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由淡江大學達
文西樂創基地主辦，清泉教育基金會、淡江
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協辦，2018達文西樂創基地
暑期自造營將於8月14日至16日，以及8月21日
到23日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行，將帶領大家體
驗樂高 EV3 機器人、3D 列印，到火紅物聯網
程式設計實作。報名時間為6月20到7月22日為
止，並於7月25日開始通知報名結果與繳費方
式。繳費期限自7月25日到 8月1日止，確定開
班後將通知繳費，錄取者請於期限前完成郵局
匯款或轉帳手續。如未在期限內繳費者視同放
棄，機會將遞補給下一順位候補者，候補將於
8月2日開始通知，最後繳費日為8月8日。因材
料已購買及行政作業費的原因，在8月7日起將
不予退費，請各位在繳費前多家注意評估。本
次營隊的主要聯絡方式以 E-MAIL為主，電話
為輔，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的資訊。有興趣
的同學可致電 02-2621-5656 #2422查詢。名
額有限，歡迎各地國中生踴躍報名參與。（報
名網址：https://ppt.cc/fkHUVx）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執行
科技部研發成果推廣活動計畫輔助案，於6月
21、22日以環保應用和生技應用為題，邀請化
學、環保、跨校協研教師、產業應用廠商、製
造供應鏈廠商、智財專家、研究法人及商業顧
問等人來校研討「特用化學品在生技環保應
用」。兩天6場研討會中，約有18家廠商近150
人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圓桌眾籌輔導的模
式，共同協助本校研發成果的老師蒐集市場及
產業資訊、深化產業製程技術、促成產業供應
鏈合作、確立商轉營運模式，進而與廠商進行

產學合作和策略聯盟。
　本次安排2場專題演講，味之素集團工程株
式會社社長岸本信一主講「日本特用化學品的
技術發展趨勢」說明微生物發酵技術；另一場
由研發處顧問張錦泉介紹「貴金屬特用化學品
的應用與發展」。此外，還有研發長王伯昌、
工研院技轉法律中心副主任樊治齊、大學智財
服務平臺執行長蔡熙文到場支持。承辦人、研
發處產學合作組專業經理王寒柏解釋：「特用
化學品與一般的化學品是一樣的，但它最大的
差異在於製程上的精進，使其產生高價值，而

特用化學品是所有科技的基礎，倘若此項技術
發展得當，自然將會增加國際競爭力，而經問
卷調查後也了解到在未來本校將會進一步地與
個別廠商進行更深一步產學合作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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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吳茂昆

一個家庭能夠和諧，秘訣就是
「只能有一本帳簿」！能將家裡的
支出與收入計算管理清晰、得當，
是件多麼有成就感的事，因此我將
這份成就交給我的太太，我覺得相
當自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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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於6月19日晚間舉辦「村上春樹作品《沒
有女人的男人們》LIVE活動」，由日文系副教
授王嘉臨在線上直播，以推薦書「《沒有女人
的男人們》中的男女遊戲」為題進行講解，並
分作五大部分解說。
　首先由前情提要帶進本書之序，了解村上春
樹對本書的見解，並提出問題和觀眾互動，再
以故事開端主角、主角前女友和前女友的丈夫
三者間關係作說明，也分析村上文學中的「電
話」除了是串連人際關係的關鍵外，亦為疏離
的元素，而村上春樹也利用「陌生化情節」來

吸引讀者閱讀。此外則介紹作品中的愛情角
力，書中描述與日常的經驗做結合，帶出愛情
中的背叛、拋棄。亦說明主角對前女友的丈夫
是怎麼由反感到與他產生共鳴，再提出透過
「同為失去女人的男人們」所衍生出的「共異
體的連帶關係」，是從愛情的悲劇到再生的希
望，最後也介紹村上春樹其他作品中筆下的愛
情世界，並於結語總結表示本小說透過人際關
係的問題，描寫出日本311地震後與社會的連
結，且透過共異體連帶關係的表象，賦予人際
關係新的內涵。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節能組將於暑
假期間修整五虎崗機車停車場，未來的五虎崗
機車停車場將提供400至500個機車停車位，預
計9月完工，請大家拭目以待。
　暑假將至，安全組提醒同學，外出活動時注
意安全外，也要知會家人外出行蹤讓家人放
心；也請同學注意交通安全和打工安全，盡量
結伴同行，安全組表示，「暑假天氣炎熱，難
免會有玩水行程，請各位注意玩水活動之安

