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2 日

全校募款目標訂為 1 億 2 千萬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募款委員會
第 32 次會議於 1 月 13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306 永光廳舉行，會中頒發 109 學年度勸
募感謝獎（於 108 學年度勸募達 100 萬元以上
者），共有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及工學
院院長李宗翰等 16 位教職同仁及校友獲獎。
會中訂下 110 年度全校總募款目標為 1 億 2,000
萬元，守謙募款目標為 1 千萬。
會議由葛煥昭校長主持，他感謝全體教職員
努力及校友們的熱心支持，「109 年度募款績
效非常好，創下新的高度，募款總金額達到 1
億 4,000 多萬，捐款總人次為 2,665 人次。」
整體目標雖已達成，但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募
款比設定的目標值還差很多，需要想一些方法
及策略，讓守謙增加募款。例如各系所主管強
與系友、所友的互動。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組執行長、募款委員會
執行秘書彭春陽報告，擬推動「每日 10 元，
百年樹人」募款概念，鼓勵師生及校友長期
小額捐款。另加強建立捐款人與學校的溫情鏈
結，預計寄送生日賀卡給捐款人。並希望與王
道銀行合作發行淡江大學認同卡，每筆消費金
額由王道銀行提撥 0.2% 回饋校務發展基金。

三立新聞部參訪 AI 創智學院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1 月 21 日下午 2 時
30 分，三立電視新聞部總編輯李天怡、節目
中心製作人汪倩如、創意行銷部經理王宗彬、
連邦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資深合夥人秦建譜 4
人來校參訪 AI 創智學院，了解 AI 創智學院之
實境場域的設施，由工學院院長暨 AI 創智學
院院長李宗翰接待並洽談未來合作方向。
在 AI 創智學院之實境場域中，由遠距教學
發展中心研究助理張瑞麟導覽，介紹魔鏡之
旅、職涯導航、虛實混搭的技術應用，在 Q/
A 互動則邀請本校資工系特聘教授、淡江大學
工學院物聯網與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張志勇到
場說明，自然語言處理和大數據的語音辨識訓
練的 AI 技術應用。綜合座談上，由李宗翰主
持，除了介紹 AI 創智學院 5 個 AI 學程、4 個
應用平臺、4 個遠端課程外，也說明工學院師
生近期的優秀表現、微軟證照課程規劃等。最
後則雙方相互表達歡迎和感激之情，合影留念
並交流愉快。

本校與大馬新紀元大學跨國合辦文物展

化學系指導聖心女中同學做實驗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新北市私立聖
心女中於 1 月 21、25 至 27 日連續 4 天，共有
五班約 200 多位國中部學生來到本校鍾靈化學
館，由化學系助教帶領同學穿實驗衣、戴大框
眼鏡做實驗，實驗內容包括「銀鏡反應」、「酸
鹼滴定」以及「陽離子檢測」。
聖心女中帶隊張老師認為，聖心女中與淡江
有地利之便，這次活動可以讓同學見識到淡江
的設備，將他們平日在課本上學到的知識理論
實踐化。
化學系助教、碩二林恆蔚表示：「對於化學
學科有興趣的同學，能夠培養其對化學實驗的
認知，而不太感興趣的同學也希望讓她們有記
憶點。」這幾項實驗都會有實驗品讓同學帶回
家作紀念。另一名助教化學系碩一莊詠全則說
道：「希望透過實驗讓他們對於化學更加了解，
啟發他們日後對於化學的興趣。」
聖心女中國三莊筑安表示，這次活動讓她了
解到實驗的過程，以及實驗器材的正確使用方
法。國三郭禮安也覺得這次活動讓她更了解化
學原理，認識到一些新的器材，相信對於未來
化學課有一定的幫助。

新任主管專訪
境外生輔導組
組長林玉屏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全校師
生更認識東南亞華人歷史，歷史系設立東南亞
史研究室，於1月19日上午10時30分在文學館
L522舉辦揭牌儀式，展出僑生僑教暨東南亞文
物展，並邀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主講：
「南向泰啟程•展望僑世界-從駐泰數位外交

