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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等學術期刊中，多次獲得德國洪堡研究獎、國
際海岸工程獎等獎項，其學術成就獲得海內外
如2017年International Award for Enhancement of 
Tsunami/Coastal Disaster Resilience、2016年中
央研究院院士、2015年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等學術榮譽肯定。
法文系熊貓講座
　【記者高苹方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5
月7日上午10時3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
國際會議廳舉辦熊貓講座，邀請加拿大約克
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Prof. Daniel DRACHE蒞
校，將以「Happy 5th Birthday Belt and Road: 
Has Beijing Much to Celebrate? Successes and 
Failures」為題進行演講。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
表示，很榮幸能邀請Prof. Daniel DRACHE來
校演講，本次蒙本系副教授、前國際長李佩華
之引薦，邀請知名全球化研究學者到校分享他
的國際政治經濟觀察，介紹他近期對一帶一路
政策和兩岸事務的政經研究。朱嘉瑞指出，透
過本次演講，除了擴大系上學生對國際事務觀
察外，引領學生去注意和了解國際社會事務或
東西文化的議題，以培養具洞見的國際觀。
　Daniel DRACHE現任為加拿大約克大學政
治學名譽教授，也是加拿大Robarts研究中心高
級研究員，其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全
球化研究，傳播研究和文化研究；他與巴黎國

水環系熊貓講座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於5
月6日下午2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
會議廳舉辦熊貓講座，邀請現任新加坡國立
大學副校長劉立方蒞校，以「2018 Sulawesi 
Earthquake and Palu Tsunami」為題進行演
講。水環系系主任李柏青表示，劉立方教授
是國際知名海嘯動力學的專家，長期深耕海
嘯研究、海嘯模式、計算流體力學、海岸工
程等領域，同時也關注環境生態，於去年帶
領團隊至印尼蘇拉威西島進行海嘯災後調
查。此次邀請劉教授來校演講，除了讓系上
師生接觸新知，有著知識的傳承和學術交流
上的實質幫助外，相信也能對本校師生帶來
正面的影響力。
　劉立方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畢業後赴往美國深造，分別於1971年
及1974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木及環境
工程研究所碩士及博士，專攻海水波動理
論、海嘯動力學、碎波過程、泥沙輸送過
程、波浪與結構物相互作用等領域。劉立方
曾擔任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主任，在康乃爾大學期間研發海嘯預警系統
和海嘯高風險區溢淹圖以用於估算海嘯災害
造成的損失。
　劉立方著作等身，發表論文於SCIE、SCI

　如果專業書籍是縱向延伸，那麼保
險類之外的書籍就屬於橫向知識，時
時充實自我是最棒的投資。不要小看
自己的力量，一生中若能發揮自己在
專業領域上的地位，做一件具有影響
力的事，不是多宏大的事，而是在自
己的領域內做我們能做的事。
－時任兆豐產險總經理陳瑞

熊貓大師開講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在臺北校園舉辦「數位e筆推廣系列講座」，
4月27日進行第二場「數位e筆書畫系統之應
用—書法I」，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主
講，吸引近20位對數位e筆有興趣的校內外人
士參加。主任張炳煌說：「為了將數位e筆的
功能和特色介紹給更多的民眾，並善盡藝術中
心推廣書畫藝術美學的社會責任，舉辦系列講
座讓校內外人士均可瞭解e筆書畫系統易學的
特性，在電腦上書寫練習後，不影響回歸傳統
書畫的創作，讓藝術美學融入科技生活中。」

