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航太系
副教授蕭富元、助理教授汪愷悌指導，航太四
黎純蕙、黃彥博，航太三涂欣怡、賴任威、吳
建寬於9日參加國家太空中心舉辦之「2017 立
方衛星任務競賽」，以「穹星號立方衛星之月
球電離層探測」為題，在全國8個進入決賽的
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第二名，僅次於教授組
團之中央大學團隊。
　組長黎純蕙說明：「從一開始找資料討論，
直到最後的報告，過程遇到瓶頸和時間不足問
題，但運用專業課程裡所學的理論對我們而言
是很大的鼓勵！也謝謝老師在我們提出想法時
都給出建設性的意見，並耐心指導我們。」
　指導教授蕭富元說明，競賽消息在9月中才
公布，10月中便要繳交初步作品，12月正式比

賽。團隊組成十分臨時，他們花費極大心力查
詢資料以及討論，儘管有些相關專業知識未學
習過，有些學過但只有基本觀念，不過從最後
名次來看，他們的努力獲得豐碩的成果。蕭富
元鼓勵有意往此發展的同學，除了系上基本課
程須研讀扎實外，也應充實航太相關的事務，
有效的團隊合作和積極態度亦十分重要。
張志勇指導資工系漩渦小隊獲獎黑客松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教
授張志勇帶領「漩渦小隊」隊伍，2日參加由
逢甲大學主辦的「2017學習數據分析黑客松競
賽」決賽，從來自全臺大專院校的32支隊伍中
脫穎而出，奪得第三名。
　MOOCs又稱磨課師，是指透過網路向大量
線上使用者提供的開放式課程，而累積下來的

學習歷程資料有著許多待發掘的價值資訊，此
次競賽便是為了鼓勵學生學習數據資料的應用
開發。張志勇表示，雖然人工智能與大數據議
題正熱，平日上課也會補充學生相關的理論知
識，但研究方向還是以物聯網為主。此次比賽
面對的都是專精數據分析的他校學生，小隊4
位成員能夠本著興趣勇於挑戰，得到第三名的
成績，覺得非常欣慰。
　隊員資工碩二陳世勇分享，「十分感謝老師
的栽培！在得知我們進入決賽時，老師高興地
鼓勵我們，讓隊員能以愉悅的心態去比賽。這
次比賽給了團隊一次結合理論與實作的機會，
讓大家明白原來透過數據真的可以分析出人的
習慣和行為，以後會繼續努力，讓蒐集回來的
數據變得更有價值。」

　【記者胡榮華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俄文
系、經濟系與蓋達爾
基金會及台俄協會於
7、8兩日在淡水校園
合辦「《蓋達爾基金
會在淡江大學》國際
論壇」，本校國際副
校長戴萬欽、中華民
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秘書長吳立民、俄國
前經濟部部長Nechaev Andrey Alekseevich、俄
國科學院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首席研究
員Gontmakher Evgeny、莫斯科臺北經濟文化
交流協調委員會駐臺北代表處經濟組組長施多
明、臺俄協會理事長黃清晏等200人出席。
　會議7日為文學場次，由蓋達爾兒子P.E. 
Gaidar講述他的曾祖父Pavel Bazhov，著名的俄
國兒童文學作家的一生，之後播放由他的祖
母（Pavel Bazhov么女）口述的紀錄片，敘述
Bazhov一家的命運和大時代的歷史變遷；8日
是經濟場次，早上圓桌論壇由戴萬欽主持，就
俄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及產業經濟的發
展進行交流；下午則播放改編自蓋達爾同名著
作《帝國的滅亡》紀錄片。影片以蓋達爾的觀
點敘述蘇聯帝國為何瓦解。
　俄文系副教授蘇淑燕說明有關蘇聯解體前後

