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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人要不斷成長，除了樂在其中的挑戰，
更該保有求知慾。發揮獨立特質與創新思
維、努力展現自我。在資訊流通的現代、
世界不是很大，每個人在職涯中的態度、
經歷及成績，皆會成為評價個人的依據，
因此更要努力謹守本分，在工作中兢兢業

業、腳踏實地完成每項任務。
－時任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為培養學生國際化並
提供住宿師生體驗社交禮儀活動，蘭陽校園主任室於
10月30日晚間在強邦教學大樓1樓餐廳舉行High Table 
Dinner全住宿書院「新聲」餐會，校長葛煥昭、學術
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
王高成等師長共襄盛舉，總計有350位師生一同共進
晚餐。餐會以全英語進行，由觀光三黃詠新、政經三

范心怡擔任司儀介紹與會貴賓及師長。
　葛校長致詞表示，「歡迎新鮮人加入淡江大學，相
信同學們在三全教育下，能成為具國際競爭力的優質
專業人才，預祝大家有精彩、順利的大學生活。」會
中，頒發「蘭陽日」週一穿著評選最佳表現、「課程
出席率」兩獎，今年由資創系軟工組贏得，並由葛校
長頒獎表揚。餐後師生合影，為晚宴畫下完美句點。

High Table 住宿書院新聲餐會350師生蘭陽歡聚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歡慶本校
創校68週年！今日（3日）上午9時，在淡水
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行「校慶慶祝大
會」，會中頒發第32屆淡江菁英之金鷹獎、
捐款及勸募感謝獎，將由校長葛煥昭、董事
長張家宜、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
致詞。慶祝大會中，頒金鷹獎予張仁正、林
志城、劉德立、呂世典、朱知章及張榮貴共
6位得獎之傑出校友（專訪見本期2、3版校慶
金鷹獎特刊）。
　接著致贈捐款及勸募感謝獎，感謝對本校
的捐贈與付出。監察人王美蘭、董事戴萬
欽、前校長陳雅鴻、趙榮耀、林雲山、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陳進財、淡江
大學菁英會榮譽會長侯登見，以及淡江大學
菁英會會長孫瑞隆。
校服暨資發處法式歡迎會及校友聯誼活動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
68週年校慶11月3日上午10時20分在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2樓大廳舉辦校友返校法式歡迎
會，11時5分在3樓有蓮廳舉辦校友返校聯誼
活動、世界校友會會員大會，由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主持，中午12時至下午2
時30分在福格大飯店舉辦菁英會迎新活動、
菁英校友會員大會。
蘭陽校園校慶園遊會 眾社團帶來精采表演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歡慶本校68週
年校慶，蘭陽校園於11月3日上午在教學大樓3
樓舉辦校慶園遊會，由福利部門及學生社團擺
攤售賣多樣小吃及飲料，現場另有蘭馨大使社
舉辦玩遊戲送好禮活動。
　學生會蘭陽行政中心亦舉辦「秋葉紛飛、楓
瀰蘭陽」活動，在紹謨活動中心前平臺邀請師
生、同仁及校友齊聚歡慶！屆時華麗旋轉國標
舞社、爵士樂社及街舞社等學生社團帶來一系
列精彩表演。蘭陽校園學生會會長、資創二蘇
騰焱說：「蘭陽校園的校慶活動多數由學生社
團策劃，期待園遊會、社團展演等相關活動能
順利完成，也邀請大家一同歡慶68週年！」
68週年校慶蘭花展  萬代蘭贏得總冠軍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為慶
祝68週年校慶，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蘭花香
正好，邀您共賞」蘭花展，展期為11月1日至3
日，展出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5時。本次有來
自全國各地19個蘭園，共計312盆蘭花參展。
特別是今年拖鞋蘭相較於往年樣式來得更多，
值得一看。
　今年總冠軍獎是由「四倍體蘭園」培育的
「萬代蘭」贏得，此株屬泰國分生株，共開出
13枝花梗的中輪黃花，色澤彷如水般的特點，
是一盆難見的花卉。秀錦蘭苑孫世章說：「今
年比照臺灣國際蘭展的評比標準，由10位評委