數位e筆一秒化身書法家

▲數位e筆推廣系列講座吸引不少有興趣的校
內外人士參加。（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記者呂宗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企四葉
佳銘於上個學期與兩位來自芬蘭和西班牙的
交換生組成REITACREW，並一起合作寫歌
「REITAKU HOUSE」，此曲為麗澤國際學
舍量身打造，耗時近半年完成的主題曲，當初
作為學舍歡迎會中使用的歌曲，經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發掘，邀請文錙音樂廳提供錄音及協助
影片拍攝，將作為學校對外招收國際生之用。
　國際長陳小雀表示：「看完影片後，印象最
深刻的是學生聚集在地下室一起唱歌、同樂的
情景，因為交誼廳是交流文化和情感的地方，
不只是住宿生社交活動的場所，更彰顯了淡江
大學多元、活潑、自由的學風。這部影片未來
不只會使用在對國外招生，更期待能作為宣傳
本校國際化的形象影片。」
　歌曲創作人之一、國企四葉佳銘說：「拍
攝期間，我常在國際處與拍攝單位中間扮演
溝通的橋梁，看到影片完成，所有辛苦都
化成感動。」完整的REITAKU HOUSE影
片可到YouTube網站（www.youtube.com/
watch?v=R-rJHolDOd8）觀看。

跨國籍3生為麗澤譜曲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4月18至21日，土
木系教授林堉溢和副教授王人牧前往廈門參加
第十九屆全國結構風工程學術會議，與當地
學者進行交流。4月23日，土木系系主任張正
興、土木系副教授羅元隆，以及土木系榮譽教
授鄭啟明也赴往福州大學，由張正興代表與該
校土木工程學院院長Bruno Briseghella簽訂教育
及學術交流意向書，提供1+1碩士雙聯學制合
作，讓土木系和該院下各系的研究生，可在碩
士兩年期間，同時取得兩校的兩張碩士文憑。
　張正興表示，透過此次合作意向書的簽訂可
擴大系上生源外，並促進與大陸高校的交流，
108學年度起，該院將有2位研究交換生來校進
行風洞實驗研究，讓這次的合作意向書簽訂更
具實質交流意義。
　本次訪問行程中，由該校土木工程學院副院
長胡昌斌介紹該院的各系特色外，雙方也討論

土木系與福州大土工院碩士1+1簽MOU
合作事項，也與該院、福建工程學院土木工程
學院進行學術討論，會後也參觀福州國家森林
公園、閩江江濱公園、馬尾船政博物館、福州
規劃館，了解當地風土民情。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麗文－淡江圖書生
活廣場」於4月29日舉辦揭牌茶會，本校校長葛煥昭
致詞表示：「麗文文化深耕圖書出版領域多年，相信
他們的優良經驗，能為全體教職員生提供優質的服
務。」麗文文化總經理楊宏文致詞表示：「目前麗文
已經為全臺21所大學服務，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學校
是已經服務超過十年，我們追求長期、穩定的合作關

係，努力提供教職生性價比高的服務。」總務處處本
部約聘行政人員林芷芸說：「生活廣場的產品價格已
經是85折，本學期優惠活動是現金結帳再打95折，現
場也有規劃校園紀念商品專區。」校內同學關心校留
犬的去向，關懷動物社副社長、歷史二鄭珮恒回應：
「日前已將狗狗交由愛心人士和社團幹部照顧，大家
可來參加社團活動，粉專社團也開放認養校留犬。」

校內圖書文具廣場再開張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9(四)
8:00

日文系
T507

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人間科學研究
科博士生葉翔太（岡野翔太）
我的兩個名字和兩個國家：在日本
尋找我沒居住過的『台灣』軌跡

5/9(四)
9:00

資傳系
O205

定影影像工作室負責人李尚謙
影片燈光設計實務

5/10(五)
12:00

教發組
I501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劉少雄
以情感喚起情感─詩詞教學的省思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6(一)
10:00

教育學院
ED601

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所教授吳清山 
高等教育的評鑑

5/6(一)
13:30

參考組
圖館三樓

學習共享區

機電系教授楊龍杰、IEEE大中華區
資訊經理李箐
細說我的投稿經驗（IEEE）

5/6(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運管系副教授羅孝賢
智慧交通的未來

5/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日本東大固態物理研究所李泳霆
Exploring key components of optical 
properties by analyzing partial conductivity 
and permittivity in a band structure

