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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熊貓大師開講 師生意猶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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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熊貓講座」好
戲連台！物理系與資工系分別邀請熊貓級大
師蒞校演講，分享國際級學術研究經驗。物
理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教
授雷干城，3月25日下午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有蓮廳，以「The Fascinating Quantum World 
Atomatically Thin 1D & 2D Materials: Symmetry, 
Interaction, and Topological Effects」為講題，介
紹低維度材料之最新發展。包括物理系、化學
系、數學系、尖端材料學程、化材系師生及校
外學者逾300人參與。除進行演講，物理系也
安排雷教授前往新竹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參訪
專屬本校之光束線裝置，並商討未來理論與實
驗合作。
　演講透過三個研究主題，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探討低維度材料之特殊性質:首先，雷院
士介紹如何透過理論計算，預測在一維石墨奈
米帶（Graphene Nano Ribbon，GNR）中，
異質拓樸性質之介面，將引發全新之電子與磁
性特性，而此預測也進一步獲得實驗證實；其
次，雷院士展示如何利用強大之第一原理激發
態計算方法，準確預測了在二維材料中，因量
子侷限效應，所導致之特殊強束縛激子態，以
及拓樸引起的全新光學躍遷選擇定則；最後，

經由最新理論，雷院士預測在二維材料系統
中，將產生可調制之磁性與電漿特性；此一發
現，將為低維材料之應用，開啟全新的方向。
　物理博二梁喻惠表示，此次演講讓她對於1
維、2維材料有更深的認識，且對於其系統的
行為更加理解。雷教授提及的計算結果並與實
驗吻合，進而解釋了許多相關的疑問，讓她對
於今日提及的材料行為的研究發表與應用，深
感驚訝與興奮。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3月26日，資
工系邀請加拿大阿薩巴斯卡大學（Athabasca 
University）計算與信息系統學院教授林復華
（Dr.Fuhua Lin），以「Multi-Agent Systems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為題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有蓮廳進行熊貓講座，約有400餘人
參與。
　林教授以人工智能、虛擬實境、數位學習
等為研究主軸。本次演講中，林教授說明，
多智能體（Multi-Agent System）是指在同
一環境中，交互的多個智能裝置組成計算
系統，每項智能裝置再以函數等強化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成為解決問題決策
系統，將過去資料和現今的資訊進行權重分配
後，加入每次的的環境變數後，為每次決策提

出最佳建議。他以挖掘石油和天然氣的工作排
程為例，若以多智能體的排程系統和強化式學
習的方式，則能讓神經網路透過各項參數自動
生成最適合當下的工作排程。
　林教授帶來多智能體實際應用案例，如自駕

　【記者簡沛榆蘭陽校園報導】在櫻花滿枝、
杜鵑怒放的三月，蘭陽校園舉辦「春之饗
宴」，蘭陽副校長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
包正豪、資創系主任武士戎、觀光系主任葉劍
木、語言系主任謝顥音與各系師長熱烈歡迎33
位校友回校團聚。
　活動設席礁溪九瑩餐廳，以圓桌式和菜安
排，讓校友們感受「團圓」氣氛。校友們一進
入會場便熱情地與師長互動，有的大聲問好，
有的則俏皮地玩笑。林志鴻歡迎大家回娘家，
希望透過每年的春之饗宴將校友凝聚起來，大
家有空時記得多回來看看師長。包正豪則希望
成立新的校友會，讓畢業校友更有向心力及歸
屬感。用餐的時候大家話題不斷，伴著陣陣的
笑聲，席間校友更是向師長們分享近況，熱絡
的互動充分展現出緊密的「蘭陽情懷」。
　政經系校友楊鈞鈞分享，「蘭陽很小，小得
我們能把每個重要的人在腦海裡刻劃過一次，
過往的種種都成了現在職場中的能量。蘭陽對
我而言，是第二個家，而老師與同學就像家
人，更是一瓶瓶的陳年酒，愈陳愈香。」。曾
參加品管圈競賽，編寫「蘭陽掛包」程式強化
郵件分發效率，目前已是一位程式設計師的資
創系校友陳銘澤，堅定表示從來沒有後悔選擇
蘭陽，「有些人覺得交通不方便，食物選擇比
較少，資訊取得較不容易，但這一切都取決自
己『想不想，要不要』，僅此而已」。他也非
常感謝系上老師的照顧與教導，讓他能更有自
信地發現並發揮潛能。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熊貓講
座再度重鎊登場！此次由管科系邀請波蘭科
學院系統分析所教授Janusz Kacprzyk蒞校，4月
10日上午10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
以「Multi-Attribute/Criteria Decisions under 
Bipolar User Testimonies and Intentions」為題進
行演講，管科系主任曹銳勤表示，希望藉此深
入瞭解決策理論結合行為理論的研究方向，並
借由經驗豐富的科學院院士的視野，給予本校
前瞻及創新的研究建議，同時加強本校與國際
傑出研究學者的合作機會。
　 J a n u s z  K a c p r z y k 同 時 為 歐 洲 科 學 院
（Academia Europaea）院士，並擔任波蘭信
息處理協會（PTI）研究副主席。學術專長為
「多準則決策理論」與「不確定性分析」，
發表學術論文數超過600篇，被引用次數超過
23884，並擔任Springer七套叢書和兩本期刊主
編。2007年獲得IEEE傑出貢獻先鋒獎，2010
年獲波蘭神經網絡協會獎章， 2013年獲IFSA
傑出學術貢獻和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WAC
終身成就獎，2016年獲國際神經網絡學會獎，
2017年獲頒HAFSA（西班牙裔美國人模糊系統
協會）獎，表彰他在模糊邏輯和系統領域所做
出的開創性貢獻。

