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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燈峰照吉

總務處資訊處合作打造智慧收付無現金校園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為推廣
「無現金校園」，在校園內增設KIOSK及POS
自動繳費機，11月2至6日邀請街口支付、台
灣PAY、悠遊付、LINE PAY等4大行動支付廠
商，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商管大樓正門
出入口進行宣傳活動，現場反應熱絡。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說明，推廣「無現金校

校慶慶祝活動一覽表
時間
8:30
10:00

11:15

活動名稱及地點
70週年校慶運動會
運動場
7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淡江願景牆開幕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同舟廣場

11:30

淡江與微軟戰略結盟簽
約暨AI體驗中心揭幕
工學大樓3樓

12:00

傑出系友頒獎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3樓有蓮廳

16:00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恭喜淡江大學
創校70週年！學務處今（7日）上午10時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辦校慶慶祝大會，將頒發
第34屆淡江菁英金鷹獎及捐款感謝獎，校長葛
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及本校畢業校友教育部常
務次長林騰蛟致詞，邀請與會校友、貴賓、各
一二級主管及教職員一同歡慶本校70歲生日。
慶祝大會頒發金鷹獎，表揚本校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化學系校友王伯昌，動力科技股份公
司董事長、土木系校友許文昉，龍星企業集團
總裁、企管系校友葉照雄，恆耀關係企業董事

淡江光雕秀
書卷廣場

18:30

70週年校慶感恩餐會
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

葛煥昭校長（右）接受興大
校長薛富盛頒發傑出校友獎
牌。（圖／校長室提供）

獲頒興大傑出校友
葛校長鼓勵跨域學習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如果『讀書』是
你的選擇，那『學生』就是你選擇要扮演的角
色，只要認真面對，一定會找到方法做好。」
甫獲母校中興大學第24屆傑出校友的葛煥昭校
長，以自身跨領域學習經歷，鼓勵同學。
葛校長畢業於中興大學園藝系，10月31日親
自出席參加該校101年校慶，接受校長薛富盛
及校友總會理事長蔡其昌共同頒獎，致詞中首
先感謝母校在人生最重要的大學時期，奠定自
然科學及形式科學的深厚基礎，讓他能在美國
順利轉換學術跑道，「目前我們所共同面對的
問題就是世界的快速改變，最好的因應就是
『改變自己』，跨領域學習、多元學習、自主
學習及終身學習則是改變的方式。」

葛校長感謝校友捐款
3500萬獎招生研發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84次校務會
議11月4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臺北與蘭
陽校園同步視訊。會議由葛煥昭校長主持，4
位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教學二級單位主
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教師、學生、
職員及研究人員代表等人皆出席。
葛校長首先提到本校在109年度有不少優異
表現，都是師生共同努力的結果；接著感謝
徐航健及王紹新兩位校友今年共捐出3千5百萬
元，其中2百萬元鼓勵教師學術研究，3千3百
萬元則提供成立獎學金；最後歡迎大家踴躍參
加70週年校慶活動，一起慶祝校慶。
專題報告由國際長陳小雀以「疫情衝擊下的
國際化：挑戰‧革新‧機會」為題，報告國際
處在全球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之際，如何
透過網路科技的運用維持既有任務並開發新的
交流模式，其次說明防疫期間，全體動員協助
境外生處理返國繼續學習歷程，最後說明如何
透過偽出國與異文化學習活動，協助交換生及
境外生進行因無法出國的異文化體驗。
本次會議討論並通過「本校108學年度決算
草案」等9項提案。

長、機械系校友吳榮彬，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校長、資工系校友謝楠楨，翰可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化材系校友陳洋淵6位傑出校
友。接續頒發捐款感謝獎予穩懋半導體股份有
限公司、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翰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恒耀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等捐款人，感謝各界對本校的
捐贈與付出。
最後由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和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一同切生日蛋糕，
並有「蛋捲寶寶」與眾人一同歡唱生日快樂歌
及校歌。學術副校長何啓東、行政副校長莊希
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前校長趙榮耀、
林雲山、董事會董事林嘉政、戴萬欽、中華民
國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陳進財皆蒞臨參加。

