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即日起
至2018年1月15日舉辦「2018年淡江大學創新
創業競賽」，本次以「創新加值、創業加速」
為主題，歡迎本校各系所教職員及在學學生，
對有興趣發展的產業創新及技術領域，組成師
生創新創業團隊報名參加，總獎金達16萬元。
本次活動分為「專利創新組」和「創意創業
組」，專利創新組主要是徵集具專利等級技
術，以專利雛形化計畫作品；創意創業組是徵
集具市場潛力創意，以創業營運計畫作品。研
發處將於賽後依照創新程度及創業規模，推薦
教育部、科技部、經濟部等相關計畫並媒合計
畫申請所需企業，主動立案輔導與協助當年度
計畫申請作業，以爭取後續創新創業之機會。

本活動報名方式為在活動截止前，由參
賽團隊填寫競賽組別、填寫指導老師、隊
長與其團隊成員、計畫摘要與隊號等基本
資料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149965@mail.
tku.edu.tw，詳細報名方式請見活動報名系
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fdyx20180510）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 106學年度蘭
陽囡仔回娘家—新生淡水校園巡禮活動於上月
28日在淡水校園舉行。經過了兩個半小時的跋
涉，350名蘭陽學生來到新落成的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開始了一天的巡禮活動。
　上午10時，由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宋玫玫於
有蓮國際會議廳以全英文演講「遇見不一樣的
未來」除了向蘭陽新生介紹未來學的基本觀，
同時也闡述了科技以及人工智能對於未來的影
響，更深刻了解未來化、資訊化和全球化的教
學理念。
　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初冬暖陽的照耀下，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

艾華、學務長林俊宏帶領新生們體
驗爬克難坡，鼓勵同學們在往後的
學習道路中奮力前進，勇於冒險開
拓。之後分組參觀海事博物館、文
錙藝術中心和覺生紀念圖書館，領
略淡水校園的風采。資創一鐘琳參
與了這一整天的活動，開心地分享
道：「很遺憾新生開學的時候，因
為颱風的關係，沒能來到淡水校園
參與開學典禮，這次活動彌補了我的遺憾，能
讓我一睹淡水校園的美景，參觀偌大的覺生圖
書館，也體驗新生必爬的克難破，也算是正式
開啟了我的大學生活，是一次難忘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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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資訊處
主辦之第三屆「2017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
暨成果展」於6至8日在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本次以「校園數位轉型－大數據應用實
務」為主題，針對數位轉型、校務研究、學習
分析，以及程式教育等內容進行專題講演、論
壇、展示等研討活動。
 　本次研討會專題演講，特邀電算系（今資
工系）校友、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蒞
校主講；「大學程式教育論壇」是由兩岸學者
專家進行對話；「高擴展性資料分析平台」工
作坊討論資料轉換技術；「數位轉型－大數據
應用實務」專題，由本校介紹大數據的力量、
亞洲大學將分享「創新高教思維與人工智慧教
育」、交通大學則分享該校智慧校園經驗。本
校也與輔仁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大學、
南京師範大學、滁州學院等校研討「大數據與
校務研究」和「學習平台與學習分析」。「亞
太／兩岸CIO 智慧校園2020論壇」，將邀請東
吳大學、銘傳大學、中原大學、靜宜大學、本
校大陸姊妹校代表、中華民國數位學習學會代
表、大陸計算機研究會代表等人一起討論「智
慧校園建設與評價體系」
　本次會議除邀請亞太、兩岸智慧校園與資訊
教育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共襄盛舉外，並
有業界廠商參與，如凌羣電腦展示「網管與資
安，因應IT大未來」、程曦資訊說明校務研
究、學習分析及資料科學研究功能、鈦思科技
解說MATLAB於大數據應用、台灣智園提供行
動學習與智慧教室解決方案、千華數位文化則
展演千華行動教室APP、世新大學節能教室系
統、文化大學「從雲端到客戶端」等。本次另
有抽獎活動，精彩的內容與相關資訊請參閱網
站。（網址：http://icsc2017.tku.edu.tw）

