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主辦「2018亮點企業獎」得獎名單於
日前出爐，參選件數達110件。本校統計系校
友、倍思大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蘇志仁脫
穎而出，奪得「投資典範獎」。
　蘇志仁自民國94年畢業於本校統計系碩士
班，現為統計系友會會長。2013年以統計背景
踏入生技醫藥領域創立倍思大生技，提供優質
醫藥研究服務，促進醫藥生技研究與學術發
展。該公司在成立第一年即獲得臺北市產業發
展獎勵補助計畫、臺北市政府「SBIR地方產
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均支持經營理念而給予
補助。倍思大成立的短短兩年間，再獲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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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志仁倍思大生技獲北市亮點企業肯定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27(二)
10:10

通核中心
V101

長笛演奏家蔡佳芬
跨域通識特色講座－音樂的跨域設計

11/27(二)
13:00

機電系
E312

印 度 V e l  T e c h 大 學 國 際 長 D r .  S . 
Sivaperumal
Toward globalization－the recent 
cooperation and activities in Veltech

11/27(二)
18:00

住輔組暨淡江
學園住宿書院
淡江學園R
樓交誼廳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講師兼專案
策劃江映帆
「多元融合」主題活動：性別平等
教育講座—研心攻略

11/28(三)
10:00

土木系
E801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oky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apen Dr. Yong Chul Kim
Characteristics of Unsteady Aerodynamic 
Forces on Oscillating Square

11/28(三)
10:10

文學院
L407

愛迪斯科技創意總監林景瑞
文創學程演講：互動設計的商業應用

11/28(三)
13:00

教發組
黑天鵝展示廳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
「 P o p - U p 流 動 世 界 的 教 學 工 作 坊 」
Dancing in Design Thinking：校園探索DIY

11/28(三)
14:10

學發組
I304

淡江大學英文系博士生葉書吟
「英文簡報so easy」－英語簡報技巧

11/29(四)
13:00

教發組
T307

經濟系助理教授林彥伶
「 P o p - U p 流 動 世 界 的 教 學 工 作
坊」－Dreaming the Experimenting:
經濟學小遊戲（觀課）

11/29(四)
14:10

學發組
I304

簡報一沙鷗創辦人林泰君
「K.O.簡報我OK」－高效率簡報設
計技巧

11/29(四)
15:00

文學院
Q306

青睞影視製作(股)公司導演葉天倫
文創學程演講：跨國影集-雙城故
事之製作分享

11/29(四)
18:10

中文系
L305

出版中心專案經理吳秋霞
中文系文創演講-文質之間－如何
企劃、出版與推廣一本書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26(一)
13:10

化材系
E819

台科大3D列印中心助理教授陳建樺
The Only Limitation is Your Imagination
唯一的侷限將是你的想像力

11/26(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化學系教授兼研發長王伯昌
科技的轉捩點：創新與發明

11/2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台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承宏
D r u g  D e v e l o p m e n t  -  O v e r a l l 
Manufacturing Process & Quality system

11/26(一)
16:00

財金系
B704

國票綜合證券總經理室副總陳帝生
證券業務經營管理經驗談

11/27(二)
10:10

產經系
B605

凱基銀行協理蔡志宏
銀行這工作

11/27(二)
10:10

管科系
B511

Un i ve r s i t y  o f   P i t t s bu rgh ,US A 
Professor Luis G.Vargas
The Legacy of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11/27(二)
12:00

教發組
驚聲國際廳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
所教授何希慧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申請要點與撰
寫關鍵

11/27(二)
14:10

產經系
B61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歐興祥
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經濟與金融之影響

11/28(三)
10:00

財金系
B713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總經理蕭善言
信託業概論

11/28(三)
13:10

德文系
B426

左岸文化出版社總編輯黃秀如
出版業這一行

11/29(四)
10:00

會計系
B515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瑟凱
科技的創新與會計的改變

11/29(四)
10:10

中文系
L528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張雙英
「歷史」與「文學」的混淆－析辨
「台灣史書寫」一詞的性質

11/29(四)
10:10

歷史系
L308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會暨公共事務
室新聞連絡人蕭士竤
How to tell a story？說一個好故事：
透視展覽規劃書寫脈絡