5/6(一)
15:00

未來學所
I201

248農學市集負責人楊儒門
小農市集在都市的誕生與運作

5/7(二)
10:00

日文系
SG603

PASONA人力資源諮詢部教育訓練
專案經理劉于涵
職場新鮮人的新視界~談日商就職~

5/7(二)
10:10

通核中心
驚聲國際廳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分析師施柏榮
Ethical AI人工智慧倫理原則與社會適應

5/7(二)
12:30

參考組
圖館3樓

學習共享區

資圖系副教授林雯瑤
OA是解藥還是毒藥?：與你我休戚
相關的學術期刊新模式

5/7(二)
13:10

歷史系
L401

近畿大學文藝學部文化·歷史學科
主任教授近藤正巳
近代台灣與日本

5/7(二)
14:10

產經系
C423

元大人壽保險公司投資長王偉濤
台灣保險業經營現況與困境

5/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林昭吟
Physics & application about pure spin current

5/7(二)
14:30

圖書館
圖館2樓

瑪德蓮小酒館負責人周品慧
生活在文學的國度：法國

5/7(二)
15:10

通核中心
驚聲國際廳

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資深研究經理林宛瑩
從臺灣新熟齡生活想望，看銀光經
濟發展契機

5/8(三)
10:00

財金系
B712

信託公會副秘書長黃瑞琪
信託業概論

5/8(三)
13:10

化材系
E787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r. James Lai
What is your request?

5/8(三)
15:00

企管系
B609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材料採
購部副處長簡孟君
淺談台灣綠能產業之現況及供應商管理

5/9(四)
10:10

歷史系
L308

亞洲研究院能量醫學所顧問高光勃
淡江歷史系的艾美獎得主

5/9(四)
14:00

機械系
E787

新代科技特助陳弘真
國產CNC控制器之研發與展望

5/10(五)
10:10

資工系
E787

互動資通Every8d副總洪鑫泓
行動即時通訊之企業應用趨勢與管
理實例

　五四畫會2019年展開幕式於5月3日上午10
時30分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行，本次展覽由駐校
藝術家顧重光策展，展出西畫水彩、油畫及複
合媒材等90件作品。五四畫會是由民國54年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的同學共同組成，至
今已畢業54年，顧重光說，五四畫會是第二次
在校內展出，能再次匯集班上同學的作品，內
心很激動，也很感謝學校支持。行政副校長莊
希豐表示，今年適逢五四運動百年，看到各位
藝術先進也在畢業54年間堅持創作實感敬佩，
也感謝各位提供作品讓師生受到美學啟發，祝
福大家靈感源源不絕，創作滿滿。（文／林薏
婷、攝影／黃柏耀）

五四畫會文錙開幕

村上春樹經典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賽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

園報導】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於4月
30日舉行「村
上春樹經典名
著 多 國 語 言
朗讀競賽」，

總計有2組現場
組、5組錄影組角

逐，今年評審邀請到
村上春樹翻譯家賴明珠、作家近藤知子擔任，
最終由英文三劉姿誼拔得頭籌。主任曾秋桂
說：「希望藉由比賽帶給日文系學生一些刺
激，因為在觀賽之餘，評審老師也會給參賽
者一些建議與回饋，這些都是學習的經驗及

養分。」此次錄影組除了有校內日文系學生報
名，也有校外就讀媒體相關科系學生及國小、
幼稚園學生錄製影片參賽，作品形式豐富多
元，有單純朗讀、戲劇演譯及兩人對答模式朗
讀作品，影片皆以中文呈現，而現場組參賽者
則以英文朗讀作品。
　贏得冠軍的劉姿誼說：「這次我選擇《世界
末日與冷酷異境》以英文朗讀的方式呈現，希
望將村上春樹特有的風格能清楚地傳達給評審
和聽眾，很開心獲得第一名的肯定。」
第5屆村上春樹微電影比賽首映會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於5月2日舉行「這時候，我就想讀村上
春樹」第5屆微電影徵選比賽，邀請長榮大學
媒體設計系兼任講師黃柏蒼、本校大傳系助理
教授陳玉鈴擔任評審，共有9部作品參賽，最