　【潘劭愷台北校園報導】日本退休教師小橋
康一及淳子夫妻專程赴臺，至本校華語中心學
中文，獲得日本東京電視台重視，特別安排拍
攝他們來臺學習中文歷程，將於4月17於該電
視臺「未來世紀ジパング」節目中播出。
　被問到來臺灣學習中文的原因，中學教師退
休的小橋太太笑著說，先生是陪她來臺灣學中
文的，三年前和同是中學教師的先生一起退
休，興起繼續學習中文的念頭。因為曾經到過
臺灣，覺得臺灣風景優美且人們非常親切，便
決定到臺灣學習中文。
　至於會選擇淡江，小橋先生笑著說，當初是
因為淡江的華語班每個月都會開設，課程較有
彈性的緣故，不過來上課之後便愛上淡江的學
習環境，他稱讚淡江的老師們教學認真，且會
經常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即使已經結業，還
是會繼續保持聯繫，就像是好朋友一般。
　對於未來，夫妻倆都有各自的願望，小橋先
生希望提高中文的會話能力，有機會能在日本
教導來自臺灣的旅客滑雪。小橋太太則希望自
己的中文能力，可以讓自己在臺灣生活像在日
本一般，之後更希望有機會能在臺灣教日文。

車路徑規劃等，他認為，未來若相關演算法日
趨成熟，將能應用到更多層面。3月27日，林
教授也為資工系研究生進行研究指導，並與教
育學院院長潘慧玲、教科系師長們，一同交流
數位學習的發展。

資圖系系友回娘家敘舊

蘭陽校園校友礁溪歡聚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3月23
日舉辦春之饗宴活動，上午10時在L501走廊舉
辦系友回娘家活動，近30位校友返校，文學院

水環系系友會頒贈獎學金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於3月
23日上午10時在臺北校園D522校友聯誼會館
舉辦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及第三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暨春之饗宴活動。水環系系主任李
柏青、系友會理事長林文淵、系友璞園建築團
隊董事長李忠恕等近30人出席與會，一同談天
敘舊。會中，頒發107學年第一學期「淡江大
學水環系系友會獎助學金」予5位學弟妹外，
也進行第六屆傑出系友頒獎儀式，由系友李忠
恕、劉嘉俊、鐘元章、賴煥紘、陳冠霖、柯中
仁、陳逸如、張簡鼎晉，以及劉景青共9人獲
獎。

風保系遊河享美食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風保系3月
23日舉辦春之饗宴活動，逾50位校友返校參
與。一行人上午先於B302A召開系友會理監事
會議；之後齊赴活動中心參加「傑出系友頒
獎」，見證3位傑出系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保險局局長施瓊華、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
特別補償基金總經理邱瑞利、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總經理卓俊雄上臺領獎。中午於關
渡碼頭遊輪聚餐。當天聚餐氣氛熱絡，校友們
與師長及同學在美食與好景映襯下，天南地北
暢談舊時趣事，並互道明年再見。

經濟系規劃未來合作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3月23日
舉辦春之饗宴活動，下午15時於HC307舉行系
友會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近20位校
友和經濟系師生齊聚討論與規劃未來合作發
展，更頒予成績優異的六位同學獎學金。理事
長謝智偉表示：「期望未來系友會與系上的互