全，出門要讓家人知道行蹤，盡量
早歸。」

達文西樂創基地自造營

村上中心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直播秀

　【本報訊】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107
年5月26日辭世，6月21日下午舉辦告別式。
為表彰創辦人對國家社會之貢獻，特別進行
覆蓋國旗儀式，象徵最高榮譽，前總統馬英
九、前副總統呂秀蓮、蕭萬長、吳敦義與各
界人士逾800人出席悼念張建邦先生。
　告別式會場設置於臺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景
行廳，靈堂以金色布幔、羅馬立柱陳設，布
置以蘭花、百合搭配粉色鮮花，莊嚴典雅。
兩側擺滿政界、教育界、商界人士及本校各
校友會的弔唁花籃。告別式以佛教儀式進
行，由教職員工及校友組成的助唸團在中臺
禪寺法師引領下，進行入殮儀式及家祭。
　下午二時起，參加公祭人士陸續進場，他
們有的是英專時期校友，有的是創辦人任職
市議會及交通部時的同僚或下屬，有些則是
退休的淡江教職員工，他們都希望能到場送
創辦人最後一程。
　公祭前進行覆旗儀式，中國國民黨黨旗覆
蓋人員，包括：副主席曾永權、郝龍斌、總
統府資政陳金讓、前臺北市議會議長陳健
治；國旗覆旗官為前考試院長許水德、關
中、前監察院長錢復、前外交部長簡又新，
在全場人員肅立目視下，莊嚴肅穆地為張創
辦人靈柩覆上中國國民黨黨旗與國旗。
　公祭儀式，首先由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弔唁、前總統馬英
九、前副總統蕭萬長、呂秀蓮一一致祭，並
向張姜榮譽董事長及家屬致意。
　接續有艾森豪獎金會、美國伊利諾大學校
友會、國民大會議長陳金讓、國防大學校長

吳萬教上將、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
何煖軒、臺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
前監察院長陳履安、前立法院長王
金平率柯志恩立委等、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各大學
校長與代表及社會賢達人士、本校
各地校友會、退休人員聯誼會以及
教職員生代表，依序至創辦人靈前
致 祭 ， 儀 式 在 莊 嚴 隆 重 氣 氛 下 完
成。
　在告別式結束後，仍有逾300人
在景行廳外排成兩列為張創辦人送
別，在發引移靈時，現場舉起淡江
大學校旗和獻上「您永遠在我們心
中 ， 您 永 遠 是 淡 江 典 範 」 感 念 排
字，隨著靈車移動，全體靜默揮手
向張創辦人最後一程致敬。
碩德貽徽 教澤長存 800人致祭張創辦人
　【本報訊】張創辦人告別式中，
逾800人紛紛表達追思與懷念，前總
統馬英九致贈輓額「碩德貽徽」、
前總統陳水扁贈輓「世德流芳」、
總統蔡英文、總統府祕書長陳菊致
贈花籃、行政院長賴清德贈輓「碩
德堪欽」、前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贈輓「德望
常昭」、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德望長昭」、金
鷹校友香港議員麥業成敬輓「垂範人間」等、
各界人士的追思與致敬之心意不勝枚舉。
　世界各地校友超過300人前來哀悼致意，分
別為陳定川總會長率領世界校友總會主祭、侯
登見榮譽總會長率領菁英校友會主祭、陳進

財總會會長率領中華民國校友總會主
祭、林健祥總會長率領系所友總會主
祭及莊文甫總會長率領海外校友總會
主祭。
　前來致祭的校友，其中不乏巍巍顫
顫、需人攙扶的老校友，像是中文系
百歲人瑞校友尹士宗，還有日文系、
金鷹校友林丕雄因行動不便，由高齡
九十的夫人代為前來；同為菁英校友
的馬紹屏即便坐著輪椅，也要來送創