後由「村上春樹的告別式」、「我的周間救
贖」、「Cyborg 羽劃｜科技浩劫」作品贏得
前三名。中心主任曾秋桂說：「除了文字閱
讀，更希望學子運用媒體影像傳達出自己的想
法，今年也藉由參賽作品，進一步了解到讀者
的感動。這次參賽作品也有來自校外的社會人
士，我對參賽的微電影都持以肯定的態度，特
別是最後首獎作品，感覺與主題非常相近。」
　以「我的周間救贖」作品獲獎的張亦齊、李
志罡是廣告設計師與剪接師，他們說：「這部
作品反映了我和朋友們出社會後的苦惱，由
於太過忙碌，我們只能利用空檔讀村上春樹作
品，藉以提醒自己的夢想，也不要失去了自
我，看到這項比賽時恰好有計畫前往東京，所
以在日本拍攝完成，我們也找回了因為熱情而
拍片的單純。」

9部微電影讀村上春樹 多語朗讀劉姿誼奪冠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了使同學認
識海洋汙染、海漂垃圾對於環境影響的嚴重
性，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電機系講
座教授劉金源開設「海洋科學與人文：水下文
化資產面向」課程，於4月27日帶領32位學生
前往北海岸洲子灣，認識海洋環境、觀測海漂
垃圾及執行淨灘任務，貫徹執行長期認養洲子
灣的淨灘計畫。劉金源說：「在海洋科學與人
文課程中融入淨灘活動，不僅與所學連結，也
以具體行動關懷海洋。本次活動參加的學生士
氣高昂、精神抖擻，清理了近百公斤垃圾，還
給洲子灣一個清爽的空間。」
　運管三陳翊誠說：「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淨
灘活動，之前在YouTube看過台客劇場推行電
音淨灘，覺得很有意義，所以趁著這次機會報
名參加。活動除了可以為環境盡一份心力外，
也能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保護環境，並
能有效地為減少環境污染出一份力。」

工院師生淨灘百斤

▲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於4月27日帶領32位
學生前往北海岸洲子灣，清理近百公斤垃圾。
（圖／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提供）

▲覺生紀念圖書館與法文系、德文系及歐研所合作舉辦「遇見法
國文學：經典文學、美食、生活與想像」系列活動，4月30日開
幕式邀請到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圖館館長宋雪芳等師長
出席。（攝影／黃柏耀）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4月23
日世界閱讀日，覺生紀念圖書館與法國語文學
系、歐洲研究所合作，於4月23日到5月31日舉
辦「遇見法國文學：經典文學、美食、生活與
想像」系列活動，開幕式於4月30日在總館2樓

閱活區舉行，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圖
書館館長宋雪芳及多位一級主管出席。葛校長
致詞分享於今年3月赴法訪問姊妹校之見聞，
以實質城市之旅呼應圖書館紙上行旅的概念，
鼓勵師生善用館內豐碩的典藏資源，好好學習

世界閱讀日 紙上旅行遇見法國

與閱讀。宋雪芳開場說明：
「圖書館每年都以不同主題
帶動全校一同閱讀，期望可
以跟隨世界的角度一同走進
閱讀的世界，即使我們無法
親自走訪各國，但我們也可
以透過閱讀去感受各地文
化，在書目中分享閱讀的旅
行。今年以『法國』為題，
和法文系、德文系、歐研所
合作舉辦相關活動，期望全
校師生透過本次活動可以對
法國豐厚的文化底蘊有更多
的了解。」
　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帶領

法文二尤子豪、法文四李佩穎、法文二李惟
心分別朗誦3首法文詩歌，包括紀堯姆‧阿波
利奈爾（Guillaume APOLINAIRE）的〈米波
拉橋〉（Le Pont Mirabeau）、尚‧德‧拉封
丹（La Fontaine）寓言故事《狼與小羊》（Le 
Loup et l'Agneau），以及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Exportez－moi。
　圖書館自即日起至5月31日，在總館二樓閱
活區以「書迷的指引燈：法國文人翦影與經典
名著」、「餐桌上的文學：料理與文學的美味
關係」、「都市文學：法式生活方式」、「童
話：想像與寫實」四大主軸，展出約300件相
關圖書、電子書與影片。自5月開始，在2樓閱
活區及5樓非書資料室每週一主題安排「文學
沙龍」與「電影欣賞」活動，歡迎全校師生共
襄盛舉。