校友活動中午起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展開

本屆校慶蘭花展總冠軍得主為臺南青山蘭園
培育之白拉索蘭。（攝影／游晞彤）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70週年校
慶，系所友會聯合總會今（7日）中午12時起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樓有蓮廳舉辦傑出系友
頒獎，共有50位校友獲獎；接著世界校友會、
菁英會及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分別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3樓及4樓舉行會員大會及校友聯誼餐
會，校友服務處則於3時30分在守謙2樓大廳舉
辦校友及企業捐磚揭幕儀式，晚上6時30分由
校友總會邀集校友、企業、教職員在紹謨紀念

校慶「靚出於蘭」蘭花展「夜夫人」奪魁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11月5
日至11月7日舉辦蘭花展，本次主題為「靚出
於蘭」，來自全國各地逾300盆蘭花參展，董
事長張家宜11月6日上午親往觀賞，細品之餘
也與優勝蘭花開心合照。
總務長蕭瑞祥說明，今年首次與台灣蘭花育
種者協會合辦，參展蘭花中有許多新品種，有
些甚至尚未發表，可說是「全國首發」。
評審委員孫世章說明，本次評審如以往慣例
分為蝴蝶蘭、嘉德利亞蘭、拖鞋蘭及珍奇類雜
屬等4大類，總冠軍由臺南「青山蘭園」培育
的「白拉索蘭」贏得，其來自中南美洲，外型
小巧可愛，會於夜晚散發香氣，又被稱為「夜
夫人」。此次特別新增「新花育種獎」，有不
少新品種蘭花如「金童」、「玉女」獲獎，另
展出生長於沙漠、極地稀有品種，不容錯過。

校慶「光雕秀」邀您體驗視覺饗宴
【本報訊】秘書處11月6日18時於書卷廣場
舉辦校慶光雕秀，由秘書長劉艾華主持，四片
竹簡隨著聲光效果呈現特別風貌，引發現場一
陣陣驚呼與掌聲，參加者還獲得閃閃發亮的小
徽章，開心別在胸前。今（7日)18時將由葛校
長親自主持，還沒看過的記得別錯過！

內容，感謝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同仁的辛勞；張
了很多很棒的成果。」
董事長以自身經歷分享與姊妹校交流的過程，
稽核長張德文表示，「從這次的展覽可以了
「我們注重與姊妹校間的實際交流而不是數量
解學校在國際交流方面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這
的多寡」，她也期許國際處能關注後疫情時代
些都是前人們努力換來的。」
對於未來的經濟與科
技的影響，同時對未
來國際交流的方向有
新的改變與想法；葛
校長則提到「雖然今
年無法進行實質的國
際交流，但透過這次
的國際化成果展了解
到淡江長期推動國際 「浩浩淡江 萬里通航-淡江70國際化成果展」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2樓大
交流的成果，也累積 廳熱鬧開幕。（攝影／蔡依絨）

USR成果xHUB啟用 淡味創生續耕大淡水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淡味創生美
好志，USR成果展」11月3日上午10時在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2樓大廳正式開幕，由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主持，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各學

院院長、教職員生近百名參與。
何啟東致詞時表示，USR的成果是淡江師生
在地耕耘的展現，會場懸掛的七個大氣球，除
了代表校慶70週年、109年度USR的7項計畫，
更關聯SDGs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的其中7
項，接著他帶領王高
成及各學院院長戳破
氣球，散出其中的彩
紙，期望日後USR能
更「深耕大淡水，永
續大未來」。
之後眾人轉往宮燈
「USR辦公室啟用典禮」於宮燈教室舉行，「淡味創生」持續引領本校
H107教室，參加「惟
深耕大淡水。（攝影／黃歡歡）

吾德馨好美室，USR HUB啟用典禮」，在醒
獅團開演暖場，由葛煥昭校長與張家宜董事
長共同為USR辦公室揭幕，行政副校長莊希
豐也特地到場祝賀。
張董事長表示，本校與大淡水地區的連
結，從最初的服務性課程、專業知能服務課
程到現在的USR，逐漸深入且扎根地方，
同時提供實務場域，讓學生有機會運用所
學，期待未來能從淡水走向國際。葛校長同
時期許USR能持續朝「共創大淡水，智慧
大未來」目標努力，更希望不久的將來結合
SDGs，讓推動計畫更有力度。何啟東感謝所
有為USR付出的教職員生，「因為有各位的
努力，才能讓本校的USR邁向新的境界。」

