能，卻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幫你一
把。」
離鄉背井在臺灣多年的他，「想家」的心情油然而
生，毅然放下擎邦國際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茂能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理總經理、中衛發展
中心顧問、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顧問等30年工程界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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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大家庭，彼此互
相學習及互補，也因
為練球讓大家的感
情更加緊密！」
范嫚琦表示，現
在已經在淡水3年，
也適應淡江的生活，
她笑著說，「在這
裡很快樂，滿足我
的求學夢想，收穫很
多。」（文／楊蕙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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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於99年回到家鄉金門，擔任金門酒廠的工務組
長，他感性地說，「孩子都大了，而且父母年紀也
大了，也想回來多陪家人。這是我出生、成長的地
方，18歲高中畢業以前我都在這裡，有我最美好的回
憶。」100年2月，吳秋穆升任總經理兼任行政副總，
他著重研發新品，替金酒注入創新的靈魂，99年就有
20款新品上市，同時主攻禮品市場，創下高營收的契
機，除了為節慶配酒設計不同的包裝，金酒贊助的馬
拉松和金廈泳渡比賽等都有特殊的紀念酒，「金酒有
自己的堅持的信念，秉持古法釀造的中心精神，是比
較固執的企業，所以我保留金酒的企業精神，但在新
品裡為傳統注入新的氣象。而且金酒一直以來都和在
地文化緊密結合，承襲這樣的連結，讓每一瓶酒都有
不同的故事，喝起來就不一樣了！」
2月14日才過60歲的金門酒廠，度過了一甲子歲月，
即將邁入新的紀元。轉換跑道的吳秋穆，以嫻熟的管
理經驗經營金門酒廠，他表示，真正的挑戰是在金酒
本身，「金門酒厰不同於一般的酒廠，也不是普通的
公營事業，它有融合當地文化的獨特性，也需要行
銷通路的多元性，因此，除了著眼內銷，更要放眼
世界。」所以，他面對的是金門酒廠全球化的未來
趨勢，「60年前的金門，需要努力衝高銷售量及營業
額，但是我覺得，現在是面對下個階段的開始，需要
不斷創新、朝向永續發展邁進。」
所以，吳秋穆計畫提升儲酒品質為目標，短期內先
完成高容量的儲酒設備，「不是把釀的賣完就好了，

只要拉長儲酒時間和維持品質，就能幫金酒提升價
值。」不但如此，他還計畫和金門縣政府共同推動人
才培育，除培育當地人才，也希望能招攬優秀人才返
鄉服務，「因為這樣可以讓金門酒廠更進步，讓金酒
能夠繼續傳承，也會讓金門縣變得更好。」
金門的地利之便，加上小三通的優勢，很早就和廈
門有貿易往來，因此95年起便在廈門成立分公司，銷
售額大幅成長，但市佔率仍無法突破，吳秋穆表示，
「大陸白酒市場有2000億商機的潛力，還有很大的發
展空間，未來還會繼續研擬宣傳和行銷政策，金酒還
要行銷全世界。」
但是，面對原物料的價格飛漲，人事成本的改變，
金酒勢必要在價格上有所因應，以維持利潤，而面對
這樣的嚴峻的困境，吳秋穆表示，「坦白說，壓力很
大，這當然不是我們期待的結果，我們也都持續觀察
市場狀況，之後也會謹慎對待。」
「年輕人的思維當然可以求新、求變，但是萬變不
離其衷！」吳秋穆勉勵學子，除了盡到學生讀書的本
分，也不要封閉自己，應把握大學時期，開拓自己的
視野，並善用手邊資源好好學習，「要有付出的心
胸，才可以學到更多！」
面對全新的局面，在豐富多采的資歷中，吳秋穆秉
持一如以往的開闊心胸，吸納新知並勇於接受挑戰，
讓他在各領域中都游刃有餘。未來的他將帶領金門酒
廠，積極拓展大陸市場，將傳統金酒釀出新意，讓飄
香一甲子的金酒，繼續的馳名海內外，朝世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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