德文系系友拼趣味競賽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響應本校
2019春之饗宴活動，德國語文學系系友會由會
長張瑞妍與9位德文系校友一起與會，3月23日
上午9時開始與各系返校系友進行趣味競賽，
大家團結合作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中，留下歡
笑與回憶；中午在學生活動中心的餐敘中，與
師長寒暄問候，如同回到求學時光。張瑞妍分
享，很高興能藉著春之饗宴的活動與各系校友
活絡感情外，並和學長姊相互相交流近況與發
展，與大家一起走在校園裡回憶在校生活，張
瑞妍表示：「謝謝母校對校友的用心。」德文
系助教賈翌筠說：「有這樣的機會能使校友們
齊聚一堂，同時見到這些系友願意抽出時間返
校並分享自己的生活，令我有溫馨的感覺。」

教心所所友分享專業經驗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增進所友與
母校之間的情誼與聯繫，教心所於3月23日在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寫作不是浪
費時間，它是很有意思的。」中文系3月26日
下午舉辦「第35屆五虎崗文學獎系列活動」之
二，邀請作家張惠菁以「為了成為航行者」為
題進行演講，分享自身執筆動機與歷程，鼓勵
在場同學動筆寫作，分享自己的心情與想法。
　張惠菁作品多為小說或散文，取材於對現代
都市生活現象的敏銳、細微、特殊觀察，具有
人文深度的思考，探觸現代人的存在問題，曾
奪得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台北文學
等重量級文學獎，「用透徹的眼光去看待，在
世界茫茫現象之中找出自己的觀點，並把想法
寫下來，可以發覺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電機系成立系友會
【本報訊】本校電機系於3月30日上午10時在
臺北校園D522校友聯誼會館舉辦成立大會暨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電機工程學系系友
會會長黃財旺擔任主席，電機系系主任楊維
斌、系友等人與會。成立大會後，緊接著的會
員大會中，黃財旺獲選為第一屆電機系系友會
會長，將秉持系友會的宗旨，團結各行各業的
系友並促進系友間的互動，幫助學弟妹未來的
發展。

五虎崗文學獎講座 張惠菁分享寫作歷程
她以作家湖南蟲《小朋友》中的〈毛茸茸的
死神〉、約翰．齊佛《離婚季節》、艾瑪．拉
金《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和沙林傑《麥田
捕手》等書籍為例，說明創作來源與方向，並
指出書寫的意義在豐富內在，由於生活中能夠
完整表達自己的機會很少，所以即使不發表文
章，也可以持續寫作，看待事情的眼光將會越
來越精準、有層次，不與媒體同流，這種練習
非常重要，「有了動機就可以動筆，寫完後不
管有沒有得獎，經驗可貴，持續精進，重要的
是思考寫作在自己生命中存於什麼位置。」
　中文二高欣瑜說：「目前有考慮參加五虎崗
文學獎，但還不清楚該怎麼下筆，所以透過林

黛嫚老師的推薦來聆聽演講，講者分享了許多
書籍突顯主題，讓演講內容變得豐富且有趣，
也提供了不少創作方向。」

歐洲所研討會談脫歐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
將於4月12日在臺北校園D522校友聯誼會館舉
辦「英國脫歐與歐洲局勢發展」國際學術研
討會，本次將由波蘭、拉脫維亞、日本關西大
學、政治大學、文藻外語大學等多位歐洲研究
的國內外學者，以英國脫歐時事與歐洲政經局
勢發展為主題進行交流外，他們也會帶來其研
究成果一起分享。同時，臺灣歐盟中心執行長
鄭家慶、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事務學院
院長王高成，以及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
兼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張台麟也將到場致詞。
　歐研所所長卓忠宏表示，本次研討會中，除
了探討這兩大主題外，希望也藉此促進國際化
合作，如雙聯學位的簽訂等，以增加與國內
外學術機構的交流。本會分為2個場次進行討
論，也以英國脫歐與歐元主題，探討歐元自
1999年1月1日問世以來已滿20週年的經濟未來
走向和發展趨勢。
　此外，近日令人受矚的是，英國國會下議院
於3月14日晚間，以413票贊成，202票反對的
投票結果，同意「推遲脫歐」，讓英國脫歐的
時限將從表訂的3月29日「至少」延後到今年
的6月30日，英國民眾也開始進行連署、示威
等活動希望能取消脫歐協議。卓忠宏對此回
應，公投是具有法律約束力也代表人民意志，
現在的連署、遊行、民調等活動是會讓英國政
府受到輿論壓力，假使真的要取消脫歐也許需
要再舉辦一次公投。

