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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校男籃奪分區季軍

淡水校園宿舍16日零時起 取消夜間門禁管制

張麗秋研究 登自然通訊 

瀛苑改建校史館 邀校友分享回憶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教授張
麗秋與臺灣大學組成研究團隊，結合氣象局
颱風路徑大數據，利用AI技術預測集水區
降雨量，可提前兩天讓給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以利於水庫調節性放水決策參考，她將這研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住宿輔導組
最新公告，基於5月11日至15日連續5天本土零
確診，淡水校園宿舍於16日零時起「取消」夜
間門禁管制。住輔組組長張文馨表示，「夜間
門禁管制取消會持續至學期末，除非疫情出現
變數，不然還是會以同學可以自由和方便進出
為主。但量測體溫、酒精消毒和晚間宿舍巡房
等，現有防疫措施將不會改變。」
　張文馨說：不少學生對宿舍巡房有埋怨，但

巡房時確實有發現同學身體不舒服的狀況，所
以有繼續執行的必要，加上同學不會主動通
報，住輔組只能做好最基本防疫的作為。「防
疫可以輕鬆，但不可以放鬆，希望同學們共體
時艱。」
　住宿生、大傳三姜雅馨表示，希望夜間管制
能取消，因為她認為門禁管制無法有效防疫。
學校的出發點也許是要減少學生去高感染風
險的場所，但是仍無法杜絕前往夜店、酒吧

的學生，因為他們到了早上6點仍然可以回到
寢室；另外大部分的學生是為了報告、社團活
動、畢製、打工才會晚歸，如果逾時或是忘記
申請而被拒於門外，反而會增加感染的風險。
姜雅馨提到自己曾遇過回不了宿舍、只能徘徊
在街頭的窘境，建議校方在管制時間以「登
記姓名」的方式來管理，對於無法及時回到宿
舍的同學，也能有緩衝措施且保障學生住宿權
益，讓防疫工作展現出最大效益。

究 開 發 過 程 ， 以 〈 S e l f -
organizing maps of typhoon 
tracks allow for flood forecasts 
up to two days in advance〉
發 表 論 文 於 2 0 2 0 年 《 自
然通訊》第11卷（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ume 
11, Article number: 1983 
(2020)）中。《自然通訊》
期刊是目前為全球排行第
三的多學門期刊，內容包
含生物、物理、化學與地
球科學等學門，刊載文章
皆為該領域最為重要的研

究進展，2018年影響因子高達11.878，在同類
期刊中排名前25%（5/69）。
張麗秋說明，水庫調節通常是以降雨的進水導
致水位過高來做洩洪管理，目前使用AI進行未
來雨量預測，本篇論文是全球首度進行這樣的

教心所FB直播研討會

康那香
董事長

【記者Leo劉專訪】近50歲才從營造業轉行
至不織布產業的本校英專時期校友戴榮吉，現
任康那香公司董事長，將公司經營得有聲有
色，不僅打造成臺灣最大衛生棉製造商、臺南
最大口罩工廠、全球前40大不織布廠商，此次
加入國家口罩隊，為了防疫及全國人民健康，
戴榮吉變身防疫英雄，致力生產品質良好的口
罩供國人使用，準副總統賴清德稱讚康那香是
「愛國企業」。

鮮少人知道，康那香機械研配廠在這次防疫
大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為熔噴不織布被譽
為口罩心臟，而康那香是臺灣少數能生產熔噴
不織布的公司，在收到政府的口罩徵收令後，
一群機械工程師開始連夜搶修熔噴布機台，

「因為沒有它，口罩就無法過
濾細菌。」

目前康那香自有三臺生產口
罩的機器，加上政府提供的
五臺，口罩日產能從年初的20
萬片提升到約86萬片，接單已
經排到6月底，熔噴布、抗菌
濕巾銷量增加，僅3月獲利就
高達去年同期的48倍。在公司
營收增加的同時，他不忘以實
際行動回饋社會，從多年前
SARS、H1N1，直到今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他就捐贈超過價
值新臺幣3000萬的口罩、抗菌
濕巾等防疫物資。