臺日韓押花展 繽紛花語現文錙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70週年
校慶，文錙藝術中心舉辦「2020臺日韓押花名
家國際大展」，11月4日上午舉行開幕儀式，
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主持，國際事務副
校長王高成、台灣世界藝術押花研會會長顏學
文、各學院院長、參展藝術家及教職員生近百
人出席。
典禮由弦樂社四重奏電影《獅子王》及《美
女與野獸》優雅開場，策展人國際押花權威楊
靜宜說明，今年共邀請臺日韓三國80位押花名
家參展，展出105幅作品，主題包羅萬象，呈
現出亞太地區押花創作的蓬勃發展，她以杜
甫、李白和孟浩然的古詩，來表達藝術會友的
樂趣，更分享創作押花藝術近30年，最大收穫
是「藉由花草來保留世界的美好」。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押花作品
和一般油畫或水墨畫很不一樣，因為押花是一

項需要耐心創作的藝術，素材也是直接從大自
然中取得，所以欣賞時特別容易被感動。」顏
學文則對押花大展受疫情影響，許多日、韓籍
藝術家無法到場深感遺憾，「仍歡迎各地朋友
到場欣賞押花之美」。活動展期從109年10月
28日至12月17日，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5
時，週休二日另11月7日週六校慶開館，歡迎
愛花師生一起體驗「繽紛花語」世界。

「臺日韓押花名家國際大展」，策展人楊靜宜
分享創作心得。（攝影／游晞彤）

英文機械慶週年 歷屆系友返校團聚
葛校長（左四）頒發獎狀及獎牌予科技部108
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得獎學
生及指導教授。（攝影／鄧晴）

體育館舉辦感恩餐會，慶祝淡江70週年校慶。

淡江70國際化成果展 牽動淡江人回憶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浩浩淡江
萬里通航-淡江70國際化成果展」開幕式11月
2日11時在守謙國際會議廳2樓舉行，葛煥昭校
長、張家宜董事長、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
副校長莊希豐、各一、二級主管與師生近百人
參與。內容呈現本校從1950年的6間姐妹校，
到現在與全球五大洲38國、232所大學締結姐
妹校，及38項雙聯學位的歷程與成果，同時播
放17位姊妹校校長與近15位姐妹校同學自遠方
捎來的祝福影片。
主辦人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說明，國際化
是淡江重要的理念之一，本次活動主軸為「國
際交流」，內容包括淡江各波段國際交流與重
要姊妹校，以及熊貓大師來校演講與交流等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今年創系
70週年，特於今（7日）中午12時舉辦系慶活
動，這次以「英文70‧夢想奔馳」為題，邀請
歷屆畢業校友返校於學生活動中心餐敘，現場
安排回顧影片一起憶當年，還特別安排在學學
生表演才藝與師長、各屆校友同歡。

淡水校園：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機械系為慶祝創系50週年，於本校70週年
校慶舉辦系慶活動，將於今（7日）邀請機械
系校友返校團聚，中午12時在ED312與校友餐
敘後，下午3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行50週年系慶
活動，以感恩音樂會方式進行，與返校校友
交流情誼。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掃一下
更多校園新聞在這裡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左）聽取資訊長郭經華說
明KIOSK自動繳費機功能（攝影／潘劭愷）

70 校慶從心超越永續淡江

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
紀念館啟用典禮
瀛苑

18:00

園」，在於降低現金交易風險，提升消費便利
性。「感謝總務處及資訊處的努力，讓業務快
速推動，將持續擴增項目並結合更多行動支付
方式，讓師生、校友甚至訪客更方便之餘，進
一步實現無現金校園願景。」資訊長郭經華說
明，自動繳費機還可依操作人身分提供不同項
目的服務，更顯貼心。

1

（攝影／紀彥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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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一)
12:00
11/10(二)
14:00

演講人 / 講題

教發中心 中文系助理教授謝旻琪
I501
創作課程的設計與執行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淡水維基館
李毓中
/資圖系
邊陲中的邊陲─西班牙人與荷蘭人
L522
在基隆與淡水

11/11(三)
10:10

中文系
L303

中華駑駕書藝研究會祕書長兼自主
書法工作者吳偉菖
文創演講-從理工生走向書法工作
者的學思歷程

11/11(三)
15:10

中文系
L412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
經理鄭伊庭
文創演講-網路時代下的隨需出版

11/12(四)
12:00

經濟系主任林彥伶
商管學院 商 管 學 院 多 元 與 創 新 教 學 研 習 B302A 【 U S R 是 什 麼 ? 能 吃 嗎 ? - - - 從
Service-learning 到USR】