11/29(四)
13:00

機電系
E305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公司執行董事
兼研發部協理林言彌
比特幣與區塊鏈－礦工的天使與魔鬼

11/2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立台北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吳漢銘
Dimension reduc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multiple 
time series data：a symbolic data analysis approach

11/29(四)
14:10

機電系
E401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顏鴻森
求學與職涯創意創新點滴談

11/29(四)
14:10

通核中心
V101

資深擊鼓者、創作與表演工作者、
第十二屆雲門流浪者黃子翎
鼓子回家，看見自身

11/30(五)
10:10

大傳系
O202

中華職棒大聯盟副秘書長王惠民
社群媒體崛起後的體育新聞新貌

11/30(五)
10:10

資工系
E787

叡揚資訊解決方案與新事業發展中
心專案經理林政宏
互動式延緩老化系統暨失智症感官
刺激空間

11/30(五)
12:10

女聯會
ED201

基隆商工老師莊麗俠
799公里的西班牙朝聖之路

11/30(五)
13:10

經濟系
Q407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
授白文章
機器學習於企業財務風險預警之應用

11/30(五)
14:10

經濟系
B506

 Mr. Host創辦人葛良駿
 Airbnb時代的電商創業潮

11/30(五)
16:00

機電系
E302

鴻鑫不動產經紀(股)公司董事長邱創鴻
如何因應「變化莫測的社會局勢—
兼談我的人生體驗與分享」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演講看板

Apple RTC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1月20日，
資訊處舉辦本校Apple區域訓練中心（TKU 
MAC-LAB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揭牌頒
證儀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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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郭經華、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Apple公司教育市
場業務經理陳柏蒼、晶實科技總經理程應龍皆
出席。
　何啟東致詞表示：「感謝Apple公司、晶實
科技對本校的肯定，成就RTC落成，並在所
有教職員的共同努力下，以厚實的軟硬體設備
支援課程，加強學生能力，增加就業競爭力，
相信對學生有相當大的助益。」
　本校與Apple公司、晶盛科技合作，在淡水
校園成立北臺灣第一所Apple區域教育訓練中
心，提供iMac與iPad 百餘臺設備，聘請Apple
認證講師規劃32小時和64小時程式設計課程，
內容包含導入Playground等應用性認證學習，
除了將程式語言納入正規課程，同時訓練人才
開發Mac OS及iOS 應用程式，讓學生修習學分
之外，還能取得Apple原廠修習證明。
　郭經華表示：「RTC空間規劃結合技術和
美學，隔音效果與美感設計兼顧，我們積極進
行師資訓練，培養授課人才，期待所有資源能
給予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陳柏蒼說：「我
一直希望能為淡江提供更多電腦技能知識和技
術支援，很高興今日能實現，盼學生能藉由此
處平臺累積學習經驗，更期待淡江能培育眾多
走向世界的人才。」程應龍說：「透過RTC
專業教育與產學合作方式，使學生創意得以實
體化呈現，也將創新軟體推廣到世界各地。」
　另由晶實科技Studio A與晶盛科技Straight A
主辦的「中港台三地e筆書畫競賽」450件作品
亦於會中揭曉得獎作品，並邀請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張炳煌頒發，展演組冠軍為Studio A南區
大魯閣門市侯韋丞，書法組冠軍為大陸南陽區
揚州京華城門市趙冬陽。張炳煌說：「e筆書
畫App已於日前進入iOS系統中，感謝藉此競
賽推廣此項技術，使傳統書畫走進現代。」

北臺灣第一所揭牌育才

▲11月20日，本校Apple區域訓練中心揭牌。
（攝影／簡妙如）

▲11月19日，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業務相
關人員、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評核
委員及碩士在職專班實施成效評核計畫主持人
來校實地訪視。（圖／遠距組提供）