經驗到全球創新僑務作為」。
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教授、世界華語
文教育學會理事長任弘教授，淡江、臺灣師大
等校東南亞僑生以及多位在臺東南亞藝文界人
士一同參與，對展出之珍貴文物大為讚賞。
東南亞文物展由本校與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
東南亞學系合辦，共
同開展跨國、跨學科
的東南亞史研究，透
過文獻文物的考證以
深化研究。文物展中
珍貴文物、文獻主要
由本校歷史系榮譽教
授黃建淳及東南亞研
究室主持人歷史系助
理教授陳琮淵多年所
蒐集。
黃建淳教授自1980
年代起赴東南亞及海
外各地進行田野調
查，考察當地史蹟，
▲歷史系東南亞史研究室進行揭牌儀式後，師生參觀展出的文物。（攝影
收集在地史料文獻，
／高宇彣）。

進行教學研究。陳琮淵助理教授師承黃教授，
在東南亞調研及廈門任教期間，積極收集僑生
及僑史相關文獻，現執行兩項僑委會研究案，
並開設東南亞史相關課程。陳琮淵表示：「為
搭配東南亞史研究室成立，特規劃本次展覽，
也希望透過展覽，讓師生更充實東南亞歷史知
識、新南向及僑務政策的視野。」
童振源分享其任駐泰大使時期的深度經驗，
說明如何運用數位科技，為僑胞提供更優質的
服務，為臺灣開展對外無障礙交流平臺，讓大
眾對新南向政策、僑務政策的實際推動有更深
入的了解。他以數據呈現2017年7月至2020年6
月與泰國雙向交流增加了71%，「尤其是泰國
到臺灣增長了112%，其中包含觀光客與專業
交流，帶動了各方面的發展，幫助想要到臺灣
留學的泰國學生。」
童振源曾多次受邀出席本校活動，他特別讚
賞本校在國際研究、區域研究方面的傑出表
現，培養了許多專精於中國大陸、美國和東南
亞研究的學術及實務人才，現在成立東南亞史
研究室恰逢其時，深化對於臺灣意義重大的東
南亞歷史與經濟研究是相當好的起步。

【本報訊】企管系EMBA班於110年1月16日
在臺北市花園大酒店舉辦第20屆傳承與共榮同
學會暨產學創新研發成果媒合會，超過三百位
校友與企業主熱情參與。企管系主任張雍昇提
到：「20屆的同窗情誼得來不易，造就EMBA
規模如此龐大的平臺，這次活動讓各屆同學有
更密切的互動與職場經驗交換，充分達到創視
野、展高度、拓人脈，以及壯夢想之目標。」
活動特別邀請葛煥昭校長、商管學院院長蔡
宗儒、工學院院長李宗翰、研發處研發長王伯
昌、建邦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楊立人、信邦電子
董事長王紹新、台灣水泥總經理李鐘培、台

北101董事長秘書范之維、DELL開發協理盧欣
瑀、1111人力銀行發言人黃若薇、系所友會聯
合總會總會長莊子華、EMBA聯合同學會理事
長蘇建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蔡政言，
及企管系歷任主任熱情到場支持。
葛校長表示，很高興能參加此次名為「超越
屆限，跨界連結」的盛會，企管系長久以來辦
學認真、績效卓著，系友凝聚力強，對學校貢
獻很大。「尤其企管系EMBA的學生在入學前
已擔任公司主管或負責人，就讀期間不斷厚植
人脈與強化資源，畢業之後，更能學以致用，
成就非凡，讓公司經營更具市場競爭力。」

王伯昌強調，在創業及創新方面，也希望企管
EMBA的菁英們及蒞臨嘉賓，能多多幫助學弟
妹，促進產學間的合作。另外，楊立人提到，
將校友聯誼會與產學媒合會共同舉辦是首次嘗
試的做法，希望未來有機會也能與其他系所合
作，結合廣大校友的力量，共同推動產學合
作，發揮綜效共創雙贏。
張雍昇表示，這次特別聯絡邀請前後20屆的
EMBA校友們來參加，組成聯繫的網絡，希望
促成校友企業間技術移轉，或與企管系建立產
學合作，未來也希望可以舉辦各產業經營演
講、教育訓練，或到偏鄉關懷弱勢的活動。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略所
於1月27、2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2021
外交與國安決策模擬營」，本次與外交部研究
設計會、臺灣戰略研究學會等單位合作，除專
題演講外，並有電腦兵棋推演系統、國際衝突
事件談判和推演等活動，超過60位學生參加。
國際事務副校長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
成、產業經濟學系教授兼教務長林俊宏蒞臨開
幕。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表示，臺灣在新興疾病
肆虐下，以具體措施和全民配合下打造出令人
稱羨的平行世界之正常生活型態，面對2021年
後疫情時代的開始，隨新任美國總統拜登上
任，臺美中三方國際關係持續變動中，活動中
「國家政經決策電腦模擬」和「議題式兵推」
讓參與者能夠更具有國際視野和戰略胸懷，以
培養戰略分析能力，有助於國家人才培育。

