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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Dr.  Kim談數位經濟轉型

　【本報訊】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代表葛校長，
與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本月15至17日至天津
參加大陸姐妹校南開大學百年校慶活動。
　南開大學，同時邀請全球大學校長參加「世
界大學校長論壇」；其中主旨演講，有來自
THE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知識官主講大學排名
的數據；主題論壇聚焦「世界一流大學的使命
與能力建設」等，與會者包含：歐、亞、美三
洲四十四所知名大學的校長、副校長、科研機
構專家。何啟東表示：「兩校自締結姊妹校以
來，雙方互訪有諸多的交流，藉由此次與會討
論往後如何加強雙方在教學、研究上的合作；
還見證南開大學創校100年的歷史沿革，與在
各個領域諸多傑出校友的卓越表現。」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務處統
計108學年度日間部大一新生註冊率為95.20%
（統計截至10月15日），其中化學系化學與
生物化學組、電機系電機通訊組報到率達
100%。本校前兩年日間部新生報到率，107學
年度為95.05%、106學年度為96.16%，教務長
鄭東文表示，「與去年相較，今年註冊率微幅
回升，感謝各學系的積極招生，也能共同見證
努力的成果。啟動第五波後，本學年度將招生
組改組為『招生策略中心』，並邀請相關專業

何啟東致賀南開大學百年

陳慧翎楊元麟笑擁金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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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一)
10:00

英文系
T301

龍華科大應用外語系副教授徐小惠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人資副總經理劉
富美
英語職場工作坊

10/21(一)
12:00

文學院 
L522

資圖系兼任講師邱鴻祥
職場倫理

10/21(一)
16:10

文學院
L304

中國自由文字工作者金其琪
「報導背後中港台漂流手記」

10/22(二)
10:00

中文系
E414

室內設計師、作家陳皓
穿梭在文學、設計與商業之間—我
的文創生涯

10/22(二)
16:00

中文系
B116

詩人愛羅
文創演講-圖文創意表達：以手機
攝影為例 

10/22(二)
16:10

通核中心
B704

中華企業交流協會顧問陳瑞貴
親密關係的營造與技巧

10/23(三)
14:00

通核中心
N204

三十舞蹈劇場藝術總監張秀萍
情緒與肢體表達-舞蹈工作坊暨講
座

10/24(四)
12:00

商管學院
B302A

管科系教授牛涵錚
我的學習由我作主-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導入課程

10/24(四)
14:00

文學院
O504

數位藝術家、愛迪斯科技創意總監
林景瑞
互動藝術與設計的發展

10/24(四)
14:00

資管系
Q408

安華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發
展處副理黃冠男
教師跨領域研究學社群「大數據與
電腦審計研究社群：新科技伴隨資
訊安全威脅」

10/24(四)
15:00

日文系
FL106

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
五味淵典嗣
從「在世界盡頭找到妳」看戰爭表
象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21(一)
14:10

未來學所
ED601

原民會土地管理處副處長雅拍甦詠
我們共同的未來：原住民族的觀點

10/22(二)
10:00

歷史系
L522

荷蘭奈梅亨拉德堡大學前副校長
Dr. Theo L. M. ENGELEN
荷蘭與歐洲的高教界：過去、現在
與未來

10/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助理教授
林俊良
Spectroscopic studies of layered 
topological materials.

10/23(三)
10:10

管科系
B713

勞動部退休司視察白明珠
從勞退自提談退休經濟規劃

10/23(三)
14:00

資圖系
L526

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專案經理
許正欣
數位博物館自動化系統

10/23(三)
15:00

中文系
L528

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林淑貞
織女形象的顛覆與悖異－唐小說
〈郭翰〉對神話傳說之沿承與新創