教育部訪視遠距教學
3專班數位學習成效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11月19日，教
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業務相關人員、大專校
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評核委員及碩士在職
專班實施成效評核計畫主持人來校實地訪視，
在覺生綜合大樓6樓進行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實施成效評核，本校多位教師陪同。
　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此次訪評就像是進行
健康檢查，相信此次訪評後，三個專班的體質
會更加健康！
　訪視由學習與教學中心研究助理季振忠進行
報告本校提供數位學習資源與支援。接續是教
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主任鄭宜
佳、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主
任歐陽崇榮、拉丁美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
習碩士在職專班宮國威簡報，皆針對3專班狀
況及未來精進方向做說明。
　一行人另參觀遠距教學教室I501、影棚I601
及互動教室，並由3個專班主任及教授輪流展
示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成果。經過一整日訪
評後，評委們提出建議與回饋，教育部資訊及
科技教育司高級管理師林燕珍表示，「淡江大
學非常積極配合教育部推廣數位學習政策，自
95學年度試辦時，即開始辦理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處
與優久大學聯盟於11月28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舉辦「2018第四屆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
會暨成果展」，今年以「大學數位轉型實務與
行動」為題，除了延續智慧校園主軸外，更擴
展範疇至智慧校園跨領域應用，分享數位轉
型、智慧媒合、校務研究、學習分析、教學創
新等成果。會中，本校將與「新北市智慧城市
產業聯盟」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合作內容包
括協助學生赴產業實習或研究、培育校園人
才、培訓企業人才，以及人員交流互訪等相關

事項。
　今年研討會安排校務研究與學習分析、智慧
校園學務應用、智慧媒合、智慧教室與教學創
新、智慧教室與教學創新、大學程式教育與資
訊安全5項主題之演講、論壇，智慧校園資訊
聯展及3場專題演講。其中，活動當日下午3時
邀請到前行政院院長、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張
善政，以「大數據時代的智慧校園」為題發表
演講。報名自即日起至11月20日下午5時止，
詳情請至活動官網（網址：http://icsc.tku.edu.
tw/）查詢。

亞太智慧校園研討成果展28日登場

2.3版

　【本報訊】本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以
「淡江第五波－新時代下高等教育的新挑戰」為
題，於10月13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會中
邀請逢甲大學校長李秉乾專題演講。本報二、三
版摘錄全日研討會重點。

教學與行政革新特刊
4版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11月17日，海下
中心主任劉金源帶領34位學生前往北海岸洲子
灣，認識海洋環境、觀測海漂垃圾，亦邀請學生
以淨灘行動，共撿拾垃圾逾1百公斤，盡一己之
力守護這片美好的沙灘。（圖／海下中心提供）

師生淨灘保護海洋生態

108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
網路報名
　碩士班：108年1月8日至2月21日止。
　博士班：108年4月30日至5月9日止。

考試時間
　碩士班：108年3月10日。
　博士班：108年5月25日。

 簡章洽淡江大學網站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
核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於11月27日
至11月3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策劃年度成果展，
今年以「淡味創生編織繹」為主題，分享本校
107年度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故事，
除了展演本校師生在校內和淡水地區做為創生
實踐場域的內容，並透過一系列的設計思考課
程、活動、專案與教學工作坊，呈現耕耘成果
及傳達計畫理念。
　本校107年度執行計畫有：種子型A類的異源
復「史」、萬「巷」更新－淡水老街再生計畫

（II）、萌芽型B類的淡水好生活－永續生活
圈營造計畫。現場除了展出USR計畫成果及影
片播放，並邀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
研究所教授溫肇東、中華平面設計協會榮譽理
事長楊佳璋與臺灣大學城鄉所專案助理教授黃
書緯擔任計畫評論人。
　另有「設計思考課程：校園探索DIY」、
「經濟學小遊戲：興仁國小一日大學生」及
「新住民在淡水：美食DIY與紀錄片觀賞」等
系列活動，跨域整合「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程，具體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USR成果27日展淡味創生編織繹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於11月20日為正德國中舉辦閱讀增能研習，
由本校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演講「有趣的跨領域
延伸學習」，並帶領正德國中校長林武龍及逾
10位教師參觀圖書館。
　宋雪芳致詞表示：「淡江大學與正德國中同
是淡水區教育夥伴學校，雙方在培育學生能力
和推動閱讀上長期合作，近年收得不錯成效。
本次研習希望能為閱讀教學帶來啟發，幫忙大
家對於圖書館利用教育和跨領域延伸閱讀的了
解，更期待為學生開發創新、有趣的課程。」
　宋雪芳說明教學可透過各地的資料庫資源，
使學生在輕鬆的環境中學習，對於課堂內容不
僅留下深刻印象，也能開啟學生的閱讀興趣。