王高成開幕致詞表示，本次活動結合國安議
題，讓參與者能兼顧理論實務應用於國際事
務，本校國際學院也提供外交情境教室，讓大
家能夠進行實際操演，面對國際情勢快速變
化，透過這次模擬營活動，讓參與者關心國際
情勢和國家安危，並藉由兵推操演方式，讓大
家有很好的訓練和啟發。
專題演講中邀請歐研所校友、外交部研究設
計會主任谷瑞生說明：「我國外交政策」，他
以自身曾任駐瑞士代表處代表、駐德國代表處

副代表的經驗，分享如何在嚴峻的國際現實中
爭取我國利益，說明「一個中國原則」和「一
中政策」的差異、分析我國現今優劣勢、實際
具體成果等內容外，並期勉學生可以未來三
寶：「時刻要有TEAM、時刻要追求新知、創
造獨特性」，來投入國際事務相關工作。此
外，學員分為南韓組、美國組、日本組、中國
組、臺灣組來進行電腦兵棋推演活動，各組進
行政策理念闡述、發布政策記者會、說明兵棋
推演之決策過程。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研所於1月
18、19日在B302A舉行「2021年淡江大學歐洲
研究所冬令營」，以「後新冠疫情時代的歐洲
與俄羅斯」為題，舉辦兩天跨域工作坊，近30
位人員參加。由歐研所所長卓忠宏主持，國際
事務副校長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成蒞臨，
卓忠宏表示，歐研所自1971年成立至今已50
年，2009年與臺灣歐盟中心合作舉辦歐洲相關
研究冬令營隊直到現在，去年因疫情關係未能
舉行，合作長達11年，希望藉此冬令營讓同學
更了解歐洲情勢。
本次工作坊共安排6場專題演講，邀請本校
歐研所校友、臺灣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解
說：「歐盟意象在臺灣與歐臺關係展望」外，

另外邀請本校歐研所副教授張福昌談「新冠疫
情下的歐洲」、工商時報金融理財新聞中心副
主任陳碧芬說明「新冠疫情帶來的非典資訊與
解析新角度」、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暨傳播科技
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戴豪君介紹「新冠疫情下視
聽服務大躍進--談歐盟OTT與VSP法制新發
展」、本校歐研所副教授崔琳則分享「新冠疫
情下的俄羅斯」、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教
育副參事周慧宜闡釋「歐俄研究的發展--生
涯規劃經驗談」。
王高成指出，近期觀察來看，新冠疫情確實
影響了歐洲發展，但疫苗研發也帶來曙光，相
信終究會克服疫情。歐盟也與中國達成歷史性
投資協定，歐洲各國會持續扮演重要角色。

企管系EMBA媒合校友企業產學創新

▲翁明賢所長於外交與國安決策模擬營致詞。
（攝影／林薏婷）

輔導境外生五心三依
學歷：本校俄國文學系學士、俄羅斯研究所碩士
經歷：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員

【記者劉
江專訪】2 月
1 日甫上任的
境外生輔導
組組長林玉
屏， 在 國 際
處服務已超
過 十 年。 在
她 眼 裡， 幫
助境外生融
入臺灣是一
件充滿挑戰性的工作，需要保持彈性和靈活。
她將秉持「五心三依」的態度，即用心、細心、
貼心、耐心、愛心、依法規來行政、依需求來
設想、依同理來關懷，更好地服務學生。
境外組前身是僑生輔導組，「淡江從 1970
年開始招收僑生，前輩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今後會繼續精進全體境外生輔導工作。」 林
玉屏坦言，之前在國際暨兩岸交流組服務，對
境外生相關法規較為陌生。她表示：「不同國
籍、不同身分的學生適用不同法規，需要立即
熟悉。」另一方面，由於境外生來自全球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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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設立東南亞史研究室

