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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13(二)
12:00

教發中心
I501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
認 識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知 識 管 理
「跨」環境教育創新成果分享

4/15(四)
12:00

教發中心
I501

國家實驗研究院副研究員顧長欣
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應留意的學
術倫理與研究倫理議題

劍道社勇奪全國學生錦標賽團體男女雙冠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江劍界雙雄 揚威全國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12(一)
14:10

教育學院
ED601

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黃政傑
大學教育的潛在課程

4/13(二)
14:00

財金系
B713

台灣企銀資訊部協理廖丁輝
金融科技

4/1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物理系助理教授李啟正
F i r s t - p r i n c i p l e s  c a l c u l a t i o n s 
o f  p h o n o n  i n s t a b i l i t y  i n  t h e 
nearly optimally doped cuprate 
La1.875Sr0.125CuO4

4/13(二)
14:10

水環系
E805

水利署保育事業組組長簡昭群
前瞻計畫水庫集水區保育之現況與
案例成果

4/14(三)
10:00

財金系
HC303

香港理工大學教授魏國強
Research Experience Sharing and 
Finding Research Topics

4/14(三)
10:10

海下中心
B71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教
授張文哲
海洋創新發展：地方創生中海洋新
契機

4/14(三)
10:10

水環系
E787

行政院環保署退休技監陳咸亨
企業污染防治

4/14(三)
13:00

化材系
E787

型創科技公司總經理蔡銘宏
型創公司的能量與新世代模具/成
型產業物聯網智能工廠

4/14(三)
15:00

土木系
E787

臺北市技師公會理事長莊均緯
土木的現況與展望

4/15(四)
13:00

機械系
E787

安聯人壽獨立董事謝文銓
金融實務及金融創新

4/16(五)
10:10

資工系
E787

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前所長
李進寶
數位轉型趨勢和行動方案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劍道社3月27
至28日在臺北體育館參加由中華民國劍道協會
主辦的「第45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表現傑
出，打敗臺灣大學等多所大學，奪得大專組男
子與女子團體得分賽冠軍！
　27日為團體賽，分為得分與過關賽制，28日
則為個人賽程，除了團體得分賽雙料冠軍，化
材四施弘益同時獲得大專男子個人賽第四名，
英文四蔡佳蓉則獲得大專女子個人賽第五名。
社長日文三連紹宇表示，「這次的比賽大家都
表現的無可挑剔，能夠以充足的體力與氣勢拿

下冠軍；新隊員們也在個人賽中努力向上，讓
我備受感動，「希望往後的比賽都能夠跟前輩
們一樣，締造佳績！」

專業知能林彥伶開放觀課
　教發中心4月8日舉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課程觀課交流」，經濟系主任林彥伶開放習
「勞動經濟學」課程。（文／林渝萱）

日文系探討AI與日文教學
　日文系4月1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AI與創新日語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基調演講。

村上春樹辦經典朗讀賽  

　第六屆村上春樹經典名著多國語言朗讀競
賽報名至4月25日止，分「錄影組」和「現
場組」，內容請詳村上春樹研究中心網站。

日文系教學工作坊談AI
　日文系3月25日舉辦「AI時代的教育與未
來工作的應用」工作坊，邀請不用客氣設計
創辦人竹中溫雄主講。（文／林雨靜）

水環團隊活用魚鱗獲獎
　本校水環系助理教授彭晴玉日前帶領學生
團隊，應用魚鱗製成生質活性碳，獲「2020 
永續生活實驗室獎」佳作。（文／朱映嫻）

加退選補繳4月30日截止
　加退選後一般生及就貸生（家庭年收入
114萬元以下者）學雜費補繳，4月30日前至
中國信託網站完成繳款。（文／陳昀）

單車社延續傳統團隊環島
　單車社3月27日至4月5日進行「2021單車
環島」之旅，共有22人參加，從淡水校園出
發，逆時針繞臺灣一圈。（文／李佩芸）

五校熱舞社活動中心飆舞
　熱舞社3月27日在活動中心進行五校聯合
舞蹈對抗賽，希望藉以交流，同時認識更多
外校志同道合的朋友。（文／蔡銪晟）

星宿老師談房間風水擺設
　星相社4月7日舉辦「大風水 套房改造
術」講座，邀請創社社長兼占星協會創辦人
星宿老師Farris主講。（文／盧智瀅）

韋宗成談漫畫業界現況
　圖像漫畫研究社4月8日邀請漫畫家韋宗成
在B120談「漫畫業界與個人行銷」，逾30位
熱愛漫畫同學到場聆聽。（文／李沛育）

陳進財贈逾千箱鳳梨

課外組邀喝杯咖啡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3月1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107、105、103學年度畢業滿1、3、5年學生
流向追蹤問卷調查」說明會，由教科系助理教
授鍾志鴻協助分析說明，在畢業1年及3年的資
料上顯示：「目前工作整體滿意度」普遍呈現
滿意，「目前工作內容與就讀系所、學位學程
專業訓練課程相符程度」受訪者趨向符合，他
認為大學培養的是軟實力，經過社會洗禮才能
發揮出來。