各系慶熱鬧展開 會計辦桌逾500淡江人團圓
數學創系60週年慶祝大會暨楊國勝教授80大壽餐會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數學系於11月
3日中午在鍾靈化學館二樓穿堂舉辦系慶60週
年暨楊國勝教授 80 大壽餐會。當日上午9時，
在Q409舉辦不等式及其應用學術研討會，下
午2時舉辦中等教師研習坊及系友經驗分享座
談會，歡迎系所友及在校生參加。楊國勝曾任
系主任、數學研究所所長，任教迄今已發表的
論文計74篇，退休後擔任榮譽教授。
物理系55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68
週年校慶和物理系創系55週年， 11月3日在騮
先紀念科學館S104舉辦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
邀請民國57、67、77、87、97年畢業系友回娘

家。理學院院長周子聰、物理系系主任薛宏中
及系友會會長李政佑等人將到場共襄盛舉，會
中將由薛宏中概述物理系發展近況與展望，以
及在S101-S103餐敘聯誼。
會計系創系55週年慶祝大會暨餐會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為促
進系所校友與母校交流互動，並慶祝創系55週
年，於11月3日上午10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55週年慶祝大會暨餐會，邀請前管理學院
院長、廣信益群會計師事務所所長蔡信夫、穩
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進財、財金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揚清、台灣汽電共生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明杰、安侯聯合會計師
事務執行長林琬琬等校友出席，同時邀請立

本、勤業、安侯、資誠、安永5所會計師事務
所共襄盛舉，屆時將席開54桌。
　會中安排基金會獎學金頒獎暨頒發感謝狀，
並準備有會計系55週年蛋糕，將由會計系歷任
系主任王美蘭、黃振豊、陳叡智、張寶光、顏
信輝邀請會計系師生、同仁及校友齊聚歡度。
德文系55週年系友回娘家
　【本報訊】德文系將於11月3日舉辦「校慶
暨德文系55週年系友回娘家」，活動中安排系
友們一起複習德語，並在系務簡報後，進行系
友會會長選舉及新舊任會長交接，主任吳萬寶
邀請系友們踴躍回家敘舊，重溫學生時光，同
時也給母系支持、鼓勵與建議。（各系舉辦校
友活動一覽表詳見四版）

圖館展會計3創成果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於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總館2樓大廳舉
辦「大淡水‧心願景：創新創意創業報告」主
題展，展出與三創、淡水人文歷史相關的70件
圖書和影片，以及會計系「會計資訊系統」課
程學生製作的10家創業計劃書與海報。現場亦
備有「投資籌碼」，邀請師生當「投資客」與
參展者互動。
　圖書館在本學期與各系所合作，創造便利取
閱圖書與探索知識的環境。典藏閱覽組組長石
秋霞表示：「圖書館除了收藏靜態資源，也嘗
試將其轉化為動態資訊，並與系所合作將課程
學習延伸到圖書館，提供學生展示平臺之餘，
更盼透過知識交流增加實戰力，以及激發出更
多創新想法。」
　此次修習「會計資訊系統」課程學生的10家
創業計畫，為觀光旅遊、科技服務、藝術文創
及休閒等產業帶來創意發想，例如第五組「宜
萱釣蝦場」以娛樂休閒服務業為目標，為淡水
居民和觀光旅客規劃老少咸宜的消費模式，且
從經營的定位思考，到損益分析，更為淡水居
民、學子及訪客帶來更多創新及創意。

▲（攝影／施宥全）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7(三)
13:00

俄文系
 H117

國際民間藝術組織台灣分會(跨文化
藝術交流協會)執行長郭麗敏
從語言到絲路文化的涉外之途

11/7(三)
14:10

學發組
I304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學生馬藝玶
「團體小宇宙 溝通技術－怎麼溝通？
然後真的通嗎？」-溝通與表達技巧