11/12(四)
12:00

資工系教授張志勇
遠距中心
數位教學支持教學實踐研究：從審
I501
查角度談起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0(二)
14:10

水環系
E805

基隆市環保局副局長郭憲平
基隆市環境之改變與智慧發展

11/11(三)
08:10

經濟系
B613

大拇哥投顧總監王克瑞
金融創新與發展

11/12(四)
12:00

化學系
B206

侖新科技執行長周文祺
AI與Deep Learning的科學應用與實
作（使用TensorFlow）

網路看更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江包場同賞消失的情人節
資圖系校友陳玉勳執導電影「消失的情人
節」獲金馬獎11項入圍，10月30日晚間，系
友張淑美包場邀同仁共賞。（文／陳律萍）

圖書館鍾靈分館特色重開館
圖書館鍾靈分館11月4日舉行改裝完工典
禮。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理事長林健祥等出席。（文／舒宜萍）

森林木十人獲臺北設計獎
建築系講師郭恩愷帶系上學生組隊「森林
木十人」以脊森和浮森作品獲2020臺北設計
獎公共空間設計類優選。（文／林薏婷）

科普密室逃脫驚奇體驗
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行Open House系列活
動，以「返校」為主題的密室逃脫遊戲，讓
參加師生體驗驚心動魄！（文／林雨荷）

研發處媒合跨域研究團隊
研究發展處11月4日舉辦「淡江大學研究
中心跨領域研究學群交流會第1次會議」，
邀校內研究中心主任出席。（文／劉江）

資管系圖書館辦主題書展
資管系與圖書館11月2至15日在圖書館二
樓校史區聯合舉辦「2020資訊創新管理思
維」海報暨主題書展。（文／李佩芸）

機械週展出51組畢業專題
機械系於11月2日至6日舉辦2020機械週，
在新工學大樓3樓中庭展出學生的專題成
果，有51組同學參與。（文／朱映嫻）

林黛嫚分享教學研究升等
中文系副教授林黛嫚11月4日教發中心舉
辦的「教學研究升等經驗分享活動」中，分
享相關送審策略與經驗。（文／李宜庭）

德文系邀校友談創業心得
德文系11月3日邀請德文系校友、矽鼎
國際公司負責人林秀蓉以「創業的那些鳥
事」分享自身創業經驗。（文／周亭妤）
教育學院成立20週年慶祝茶會，與會嘉賓及
師生拍照留念。（攝影／林薏婷）

教育學院慶二十載
師生來賓留言祝福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為慶祝成
立20週年，於11月4日中午12時在教育館大廳
舉行慶祝茶會，由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主持，
本次邀請創院院長黃炳煌、校長葛煥昭、董事
長張家宜、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
校內一二級教學與行政主管參與，並與來賓共
同切下慶祝蛋糕為教育學願慶賀。潘慧玲歡迎
大家前來慶祝教育學院20週年院慶，張家宜致
詞表示，綠色是教育學院的代表色，象徵著百
年樹人精神，祝福未來更超越。葛校長表示，
教育學院明年將新設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希
望在少子化情況下擴大生源，讓教育學院持續
蓬勃發展。林健祥也表達慶賀之意。本次安排
在教育館大樓外合照外，貴賓們也留言祝福、
互動交流情誼。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楊鈞池談日相外交政策
日本政經研究所10月30日邀請國立高雄大
學政治法律系楊鈞池教授說明「日本『首相
主導』的外交政策」。（文／林雨靜）

國際學院教授群評美大選
11月4日國際學院以「美國總統大選開票
結果即時評析」為題，院內6位教師以自身
專業分享對選舉觀察。（文／林靖諺）

俄文系友張庭瑜職涯分享
俄文系於11月3日邀請「我的莫斯科留學
生活日記」臉書粉專版主張庭瑜來校，與近
80人分享撰寫履歷技巧。（文／戴瑜霈）

來指尖市集體驗電子書
圖書館「指尖上的圖書館」電子書體驗市
集將於11月10日10至16時，在圖書館三樓參
考諮詢臺前舉行。（文／葉語禾）

期中考11月16日起登場
期中考試將於11月16至22日舉行，日間部
由教務處統一排考，進學班由授課教師在原
時間舉行考試或上課。（文／陳律萍）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