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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短波

　本校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校友、導演黃銘正

執導的電影《傻瓜向錢衝》即將於5月在各

大戲院「爆走登場」。黃銘正曾以紀錄片電

影《灣生回家》入圍第52屆金馬獎最佳紀

錄片，他坦言，「這兩部作品的性質反差極

大，在轉換的過程中，還真有點不適應。」

他描述《傻瓜向錢衝》劇情為兩個互不認識

的男主角一起惹上麻煩，甚至誤打誤撞進入

徵信社工作，因而開啟了一場冒險之旅。

　黃銘正笑說：「雖然是部喜劇，但也是一

則小人物的勵志故事。」他認為每個人在主

流社會中都扮演著小螺絲的角色，「也許我

們在主流社會的衝擊下，會慢慢失去原本的

自己，但那些樸質的本質是不會消失的。」

也期盼觀眾能在電影中發現一些發生在我們

周遭的社會問題。（文／林妍君）

黃銘正新作 爆走登場

　

學程加油讚

　商管學院於95學年度開設「資通安全管

理學程」，是教育部補助「淡江大學網路通

訊人才培育先導型計劃」推動重點專業學程

之一。學生修習認證課程至少18學分，才能

取得學程證明。學程開設至今的申請人數達

265人，累計39名學生取得學程資格證明。

　本學程業務由資訊管理學系辦理，資管系

系主任張昭憲說明，學程提供系統化的課程

安排，規劃基礎、進階核心課程；除了訓練

資訊專業知識，並在寒暑假期間安排英國標

準協會（BSI）台灣分公司講師授課，協助

考取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O 27001）及資訊

服務管理系統（ISO 20000）認證。課程結

合理論與實務，以培養資安工程、管理、分

析之專業人才。

　張昭憲推薦，在網路盛行的時代，不論是

網路社交或電子商務，都要避免漏洞，維持

網路環境安全，以保護重要資料。此外，職

場對於資安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歡迎相關

領域學生提出申請。（文／陳照宇）

資通安全管理學程

推列車長計畫 助畢業生滿意度調查
　校服暨資發處於 21 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辦
「103 年度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
結果簡報及經驗分享座談會，現場示範操作
校友通訊系統平臺，盼各系所多加利用，協
助「列車長計畫」順利推動。（文／林妍君）

政經高峰會模擬國際局勢
　政經系系學會於 23 日舉辦「政經高峰會」
和「政經高桌餐會」，吸引 60 位師生與會。
會中分組模擬成不同國家，共同討論恐怖組
織及國際局勢等議題。（文／劉家伶）

英文能力測驗（一）下月登場
　104 學年度「英文能力測驗（一）」將於
4 月 11 日至 17 日之英文（一）實習課課堂
上進行，請同學務必攜帶 2B 鉛筆、橡皮擦
及學生證應試。測驗成績僅作為英文（二）
能力分班之用。（文／盧一彎）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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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優教師

　 「 講 台 就 是 我 的 舞
台，每上台一回，我就

少了一次上台的機會，所
以我格外珍惜與同學在課堂
上相處的時光。」眼前擁

有渾厚嗓音且霸氣十足的是經濟系教授萬哲
鈺，榮獲103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他說：
「我上課不喜歡使用麥克風，也不喜歡定點
走動。」且認為教學中強大的氣場與氣勢代
表專業，整齊、慎重的服裝更是重要的一
環，「拿出態度，同學才會尊敬你。」
　談起如何破除同學對數學的恐懼，萬哲鈺
分享：「從大一起，我要求學生跟著我的
步伐，逐步學習自然建立起大家的信心。」
除了從學生觀點出發、使用學生的語言教
學，「有時我也會找時事和大家分享，透過
實例和數據一同討論。」從課堂累積出扎實
的基礎，萬哲鈺笑說：「這是整體性的東
西，實際操作一段時間後，就會培養出自己
的觀點及敏銳度。」
　重視英語能力的萬哲鈺為鼓勵同學千萬不
要放棄英文，考試題目大多是英語方式出
題，他笑說：「英語是用理解的，和數學一
樣。我由衷的希望同學的英語程度不要只停
留在高三學測。」
　萬哲鈺說，「醫生要留給病人希望，那麼
我們作為老師更要帶給學生希望。」他認
為淡江的學生資質都不錯，只是比同儕貪玩
了點，「我為他們打造願景、讓學生對未來
有憧憬，想讓他們知道，只要肯努力，每個
時刻奮發向上都不嫌晚。而且我相信同學
一定能感受到老師的用心。」若學生有所成
就，為師必然感到驕傲及欣慰。（文／林妍
君、攝影／閩家瑋）