臺美中兵棋推演 戰略所剖析外交國安

▲三立新聞製作團隊來校參訪AI創智學院，由
院長李宗翰（右一）介紹。（攝影／林薏婷）

學習新視界

在文化、價值觀、生活習慣等方面大不相同，
如何幫助他們適應臺灣、愛上臺灣，也成為林
玉屏面臨的一大挑戰。
她之前負責香港招生工作，認識一些港生在
友善校園裡逐漸找到自信，「淡江成為他們生
命轉變的契機。」學生的成長就是工作的動
力，林玉屏深感責任重大，她認為境外生輔導
工作需要站在學生的立場、考慮學生的需求、
傾聽學生的聲音。「接下來會做問卷調查，
希望境外生能提供建議。像是境輔組曾舉辦的
活動，他們喜歡哪一項？不喜歡哪一項？將來
想參加什麼類型活動等。」透過換位思考，希
望讓境外生與境輔組形成良好溝通，「不管高
興、悲傷都來找哥哥姐姐們分享。」
與此同時，林玉屏認為學校目前推出了不
少 USR 計畫，如何把境外生融入其中成為境
輔組需要著重的方向。「一方面將境外生帶
進本地，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將本地文化帶回家
鄉，從而形成雙向交流。」考慮到淡江校友遍
佈全球，林玉屏也將嘗試與校友服務處等單位
合作，希望藉由國外校友資源助力境外生畢業
後的發展。（攝影／劉江）

歐研所探討後疫情歐俄關係

事務整備組
組長梁清華

激發榮譽感以校為家

學歷：本校土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經歷：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組員、事務組組員、節能與空間組組員
【記者劉江專訪】總務處新任事務整備組組
長梁清華在校服務超過二十年，參與了游泳
館、外語大樓、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以及蘭陽校
園等多項新建工程。「把學校當成家」已經成
為他的內心信念，同時也是他想要傳遞給團隊
的工作態度。
梁清華介紹事務組主要服務項目包括淡水校
園環境清潔及安全維護等業務。「感謝前任組
長及組內同仁之用心經營，使得教職員工生能
在安全、舒適之校園環境下，安心自在地教學
與學習。」
不過，精益求精，梁清華希望可以提供更完
善的服務，讓全校師生更加有感。「像是校園
安全，目前的攝影機只有單純的影像，沒有回
饋、沒有分析。我們是不是可以使用影像識別
的技術，結合既有設備與歷史資料，讓大家行
走校園更加放心？」
與此同時，梁清華把總務處當做一個小家
庭：「我在節能組工作多年，期望找到方法，
利用過去的經驗，和現在連結，讓節能組和事
務組未來更好地合作、提升效率。」
在他看來，節能組和事務組的分工界限比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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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模 糊。
例如空調
濾網的清
洗， 起 初
屬於事務
組 業 務，
後來由節
能 組 負
責， 目 前
則是節能
組 拆 卸、
事務組清
洗。這樣的分工，一方面是考慮到人手、安全
等因素，一方面有助於業務的展開。梁清華認
為，不管身在哪個組別，只要碰上總務處的事
情，我們就一起想辦法解決。「我期望擔任這
個職務能帶出團隊的榮譽感，讓大家知道校園
很多人在肯定我們。」
展望未來，梁清華表示自己將繼續虛心學
習、用心傾聽並廣納建議，帶領事務整備組朝
「總務 AI 化」之理念邁進及成為各單位永續
發展之堅強後盾。（攝影／劉江）