她介紹本校在103到105學年「空間改造～鳳凰
展翼再現」計畫和「武俠小說」、「世界文
學」、「村上春樹」、「歐盟資源」與「未來
學」五大特藏的研究特色和虛擬特藏網頁。隨
後一行人參觀館內，體驗淡江閱讀風氣，並近
距離接觸軟硬體設備與資源。
　林武龍說：「閱讀是一場終身學習，研習讓
同仁了解閱讀多元性與跨領域的重要性，且在
參觀圖書館過程中，思考圖書館資源能為教學
帶來何項協助，盼為學生帶來更好的教學。」
正德國中設備組組長王志銘說：「多年前曾來
此借書，今日經由宋館長的介紹，覺得空間改
造為圖書館帶來改變，且增加了很多創新元
素，使得圖書館變得更有特色。」

▲覺生紀念圖書館於11月20日為正德國中舉辦
閱讀增能研習，由館長宋雪芳演講延伸閱讀與
圖書館利用教育，並帶領教師群參觀圖書館。
（攝影／廖國融）

正德國中校長帶隊 覺生圖讓教學延伸閱讀
　【本報訊】物理學系於12月3日至6日的每晚
6時30分起，在科學館S215舉辦系列演講，以4
主題進行，分別為一、經濟獎：由經濟系副教
授艾德榮介紹2018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德豪
斯（William Dawbney Nordhaus）、羅默（Paul 
Michael Romer）；二、化學獎：由化學系副
教授陳銘凱介紹達爾文的化學攻略；三、生醫
獎：由化學系教授陳曜鴻介紹癌症的免疫療
法；四、物理獎：由物理系副教授唐建堯介紹
超快、超強、超神－登峰造極的雷射科技。
活動請到「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
edu.tw/course.aspx?cid=tspx20181203）查詢。

物理系辦諾貝爾系列演講

工學院教學研習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於11月
21日中午在E680舉辦「參與與實踐」教學研習
活動，邀請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與講師張懷文
以「跨領域與未來建築實驗場」為題進行專題
演講，近20位教師出席聆聽。
　研習主要分成兩部分，首先由黃瑞茂以本身
教學的經驗說明，隨著氣候變遷的挑戰或生活
領域的轉變，建築也面臨著需要改變的時代。
建築系學生除了要掌握建築設計的操作，也需
要掌握真實議題的認知與策略的效應評估，以
及對於不同科技領域的掌握與研發，並且透過
跨領域的合作與不斷的測試，尋找解決挑戰的
方法。第二部分則是由張懷文分享「微建築」
計畫的概念與發展，及介紹MAS「微建築研究
室」在台北美術雙年展所展示作品的內容。
　建築系助理教授游瑛樟表示：「跨領域學習
是目前教育發展的趨勢，我們在進行課堂規劃
時，要思考如何引導學生把課堂上所學到的知
識作創新的運用，這樣才可以使學習更有效
果，並且讓學生看得更高、想得更遠。」

跨域合作未來建築實驗

國金峰獎之十大傑出企業與十大傑出創業楷模
兩大獎項肯定，一舉成為臺灣領先的臨床試驗
受託機構（CRO），成績斐然。
　「努力雖不一定有成果，但終究會被看
見。」這是蘇志仁經營5年多來來的感想。對
於公司的發展與潛力，他說：「獲獎是政府與
社會的肯定，更有助於建立品牌口碑，令客戶
滿意。同時，這也是責任的開始，工作團隊會
更加努力，一齊向成功的目標前進，期望能回
饋社會與母校。」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系校
友李建興、鄭維真、劉依晴以及運管系校友王
文彥作品入圍「第三十二屆吳舜文新聞獎」，
在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此獎於民國75年
成立，以「提倡客觀與公正的新聞報導」為
宗旨，並於每年12月5日舉行頒獎典禮，當場
揭曉得獎名單。李建興以遠見雜誌「台灣海峽
的綠金寶藏」、鄭維真以聯合晚報「兒虐悲
歌－搶救哭泣的孩子」、「台大醫院洗腎接錯
管事件報導」入圍深度報導獎；王文彥以商業
周刊「深入以色列、巴勒斯坦邊界 被圍城的