的歷史，臺灣長久以來延用的第一手參考資料
一直都是《戈巴契夫回憶錄》，《帝國的滅
亡》提供另一個不同的視野和詮釋，對臺灣學
者研究這段歷史有非常大的幫助。
　經濟系主任鄭東光則建議，紀錄片應該配上
中文字幕以提供更多觀賞機會。蓋達爾基金會
曾在20年前來臺，此為二度造訪臺灣，與俄文
系對於未來的合作有初步共識，包括翻譯《帝
國的滅亡》紀錄片和出版中文版、持續舉辦類
似論壇，討論未來兩國經濟發展走向及與臺俄
協會合作。這是第一次臺灣經濟學家與蓋達爾
基金會合作，希望以後可以共同討論臺灣和俄
國未來經濟發展走向，為雙方的經濟發展方向
提供建言。戴萬欽表示樂見與蓋達爾基金會有
更多合作，也希望未來雙方能有更多機會進行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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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105學年度教
學特優教師、教學優良教師、教學優良教材及
教學創新成果獎勵、優良助教獲獎名單出爐！
「教學特優教師」由資圖系副教授賴玲玲、數
學系教授張慧京、航太系教授蕭照焜、保險系
教授繆震宇、統計系副教授陳景祥、俄文系
助理教授鄭盈盈、教科系教授李世忠共7位獲
獎，依「教師教學獎勵辦法」規定，「教學特
優教師」每位每月獎金1萬元，將於106年度歲
末聯歡會公開表揚及頒發獎狀乙面。其他完整
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教學優良教師」共40位獲獎，每位每月獎
金2千元，獎狀乙面。「教學優良教材」共13
位獲獎，其中教科書類有6位獲獎，每位每月
獎金3,000元；教材教案編製類有7位獲獎，每
位每月獎金1,000元，獎狀乙面。「教學創新
成果」有建築系教授姚忠達、經濟系教授萬
哲鈺、副教授林彥伶3位獲獎，每月獎金4,000
元，獎狀乙面。「優良助教」有化學系廖文
瑜、土木系廖仁傑、統計系蘇建郎、英文系朱
敏禎共4位獲獎，可獲獎勵金額2萬元、獎狀乙
面，於106年度歲末聯歡會領獎。
　獲得特優教師的資圖系副教授賴玲玲表示，
「感謝系上給我機會，才有這次獲選的結果。
我會持續調整教學的方法和策略，因應現在學
生的多元化，給予他們不同的教育需求。」
　獲得優良教師的中文系助理教授羅雅純分
享，「我們系上的老師都很優秀，得獎對我來
說是很大的激勵，也提醒自己莫忘初心，秉持
對教育的熱忱，回饋淡江跟社會。現在的教育
體制和過去不同，我認為老師和學生已經不是
二元分立，而是要尊重學生的自主性和教學主
體的關懷，發揮更大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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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8生獲立方衛星亞軍 漩渦小隊奪黑客松第三

　熱衷觀察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
語言四周儒婷，不設限自己並多方
嘗 試 。 大 三 出 國 遠 赴 波 蘭 華 沙 大
學，自助旅行26國88城，將不同文
化轉化為實際的閱歷，於今年獲優
秀青年之殊榮。（文／張展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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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學術發展欣欣向榮，期望同學在學習
之餘，也能持續經營社團發展。」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於會中公布「淡
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及邁入第五波
全球徵聯大賽」，說明為提倡中華精緻文學
特舉辦全球徵聯，邀請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
會長陳定川、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總會長陳進
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贊助，
總獎金高達13萬。此次徵稿的上聯為「守謙
首籤手牽手」，鼓勵大家踴躍創作下聯。
　出題人校長室秘書黃文智在活動之後接受
採訪說明旨趣，「在易經中，『謙卦』有廉
潔方正不踰矩的意涵，屬大吉卦象。學校的
發展以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為淡江第五波
起始的首要標誌標籤。」而且又是集校友捐
輸、眾志成城得以完成，手牽手即象徵大家
攜手，團結共創未來。他期許「此聯格律或
可不刻意追求嚴謹，盼以意重於律。」鼓勵
老少淡江人願意嘗試對下聯，共寫淡江第五
波的深意。
　本活動獲得中央社、東森新聞雲、經濟日
報與三立新聞網等電子媒體刊登訊息。（文
轉四版）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
舉辦品德教育系列活動「惜福愛物擁善報．
品德淡江第五波」祈福點燈活動，12日晚間
在同舟廣場舉行，張校長致詞表示，「經由
總務處布置後，整個校園都美麗了起來。今

天是淡江進入第五波後的首次點燈活動，一
個非常好的開始，每年於此時刻一同感恩、
回顧過去點點滴滴，很開心大家都平安、健
康，期許未來也都平安喜樂、更加健康。此
外，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使用率高，象徵著