　夏曼．藍波安是蘭嶼達悟族人，高中時期
離開家鄉到台東唸高中，之後放棄保送師大
的機會，以聯考方式進入本校法文系就讀。
大學畢業後，夏曼原想留在臺北闖出一番名
堂，卻只能打零工、開計程車，讓他一度想
放棄人生，直到1989年決定回到故鄉蘭嶼，
在熟悉的環境、人事物中，才找回自我。

４版

卻因一場滅門血案，讓三人走向不同的命運。
《血觀音》關於女人的勾心鬥角，更有「白
手套」、「土地炒作」與「滅門血案」等元
素，這是臺灣影壇過去少見的題材。楊雅喆表
示，故事靈感來自於10年前在田野調查時，看
見學生家長聯合起來排擠疑似愛滋病帶原者的
學生，這些大人以愛為名，在孩子面前霸凌弱
勢，「沒有愛是最可怕的」這個念頭種進了他
心裡。劇本撰寫則費時近3年，透過閱讀大量
資料和尋求可靠的顧問人選才逐步架構出龐大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第54屆金馬
獎，淡江校友大放異彩搶下3獎項，大傳系校
友楊雅喆作品《血觀音》拿下最大獎最佳劇情
片、最佳女主角、女配角及非正式獎項之觀眾
票選最佳影片；交管系（現運管系）校友林生
祥以《大佛普拉斯》獲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和
中文系校友王昭華合作《大佛普拉斯》片尾曲
《有無》則獲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血觀音》劇情描述講述以棠府三個不同世
代的女性，如何在在複雜的政商關係中謀財，

且複雜的政商脈絡，楊雅喆感謝一起工作的
夥伴團隊並表示：「最後抱回最佳劇情片讓
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都被看見，是讓我最喜
悅的事，因為這樣的榮耀是大於自己的。 」
　楊雅喆以專長回饋母校，曾替本校拍攝
《觀音在哪》校簡介，60週年校慶時編導
《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影片，詮釋母校的
教育及對校友們的影響。
　1日，大傳系系友會舉辦「血觀音電影包場
活動」逾360位同學與校友響應，楊雅喆特於
映後蒞臨座談。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也將於5
日上午10時在O202邀請楊雅喆返校演講。
　林生祥曾獲7座金曲獎、8座金音獎，首次
為電影配樂即斬獲兩獎。獲得最佳原創電影
歌曲的《有無》，由身為客家人的他譜曲，
長於臺語創作的王昭華作詞，憂傷虛幻的慢
板民謠，透過林生祥唱出這齣黑白電影的惆
悵，緊扣著畫面欲營造出來的氛圍。林生祥
表示，因為自己很喜歡《大佛普拉斯》這部
電影，且製作時間只有一個月，其實壓力很
大，感謝音樂人林強在當時不吝嗇給予建
議。另外自己在寫片尾曲時，就認為應該由
王昭華作詞，原本沒有打算自己獻唱的他，
因為監製鍾孟宏的建議才下決定，因此他找
王昭華先幫他錄好歌詞的台語發音，在錄音
室一句一句「正音」後才完成。

第 54 屆金馬獎得獎者中，本校校友林生祥（左圖／金馬獎執行委員會提供）、楊雅喆（中
圖／楊雅喆提供）、王昭華（右圖／王昭華提供）大放異彩。

閃耀燈飾點亮守謙夏曼．藍波安 書寫海洋

2017智慧校園研討會
簡立峰專題演講

何振忠 楊樺 林宏宜奪卓越新聞獎
　【本報訊】第十六屆卓越新聞獎上月29日舉
行頒獎典禮，本校大傳系校友何振忠、楊樺、
林宏宜三人分別以平面及電視報導獲獎。
　由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舉辦的「卓越
新聞獎」，主要是為了獎勵優秀新聞人才、提
升新聞品質、促進新聞倫理而設立，今年更以
「撥開假新聞迷霧，堅持求真」為訴求。
　現為聯合報系願景工作室策略長的何振忠，
與聯合晚報記者張宗智、李樹人、何定照以
「愛滋歧視在台灣－軍校生阿立的故事」獲得
平面及網路（文字）類即時新聞獎，該報導是
講述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阿立」被發現感
染愛滋病毒，遭校方以操行不及格退學，引
發軍方涉嫌歧視爭議。風風雨雨過後，今年9
月，阿立在另所大學校園重新開始學生生涯，