11/8(四)
8:00

日本政經所
B302A

日本安全保障•危機管理学会理事JSSC、
情報セキュリティ研究所所長中村宇利
最新の暗号技術を用いて情報セキュリティ上
の本質的な脅威•攻擊を防御する～例：ブロ
ックチェーンさえ必要としない價值交換方式

11/8(四)
8:00

日本政經所
B302A

福井県立大学教授（海洋生物資源
学部）河原昌一郎
アジア太平洋の貿易構造と「米中
貿易戰争」

11/8(四)
8:00

日本政經所
B302B

拓殖大学名譽教授(日本安全保障•危機管
理学会中国部会長、防衛省オピニオンリ
ーダー、日本防衛学会理事など)茅原郁生
嚴しさを增す中台関係

11/8(四)
13:10

歷史系
L401

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副
教授廖文輝
馬來西亞華人村鎮發展及其相關的
民間歷史文獻

11/9(五)
12:00

教發組
L203

教科系教授李世忠
教學技巧系列研習：創新教學：數
位說故事與app運用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5(一)
10:00

電機系
E787

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產品經
理何丞堯
物聯網結合區塊鏈的應用與發展

11/5(一)
11:10

全財管
B614

國際企業學系兼任副教授賈昭男
How to s tudy in  “Ful l  Engl ish 
Teaching Class”

11/5(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淡水社區大學創校主任張建隆
從淡水看世界－一個歷史的觀點

11/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張慕傑
Reversible Homolytic Activation of Water 
via Metal-Ligand Cooperativity in a 
T-Shaped Ni(II) Complex

11/5(一)
14:10

數學系
C013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老師王聖淵
面對未來，數學人該何去何從？

11/5(一)
18:30

學生會
B713

知名Youtuber邱威傑（呱吉）
媒體識讀，你讀媒體

11/6(二)
13:10

戰略所
O504

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張佑生
假新聞年代的國際新聞

11/6(二)
14:10

產經系
B613

產經系教授許松根
台灣：昨日、今日和明天

11/6(二)
19:10

全財管
B505

財務金融系專任教授顧廣平
From Fama-French 3-factor model 
to Moment Investment Strategy

11/7(三)
10:00

財金系
B713

安侯企業管理副總經理連宏銘
壽險業概論

11/7(三)
12:00

教發組
I501

電機系副教授劉寅春
課程設計：CDIO X 跨領域人才培
育：以不抖湯匙工作坊為例

11/7(三)
14:00

財金系
B1012

洽吧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趙式隆
第三屆華南金控金融科技創新競賽 
校園合作課程講座

11/8(四)
9:10

人資處
驚聲國際廳

諮商心理師、知名作家蘇益賢
從腦科學談快樂秘方

11/8(四)
14:10

產經系
E680

BiiLabs公司市場開發經理顏向瑜
區塊鏈革命究竟改變了什麼？

11/8(四)
14:10

機電系
E401

光峰光電股份公司創辦人吳忠威
實驗設計（design of experiment）

11/8(四)
15:10

大陸所
T701

中華精品咖啡交流協會秘書長蕭督圜
從研究生到斜槓青年

11/9(五)
10:10

資工系
E787

TWCA台灣網路認證公司策略長杜宏毅
區塊鏈的前世今生與未來

11/9(五)
12:00

日文系
FL411

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董莊敬
外語跨域學習之現況與問題點：以
海外實習為例

11/9(五)
13:10

經濟系
Q407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孫嘉宏
Timing of adopting a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11/9(五)
14:10

經濟系
B506

插畫金工創作者曾于真
人生不只教科書－你所不知的珠寶
金工業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演講看板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7(三)
12:00