萬哲鈺
專業助生打造願景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24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
一次院務會議，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主持，
各系所主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宜
男、商管AACSB證認辦公室執行長林谷峻等
出席，總計近70人與會。邱建良指示，「日前

商管學院通過AACSB國際認證之前導認證階
段，學院全體人員須配合執行計畫書內容。」
並提醒教師須遵照教師評鑑辦法，參加教學
工作坊。會中，商管學院決議規劃於106學年
度設立「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
程」，本學程為因應資訊科技技術的進化，整

合統計、資管、運管、企管4系所師資，透過
巨量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搭配多元領域應用，
以順應大數據分析人才短缺的需求，目前規劃
招生名額為本地生15名。商管學院與澳洲昆士
蘭大學簽訂1+1雙碩士雙聯學制，將資管、統
計兩系新增於協議 案中，商管共9系所

106年設立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

生等議題表現高度興趣與深切期盼。本校
預計於今年暑假舉辦「暑期學術交流活動」
，並邀該校生參加，對於相關交流內容、時
間等事宜進行初步討論。
　陳巽璋說明：「目前著手設計課程與活動
流程，預計是機器人、藍芽遙控等相關領域。
除了在校學習課程之外，亦計畫淡水紅毛城與
漁人碼頭等在地景點參訪。」會後，由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宴請貴賓進行午宴。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東北大
學工程學院國際教育與交流部副教授Hirokazu 
MORIYA率5位師長於24日蒞校參訪。由工學
院院長何啟東主持「歡迎暨聯合座談會議」，
國際長李佩華、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及物理系
教授葉炳宏等師長共襄盛舉。何啟東表示：
「非常高興日本東北大學能夠蒞臨本校，希望
能對於交換生計畫與學術合作等有更進一步交
流。」會中雙方均對於學術合作、研究與交換

　東北大學來訪 　邀暑期學術交流

24日，日本東北大學一行6人來校參訪，本校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前排左三）、國際長李佩華
（前排左二）、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皆與會歡迎。（攝影／林俊廷）

　大陸所「兩岸企業全球跨國投資講座」於24
日邀請公益旅行家褚士瑩主講「一份工作11種
視野：改變你未來命運的絕對工作術」。
　褚士瑩分享其豐富工作經驗，在緬甸公民
團體擔任顧問亦身兼作家，平均每年出版兩
本書以寫作與臺灣維持關聯，更有水手執照，
每年兩個月在外遊歷。他亦分享許多故事與學
生互動。即使外界認為他擁有臺大、哈佛學歷
為何要從事目前工作？他反而認為：「工作的
價值最重要在於自己喜歡與否，與社會眼光無
關。」他舉例，空服員與臺鐵服務員的服務對
象、工作場所不同，但工作本質皆在服務旅
客，職業相較下無絕對好壞之分，「把瑣事做
好，就能讓任何工作成為好工作。」
　最後，他鼓勵並非要有多大夢想，找對工作
且努力付出，便能擁有理想生活。歷史四魏宏
量專程帶書給講者簽名，學習到「一點的努
力，便會獲得一點的回報。」（文、攝影／盧
逸峰）

褚士瑩談絕對工作術

　19日，運輸管理學系舉辦「運管三十、榮耀淡江」30週年系慶活動，上午10時起在淡水校園
操場和活動中心舉行壘球趣味技術賽、羽球稱霸賽、籃球經典賽、壘球經典賽4項球類競賽及校
園巡禮；晚間轉至富基會館舉行系慶晚宴，近500位校友共襄盛舉。會中邀請第一屆校友、新加
坡國立大學教授李德紘，本校前管理學院院長蔡信夫亦與會出席。
　運管系系主任陶治中表示，「系友們多數熱愛球類運動，且藉由體育競技增加彼此互動，因
而本次系慶結合球類競賽與晚宴。運管系這個大家庭擁有許多傑出系友，未來持續做好畢業系
友與系上的連結工作。」球類競賽由系友自發報名組隊，與在校生同場競技，昔日老友再度同
場，歡笑聲彌漫競技場。晚宴共設50桌，現場播放幻燈片回憶舊時光，系友與昔日老師相見歡
場面感人。現場亦頒發傑出系友獎狀，並舉辦抽獎活動助興。（文／杜歡、圖／運管系提供）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配合66週年校
慶，日本語文學系將於29日上午10時邀請去年
日本直木賞得主、臺裔作家東山彰良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以「成為作家之前」為題，進行演
講暨特別座談，演講將以中、日文夾雜進行。
童年在彰化成長的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曾
出版推理小說、隨筆等23本著作，代表作為與
岸本齊史合作的NARUTO（火影忍者）輕小
說。去年他以長篇小說《流》一舉摘下日本通
俗文學最高榮譽－直木賞、是第三位榮獲該獎
項的臺裔作家。
　該書以臺灣為歷史背景，內容涉及國共內
戰、臺灣戒嚴等歷史。活動負責人、日文系副
教授彭春陽說，「此書在日本獲得高度評價，
除了評審一致認同為最優秀作品外，更有許多
日本人認為，內容雖是不熟悉的臺灣歷史，但
文字敘述卻能使其感同身受，此次非常難得邀
請他來淡江演講，歡迎大家前來聆聽。」