開啟人生新的一頁。聯合晚報於頒獎典禮隔
日，將獎金全數捐獻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楊 樺 、 林 宏 宜 所 屬 的 T V B S 新 聞 團 隊 以
《2016白宮爭奪戰》特別報導獲得電視及網路
（影音）類即時新聞獎，據了解，此為即時新
聞獎首度頒給國際新聞。
　卓越新聞獎評審意見為︰「節目中透過開票
即時選情的追蹤，搭配選戰關鍵事件及國際關
注焦點等議題的解說，以扎實的內容企劃及具
立體感的圖表資訊，帶領觀眾掌握全球矚目的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特派記者們分據美國重點
現場進行衛星連線，而在選情報導之外，更適
時加入美國大選的臺北觀察，高規格的製作與
團隊投入為即時新聞增添了豐富的樣貌。」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將於5日、12日在R103舉辦2場
創業實作課程，告訴你學校沒教的事，助你掌
握一次OK的計劃書撰寫秘訣！5日，長富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講師林懿庭主講「創業計畫撰
寫攻略」、12日由立琦創新科技有限公司講師
張立達開講「一次OK的計畫書撰寫秘訣」，
名額有限，報完即止，有興趣的同學們可上
淡江大學育成中心課程暨輔導報名表google
表單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
OBb6oR0d4CcvzJIK2）

－天仁集團副總裁李瑞賢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
後就貸生（家庭年收入114萬元以下者）收退
費辦理時間為4日至15日，提供郵局帳戶者，
已於11月29日優先撥入帳戶，歡迎同學逕洽出
納組。補繳、退費單將於4日前由各系所轉發
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
納組（淡水校園B304室、臺北校園D105室、
蘭陽校園CL318室）辦理；補繳費者可用信用
卡、ATM轉帳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線上列印
繳費單至四大超商、郵局及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臨櫃繳費。加退選後就貸生（含書籍費及
住宿費）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另
將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
查詢。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6學年
度第2學期預選課程，影響畢業證書領取。

創業企畫書秘訣實作

上月 28 日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前左二）、
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前左一）帶領新生
們體驗爬克難坡。（攝影／吳冠樑）

創新創業賽獎16萬快報名

人生如茶，每一葉茶是辛苦栽種
而來，製茶過程透過發酵、揉捻、
焙火作出不同香氣、湯色、味道的
茶，就如同人的一生，都有不同的
境遇。因此每天要以用心、認真、

持恆、感恩的心情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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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友擒金馬 發威

　全國大專校院國際事務主管會議舉辦「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人員及資深人員頒獎典禮」，於10月11日，公
開表揚5所績優學校、9名績優人員及3名資深
人員。本校境外生輔導組專員陳慧芝（左五）
與其他20名人員參與評比，成為獲獎績優人員
之一。該獎項是由教育部共組小組，並邀請學
者參與，審視過程除了考量服務工作內容要點
外，以及其它輔導員獨創的工作事蹟。陳慧芝
任職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即將邁入第七年，過
去服務經驗豐富，也有多次參與研習活動的紀
錄，除了工作業務上認真負責外，也積極地幫
助境外生在日常起居上的生活適應，甚至是感
情問題等，與協助辦理各式文化交流、茶會等
活動，希望盡可能讓每位境外生們感受到臺灣
能夠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家。（文／張展輝、圖
／國際處提供）