　【本報訊】11月2日，本校第80次校務會議
中，學術副校長何啓東以「璀璨第五波」為題
進行專題報告，並在「大學社會責任」主題談
到一是淡水好生活、共創大淡水，透過鄰近社
區環境營造，地區勞動經濟的提升與地區兒童
文學的培養，使學生的大學生活在地化。再來
是淡水老街再生，從人文創新與地區關懷進行
史學研究，打造萬「巷」更新的新旅遊風格。
　接續談到蘭陽校區，指出蘭陽校園全球發展
學院擬定3年計畫，計畫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包正豪與宜蘭縣政府聯
繫且獲得允諾。包正豪說明，該計畫預計3年
期，宜蘭縣政府將會共同推動，與學校一起執
行。蘭陽校區推動計畫是從雪隧到宜蘭的科技
軸，以及從北海岸到宜蘭的文化軸（包括原住
民）雙軸並行，明確了蘭陽校區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的方向。
　何啓東表示，過去計畫執行已從新北市的八
里、石門，到基隆、烏石港等地，現在透過校
內人才濟濟的資源整合來推動，相信有助於實
踐大學社會責任。

雙軸推向蘭陽USR

（攝影／廖國融）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究發
展處與優久大學聯盟於11月23日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同舟廣場及科學館，舉辦「優九
聯盟研發暨產學合作成果展」。本校行政副
校長莊希豐、研發處研發長王伯昌及優九聯
盟統籌中心執行長崔文慧皆出席，此次活動
以「跨校合作、資源共享」為概念，規劃有
產學主題講座、產學合作成果展、特用化學
品特色展，以及學校發展特色區4個部分及
系列活動，由12所大學聯合展出研發成果，
期以促進跨校、跨域交流及產學合作。
　莊希豐代表本校上臺致詞表示，「優九聯
盟是一個很棒的組織，至今已成立3年，此
平臺提供大家互相觀摩學習，並且解決問
題。藉由這次活動，整合優秀人才及各校研
發成果，達到聯盟共享資源、創造產值的宗

旨。」王伯昌致詞表示，「優九聯盟12所學
校，各有所長。藉此活動促進交流，讓研究成
果被看見，希望未來可以開發需求、攜手合
作，讓研究得以學以致用。今年設立特用化學
品專區，展出通過科技部價創計畫及即將提出
申請的計畫，更是此展的最大亮點之一。」
　典禮中，邀請王伯昌和輔仁大學研發長王素
珍上臺並戴上米奇手套擊掌，象徵交棒完成。
另由莊希豐、崔文慧上臺搖鈴，為整日活動揭
開序幕。在產學主題講座中，教育部大學智財
服務平臺經理張旭賢，以「專利商品化實例分
享」為題，分享本校研發「無機奈米纖維及其
製法」發明專利，並藉此例介紹產業地圖、市
場情報及智財注意事項。廣流智權事務所合
夥專利師盧建川以「專利活化應用－申請權讓
與專利維護評估」為題，從業界角度提供專利

優久聯盟研發暨

▲本校研究發展處與優久大學聯盟於11月
23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同舟廣場及科
學館，舉辦「優九聯盟研發暨產學合作成果
展」。（攝影／李祈縈）

產學合作成果展

權維護評估的觀點。永光化學副總經理周德
綱、工研院博士陳立基以「特用化學品市場
需求」為題，以案例說明未來特用化學品產
業的發展趨勢。

12校展成就

▲本校統計系校友蘇志仁擔任倍思大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長，從眾多參賽企業中脫穎而
出，奪得投資典範獎。（圖／蘇志仁提供）

童年」入圍新聞攝影獎；劉依晴東森新聞台以
「兩岸好『鎮』點」入圍兩岸新聞報導獎。
　擅長藉由故事提出觀點，與讀者產生共鳴的
李建興說：「每一次的專題，對我而言都是一
項挑戰，用最短的時間，做最深入的報導，即
使是專業門檻很高的主題，也要用深入淺出的
方式讓讀者理解。」鄭維真說：「盡媒體的力
量讓事件變得正面」是新聞工作者職責，當傳
播媒體藉由報導提出問題，刺激公部門去思考
並解決，是媒體所產生的最大效益，也是最大
的責任。王文彥分享異地拍攝過程，除了網路
不便和語言溝通問題，遇上中東地區齋戒月，
日常飲食多有不便，更顯出攝影過程艱辛。

4校友入圍吳舜文新聞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