日本直木獎東山彰良29日開講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
導】「幸福微酵，心暖暖。」
2016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
愛心募款義賣活動於上週
圓滿落幕！總計募得逾30
萬元。21日開幕式，商管
學院院長邱建良、受贈單位
及他校代表皆出席剪綵。邱建
良致詞表示，「義賣活動已傳
承多年，期許此活動能呼籲大
眾將善心轉化為行動。」

商管聯合愛心勸募逾30萬元

　24日，第二屆「超級星光大
道」冠軍賴銘偉（見圖）來校
為活動宣傳。商管學會會長、國
企四林欣瑋感謝廠商熱情贊助，
「義賣活動由大學生服務出發，
並擴大至市民一同響應，希望
幫助社會弱勢族群。」跨校義
賣活動進行到5月7日止，義賣

所得將捐給6家受贈單位。大傳二鄭博隆說，
「愛心義賣能以實惠價買到商品兼做公益，是
相當有意義的活動。」（攝影／何瑋健）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19日，電機系
在覺軒花園舉辦「電子系75級30年同學會」，
逾60位教師、校友參與。校友衛普科技總經理
劉榮宗，捐贈市值約250萬元「電磁波無反射
室」的建置材料給母系，並表示：「感謝母
校栽培之恩，鼓勵系友一同為電機系未來發展
盡心力。」活動中，系主任陳巽璋、榮譽教授
余繁、退休教授賴友仁、退休教授葉秋塗等致
詞。活動負責人滄海書局負責人梁方中、麗台
科技公司技術長楊錦鈿、5070企管顧問公司顧
問苗衍慶等系友們，欣賞系友製作的影片、憶
當年。下午，前往淡水漁人碼頭，欣賞淡水美
景、敘舊。陳巽璋表示，十分感謝校友對學校
的回饋，期待明年舉辦的66級40年同學會。

 

75級

電機辦  30年同學會

日
本

本
校

近500校友慶運管三十

17組影像停格展 大傳卅野聯合宣傳

幕，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等師長皆
與會。林信成致詞表示，暗房成立33年，從傳統走向數

　淡江影像藝術工坊於
21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 顯 影 季 「 停 格 」 開

位，也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保留黑白放大教學的實習媒體，實屬不易；更以「十年磨一
劍」比喻舉辦十屆的攝影展，必定更加精采。紀慧君表示，感謝大傳系友劉子正的付出，
象徵傳承的精神，也肯定17位暗房助理的努力。策展總召大傳三郭珮君表示，「停格」象
徵逗號，代表暫時停頓，就像我們透過攝影在流動的時間軸上，做一個暫時的停格。
　大傳系畢展「卅野」聯合6組工作室亦於23日至25日在商管大樓前擺攤，同學不畏風
雨，熱情響應！畢展總召大傳四蔡洛蓁表示，「感謝每位願意停留在攤位前了解每組活動
的參與者，各組也將繼續燃燒卅野的熱情。」（文／秦宛萱、攝影／吳重毅）


理性問政 藉專業耕耘國防外交

及推動成立基隆 1999 服務熱線等成果與經驗，
肩負起了解地方問題及民眾需求的使命。
　現在攤開每週工作行程表，讓蔡適應每天工
作幾乎滿檔。住在基隆的時間超過人生的一半
長度，對在地情感自然也相當深厚，在他眼中
仍有許多值得發展與改善的空間，例如建設基
隆交通轉運站、基隆港東岸五號、六號碼頭的
軍港遷移、正濱漁港疏浚，以及基隆港西二、
三碼頭倉庫活化使用等議題，他正積極努力的
居中協調，更期盼為基隆市民爭取更多福祉。
經營有成  歸功專業團隊