就貸生收退費開始辦理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澳洲西雪梨大
學兩位副校長Dr. Denise與Dr. Yi-Chen Lan率
領該校教務處、社會科學及心理學院、商業學
院等行政與教學單位主管及同仁共12人來臺參
加「2017台灣優九聯盟與澳洲西雪梨大學：臺
澳創新教學與學習及促進學生交流論壇」外，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也在論壇中探討優九聯
盟與臺灣高等教育的現況與未來。澳洲西雪梨
大學校長Barney Glover與本校校長張家宜有過
數面之緣，為兩校建立良好交流；上月21日，
該校大學兩位副校長Dr. Denise與Dr. Yi-Chen 
Lan率領該校教務處、社會科學及心理學院、
商業學院等行政與教學單位主管及同仁共12人

蒞校訪問，由戴萬欽接待，參觀風工程研究中
心及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研究中心、覺生紀念
圖書館、宮燈教室，以及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貴賓們對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翻轉教室等
印象深刻，尤其Dr. Denise對淡江校友所發起
捐贈而興建之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表達讚嘆。
　本次參訪中，秘書長何啟東秘書長、理學院
周子聰院長、工學院許輝煌院長、商管學院邱
建良院長、教育學院張鈿富院長、學習與教學
中心潘慧玲執行長、經濟系鄭東光主任及大傳
系唐大崙老師出席參與，將來以締結姊妹校及
簽定交換生協議為目標，並約定明年西雪梨大
學校長Barney Glover親自來訪。

澳西雪梨大學來訪 觀音山前留影讚嘆守謙
城南高中師生到校參訪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日
本仙台城南高中伊藤恵、石垣葵等3位教師和
學生48人到校參訪，由國際處林恩如秘書、國
際兩岸交流組組長顏秀鳳接待。除了參觀淡水
校園之紹謨體育館、紹謨游泳館、覺生紀念圖
書館等校園設施外，他們也積極詢問來校升學
的管道。本次活動負責人交流組組員顏嘉慧表
示，日本仙台高中老師的長輩與本校前校長林
雲山為舊識，因此藉此機會訪問本校外，也讓
日本仙台城南高中了解本校的教學環境，希望
有機會能來校就讀。日本仙台城南高中師生對
本校之教學設備、圖書館豐富館藏、最新的預
約取書區等留下深刻的印象。

韓國高中校長團訪校
本校韓生強力推薦

蘭陽囡仔回娘家 新生淡水校園巡禮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日，韓
國高中韓國臺灣教育中心、建國大學附屬高
中、京東高中、英坡女子高中、容華女子高中
之5校校長，與容華女子高中國語教師暨首爾
中等中國語教師協會副會長李榮淳、建大附屬
高中中國語教師金敏姬貢來校參訪，由秘書長
何啟東主持介紹本校的三化教育理念、學系特
色、社團發展外，也說明目前本校與香港的14
所中學簽屬聯盟協議等，現場來賓表示，韓國
高中也希望能夠比照香港中學聯盟跟進，讓韓
國高中生有更多的選擇。來自韓國的外交二羅
智鈱對參訪來賓分享淡江學習經驗：「在我所
屬的系所，是以全英語教學。同學大多來自不
同國家，十分國際化，也很熱情；除了獎學金
外還有健保制度，讓我很驚訝，因為在臺灣生
病了，也不至於花很多錢去看醫生。」

澳 洲 西 雪
梨 大 學 兩 位
副 校 長 Dr. 
Denise 與 Dr. 
Yi-Chen Lan
率 領 該 校 行
政 與 教 學 單
位 主 管 及 同
仁共 12 人蒞
校訪問。

（ 圖 ／ 國
際處提供）

日本仙台城南高中師生蒞臨本校參訪，對本
校教學設備印象深刻。（圖／國際處提供）

陳慧芝獲境外生輔導員績優

（攝影／吳冠樑）

　整個校園就是你的冬季戀歌！上週
起，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陸續點亮五彩繽
紛的燈飾，同舟廣場亦布置有耶誕樹、
雪人、麋鹿及雪橇等裝飾，讓淡水校園
的夜晚如繁星點點充滿浪漫氣氛。課外
組將於12日舉行「惜福愛物擁善報，品
德淡江第五波」活動。（文／丁孟暄）