為瞭解畢業生就業狀況、所學在職場上之應
用契合度，作為辦學與校務發展改善、系所教
學與課程規劃研議之參考。鍾志鴻說明，調查
內容主要為就業流向、就業條件及學校回饋，
畢業1年3年5年回收率分別為75.6%、67.5%及
51.1%，本校各學院、學制、系所除進學班外
幾乎都達標。「全職工作者比率依畢業年數遞

淡江軟實力 讓畢業生普遍學以致用 

　【記者宋品萱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3月
27日至28日在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參加「第6屆
CDPA辯論錦標賽」，以「我國核四應商轉發
電」辯題拿到季軍，為獲獎學校中唯一私校。
本次活動由中華辯論推廣協進會舉辦，計有20
所大專校院參加。賽程分為初賽和複賽，本
校健言社在初賽時對上臺灣師範大學，以2：1
的分數獲勝，接著又以3：0的佳績擊敗東吳大
學，可惜在複賽時敗給了臺灣大學，最後與成
功大學一同獲得季軍。
　社長電機三李曼瑄表示，辯論比賽需要費盡
心力的準備，才能透徹了解所有的爭議與解決
辦法。「感謝社團老師黃文智的支持與洪惇旻
學長的帶領，讓我們奪得季軍。」社員歷史一
柳文婕認為這次的比賽很精采，「辯論需要龐
大的資料庫支撐，很佩服學長姊能在事前大量
閱讀，並在賽場上及時運用正確的資料論述，
讓我受益良多。」

圍棋社弈軍突起 奪政大盃級位組冠軍

東吳盃新生擊劍賽 西洋劍社團體賽鍍雙金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3月
27至28日在東吳大學參加「第19屆東吳盃全國
新生擊劍邀請賽」，本次由劍齡一年內的7位
選手參賽，一番競逐後，拿下團體賽雙金牌的
好成績，男子鈍劍團體賽由化材二吳泳霈、財
金一莊瑞昌及航太一張瑋宸奪得金牌，男子軍
刀團體賽由土木三徐嘉佑、航太一顏廷璋、資
創一施冠良獲得金牌。

　除了團體賽的好成績，顏廷璋、施冠良同
時獲得男子軍刀個人賽第六名，英文一劉芯
綺則獲得女子鈍劍個人賽第八名。莊瑞昌分
享：「比賽時什麼都不想，只是集中注意力
在劍道上，同時享受過程；結果肯定我們平
時的努力練習，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
　參與賽事之外，西洋劍社集合淡水及蘭陽
校園的社員共20人，自3月27至30日在體育館
及操場進行春訓，訓練項目集中於鈍劍、銳
劍和軍刀，並邀請畢業學長姊返校切磋，累
積實戰經驗。社長資圖三杜映萱表示，「此
次集訓除了為5月大專盃做準備，更希望學弟
妹開心練習，學會適時調整心態，以利即時
反應對手攻擊，經過4天的密集練習，社員們
的實力都有明顯提升。」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圍棋社3月27
日在政治大學，參加由政大圍棋社主辦的「第
17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產經
二廖文瀚、產經一王元信、財金一許祐綸三人
組隊參賽，一路過關斬將，摘下級位組冠軍。
　該比賽採分組競賽，每組包括主將、副將、
三將，社長全財管二張廷睿表示，這次賽事

不論段位組或級位組都用盡全力下完每一盤
棋。贏的時候開心，輸的時候不氣餒，休息時
還會復盤討論。「大家都在這樣的氛圍下更加
努力、精益求精，讓自己的實力得以更上一層
樓。」社員風保四周芸竹表示，這次活動是一
個很特別的體驗，每場比賽都有可能因為自己
的表現影響隊友，顯得更加刺激。

增，畢1、畢3可能因攻讀碩博士、出國留學或
考公職而未就業，剛出社會若因工作差異性需
轉換跑道，但因疫情影響，較無太多工作機
會，畢業1年者在花費1至3個月尋找工作之數
據為高。」調查中也發現，專業知識、知能
傳授、建立人脈、社團活動、
語言學習對於工作的確有所幫
助，這些學習經驗正與本校教
學之核心價值相同。校內實務
課程、校外業界實習皆可納入
未來課程設計考量。