為了讓國人佩戴更舒適的口罩，康那香開
發臺灣獨家專利的Z褶口罩，雖然成本相對較
高，但耳掛採寬邊彈性不織布，可減輕久戴摩
擦不適感，且施力均勻分布，服貼性及密合度
比較高，目前在臺灣及大陸皆申請專利。

「口罩自己做、機臺也自己研發」，生產Z
褶口罩的機械是康那香公司自己設計的，已接
獲美國、東南亞等十多個國家，紛紛洽詢是否
可以購買熔噴布機、口罩時，戴榮吉說:「以
穩定臺灣出貨為優先考量，未來俟疫情趨緩、
技術門檻進一步提升，才可望整廠輸出。」

其實從「陽剛的營造業」跨近「溫柔的女性
用品業」時，戴榮吉曾經掙扎過，回憶當初進
入康那香的情景，他笑著說：「挑戰很大，因

為我不會做小型生意。」1983年，49歲的戴榮
吉在營造業界已打響名聲，參與左營防波堤、
曾文水庫、臺中港等多個工程建設。大哥戴再
生創立的康那香，在嬌生、金佰利等外商衝擊
下，衛生棉市場佔有率從70%掉到3%，瀕臨閉
廠，於是家中學歷最高的戴榮吉被要求接手康
那香，希望他能扭轉頹勢。

「白種人可以做好，我們黃種人也可以做
好！」抱著這樣的決心，戴榮吉開始苦心鑽
研。戴榮吉週週開車去臺北查資料，也常出國
看展覽。他認為公司的管理離不開專業經理
人，於是到外商公司高薪挖角，聘請主管業
務、財務、行銷、管理公司與工廠五大領域的
專業經理人，「看了經營計畫之後，我就安心
了。他們找出了康那香的優點和缺點，揚長避
短，3年內就轉虧為盈。」而康那香設計生產
帶有蕾絲滾邊的粉紅衛生棉，廣受好評，戴榮
吉被封為「最懂女人心的男人」。

當兵時在空軍服務的戴榮吉，學習過戰鬥機
的設計原理和操作，對機械並不陌生。他找來
機械人才一起努力，自主研發出第一臺國產衛
生棉機。生產出來的衛生棉品質勝過歐美，
「不僅拿到P&G、嬌生等大廠代工訂單，而
且機械外銷至白俄羅斯。」出色的表現讓康
那香被美國專業不織布雜誌《NONWOVENS 
INDUSTRY》評選為全球前40大不織布廠商
之一，2000年時戴榮吉更成為亞洲不織布協會
（ANFA）的創會會長。

戴榮吉認為對員工要用心照顧、滿足需要，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5月13日舉辦林壽禎、周秋
火、何香、李宏志、林雲山先生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總計20位學生
獲獎。前校長林雲山致詞表示，其對於學校感情極深，當年化學系
第一屆校友募集70萬元做為獎學金，自己也拋磚引玉拿出100萬提供
獎學金運作。他以同學能獲獎為榮，勉勵學子未來有能力也要回饋母
校。化學三林秉衡代表致詞，「獲獎是極大的鼓勵，感謝師長和校友
營造優質的求學環境，未來秉持奮發向上的精神，繼續努力。」

搶進UBA全國賽
　【記者藍妮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男子籃球
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108學年度籃球運動
聯賽（UBA），於5月8日至12日在臺灣科技大
學出戰一般男生組北二區排名賽，總戰績3勝1
敗，以分區第三名之姿晉級全國賽。
  男籃隊長、電機四林炬衡說：「對戰臺科
時，靠著陳柏廷破壞禁區屢屢得分，迫使臺科
防守範圍縮小，外線才有更好的出手空間。」
盡力發揮身高優勢的土木四陳柏廷說：「為團
隊鞏固好禁區防守，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標，接
著要努力調整狀態迎接全國賽。」
　賽後，男籃教練陳建樺坦言：「團隊在球技
與訓練內容上有一定水準，但比賽除了技術跟
體能外，心理狀態是決勝負的關鍵，且今年球
隊正處換血階段，全國賽面臨單敗淘汰賽制，
勢必會增加球員壓力，因此調整球員心理層
面，在迎戰下場戰役時顯得至關重要。」
　晉級全國賽後，陳建樺期盼帶領團隊一路挺
進全國四強，林炬衡則說：「搶到全國賽資格
後，團隊逐漸找回比賽節奏與手感，但不可鬆
懈，仍須不斷地檢討和修正失誤，以迎戰更強
大的隊伍。」