（校友林生祥） （校友楊雅喆） （校友王昭華）

大傳系校友

更正：本報 1052 期「香港崇真書院80師
生來訪」一文中，標題與內容誤植香港崇
真書院名稱，特此更正。

（攝影／吳冠樑）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4(一)
8:10

保險系
B427

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
經理李贊榮
壽險業核保實務

12/4(一)
10:00

電機系
E787

工業技術研究院副組長郭明清
3D depth-sensing for automotive

12/4(一) 

10:10

保險系
B428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汽車保
險理賠部經理黃品豪
產物保險理賠之理論與案例分析

12/4(一)
13:00

資圖系
L401

小熊出版總編輯鄭如瑤
童書出版經驗談--出版社的觀點

12/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名牌食品公司廠務副總謝順堂
食品產業之研發經驗

12/5(二)
10:10

水環系
E787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總工程司張凱堯
河川管理法規與實務(一)

12/5(二)
13:10

產經系
B511

南山人壽業務主任賴威陵
保險業面面觀

12/5(二)
13:30

育成中心
R103

長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講師林懿庭 
學校沒教的事：創業計畫撰寫攻略

12/5(二)
14:10

經濟系
B712

中華財金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林定
芃
國際經濟趨勢與年輕人的機會

12/6(三)
10:00

財金系
B713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黃瑞琪
信託業概論

12/6(三)
15:10

土木系
E787

新北市捷運工程局副總工程司游澄
發
實務專題：從業主機關看工程，以
捷運局為例

12/7(四)
10:00

國企系
B713

板信商銀財富管理部副理張惠雯
荷包滿滿，銀行員理財魔法

12/7(四)
10:00

資圖系
L408

飛資得公司知識長溫達茂
鏈結開放資料-01

12/7(四)
10:10

歷史系
L212

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趙廣傑
甲骨文與殷商社會 

12/7(四)
13:00

日文系
鐘靈中正堂

政治大學教務長于乃明
外語教學之變革與多元學習環境之
建構--聚焦政治大學

12/7(四)
13:10

通核中心
L209

太古踏舞團藝術總監林秀偉
跨越新世代，搖滾水滸

12/7(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顏建發
從安全與經濟的觀點談台海兩國關係
的展望

12/7(四)
15:10

大陸所
T701

奧若文化創意總經理林家泰
趁年輕培養自己的格局與視野

12/8(五)
10:10

大傳系
O202

Audi Taiwan 銷售處長李昌益
職涯分享

12/8(五)
15:00

戰略所
T306

「世界民航雜誌 AIRWAY」總編輯
詹淑華
從民航看國際

12/8(五)
16:00

外交系
T311

前駐法大使呂慶龍
The Potential Development of the 
R.O.C Diplomacy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4(一)
8:00

學教中心
I501

課程所教授張雅芳 
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談行動研
究撰寫方式與案例分享

12/4(一)
11:00

課程所
ED302

淡江大學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
科技與教學的融合

12/4(一)
12:30

化材系
E819

典仲有限公司總經理劉代宗
製程放大

12/4(一)
15:00

機電系
E401

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健
祥
機電系企業導師請益─企業導師專
題演講─射出成形核心技術及未來
展望

12/5(二)
12:00

教發組
I304

教發組組長李麗君
106學年度Mentee教師座談會

12/5(二)
13:00

大傳系
O202

台視新聞主播王李中彥
大傳系企業導師請益-電視新聞媒
體的世界

12/7(四)
17:10

資圖系
L301

奇果文創公司董事長楊海
獨立出版社的現況與未來發展

演講看板教學
卓越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日本仙台

血觀音
大　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