品質保證稽核處執行長張
德 文 感 謝 系 所 助 理 辛 勞 參
與，「本校申請校務發展計
畫、高教深耕計畫都需看此
數據結果，也有關鍵績效指
標（KPI）值須達標，教育

部非常重視此項資料呈現，本次調查成果不
錯。」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
則表示：「希望這項調查結果對未來系所發
展加分，感謝大家努力，讓每年資料、數據
都能達到預期目標。」

健言社奪CDPA季軍

現切堆肥體現永續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輔導組舉辦「與自己喝杯咖啡—探討哲
學與品德」系列活動，透過一場喝咖啡的時
間，探討人生哲學與品德，並藉由討論、對
話、引導與挑戰，體驗思辨的奇妙。
　3月24日與4月6日在SG314分別探討「誠
信」與「友情」這兩則德目。第一場以「誠
信」為主題，講者楊舒淵提供正、反兩方的情
境，以相同立場一起進行探究，再以不同立場
進行一連串的辯論，每位同學分享意見，藉由
這種方式進行發揮，讓同學們更了解正、反兩
方的想法；第二場以「友情」為主題，講者凌
霄鼓勵同學先從自身朋友開始思考，運用四象
限分類出不同性質的朋友，是否有其存在的必
要性，並抽絲剝繭去深入討論不同面向的原
因，以及每個人不同的感想，有助於啟發每位
同學不一樣的感觸。

Cheers推廣海洋教育
邀本校師生賞佳片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Cheers》雜誌與
電影公司公益合作，推動海洋永續及鯨豚生態
教育，邀請本校師生及校友，於4月14日晚上7
時在臺北京站威秀影城，共同觀賞海洋紀錄片
《男人與他的海》。該片導演為黃嘉俊，內容
在紀錄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及臺灣首位水下
鯨豚攝影師金磊的海洋體驗，配樂則是由本校
運管系校友林生祥操刀，希望觀眾對海洋能有
更多的了解，同時體會永續海洋的重要。
　有意觀賞者，教職員工生請確認完成報名
後，於4月12日下午2時至4時至行政大樓2樓大
廳之「領票專區」憑證件領取，校友請逕洽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電話：02-23515123或
02-26215656轉8122）；退休同仁請逕洽人資
處蔡宜君（電話：02-26215656轉2240）。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學生了
解公共出借權的知識，出版中心4月6日晚間6
時在商館B412教室舉辦講座，邀請政治大學
圖書資訊與檔案研究所所長邱炯友，以『台灣
公共出借權發展歷程解析』為題進行分享，逾
100人到場聆聽。
  邱炯友首先介紹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PLR）的基本概念，為政府與圖書館共
同合作的制度，民眾向圖書館借閱書籍，由政

　【記者蔡銪晟臺北校園報導】以「後疫情時
代該有的新思維—企業策略如何布局以降低風
險」為主題吸引眾多EMBA學生及校友前來聽
講，企管系3月27日中午12時30分在臺北校園
邀請金鷹獎校友，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分享
其創業與經營歷程，他指出，獨排眾議轉型新

府補貼作者與出版社，該制度起源於西元1940
年北歐國家，最早由丹麥於1946年實行。接著
說明公共出借權對出版界的收入和對創作者
的權益所帶來的影響，目前在臺灣著作權法
中只承認「出租權」但不承認「出借權」，
為鼓勵創作及顧及作家和出版社權益，教育
部與文化部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與國立
臺灣圖書館在去年起開始試辦「公共出借
權」，代表對於創作者與出版社的尊重。

　劍道社於「第45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中，
大專男子與女子團體得分賽雙料冠軍，賽後開心
合影。（圖／劍道社提供）

　【本報訊】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
進財有感於國內鳳梨盛產季節到來，為照顧辛
苦的農民，並回饋母校，致贈本校教職員工生
1372箱當季新鮮鳳梨，於4月13日（週二）上
午9時3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穩懋廳舉行致
贈儀式，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等一級主管們將
出席親自感謝校友心意，總務處亦請專業人士
現切新鮮鳳梨，邀請教職員工生品嚐。
　為了響應校友的美意，當天中午12時30分在
淡水校園美食廣場舉辦「All Pass金鳳梨」免費
品嚐活動，歡迎全校師生參加，每人一次領取
一袋為限，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總務處也特別與水環系合作，12時50分邀請
高思懷教授親自示範「黑金鳳梨趴」--果皮
堆肥DIY示範活動，現場教學如何將原本丟棄
的鳳梨果皮，透過唾手可得的工具簡易製作成
堆肥，將垃圾再生利用為資源，能實踐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12項「負責任的消
費與生產」之目標。