▲建築碩二林宏恩以「集水的作戰策略」作品
獲亞洲青年設計金獎。（圖／林宏恩提供）

林宏恩獲亞洲青年設計師金獎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碩二林宏
恩以「純淨的力量／集水的日常作戰策略」作
品，獲得「2020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
金獎，該獎由立邦塗料有限公司舉辦，鼓勵建
築等設計相關科系學生，能以使用者角度並結
合現在與未來的設計方法，提供人文與人類需
求的相關作品。
本 次 競 賽 主 題 為「 以 人 為 本． 設 計 ∞ 」
（FORWARD: HUMAN-CENTRED
DESIGN），林宏恩有感於非洲地區長期取水
不易且無法獲取乾淨的水源，他調查當地空氣
水份與凝結情形、觀察家族女性保有當地方傳
統的編織服飾後，以當地編織作為發想，使用
當地建材利用編織技法在屋頂上製作「補霧
網」裝置，使之清晨能蒐集空氣中的露水、雨
天時也能蒐集雨水，再經由過濾系統儲存於集
水區，不但解決用水問題，還能保存當地編織
文化，創造富有文化意涵的永續建築。
林宏恩表示，很高興能獲得獎項，希望這項
設計能幫助到非洲人們用水的問題，這次因受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無法親到香港
領獎，會持續以使用者角度，創造以人文為本
的親切作品。

操盤高手投資賽林子傑奪冠

【記者林禹彣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 1
月 18 日在 B1012 舉行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操
盤高手投資模擬交易爭霸賽」頒獎典禮，由主
辦教師財金系教授李沃牆頒發獎金及獎狀給前
十名同學，財金系碩一林子傑以報酬率 154.5%
（最後資產 2544 萬 9,698 元）拔得頭籌，奪得
第一名及獎金 3000 元。
這次爭霸賽比賽期間為 109 年 11 月 9 日至
110 年 1 月 8 日共 2 個月，參賽學生共計 57 名，
競賽開始提供每位參賽同學 1000 萬本金投資，
最後以績效表現優異、報酬率高者錄取前 10
名。李沃牆勉勵同學：「投資是一條漫長路，
多參加練習，累積經驗，將來在實戰中才能穩
操勝券。」
林子傑分享，大盤指數其實在這段期間不斷
成長，很多人都覺得害怕而不敢出手，「在這
個趨勢底下不該逆向操作，反而應跟著潮流
走，不要意氣用事才能穩定操作，冷靜分析才
能得到好結果。」以報酬率 140.53%、最後資
產 2405 萬 2593 元奪下第二名的企管四林彥廷
表示，在這期間其實都很保守操作，和同學討
論以後才敢勇於行動，上次也有參加比賽的他
並沒有得名，這次大膽操作結果奪下第二名，
對他來說是一項重要的經驗累積。

▲財金系教授李沃牆（右三）頒獎與得獎同
學，右五為冠軍林子傑。（攝影／舒宜萍）

歷史系舉辦淡寫世界工作坊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學生在
寒假期間也能不斷學習，歷史系於 1 月 18 日
至 20 日在文學館舉辦「淡寫世界，慢讀生活
工作坊」，由歷史系副教授林嘉琪主持，結合
USR 淡水好生活 - 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邀
請建築系、資圖系，及臺北藝術大學教師，帶
領學生學習繪本與電子書。
工作坊共舉辦 5 場講座，分別由林嘉琪主講
「淡寫世界 - 敘事力與 SGDs」、USR 專任助
理吳黛艷及江翌華主講「繪圖軟體實作」、建
築系副教授黃瑞茂主講「繪本實作」、資圖系
副教授張玄菩主講「電子書製作」、臺北藝術
大學副教授兼建築與文化資產所所長江明親主
講「人與物的故事策展」。
林嘉琪主要講述史學敘述力，以及語詞、句
子的結構如何分別解構文章，讓學生訓練自身
表達能力。張玄菩教導學生利用 InDesign 軟
體，學習如何製作電子書的排版。黃瑞茂則進
行繪本架構構思，讓同學分組結合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其中 4、7 項的優質
教育帶入繪本，並反思社會議題，喚醒大學生
對社會責任的共識。江明親則講述博物館的策
展經驗，最後講評學生上台報告電子書成品。

彰化縣校友會獎學金供申請

【本報訊】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為獎勵母
校優秀、清寒學生，110 年度提供 6 個名額，
每名頒發壹萬元。會長謝茂生表示，凡設籍彰
化縣的本校學生，家境清寒、特殊需要協助、
突遭重大事故等；或學業成績優良，有特殊表
現、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優異者。歡迎同學
於 3 月 31 日前填具申請書併同應繳證明文件，
繳交至就讀學系辦公室申請。
編輯／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