10/24(四)
14:00

機械系
E787

泰國農業大學工學院長Assoc. Prof. 
Dr. Peerayuth Charnsethikul
泰國工業發展與工程教育

10/24(四)
14:00

機械系
E787

泰國農業大學機械系主任Asst. Prof. 
Dr. Prapot Kunthong
農業大學機械系產學研究現況

10/25(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導演曾文珍
我是這樣學習拍紀錄片

10/25(五)
14:10

經濟系
B701

澎湖科大助理教授呂峻益
那些年我在淡江的日子—跨領域的
學習歷程

大學日間部新生註冊率 穩住95% 

望藉此除了對臺灣產業提供國際化和企業化
的轉型建議外，也對本校產學合作上提供相
關經驗，並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歡迎全校師
生蒞臨聆聽。
　Dr. Yong Jin Kim學術著作豐富經常發表論
文於《MIS Quarterly》、《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等期刊中，並出版多本關於企業服
務創新書籍，專長於服務創新、知識管理、
企業管理等領域，並長期協助韓國科技產業
與技術移轉的政策研究和導入，曾任韓國物
流公司的副總裁、擔任於政府機構委員會要
職，並在企業經營和策略研究上有豐富的產
業經驗。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副教授陳
瑞發9月26至28日參加2019年由經濟部、國防
部、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國發會、環保
署合辦的「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團隊以具
專利的發明作品「用來評估一勞工過勞風險的
電子裝置」參賽，得到鉑金獎。今年競賽共有
18國、659件作品參賽，共頒發15面鉑金獎。
　陳瑞發表示，參賽作品的技術屬非侵入式蒐
集數據，可應用在穿戴式裝置上，協助勞工關
心自己的健康。他並分析得獎原因在於團隊蒐
集靜息心率、睡眠、工時等數據，並建立推估
模型，也申請人體實驗計劃通過，用抽血檢查
的報告檢證所蒐集的數據，評審認為研究過程
非常完整。
　團隊的組成屬跨學科領域，包括：勞動部勞
安所、本校資工系，及台北榮總；陳瑞發將持
續研究，協助勞工預防過勞，關注身體健康。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第54屆金鐘
獎，本校大傳系校友陳慧翎和楊元麟拿下金
鐘獎。現為知名導演陳慧翎以「你的孩子不
是你的孩子-貓的孩子」拿下迷你劇集（電視
電影）導演獎，入手人生第5座金鐘獎，該劇
也同時獲電視電影獎、女主角獎、剪輯獎、
美術設計獎等共計5項大獎。現為知名製作人
楊元麟所製作的「一呼百應」，則得獲益智
及實境節目獎，而該節目主持人黃子佼及吳
姍儒也獲益智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目前正在冰島旅遊的陳慧翎得獎後在臉書
分享心情，感謝評審的厚愛，給予孩子們的
所有肯定，也相當感謝幕後的工作伙伴，共
同燃燒著熱情與汗水。片場裡的吉光片羽，
都是最令她珍惜的時刻。她期許，「活著好
好；好好活著。總有更美好的在未來。」

　【記者鍾明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
職能福利組10月17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職
能培訓課程，邀請主持廣播節目「財經晚點
名」、「世界一把抓」的財經專家阮慕驊蒞校
演講，以「理財致勝關鍵－如何規劃退休理財
藍圖」為主題進行分享，逾100人參與。
　阮慕驊以全球到臺灣的分析現況的經濟趨
勢，舉股神巴菲特的「雪球理論」為例，點出
每個人要及早開始準備投資，利用時間累積財
富。他提醒在投資時波動大漲大跌的標的不易
累積財富，股票、債券整合投資最容易獲利。
　對於多數退休人員選擇投資房地產，行政院
主計總處統計通貨膨脹過去三十年內整體物價
增長一倍，阮慕驊以自己的經驗建議，如果錯
過了房地產的黃金時期，就不要再做房地產投
資，更以標準普爾家庭資產象限圖為例，說明
準備退休金的投資報酬率必須達到8%才足夠
規劃完美的退休。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右）偕同商管學院院長
蔡宗儒（左），赴天津南開大學恭賀百年校
慶，同時參加世界大學校長論壇。（圖／學
術副校長室提供）