余光中遺作憶藍星

教學&教材優異

外語學院25週年院慶 傳承與啟新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8日
舉行25週年院慶活動，由餐會揭開序幕，隨後
於文錙音樂廳進行晚會。3位駐華大使分別為
尼加拉瓜達比亞、巴拉圭柏馬紹、瓜地馬拉亞
谷華特地來校，與校長張家宜、本校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等多位貴賓出席盛會。
餐會由張校長、陳小雀外語學院院長和外賓共
同切下海豚造型蛋糕開始，提供西班牙海鮮飯
和法式甜點國王餅等多樣美食，陳小雀更代表
前院長林耀福宣讀對外語學院的祝福。
　晚會首先播放各系成立及改名、外語大樓落
成、歷年活動回顧影片，以及歷任院長對外語
學院的祝福，張校長致詞表示，外語學院原先
隸屬文學院，由於文學院規模太大，25年前另
外成立外語學院。前任院長更展開新的傳統，
由六個學系共同參與《話說淡水》六個語言版
本製作，最近則是《陳澄波與淡水》的出版，
和淡水在地化的結合十分重要。前院長林森鈴

代表全體外語學
院前院長們向張
校長致謝，並回
憶擔任院長時，
院內教師研究室
四散各處，無法
像現今齊聚外語
大樓；前院長吳
錫德則談到本校
外語學院全臺規
模最大，過去在
外工作時，曾遇
到 許 多 外 校 人
士，皆十分看重
本校外語學院，
這歸功於張校長支持和歷任院長的努力。陳小
雀感謝全體師生努力，希望能繼續發揚光大，
創造更多25年。

要懂得知足和感恩，珍惜所擁有

的一切，培養出自己的價值觀，也

不要怕辛苦，要多元地接觸生活，

從生活中了解人生道理。

－知名基金理財專家，被譽為

「定期定額教母」蕭碧燕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12日，香港中
文大學今年再度來校交流，中國研究中心教授
Tim Summers，率2名老師及16名研究生來校
交流，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日本政經研
究所副教授蔡錫勳接待座談，本校臺灣與亞太
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日本政經研究所及
英文系學生出席參加，兩校師生深入討論大陸
現況、臺灣民主及社會發展趨勢。
　12日，澳門聖保祿學校校長陳信望、總務長
安敬道、升學輔導科主任黃毅紅，率領7位師
長及144位學生蒞臨參訪，由本校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代表致詞歡迎。會中由國際處交流
組組員林玉屏介紹各系所資訊、就學環境及
升學管道。交流組組長顏秀鳳介紹本校國際
化特色，多元的出國學習管道。境外生輔導組
長李美蘭，介紹僑生獎學金、生活環境及境外
生活動。另外現場請到本校多位由該校畢業的
校友及澳門留學生，以熟悉的廣東話分享求學
心得，相當豐富。現場同學表示，此行預計停
留四天，很榮幸能藉由教育旅行的機會參訪淡
江，期望將來有機會能到臺灣讀書。

蒞校交流兩岸現況

【本報訊】詩壇一代巨擘余光中14日辭世，
留下一篇為本校中文系當代詩學論壇所寫的遺
作「藍星曾亮半邊天」。中文系教授趙衛民表
示，明年五月在淡水校園舉辦的「第十屆兩岸
四地當代詩學論壇」原預計邀請余光中專題演
講，11月初趙衛民親自打電話邀約，當時他已
不能言語由夫人代為婉拒出席，但仍為會議撰
文。兩週後，趙衛民收到該篇文章，卻竟成為
余光中的遺作。趙衛民表示，國內有《藍星詩
學》、《現代詩》、《創世紀》三大詩刊，其
中《藍星詩學》一面要現代化，又不鄙棄古典
的傳統，這跟余光中融合中西的詩風一致，趙
衛民接手《藍星詩學》編務後，擔任該刊發行
人的余光中除在編務上多所指點，亦曾於2000
年應中文系邀請參與淡江講座。

加退選補繳費快注意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注意！財務處

提醒尚未完成106學年度第1學期加退選後應補
繳費者，請透過信用卡或ATM於107年1月11
日前儘速完成繳費。未完成補繳費者，無法辦
理106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課程及註冊作業，畢
業生則無法領取證書。如有疑問可至財務處網
頁查詢，校內分機 2067。