張建邦創辦人告別式
覆國旗備極哀榮 800人追思致意

辦人最後一程。馬來西亞留臺淡江大學校友
會會長袁家宏昨天特地搭機回台，2000年畢
業的他表示，雖然與創辦人接觸的機會不算
多，但是張家宜校長對校友會事務非常關
心，數次前往馬來西亞訪問校友，心裡非常
感佩創辦人與校長們治校理念，因此特別回
台致意。
張創辦人感恩追思音樂會
　【本報訊】本校教職員合唱團於27日晚間
7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張創辦人感恩追思
音樂會─感恩淡江夜」，邀請國際研究學院
院長王高成、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文
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總務長羅孝賢共同
演出，教職員合唱團由林坤輝擔任指揮、王
仁君伴奏，全團32人參與合聲。體育長蕭淑
芬說：「創辦人長年耕耘教育工作，對於師
生校友更是傾心關注，這次音樂會藉由歌聲
撫慰，同時傳達同仁和校友們追思之情。」

出納組服務時間調整

新媒體X電商開課報名中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出納組自107
學年度起調整服務時間，出納組組長林雪馨表
示，本次調整時間主要為因應教育部規定校務
會計須配合銀行作業時間，因此調整服務時
間。關於調整時間說明如下，一是取消平時夜
間值班；二是比照銀行模式，增訂每個工作日
下午4點為結帳時間，停止櫃臺收付，以確保
每日現金結存清楚，以利及早回存金融機構帳
戶：為不減少對進學班、碩專班學生之服務，
出納組另設置退費信箱，提供非服務時間之學
生退費匯款服務；收費則與財務處協調增加金
融機構代收期限，歡迎學生多加使用金融機構
代收服務。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你有創業的夢
想嗎？對創業或就業想了解更多嗎？建邦中小
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7月2日、3日在Ｒ103提升
新媒體資訊能力推出「創玩世代 2023 - 新媒
體X電商-創業速成 就業加值」課程，兩日課
程將邀請鑄雲鋪創辦人莊坤衛、凡格數位設計
美術總監鄭文義、Shimmer Photography 6度微
光攝影工作室負責人Ivy、草舍文化有限公司
導演陳維信等擔任講師，帶領一眾在畢業之後
有創業意願或就業為先、創業為後的學生提升
新媒體能力與就業競爭力，同時思考職涯發展
與創業規劃的整合。
　7月2日課程內容講解當今網站的各種賣點，
並教導參加者設計網站版型、網站接案技巧，

更有Rabbitdens 電商平臺教學，讓你5分鐘完
成架站銷售；3日則講解商品影片基本功、創
業未來工作坊、商業攝影入門，讓你完成未來
的職涯規劃之餘，更能以手機拍攝亮眼商品！
　本次活動是由教育部補助106學年度大學校
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經費，課程內容價值2萬
元以上，凡淡大學生報名上課，完全免費，
學員限20人，請大家把握機會，心動不如行
動，先搶先贏，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趕快到活動
報名系統報名。本次課程須備筆記型電腦、
單眼相機器材，請報名成功者自行準備。
（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fdcx20180702）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人力資源
處為了教職同仁了解退休福利內容，於6月12
日及20日兩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退休
福利儲金制度投資轉換說明會」。
　首先，由人資長莊希豐說明「退休福利儲金
計畫」的理念，於民國98年正式開辦的淡江福
儲，當時，私立學校還尚未加入年金減免計
畫，學校為了提供教職人員相關的退休福利而
與中國人壽成立這個專案，作為與私校退撫新
制的配套措施及接軌方案。
　凡是參加這個計劃的同仁，學校每個月將從
本薪當中提撥3.5%當作自提儲金，除了可以節
稅，退休後，還可以多出一筆錢。但是相對來
說，每個月也必須付出累積金額的萬分之八作
為中國人壽的帳管費，隨著金額的累積，帳管
費也被無上限的放大，本校為了教職同仁的福
利與中國人壽協商，帳管費的上限金額為120
元，簽訂新合約，並在106年8月生效。
　隨著私校退撫新制成立，教職同仁可自行決
定是否繼續將自行提撥的金額放在中國人壽的
專戶裡面，若已年滿8年將可無條件解約，未
滿8年者，則須自行負擔解約金，相關法規已
於6月8日舉行的第79次校務會議中通過。