視障中心獻愛50載 領生用　  看未來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10月15日至18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光彩50
載-用eye看未來」成立50週年系列活動，15日
13時舉行開幕式，前教育部特教小組執行秘書
韓繼綏、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暨身心障礙計畫
主持人蔡美蒨、視障資料中心館員廖靜杏、採
訪編目組組員闕詩穎等共襄盛舉，更由中文四
黃靖騰與陳威辰進行鋼琴與小號合奏，獲得在

專題演講，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大家對視障
人士的世界有更多了解。
　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同時也是啟明社第
七屆社長洪錫銘說明，視障生及障礙生就讀本
校時，資源中心都盡量協助他們的學習，「看
到他們的成功，讓我意識到施比受更有福，
並能激發自己的服務動能，提醒自己享受生
命。」歷史系校友楊勝弘對於老師們當初熱心
的幫助更是深刻而難忘，他鼓勵學弟妹勇於追
夢，「淡江的環境對身心障礙的學生充滿各種
可能性，因為只要我想我要追夢，老師會支持
你，陪伴你完成夢想。」策展人林明慧老師表
示，「舉辦50週年回顧的展覽，希望與以往不
同，除了慶祝週年更期望透過展覽讓校園師生
都能了解視障資源中心以及宣導，並且讓師生
知道資源中心不只服務視障生，各式障礙別的
同學中心皆有提供不同教學服務。」
　拉美所碩一何若瑄看到展覽內容很感動，更
佩服視障表演者的能力。「在體驗輔具時，發
現看不到的情況，輔具非常重要是重要的依
靠。參觀完後覺得盲生雖然看不到，但他們的
心看的比明眼人透徹。」

研究員的加入，相信透過更精確的數據分析與
策略擬訂，在未來因應新課綱及生源減少的挑
戰，能收到更令人滿意的成效。」
  化學系主任陳曜鴻表示，本次新生註冊率的
優異表現，對於生化組是個激勵，也是一個契
機，「未來將以強化生化組特色『利用紮實的
化學基礎，延申至生科的應用』為目標，同時
持續與校內相關專業科系如化材、水環進行跨
領域結合，培養學生更豐厚的底蘊；再與材化
組的穩固產學基礎相輔相成，希望預見化學系

更亮眼的發展。」
  電機系系主任楊維斌表示，「與本系其他組
相比，通訊組過去招生成效表現差強人意，我
們今年特別提早規劃縝密的招生計畫與流程，
以結合近期較具話題性、以及與生活相關之通
訊科技如人工智慧、互聯網及5G等，在招生
說明時真實呈現學生學習成果，搭配易懂的解
說，讓家長與準新生更深切了解通訊組的學習
及應用範疇。」未來將朝三組全面整合，讓大
家對電機系專業有更完整的接觸與認識。

大忠街候車平臺翻新

財經專家阮慕驊，分享如何規劃退休理財。
（攝影／游晞彤）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10月15日中午1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療
癒手作萌湯圓」活動，邀請羅傑麻手作負責
人，本校會計系校友黃立瑋分享手作造型湯
圓，同時準備手作琉璃湯圓讓大家品嘗，外表
精緻可愛口感Q彈，逾50位女聯會會員參與並
共享美食。黃立瑋曾擔任本校會計助教及任職
會計事務所，成為媽媽後為了小孩的笑容投入
手作造型饅頭和湯圓，所製作的饅頭和湯圓造
型多樣可愛，從小蜜蜂、龍貓、財神爺到彩
虹、玫瑰饅頭等，可愛又精巧的圖案讓人忍不
住驚嘆原來饅頭、湯圓能這麼多變！

　【本報訊】葛煥昭校長偕同國際事務副校
長王高成，10月12、13日應邀至重慶大學參
加該校90周年校慶活動，同時與校長張宗益
簽訂姊妹校簽署交換生合作協議，成為本校
第223所，大陸第47所姊妹校，約定儘速展開
在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相關合作規劃。
　重慶大學為我國教育部認可大陸大學之