　在本會期中，蔡適應進入「外交國防委員
會」服務，他說明，黨團基於他有本校國際
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專業背景進而舉薦，「目
前國防還有軍方閒置土地再利用、國防產業自
主化等事務待推動，加上前陣子憲兵閱兵操演
時，腳步凌亂的景象，顯示軍方訓練應更加精
實化，才能讓國防戰力有效提升。」
　在外交方面，蔡適應認為，應繼續爭取以
「臺灣」或「中華民國」為代表名稱，在國際
間進行交流，盼臺灣在國際間得到更多友好、
互助合作及提升對外關係。日前，蔡適應首在
立院質詢，因態度從容、條理分明而獲得網友
好評，對於目前在立院的表現他給自己打 80
分，他也不忘提及，「這得歸功於國會助理們
在背景資料蒐集上的努力。」超過 15 位的助
理為他在國會辦公室、地方服務處工作，更讓
他深深體悟到「團隊很重要！」
回饋淡江  串起情感連結

　蔡適應回想起在戰略所求學時期，專攻研究
全球化城市的發展，課程更讓他獲益良多。每
到上課日，他便孜孜不倦地開車往返基隆和淡
水，曾多次在一天之內來往兩趟，就是為了兼
顧工作與課業。在他眼中，「工作、課業都必
須抱持尊重。」對於論文指導教授翁明賢更是
印象深刻，積極、深具專業素養，對他幫助很
大。蔡適應分享，自己結婚時的證婚人，即是
邀請翁明賢擔任，情感深厚可見一斑。兩人至
今仍保持密切聯繫，也時常交流戰略國防領域
相關資訊。
　正因為對淡江保有深厚的情感連結，蔡適應
預計在今年底接任基隆校友會理事長，盼持續
與母校保持聯繫。同時，他也多次贊助基隆校
友會返鄉服務隊的活動經費，「因為服務對象
都是基隆地區學子，而且服務隊成員皆是母校
學弟妹，很值得支持。」
堅持信念  站上政治舞台

　最後，蔡適應建議學弟妹，試著了解社會議
題、培養人脈和視野，他也有感而發的說，無
論做什麼事，「堅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並
以自身經驗分享，在地方經營 8 年，工作多、
壓力大，也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機會出頭，當然
也面臨到思考轉換跑道的抉擇，但終究堅持過
來了，最終取得參選市議員、立委的機會。
　蔡適應認為，年輕人應學會吃苦耐勞，在努
力的過程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未來憑著這份
持之以恆的心、持續投入，力求在全國政治舞
台站穩腳跟。

立法委員

基隆市黨部評議委員、執行委員、黨
政小組召集人等職務。他正是在擔任
王拓幕僚長達 8 年的期間中，選擇本
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攻讀碩士學
位，在地方累積了許多經驗與人脈，
更在學術殿堂精進自我。
深耕在地  贏得鄉親口碑

　在 2005 年臺灣縣市議員選舉中，
以最年輕之姿當選基隆市安樂區市議
員，隨後兩度連任成功，長期在基隆
地區深耕服務。
　年初的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對戰
前臺北市長郝龍斌，一戰成名，順利
進入立法院服務。蔡適應誠懇地說：
「感謝基隆市民的支持，也感謝同黨
戰友們輔選、幫忙拉票。」
　談起剛起步的立委職務，蔡適應笑
說：「過去累積了豐富的公共服務經
驗，現在還蠻適應的！」從議員到國

　【記者盧逸峰專訪】上半身穿著西裝、下半
身搭配牛仔褲，這是新科立法委員、本校戰略
所校友蔡適應平時的穿著。外表斯文的他，每
天在國會殿堂與基隆選區兩地服務奔波，他認
為這裝扮，在辦公場合既不失禮節、回到選區
也讓選民感到親近。
自我精進  肩負服務熱忱

　蔡適應退伍後，進入民進黨中央服務，曾任
前基隆地區立法委員王拓辦公室主任、民進黨

新科立法委員蔡適應從基隆選區出發，憑著持之以恆
的心、持續經營，力求在全國政治舞台上站穩腳跟。
（攝影／盧逸峰）

蔡適應

會立委，服務範圍由「基隆」擴及「全國」，
他進一步說明，「立法委員的工作需要有高度
視野，一舉一動皆與國家發展、政府政策息
息相關，意味著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各項議
題。」他也坦言，立委受到媒體更多的關注與
檢視，確實讓他備感壓力，但仍會秉持謹慎的
態度為國家服務。
　蔡適應過往在擔任議員時，曾推動和平島、
情人湖等基隆觀光景點成功升格為國家風景
區，建構多條往返基隆、臺北的客運路線，以

加入協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