退休福利儲金轉投資說明會

追思與懷念

　前台北市議員、前考試院祕書長林水吉
於6月19日以「民主典範張建邦」一文，投
書中國時報名家觀點，文中描述張創辦人
擔任議長期間的理念與作為。本文經中國
時報和林水吉同意後轉載。　
　淡江大學創辦人、前臺北市議會議長、
前交通部長張建邦先生於今年5月26日以
90高齡仙逝，令人不勝唏噓。笫四屆台北
市議會張建邦高票當選議長，筆者有幸追
隨議長的德望領導，就近學習請益，耳濡
目染，受益良多，茲列舉張議長的理念與
作為，藉以追思感念。一、有孟嘗君風
範：在歷任議長中，學歷最高、民主素養
豊厚且深受黨內外議員敬重的人，非張建
邦莫屬。為人豪邁、熱情，也展現尊重、
包容之氣度，議長任內，他的辦公室就是
議員、市民及記者經常聚會聊天的聯誼中
心，其人緣甚好，有孟嘗君的風範。二、
樹立民主典範：民國70年代初，議會總席
次51席，黨外人士只有11人，以陳水扁、
謝長廷等代表用功、激進；康水木、徐明
德代表本土、老成。而國民黨的精英以趙
少康、郁慕明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張建邦
主持議會依民主原則採多數決，惟仍須照
顧少數議員的權益，他甚至認為，讓少數
黨外民代在議會殿堂說個痛快，就不必到
街頭去搞革命，而這也是議會政治必須堅
持的價值。在議會之外，張建邦秉持「有
志肝膽壯、無私天地寬」的胸懷，包容不
同意見者，用心協調黨內外議員的權益，
保持行政中立，建立議會協商模式。此
外，林水吉為文的第三點係張創辦人倡導
的「未來學」不僅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對
市政建設亦可提供建言；第四點稱許張創
辦人對市政建設的前瞻視野，洞燭機先，
令人敬佩。受限篇幅，全文將刊載於淡江
時報網站。

五虎崗停車場9月完工

人資處舉辦退休福利儲金制度投資轉換說明
會，使本校教職同仁了解相關制度內容。（攝
影／吳冠樑）

　【本報訊】人力資源處為歡送榮退同仁，將
於6月26日下午2時1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6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為
感謝本次26位榮退教職員長期對學校的貢獻，
現場將致贈紀念品，並邀其分享在校回憶，希
望全校教職員生蒞臨現場，為他們獻上祝福。
本次榮退名單如下：校長張家宜、中國文學學
系教授陳仕華、數學學系副教授王國徵、土木
工程學系副教授段永定、國際企業學系講師曾
秀美、會計學系副教授洪雪卿、英文學系教授
黃逸民、副教授游錫熙、黃月貴、註冊組專員
鄭玉梅、課務組專員胡麗娟、招生組編纂何憶
萍、印務組組員江秋黛、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編纂鄭月琴、學生事務處編纂吳玉麗、住宿輔
導組組員郭美玉、職涯輔導組組員嘪純女、事
務整備組鍾丁雪娥、王愛、節能與空間組專員
盧火財、資產組專員闕銘欽、組員鄧麗惠、安
全組警衛長楊德銘、資訊處專門委員余金堂、
專員古惠瑩、境外生輔導組專員陳慧芝。

6/26歡送榮退同仁

了解私校退撫新制配套措施

安全組提醒暑假安全

暑假體驗樂高機器人

3版
　今年春假，本校外籍生、外交與國際二自由（Romano）赴日
參加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TUDIES
（NETs 2018），並以「The Effects Of Personalization Algorithms 
O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為題發表論文。他積極參與
校內外活動，曾代表本校前往比利時，參加2017年未來學國際會
議，一探未來發展和應用趨勢。勇於挑戰自我的Romano，已擁有
5年英語教學資歷，現任英國文化協會英文教師。（文／陳瑞婧）

4版 自由彰顯淡江三化縮影
　鳳凰花開的日子，淡水校園38系所於16日上午畢業典禮後，接續自辦撥穗及
授證典禮，各系所精心安排內容，有的安排校友分享經驗，有的安排學弟妹獻
唱，有的則是透過四年來的影像，讓畢業生溫習舊日的點點滴滴。除了師長到
場給予勉勵及鼓勵，更有許多家長到場見證子弟值得驕傲的一刻。畢業生們也
趁此發表感言致上誠摯謝意，感謝師長們在學期間的照顧與提攜。現場眼淚、
花束、笑語與祝福齊飛，場面溫馨感人。本報特別紀錄下這一刻，更多內容詳
見淡江時報網站。（網址：:http://www.tkutimes.tku.edu.tw）