一，創立於1929年，為是中國排名前1%的綜
合性大學，葛校長一行人10月12日上午出席重
慶大學校慶慶典，下午出席重慶大學九十周年
校慶校長論壇，13日上午拜會重慶大學黨委書
記周旬，當面邀請參加明年本校70周年校慶慶
祝活動，周旬表示希望兩校建立科研平台，從
事共同研究計畫，藉以深化合作、增強情誼。

葛校長赴重慶大學賀校慶 促成第223所姊妹校締結

ｉ郵箱 全天候寄收郵件

療癒萌湯圓蒸好吃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你曾為了三更
半夜無法寄收信件包裹而苦惱嗎？為提供師生
便捷的用郵體驗，發展智慧物流，本校與三重
郵局合作，於淡水校園內郵局及商管學院設置
i郵箱，10月15日正式啟用。i郵箱除接受24小
時交寄及領取包裹郵件，還可用悠遊卡付款。
　淡江大學郵局經理李金璨說明，ｉ郵箱是中
華郵政多元化創新服務的一環，可不受時間限
制進行郵件的交寄，目前淡水地區共設置13個
i郵箱，包括區內六處郵局，本校、聖約翰大
學等地。「之後將陸續在火車站、捷運站、購
物中心、等地設置，同時規劃與網購平台合作
配送事宜，提供更多元的服務。」運管三仇哲
寧說：「i郵箱看起來滿有趣的，比起便利商
店的寄件似乎更方便快捷，但目前還不夠普
及，希望日後可以愈來愈多。」

海巡艦艇影像展 眾艇帶你巡護海疆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你知道目前
巡護臺灣海疆的船隻有哪些嗎？文錙藝術中心
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合辦「海巡艦艇
影像展」，10月16日上午10時30分在海事博物
館，秘書長劉艾華、軍訓室主任張百誠、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主任秘書陳泰廷及海巡
署艦隊分署同仁出席，海巡署艦隊分署除致贈
現役護漁用「巡護七號」艦艇
模型予本校，更由秘書室主任
曾明斌為現場來賓導覽展示的
海巡艦艇模型。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致
詞感謝艦隊分署的協助，透過
此次的展覽讓大家更了解我國
的海洋巡防相關知識；劉艾華
則感謝海巡署平時對人民安全
的維護，也提及淡江在水、海
洋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心都頗有
成果，海事博物館對於船隻的
保存與推廣也持續進行，期待
之後能繼續合作。

文錙首場音樂博覽會 小提琴鋼琴交織跨界驚喜

場熱烈鼓掌。
　視障資源中心主任鄭東文
致詞感謝同仁付出，希望大
家能踴躍參與，藉以對視障
中心有更多的了解。韓繼綏
則提到本校為全臺最早提供
名額給視障同學的大學，並
提供各方面的資源與協助。
回想在特教小組與大家共同
努力的點滴，對他而言是職
涯中最有成就感的階段。
　展場分成「靜態回顧展」
和「動態體驗區」，除展示
學生畫作，播放回顧影片等

靜態展，還有模擬盲人體驗區，及盲人按摩體
驗；更特別展示國立臺灣圖書館與國立故宮博
物院合作的多張立體觸摸畫，讓視障朋友也能
體驗畫作的美，落實文化平權。此外，更安排
10月16日「與我同行-導盲犬使用者分享」，
17日「盲女孩live演唱」，以及18日由日本慶
應大學中野泰志教授主講的「日本視覺障礙學
生使用平板電腦與數位教科書之現況與挑戰」