創創講堂 阮劍安引領同學談創業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主動舉起你的手，分享你的觀點是今天最棒的
學習。」工學院共同科「二十一世紀機電產業趨勢」之「創創講堂」，3月28日
下午邀請104資訊董事阮劍安以「創業囧很大」為題，鼓勵修課同學主動舉手發
表自我意見，並學習聆聽多元的聲音。
　阮劍安透過九個與創業有關的話題激發不同觀點，如「我要創業的動機是為了
賺錢V.S圓夢」、「選擇創業夥伴時，我比較重視他們與我的能力互補V.S理念契
合」等，彼此分享觀點並增進交流。
　機械四鄭意儒分享自己對於「初次創業資金適合V.S不宜找親友籌募」一題的觀
點，「行銷需要面對人群，提出你的計劃，如果連身邊的人都無法面對，要如何
說服別人投資你？跟父母、親友借錢的同時，他們就成為了投資人，你有義務要
連本帶利將錢賺回來，對他們負責。」

淡捲影展徵稿 4月21日止
　「一起用鏡頭說故事， 用我們的方式奮
力向外發聲！」大傳系第三屆淡捲影展徵件
至4月21日止，徵件類型為3至5分鐘微電影
短片、15分鐘內微電影長片，歡迎已報名參
加的同學踴躍投件，讓大家看見你的影像敘
述實力。（文／王怡雯）

教政所4月12、13研討會
　為紀念1994年410教育改革25週年、華德
福教育100週年，教政所將於4月12、13日舉
辦民間社會力25週年中實驗教育發展的回顧
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詳情請見活動報名
系統。（文／周浩豐）

大傳系畢製結合公益
　對於失智症，你了解多少？你能體會聽障
者的日常生活嗎？你能同時做兩件事嗎？你
的身邊是否有需要關心的老朋友？大傳系4
組畢製團隊3月25至28日分別於海報街及傳
播館舉辦活動，邀請大家參與並關注相關主
題。（文／王怡雯）

退休聯誼會活動
　3月19日，退休人員聯誼會舉辦「臺中世
界花卉博覽會一日遊」活動，由理事長林雲
山、副理事長馮朝剛和周新民帶領，一行40
人先後參觀外埔、后里園區，體驗臺灣農業
與科技、藝術設計的融和，也了解石虎生態
保育的重要性。同仁們在夕陽餘暉中結束一
日賞心悅目之旅。（本報訊）

動能更熱絡緊密」。之後大伙在精心準備的小
遊戲與美味餐點中玩成一團，氣氛和樂溫馨。

院長林呈蓉、資圖系系主任歐陽崇榮、覺生紀
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榮譽教授黃鴻珠一同與
學生交流談天，同時觀賞系友們過去的活動影
片，師生間無話不談，畫面十分溫馨。

ED601舉辦「醫療體系心理師論壇暨所友回娘
家活動」，所友與在校生近50人出席，場面熱
鬧溫馨。會中邀請現任為心理師的4位畢業校
友，分享他們開業、在醫院、學校，以及社
區服務的工作內容外，也傳授諮商心理師國家
考試證照的準備秘訣，提供給學弟妹參考。本
次活動負責人、教心所助理教授邱惟真表示：
「所友回娘家是很有意義的活動，本所歷年來
已培養出許多優秀的心理諮商師。藉由學長姊
的現身說法對學弟妹而言會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與示範，讓他們從中可以看到學長姊努力的過
程和豐收的成果。」

春之饗宴
活動集錦

東京電視台      拍節目華語
中心

管科系     熊貓開講 4 月
10日

水環系於臺北校園舉辦會員大會暨春之饗宴
活動（圖／水環系提供）

春之饗宴趣味競賽於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參
加校友使出混身解數闖關（攝影／李祈縈）

工學院共同科「二十一世紀機電產業趨勢」之「創創講堂」
   邀請阮劍安到校演講（攝影／張展輝）

蘭陽校園春之饗宴活動，師生相見歡（圖／蘭陽校園提供）
春之饗宴趣味競賽，法文系校友會與校長熱烈互動
（攝影／羅偉齊）

校友稱讚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具國際水準
（攝影／羅偉齊）

「五虎崗文學獎系列活動」，作家張惠菁分享
   寫作歷程（攝影／潘劭愷）

物理系及資工系分別邀請雷干城（右上及右下圖）與林復華（左上圖）蒞校進行「熊貓講
座」，林復華另與教育學院進行交流（左下圖），並巧遇化材系畢業生拍攝畢業照，共同合
影（中上圖）。（攝影／中上－黃柏耀、左上及左下－陳維信、右上及右下－潘劭愷）   

 日本東京電視台前往本校華語中心拍攝日本
退休教師小橋夫妻來臺學習中文歷程（圖／華
語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