　晚會表演節目多元，管樂社演奏六個國家樂
曲；法文系師生演出詩歌朗誦及合唱生日快樂
歌；俄文系由學生身穿俄羅斯服裝帶來傳統方
陣舞；迷火佛拉明哥舞團則帶來精彩舞蹈表
演；西語三吳鈞傑、陳柏睿帶來西班牙歌曲演
唱；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表演「百人一首」
的和歌演唱，晚會在樂聲與掌聲中溫馨落幕。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8(一)
8:10

保險系
B427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
理黃家祥
傷害險與健康險理賠實務

12/18(一)
10:00

電機系
E787

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昱均
創業經驗分享

12/19(二)
8:10

德文系
T212

專業德語導遊張盆
導遊業與導遊技巧

12/19(二)
10:10

水環系
B709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局長曾鈞敏
河川的管理與治理

12/19(二)
13:10

產經系
B51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信用卡部經理林逸凡
淺談Fintech對傳統銀行的衝擊暨淡
江人脈的運用

12/19(二)
14:10

經濟系
B712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姿錡
淺談生活中的博奕經濟學

12/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研究員吳孟儒
E x p l o r i n g  p h y s i c s  i n  e x t r e m e 
conditions:core-collapse supernovae 
and neutron star mergers

12/19(二)
19:00

網路行銷社
E312

台灣行銷傳播專業認證協會秘書長
陳麟
TMCA數位人才養成

12/20(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宜安保險經紀人負責人張家宏
保經保代概論

12/20(三)
10:10

中文系
L201

《自由時報.花邊副刊》前主編彭樹君
與靈感相遇/和朵朵一起寫小語

12/20(三)
12:10

教心所
E787

國際系統排列學院創辦人周鼎文
愛與和解-實現生命願景

12/20(三)
13:10

文創學程
O502

林百貨企劃部副理曾芃茵
林百貨的文化精神展現-府城摩登
大遊行

12/20(三)
13:10

歷史系
L412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Táňa Dluhošová
解出版目錄的密碼：以數位人文剖
析臺灣文學史

12/20(三)
14:10

化材系
G315

長春集團創新研發部副總經理周俊彥
化學品產業鏈規劃實業化及經營

12/20(三)
15:10

土木系
E787

台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工程部
副理廖祐政
QS實務專題：建築工程計量-鋼筋
混凝土工程

12/21(四)
10:00

資圖系
L4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教授兼館長柯皓仁
鏈結開放資料-02

12/21(四)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立法院助理工會理事長田飛生
台灣民主化歷程觀察

12/21(四)
14:10

統計系
HC305

Ph.D. Chair, Department of Biostatistics  
D i r e c t o r ,  V a n d e r b i l t  C e n t e r  f o r 
Quantitative Sciences Yu Shyr
Data Science,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re you ready 
to be a data scientist?

12/21(四)
15:10

大陸所
T701

工商時報及旺報主筆李孟洲
臺商的契機與挑戰

12/22(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碩
二生何和威
畢製展影像內容該注意的一二三事

12/22(五)
10:10

經濟系
B506

中國社科院產業與企業競爭力研究
中心研究員兼執行秘書長傅志山
中國大陸供給改革：中小企業融資
問題的探索

12/22(五)
10:10

歷史系
L21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
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鄭昭民
淡水的多元建築文化

12/22(五)
13:30

通核中心
HC305

馬偕醫學院心理諮商中心主任林一真
活化專業通識與跨領域學習

12/23(六)
10:00

電機系
E787

瑞典卡爾斯塔德大學健康科學系教
授林秉毅
北歐教育輸在起跑點贏在終點的啟示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8(一)
12:30

化材系
E819

美國德州科技大學化工系博士後研究員
游承修
技術研發與專利申請之實務經驗分享

12/18(一)
18:00

大傳系
O303

輔仁大學音樂系副教授高惠宗
廣播中音樂與音效的運用

12/19(二)
10:00

資管系
B702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劉秉昕
電腦及網路犯罪分析

12/19(二)
15:00

會計系
B712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深執業會
計師林瑟凱
會計系企業導師請益-邁向會計師之路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教學