教發組
CL423

電機系副教授劉寅春
課程設計：CDIO X 跨領域人才培
育：以不抖湯匙工作坊為例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於10月
29日至11月1日，在工學大樓3樓中庭舉辦今年
度「頂石課程專業成果展」，11月1日中午舉
行頒獎典禮，頒發「最佳報告」、「最佳人
氣」、「希望工程獎學金」及「人才扎根計畫
獎學金」。機電系系友會長賴正謨、第一屆系
友賴光哲、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組長黃群
凱、機電系師生逾200人參與。賴正謨致詞表
示，「機電系校友都很愛護學弟妹，期許大家
好好念書，將來有機會能回饋系上。」
　該成果展為機電系提供學生透過海報及口

語的運用，將學習成果完整呈現，本次共47組
參展，包括「視覺輔助物件偵測與追蹤」、
「PLC應用設計與實作」、「移動機器人自我
定位及控制」等主題，最後由評選出6組「最
佳報告」，並由參觀的師生票選出6組「最佳
人氣」，同時舉辦抽獎活動，抽出多項精美獎
品給投票的師生。得到最佳報告獎以及最佳
人氣獎第一名的「3D列印應用於拍翼編隊測
試」成員、機電四廖軒妮分享：「做完專題後
會發現專題比較偏實作，過程中可以發現很多
的樂趣，也特別感謝組員的分工合作。」

▲機械與機電系友會長賴正謨（左一）頒獎給
最佳人氣獎第一名團隊。（攝影／羅偉齊）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所舉辦
未來化競賽開跑！此次競賽主題是「人類未來
10年最大的挑戰是.....」500字寫作競賽，即日
起開放投稿，邀請同學分享對未來的想法。
　未來學所所長紀舜傑說：「本次徵稿題目是
為了提供同學對於明確主題進行未來思考。我
們每學期都會舉辦未來化競賽，上學年『2030
未來工作創意競賽』與『100字談未來』寫作
競賽，分別有213件及392件參賽作品，愈來愈
多同學願意思考未來並分享想法。」未來學所
會繼續舉辦相關競賽，鼓勵年輕世代「跳出
箱子外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呈現
更多具有創意的未來想像，並以實際行動去改
變未來。詳情見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aspx?cid=tddx2018）

未來學所徵稿開跑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10月31日，本
校與淡水區文化國小、鄧公國小及興仁國小在
海事博物館進行「北海岸環境教育夥伴學校策
略聯盟」簽約儀式，由本校校長葛煥昭、文化
國小校長蘇穎群、鄧公國小校長謝芳儒，以及
興仁國小校長楊順宇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葛校長致詞表示，「環境教育是跨領域學
門，我們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作為
發展願景，有義務攜手淡水區學校一同落實大
學社會責任。今日成立夥伴學校策略聯盟，即
是以環境教育為議題，擴大環境教育、研究及
推廣，以在地實踐的行動，希望日後新北市境
內的學校都能加入此聯盟，促成資源共享、知
識共通、環境共好的多贏局面。」
　文化國小蘇校長表示，「簽訂聯盟後資源得

以互助，我們現有一項科技農場的實驗，期待
淡大研究環境議題的教授能給予指導。」鄧公
國小謝校長表達感謝，「過去受到淡江大學很
多照顧，例如資圖系、財金系的師生來校指導
小朋友，讓校內學習氛圍越發活潑，期待未來
與淡江有更多的合作。」
　興仁國小楊校長說：「此次簽定協議有助於
雙方規劃環境教育，希望大學生藉此參與服務
學習，小學生也有學習品德教育的模範，加上
簽約後的環保課程，例如有機堆肥、繪本製
作，盼大小學子們更加認識環境保護資源的再
利用。」

本校攜手3國小簽署北海岸環境教育策略聯盟

　本校於10月31日在海事博物館，與淡水區3國小簽定「北海岸環境教育夥伴學校策略聯盟」，
由本校校長葛煥昭（前排右二）、文化國小校長蘇穎群（前排左二）、鄧公國小校長謝芳儒
（前排右一）及興仁國小校長楊順宇（前排左一）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攝影／黃子涵）