研究，同時也提供石門水庫管理之用；她指
出，臺灣地文條件特別，地形陡峭使得河水會
快速流入海中，雨水停留在陸地的時間很短，
雖降雨量高但也是世界排名第十九名的缺水國
家，因此水資源管理不易，透過大數據和AI技
術，讓改善現有的管理方式並善用水資源。張
麗秋表示，本校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長期與經
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合作，這次很高興讓
論文獲登在《自然通訊》期刊中，將會持續為
此努力。
該篇論文以颱風路徑和AI為研究主題，以機器
學習方法與過去颱風路徑大數據進行比較，將
不同類型的颱風路徑與降雨量、台灣地形等相
互關聯，建立客製化預測模型以預估雨水進入
水庫的水量；本次以石門水庫為研究重點，將
此預測結果提供石門水庫於颱風季節時調節水
量之用，以確實滿足北部家庭、農業和工業的
用水需求。

等教育的貢獻，以及與淡江共同成長的點滴。
「我們希望將校史館呈現多元的展覽氛圍，讓
大家在豐富的內容中了解淡江；紀念館則呈現
溫暖輕鬆的環境，讓大家感受張建邦博士親近
平易的長者風範。」
　楊淑娟在給校友的信中提及，為豐富資料蒐
集，歡迎校友在6月10日前，以「對創辦人留
下最深刻的印象」為題，提供長度約3分鐘的
清楚的錄音，若不方便錄音，也可至校友服務
處辦公室，將有專人協助；除了錄音檔，也歡
迎校友們提供和創辦人的合照或影片等素材，
所提供之素材，將能更豐富紀念館的呈現內
容，資料呈現方式將依主辦單位規劃而定。
　大傳系校友林宛靜表示，這個活動很有意
義，求學時在淡江時報擔任記者，創辦人張建
邦常在研習會時勉勵同學，溫暖的話語及和藹
的笑容很令人懷念，「我要趕快來找找跟創辦
人的合照了」！

並提供足夠的發揮空間，那麼員工必定可以
如鴿子一般，不論距離多遠，依然心繫公
司，忠心耿耿。除了善待員工外，每年開學
前戴榮吉還會贈送家扶兒童上百輛腳踏車、
助學金，是令人尊敬的慈善企業家。

被友人形容非常「惜情」的戴榮吉，堅持
廠要根留臺灣，於5月10日舉行破土典禮的臺
南將軍區口寮廠，位置設在「康那香不織布
王國」觀光工廠旁，未來以生產奈米布、皮
革為主，戴榮吉親自主持。將廠設在這裡，
就是為了造福鄉里，因為將軍、七股臨海，
居民生活不易，年輕人出外打拚，鄉鎮人口
急速老化，他希望年輕人能回流，「跟爸媽
住在一起快樂生活」，佔地超過3000坪之3層
樓高的廠房計畫於明年2月竣工。

目前，康那香每年仍投入上千萬元以研發
創新產品，且都由戴榮吉拍板定案。87歲仍
神采奕奕，形容自己腦袋「每天不斷地在運
轉、發想新的創意點子」。至於接班人，戴
榮吉希望能夠為康那香找到符合「六合標
準」的人才，「所謂六合就是要懂得顧前、
顧後、顧左、顧右、顧上、顧下。如果你顧
前不顧後，那就只能做員工。顧前又顧後，
可以當經理。6個都顧到就可以當CEO。」戴
榮吉強調想要達到六合，就必須多聽多看多
想，不斷地吸收知識。他也以此勉勵淡江學
生：「假如你能達到這樣，做事一定能夠成
功！」