誠信友情人生思辨

攝影社展吉光片隅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4月6至
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果發表，展覽名稱
為「吉光片隅」。除了攝影作品之呈現，現場
也有提供專業設備讓同學們進行棚拍體驗，在
體驗之後，也能參加抽獎活動。
　攝影作品中，有展現海市蜃樓的夜景，如：
蕭偉翰所攝的〈煙火綻放的北宜〉；也有富含
臺灣地方特色和人文情感的藝術照，如：黃偉
於臺灣著名的「合興車站」所攝的〈幸福的痕
跡〉。展覽作品也不乏童趣、復古的藝術照，
如：魏子涵所攝的〈小時記憶〉。
　社長電機二陳昱名說明：「主題的發想來自
成語吉光片羽，其意思為珍貴的文物，人生中
有無數寶貴的回憶，我們想用相機凍結時間，
變成一張張相片。『吉』代表吉祥，『光』代
表光線，『片』代表照片，而『隅』有著角
落、房間的意思，象徵將珍貴的回憶展示在淡
江角落，並用『隅』代替羽。」

王紹新分享經營策略
產業，跨足多角化經營，野心蓬勃與高
強行動力促使信邦在業界站穩腳步。
　系主任張雍昇介紹：「企業要能成功
轉型，考驗著經營者對於市場的洞悉與
勇氣，信邦電子正是此一轉型的最佳典
範。能降低原先對消費型電子產品的業
務依賴，盯緊市場需求，轉型往其他事

業領域發展。」王紹新是數學系校友，當年
與6個朋友各投資100萬元創業，從1989年至今
成為產值高達700億元的大企業，他笑著說：
「任用青年人才，唯才適用不過問學歷，在
信邦只要肯做，人人都有被提拔的機會。」
　2003年之前，信邦的消費電子領域客戶九

成業績來自國內一線大廠，當然也包含海外
知名品牌，全球約有四五成的筆電cable連接
器、連接線由信邦製造。現在供應產業對象
包含醫療、航太、自動駕駛、綠電。
　在經營企業上，王紹新以獨特的商業遠
見，避免單一供應商過度集中，分散供應鏈
風險；同時也研發新產品，深耕產品的服
務，以深化「客戶為核心」的發展策略，及
產品在地化服務，
　最後王紹新勉勵在場同學及校友，面對各
種困難仍應勇往直前，期許自己不斷改變、
精進，克服每一個挑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秉持初心「誠信」、「創新」與「分享」。

吳俊傑談天氣預報的挑戰 增加預報準確率
　【記者林靖諺淡水
校園報導】海洋與水
下科技研究中心「海
洋科學與人文講座」
4月7日上午10時，邀

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講座教授兼理學院院長
吳俊傑，以「晶片上的大氣海洋：數值天氣預
報(NWP)的挑戰」為題進行演講，海下中心主

任劉金源主持，逾170位師生到場聆聽。
  吳俊傑首先介紹天氣預測的背景，臺灣是易
致災的環境，位處高災害潛勢地區，他舉例近
期的缺水問題，正是因為去年所仰賴的颱風雨
量不如預期，而下一波就的梅雨季又尚未到
來所造成；目前技術並沒辦法掌握「颱風或梅
雨等天氣狀態什麼時候出現、活不活躍」的問
題，所以許多跨學科專家正致力研究「增加預

測的準確率」。
  吳俊傑認為隨著時代變化和電腦科技的進
步，氣象人員追求更精準的預測，大量增加並
同化衛星、雷達及探空儀器等資料，並考量更
多因素，在數值模式間的各種設定取得平衡，
天氣預報也愈來愈準確，讓「數值模擬」成為
現今大氣科學界，學術研究、天氣預報和氣候
變遷推估最重要的工具。

出版中心講座 邱炯友談公共出借權

西洋劍社（左起）施冠良、徐嘉佑、顏廷璋於
「第19屆東吳盃全國新生擊劍邀請賽」勇奪軍刀
團體賽冠軍。（圖／西洋劍社提供）

▼

圍棋社獲「第17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
標賽」級位組冠軍。（圖／圍棋社提供）

健言社於「第6屆CDPA辯論錦標賽」奪得季
軍。（圖／健言社提供）

「畢業滿1、3、5年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結果說明會，由
校友服務處執行長彭春陽（前排右1）及稽核長張德文(前排右
2）共同主持。（攝影／鄧晴）

王紹新分享創業與經營歷程，吸引多位一級單位主管
及EMBA校友到場聽講。（攝影／舒宜萍）

出版中心舉辦講座，邀請政大圖檔所所長邱炯
友談公共出借權。（攝影／黃歡歡）

（攝影／林靖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