　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說明，本次展覽分為
「海報展」、「模型展」及「影片播放」三部
分，介紹海巡署沿革及相關核心任務艦艇，展
出由海巡署特別提供的10艘現役及除役艦艇模
型加上「巡護七號」，還播放海巡署相關影片
以增加相關知識。展期至12月31日止，歡迎各
位師生踴躍參觀。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國企系將於10月
22日下午13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
辦熊貓講座，邀請韓國西江大學商學院MIS教
授Dr. Yong Jin Kim蒞校，當日會以「Digital 
Entrepreneurship」為題進行演講。國企系系主
任孫嘉祈說明，Dr. Yong Jin Kim曾於2017年
6月來校擔任該系研討會主講者，對本校留下
很好的印象；Dr. Yong Jin Kim除了任職西江
大學外，同時也擔任韓國國家汽車發展協會主
席、現代汽車集團策略發展主席委員、韓國智
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席等重要職務，在韓國
產官學研界中具有重要地位。孫嘉祈表示，本
次演講中，Dr. Yong Jin Kim將分享對臺韓兩
國的產業在數位經濟轉型的觀察進行說明，希

阮慕驊教你規劃退休理財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時常通勤的
同學應該不難發現，靠近大忠街的候車平臺，
在新學期的開始有了全新的風貌，也多了一個
「淡江大學站」的候車亭。總務處節能組組長
姜宜山說明，原來的塑膠木質候車平臺，受淡
水地區的多雨天氣影響已逐漸凹凸不平影響通
行安全，加上原來候車動線容易影響無障礙通
道的行進，經與淡水區公所會勘後，決定進行
整修，提供師生與在地居民更好的候車品質。
　本次整建經費共120萬元，其中80萬元由淡
水區工所支付，本校則提撥40萬支應。整建後
的候車平臺以混凝土澆灌，其中在候車動線
的規劃與無障礙通道分流，並標明紅27及756
（北門-淡江大學）的候車線，讓下課或尖峰
時間候車的同學或居民的排隊動線不會相互干
擾，且不會影響無障礙通道的暢通，更在下坡
顯眼處設置三個「小心慢行」提醒標誌，提醒
趕車的同學注意安全。新北市交通局也配合此
次整建計畫設置新的無菸候車亭，希望提供更
安全便捷的候車環境及更舒適的體驗。資傳三
林士翔表示：「我每週都會回家，以前等車經
常排錯路線，劃分好後就方便很多。而且這樣
的規劃讓我不用在人多時擔心影響別人的通
行，感覺滿好的。」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音樂博
覽會「Eva Lee 李易跨界小提琴音樂會」10月
17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行，邀請小提琴家李
易及西班牙鋼琴家馬克‧皮納‧桑法路共同演
出，帶來21首原創樂曲及電影主題曲，逾120
人進場聆賞。
　每首原創曲目都有一個背景故事，透過
燈光及影片的搭配呈現，其中《Fight  fo r 

Tomorrow》傳達李易正向的人生態度，即使
生活再困難，也要鼓起勇氣為了更好的明天而
戰；鋼琴家馬克的自創曲《Minority》一曲則
帶來與世隔絕的孤獨感，迷惘感十足。現場另
安排大提琴、鼓和吉他合奏增添音樂豐富性，
還有即興的演出，更邀請觀眾一起打拍子，互
動十足，最後帶來《A New Life》，活潑曲風
讓人意猶未盡，為表演畫上美好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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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淡水區公所合作整建大忠街候車平
臺。（攝影／羅偉齊）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陳瑞發奪發明賽鉑金獎

本校郵局及商管大樓二樓出口設置i郵箱，提
供師生全天寄收件服務。（攝影／高振元）

海巡署艦隊分署主任秘書陳泰廷（右）致贈「巡護七號」艦
艇，本校秘書長劉艾華（左）代表接受。（攝影／游晞彤）

國企系熊貓講座，邀請韓國西江大學商學院MIS教
授Dr. Yong Jin Kim蒞校演講。（圖／國企系提供）

視障中心成立50週系列活動展開，中文四黃靖騰（鋼琴手）、
陳威辰（小號手）於開幕式中聯袂演出。（攝影／羅偉齊）

葛煥昭校長（左）與重慶大學校長張宗益（右）
簽定姊妹校mou。（圖／國際與兩岸事務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