　【潘劭愷、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校慶70週
年重要項目，「淡江校史暨張建邦博士紀念
館」改建工程正積極進行中，行政副校長莊希
豐說明，目前在硬體上的改建進度順利，預計
可在8月完工，館內相關展示主題已有初步輪
廓，內容則持續進行強化，期望讓大家在參觀
時能更了解本校，以及張建邦創辦人一生為國
家、教育及淡江的努力與貢獻。校友服務處執
行長楊淑娟也透過公開信向校友募集影音資
料，分享更多關於創辦人的小故事。
　「淡江校史暨張建邦博士紀念館」係由瀛苑
進行改建，相關資金由校友捐款及校募款基金
支應，莊希豐指出，在硬體建設方面，外觀儘
量以呈現原建築風貌，內部以不更動原空間格
局進行整修；空間規劃方面，一樓為校史館，
呈現淡江自建校以來各時期的軌跡與樣貌，包
括建校大事記、三化牆、校友介紹與成就等內
容；二樓為張建邦博士紀念館，呈現張建邦創
辦人的人生重要經歷、對於國家重要建設及高

水環系教授張麗秋與台大團隊合作研究論文，刊載於《自然
通訊》期刊。（攝影／林薏婷）

防疫英雄戴榮吉 創罩奇蹟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18(一)
16:00

 教發組
I201

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
設計思考創新教學課程觀課交流-
「土木工程概念設計」

5/20(三)
13:10

通核中心
I501

好家宅共生文化教育基金會副執行
長李宜芸
都蘭診所體系執行長羅品善
《回家～在宅醫療連結社區的好夥
伴》公益影片播放

5/21(四)
12:00

教發組
 I501(CL423
同步視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
教授張仁家
創意課程規劃與評量工具發展

蔡宗易分享職場人際
校友處於 5 月 14 日下午 2 點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邀請管科所校友、現任力麗觀光集團董事長
蔡宗易演講「職場人際關係的運用」，鼓勵學子
在職場上主動出擊，為自己創造機會。（文／李
沛育）

張其強暢談青春山海線
大傳系於 5 月 8 日邀請新北市觀光旅遊局長

張其強進行「青春山海線的地方創生與復舊」演
講，向學子介紹青春山海線之建設，及相關推廣
配套措施，反應熱烈。（文／陳律萍）

大陸所邀令狐榮達演講
5 月 7 日，大陸所邀請美國研究所（現為拉丁

美洲研究所）校友、現為臺中副市長令狐榮達來
校演講，他以「論美、中、臺三邊關係發展暨分
享臺中市兩岸交流經驗」為題，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與 31 人分享。（文／林渝萱）

 洪瑞聲分享有愛無礙
視障資源中心 5 月 12 日下午，舉辦「生命教

育，有愛無礙」生命教育故事講座，邀請到曾擔
任 12 年實踐大學資源教室輔導員洪瑞聲以「無
與輪比、逆風高飛」進行線上專題演講，透過分
享自己的經歷、身心障礙者的故事，以及如何與
他們相處，能帶他們更多的溫暖。（文／張展輝）

謝尚賢分享跨領域教學
「跨領域」，是否只是單純的跨「專業領域」

呢？教務處教師教學發展組 5 月 13 日中午 12 時，
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系主任謝尚賢以「設計
思考教學創新」為題分享如何將設計思考融入在
創新教學中。（文／柯家媛）

達文西基地 DIY 營皂幸福 
對於肥皂、香皂、美容皂等相關產品，相信

大家都不陌生，但他們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又為
何會有清潔保濕等美容效果？其實大有一番學問
在。研發處5月13日於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營
『皂』幸福！肉桂純露手工皂DIY」自造活動，
邀請台北市手工藝術皂協會講師陳美雪教授如何
以冷製法製作手工精油皂，近20人參與。（文／
潘劭愷）