▲

百位國際學者齊聚研討最新物聯網與計算工程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於10月29至30日在淡江校園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8「最新物聯網與計算工程國際研討會」，逾100位
國內外學者參與。鑑於近年來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學術界與工業界將
電路系統與計算機工程領域研究人員和從業人員集合，建立一個與國際
學者交流的平臺，交換相關理論思想、技術和經驗。研討會以物聯網的
各種應用與資訊技術的最新發展為討論主軸，加上大數據分析，今年更
增加了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作為核心主題，讓這些技術從原有應用領域
轉化成能使用在各大行業的資訊系統，讓物聯網應用與資訊技術在未來
的發展能更加多元化。會中安排兩場主題演講及發表24篇學術論文。

▲資工系於10月29至30日舉辦2018「最新物聯網與計算工程國際研討
會」，逾100位國內外學者參與。（圖／資工系提供）

▲為慶祝68週年校慶，總務處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辦「蘭花香正好」蘭花展，今年總冠軍獎
是由「四倍體蘭園」培育的「萬代蘭」贏得。
（攝影／劉芷君）

淡江菁英李子松獲教部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會計系校友、
馬來西亞三達集團董事長
李子松於日前榮獲教育部
第一屆「全球留臺傑出校
友獎」。李子松說：「站在
臺上，往事浮上心頭，來到淡江大學是我人生
最大的轉捩點，80年代正逢臺灣經濟起飛，各
行各業蓬勃發展，就讀淡江大學商學院，讓我
開拓了人生視野，目睹許多臺灣商界的成就，
更奠定我日後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李子松感謝母校淡江大學的推薦，「讓我有
機會獲獎，念茲在茲，永遠不會忘記中華民國
政府給予我們的恩惠，這是馬來西亞留台同學
會成立的原因，此獎更是對於我們推動馬來西
亞學生來臺灣升學所付出努力的一個肯定。」
　教育部為提升我國與外國校友聯繫互動，今
年總計7人獲獎。李子松畢業於1985年，之後
留臺從事外銷業務。2012年當選馬來西亞留台
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積極推廣馬來西亞臺
灣高等教育展，分享留臺經驗並鼓勵馬國學生
來臺尋夢。他曾獲淡江菁英第26屆金鷹獎，身
兼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顧問拿督，以
及接任第十屆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長。

全球留臺傑出校友獎
評審，對於嘉德利亞蘭、蝴蝶蘭、拖鞋蘭、
珍奇類雜屬等評分，再從入圍的花卉中，評
選出各組冠軍、總冠軍等，共84株。」

大傳校友林慧珍李又如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9月27日，大
傳系校友、任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林
慧珍獲經濟部第17屆新創事業獎評審特別獎肯
定。任職鏡傳媒的大傳系校友李又如與團隊，
以《天下沒有白挖的水泥》專題獲全球華文永
續報導優等獎。
　林慧珍曾任聯合報影音事業處副總，以及三
立新聞網、三立視頻網副總，2016年轉任大數
據公司。她表示，「從過去擅長的網路、社
群、媒體領域中吸取經驗，這兩年在大數據公
司，每年超過3億筆大數據資料以AI萃取出來
的數字，用經驗加以解讀，幫企業了解消費者
行為和關鍵領袖，並進行網路行銷分析最佳效
益。因此，大數據的核心就是打破同溫層，真
正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李 又 如 加 入 新 創 的 鏡 週 刊 團 隊
「READr」，其製作專題獲獎，她表示，
「專題談礦業改革，既是環境新聞、又碰觸到
法律修改，是非常難的議題。曾經想要放棄，
但同事用活潑的動態圖表、有趣的敘事方法，
彷彿讓議題起死回生。」
　 今 年 6 月 ， 李 又 如 與 大 傳 系 校 友 林 俊 耀
等 人 ， 亦 獲 得 亞 洲 卓 越 新 聞 獎 （ S O P A 
Awards），榮譽解釋性報導獎，主題為《一起
回家：原住民傳統領域在吵甚麼》。連續獲獎
的李又如說：「記者能做的永遠太少，但只能
期許自己，永遠要盡力去做。」

迎戰大數據新媒體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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