卓越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第2
學期通識教育微學程護照及代選課作業將於25
日至107年1月5日止，在I802室開放申請。申
請資格為大學部日間部學生，欲進行護照申請
者，請填寫「通識教育微學程護照申請表」，
並請攜帶學生證影本；若已申請微學程護照，
並於微學程始辦作業前修畢該學程通識課程2
門（含）以上者，則可進行代選課申請，請欲
申請者填寫「通識教育微學程代選課申請表」
並檢附成績單正本。
　通核中心組員張淑暖表示，若該學期正在修
習該學程通識課程者，可先檢附修課證明，學
期結束後再補附成績單正本。審核通過學生，
將可經由通核中心於106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核
心課程初選前代選該微學程課程乙門，18日公
布課程表於通核中心網站，請以通核中心公告
為主。張淑暖補充，本次「代選課作業」雖與
首度增加「通識核心課程初選前電腦亂數分發
選填志願」時間重疊，若遇分發志願與代選課
程相同時，可向通核中心申請更換代選課程，
以彈性調整讓修習微學程代選課學生不會失去
權益。請同學排課先以選課系統之填寫志願序
為主。詳情請至微學程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core.tku.edu.tw/page3/super_pages.
php?ID=page301）

通識微學程25日申請

12日晚間，本校以「惜福愛物擁善報．品德淡江第五波」點燈活動點亮校園，藉由「點燈」
師生一同感恩並祈福，象徵美好的開始。（攝影／吳冠樑）

香港中文大學澳門聖保祿

蓋達爾基金會在淡江 對談臺俄經濟改革

66師獲獎勵

（攝影／麥麗雯）

外語學院 8日舉行 25 週年院慶活動，校長張家宜、尼加拉瓜、巴拉圭和瓜
地馬拉駐華大使、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外交部國傳司一等
秘書殷正仁等多位貴賓出席盛會。（攝影／周舒安）

（攝影／佀廣承）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藝術
中心、麗寶基金會與中華民國書學會主辦、書
法研究室承辦之「2017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書法
比賽」，於10日在台北校園5樓舉辦決賽。初
選經由來自全國大專生的投稿作品中，由評選
53件進入決賽。決賽選手即席創作後，由評審
現場選出前三名和五名優選，最後由義守大學
大傳系李佳汧獲得第一名並獎金3萬元、第二
名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王意淳、第三名
是長榮大學資工系陳孟謙。毛筆書法比賽結束
後，接著是現場同學自由參與的e筆書法會外
賽由中文碩三莊棋誠得冠。莊棋誠表示，「今
年的參賽者比去年踴躍很多，許多參賽者都很
年輕，我想e筆書法比賽是未來可以繼續發展
的方向，也為書法開啟一條新的道路。」

莊棋誠獲冠e筆書法

2017 TEDxTKU

　 【 記 者 鄭 詠 之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9 日
「TEDxTKU2017年會」於學生活動中心盛
大舉辦，吸引約430位觀眾買票進場。今年以
「Uncharted未知藍圖」為主題，策展人英文
四洪子恆表示，希望藉此主題刺激觀眾促成行
動力，讓大家勇於擁抱未知，做出改變。他說
明將此演講者定義為拓荒者，分別分享在不同
領域經驗，期待給予大家豐富的收穫。本次
邀請100%純污水製冰所共同創辦人洪亦辰、
Homeseen共同創辦人游詳閔、本質溝通事務
所創辦人劉維融、Re-think重新思考創辦人黃
之揚、IMPCT COFFEE共同創辦人Juan Diego 
Prudot、Uspace共享車位發起者宋捷仁等10位
演講人。產經四賴慶宜說：「每位講者的分享
都很受用，為我對迷茫的未來打開一扇窗。」

打破未知規劃未來藍圖 

（圖／語言四周儒婷提供）

勤耕文學 勇闖歐陸26國

點燈守謙第五波全球徵聯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周秀芬

　動力科技董事長許文昉是本校土木系73年
畢業的校友，1998年前進中國從事直流無刷
風扇製造，至今近20年，許文昉從單純投資
方成為親力親為的經營者，帶領動力科技成
為全球電競顯示卡散熱風扇的主要供應商，
去年全球市占率約16%。

許文昉研發電競風扇供全球

全為淡江詩學論壇

大專書法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