38系所自辦溫馨畢典

　106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考試將於6月25日至
7月1日舉行，在期末考前夕，同學們把握時
間準備最後衝刺，不論是在圖書館、24H自習
室、商館自習教室，甚至行人徒步區、美食廣
場等座位處處爆滿，都是同學用功備考的模
樣，有的學生會彼此討論、有的同學會互相交
換筆記，但希望同學在用功之餘也請注意身體
健康，淡江時報預祝所有同學All Pass！（文／
本報訊、攝影／周舒安）

圖書館暑假開放時間
　【本報訊】覺生紀念圖書館自7月2日至9月9
日，為暑假服務時間。自6月25日開始借閱之
圖書，歸還日延長至9月13日後，非書資料、
教師指定用書、教職員著作等特定館藏，仍維
持原借閱期限。預約資料在寒假期間到館者，
敬請於保留期限內到館取件。若無法如期到館
取件者，將視同自動放棄並請自行重新預約。
不便於寒假期間到館取件者，可自行上網啟用
「暫停」預約，關於相關借閱事項，請至覺生
紀念圖書館查詢。（網址：http://www.lib.tku.
edu.tw/）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成人教育
部華語中心在臺北校園規劃設置一間「台灣文
化教室」已於日前正式啟用，以臺灣小吃、廟
宇、節慶等為主題設立的情境教室，希望能將
文化融入於教室，使外國學生能更加了解臺灣
文化。「台灣文化教室」內以臺北故事牆介紹
臺北地區的建築物，如紅毛城、101等等名勝
古蹟的故事與由來，廟宇牆是透過臺灣知名的
廟宇，如行天宮、龍山寺來向同學介紹臺灣的
傳統信仰，節慶牆則以臺灣四大節慶春節、清
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介紹臺灣民間的風俗習
慣。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台灣文化教室
以互動式的教學為主題，希望透過環境的渲染
使同學更迅速的了解臺灣文化，教室內更設置
AR實境虛擬，讓虛擬情境與教室內的場景互
相配合，增加學習上的樂趣，達成寓教於樂的
學習模式。

AR實境互動教學
台灣文化教室啟用

圖 書 館 日 期 開 放 時 間

總 館

7/01－ 8/31
週一 ~ 週五　08：20 ~ 15：50
週六 ~ 週日　休館

9/01 －9/09
週五　08：20 ~ 16：50
週六 ~ 週日　休館

流通櫃台服務至15：30，借書請利用自助借書機；
換證入館至15：40，請於15：50前換回證件。

台北分館
7/01 － 8/31

週一 ~ 週五　13：00 ~ 15：50
週六 ~ 週日　休館

9/01 － 9/09
週五　13：00 ~ 16：50週
六 ~ 週日　休館

鍾靈分館 7/01 － 9/09 休館

期末考今日登場

張創辦人告別式結束後，本校教職員生逾 300 人在廳
外舉校旗和排字感念他為校貢獻。（攝影／麥麗雯）

張創辦人告別式中進行覆旗儀式。（圖／馮文星提供）

前總統馬英九（左一）出席張創辦人告別式致意，並向
張創辦人家屬張姜榮譽董事長（左二）握手慰問。（圖
／馮文星提供）

特用化學品應用研討會 150人交流生技環保

西語校友陳敏男辭世
　【本報訊】本校前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主任陳敏男於6月16日下午病逝於花蓮慈濟醫
院，享壽76歲。家屬已於上週六（23日）舉行
追思會，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及該單位
歷任秘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等
一同前往花蓮弔唁。陳敏男為本校西語系第一
屆校友，在校服務40年，歷任組員、訓導員、
人事室第一組主任、秘書室公關組主任，在張
建邦創辦人擔任台北市議會副議長及議長期
間，外派擔任其機要秘書，後回校擔任總務
長、海事博物館館長、秘書長、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主任，2008年1月31日以副教授屆齡
退休，移居花蓮。
　1067期「2018外國語文學論壇」主辦單位
應為外國語文學院、e筆書法賽冠軍應為化
材四黃睿朋，特此更正。

民主典範張建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