家科學研究中心Robert Boyer於1996年共同
編輯的《States Against Market》，被視為第
一批全球化研究的文本之一。
　Daniel DRACHE也以政治經濟學家的身分
關注現代全球經貿的繁複性、矛盾與貧富差
距、公共衛生、新公民實踐等全球化描述，
尤其在全球化、國土安全、傳播新科技對政
經和新公民運動等跨學科研究，有卓著貢
獻。此外，他曾到新德里、印度、孟買、班
加羅爾等大學講學，近期是武漢大學，北京
航空航天大學和復旦大學之訪問學者，同時
也是CBC及其他國家新聞網的定期評論員。

樂創基地DIY紙製文創品

▲研發處於4月30日晚間6時30分在達文西
樂創基地舉辦「達文西樂創體驗課程－割紙
機體驗」活動，內容包括割字機操作說明、
GRAPHTEC STUDIO簡易版影像處理軟體教學、
卡點西德圖案設計及割字、文創貼紙製作，吸
引約15人參加。活動邀請首羿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專員王籌億指導，他說明割紙機又名「紙模
切割機」，可以用來將卡點西德、貼紙或牛皮
紙切割出複雜的形狀，進一步應用在廣告看板
及各式文創商品之中，學員們運用點陣影像檔
案即可轉換成切割檔，從做中學，挑戰設計出
自己獨一無二的剪紙圖案及貼紙，另可轉印在
馬克杯。法文四謝宜庭說：「繼上次參加達文
西樂創基地舉辦的小夜燈製作後，就對基地的
課程及動手製作自己的文創商品產生興趣。這
次也能夠做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令人
興奮！」（文／林雨荷、攝影／黃可荔）

▲水環系熊貓講座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
長劉立方（左圖）蒞校演講。法文系熊貓
講座邀請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
Daniel DRACHE（右圖）演講。（圖／水環
系、法文系提供）

▲（攝影／廖國融）

▲（攝影／麥麗雯）

劉立方
DRACHE

▲4月23日，土木系主任張正興（右）與該校
土木工程學院院長Bruno Briseghella（左）簽訂
教育及學術交流意向書。（圖／土木系提供）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微軟AI發展
技術說明會於5月3日下午1時召開，本校一二
級主管出席踴躍，由台灣微軟公用業務事業群
總經理潘先國、台灣微軟專家技術部總經理胡
德民、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資深業務協理
楊毓峰簡報現今技術與應用。本校校長葛煥昭
表示：「本校向來關注AI與高教結合的趨勢，
我相信AI時代已經來臨，且未來將佔據整個市
場。我們不僅要認識AI，還要學習AI，更重要
是應用AI，期許可以應用在各個研究與教學領
域，並全面性的導入校園。學校秉持三化教育
理念，資訊化需要我們持續努力發展。」
　潘先國分享「微軟AI發展技術結合高等教
育之契機與挑戰」，重點介紹微軟人工智慧
的重大突破和科技與學校的運用兩方面。他
說：「我們通過分析歸納出學生需要具備的元
素，也預測到2025年70%以上的學生懂得運用
科技；因此提出新型態學習方式，包括一、建
立AI體驗中心，幫助學生認識AI；二、學習
路徑，推出具有微軟認證的課程；三、研究專
案，幫助老師進行學術研究，促進產學合作；
四、Hands on Labs，學生經由實作進而提升資
訊力和就業力。」葛校長表示，將進行全面性
合作，指示秘書長劉艾華負責後續。

微軟AI發展技術與

▲圖為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資深業務協理
楊毓峰(左)回應意見交流。（攝影／麥麗雯）

高教AI計畫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