e筆書法賽 27日前報名
為使校內同學多使用數位e筆作為書寫工具，

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舉辦「2020年淡江大學
文錙盃學生e筆書法比賽」，即日起開放線上報
名至5月27日止，比賽將於6月4日晚上於B218教
室舉行，6時進行賽前說明，7至8時正式比賽，
歡迎對ｅ筆書法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相關資
訊請詳書法研究室網站。（文／戴瑜霈）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5月8日於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淡江大學「醫美混合
型類微針」量產合作產學媒合會，提供由研
發長王伯昌、化學系副教授陳銘凱、物理系
教授葉炳宏及化材系教授董崇民團隊進行的
「類微針量產與驗證計畫」，邀請醫美相關
產業進行分享與交流，同時估評產學合作的
可能性，包括臺鹽實業、寶齡富錦生技、伊
莉特生物科技等9家相關企業派員參與，最後
有5家廠商表達合作意願，進行後續討論。
　媒合會由研發長王伯昌主持，他表示該研
究成果除了可以在美容方面有所斬獲，日後
也能延伸至醫療等用途，希望藉由這個機會
進行交流，同時合作可能的商機。研發處專
案經理王寒柏則分享自身在工研院生醫所的
實測，後續進行產學合作媒合說明，王伯昌
表示，「討論內容依廠商而異，大至上包括
如何量產及產品開發等主題。本次產學媒合
有不錯的開始，希望很快帶來好消息。」

研發處產學媒合會
類微針貼片獲青睞

期中線上退選5/25起為期三天 5獎學金聯頒 林雲山勉勤奮

電腦稽核個案競賽
 會計系奪全國第三

  【記者呂祐安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主任孔
繁華指導會計四黃亭裕、吳怡嫻等人，參與5
月8日舉辦的2020年全國大專院校線上電腦稽
核個案競賽，於全國10所大學共15隊參賽隊
伍中脫穎而出，獲得全國第3名及獎金1萬元
的佳績。
  全國大專院校線上電腦稽核個案競賽自2010
年開始舉辦，今年首次因為疫情影響，改為
線上進行。
　孔繁華表示，組隊參加的會計四黃亭裕、
吳怡嫻、羅嘉凰、葉盈妮及會計碩一謝宛庭
非常認真，感謝校外專家兆益數位公司總經
理莊盛祺、本系副教授張瑀珊參與培訓與指
導。黃亭裕擔任此次競賽團隊的組長，她表
示，培訓過程因過於疲累而數度想要放棄，
但她秉持著「要做就要做到底」的信念堅持
下去，非常開心能得到第三名，透過這次的
比賽，讓她對審計學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
更熟稔電子稽核軟體。

康那香董事長戴榮吉積極回饋鄉里，捐贈口罩予
母校漚汪國小。（圖／戴榮吉提供）

男籃球隊獲分區第三名，晉級全國賽。
（圖／男籃隊提供）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學生期中網路退選，系統自5月25日
周一中午12時30分至5月27日周三晚間20時30分開放，每日上午11時30分至
中午12時30分為維護時間，暫停開放。
　課務組說明，本學期受「特殊嚴重傳染性肺炎」延後兩週開學，作業時
程縮短。期中退選以2科為上限，退選後須符合本校「淡江大學學生選課規
則」第六條修習學分數之規定，同學若無法繼續修習課程時，務必於期中
退選時間辦理，逾期不再接受以各種理由申請退選。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18(一)
10:10

公行系
B614

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台北募
款教育組組長陳怡吟
國際NGO經營管理-以綠色和平組
織為例

5/19(二)
10:10

文學院
Q306

安可人生‧人文‧生活誌總編輯
高有智
熟齡雜誌的企畫～安可人生向前走

5/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林晏詳
Bui ld ing  Quantum In format ion 
Hardware with Superconducting 
Fluxonium Qubits

5/20(三)
10:10

海下中心
B71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水下文化資產
科科長林宏隆
我國水下文化資產發展方向

5/21(四)
10:10

大傳系
O202

臺灣知名電視製作人、經紀人
柴智屏
影視發展的未來趨勢

重點新聞回顧

　信邦電子集團董事長、數學系校友王紹新
（左三）5月6日蒞校演講，分享「年輕人，
就該去勇闖天下」，校友處執行長楊淑娟頒
發感謝狀。（文／姜雅馨、攝影／黃可荔）

校友王紹新 鼓勵學子勇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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