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圖系 系友回娘家嗨歌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原教
資系）11月6日上午，在淡水校園文學館L401
舉辦50週年系慶活動，約50位系友回娘家，與
教師們歡唱生日歌。金鷹獎校友、飛資得資訊
董事長劉淑德更特別捐贈100萬元回饋母系。
　系主任林雯瑤歡迎系友們的參與，提到資圖
系一向受學生肯定，108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居
文學院之冠，今年也有96%的高註冊率，能邀
請系友回娘家一起慶祝，感到很溫馨。
　系友會由系友周佳岑及系友會理事長牛漢
傑主持，85歲的榮譽教授黃世雄自嘲退休之後
到文學館，都沒有學生跟他打招呼讓現場充
滿笑聲；自創系即在資圖系任教的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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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5(一)
12:10

德文系
FL411

德文系助理教授林郁嫺
110年淡江大學教師跨領域研究社
群－議題導向跨領域的教與學

11/15(一)
14:00

通核中心
H103

國立中正紀念堂水墨人物班及走獸
人物班導師黃中堂
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系列~水墨
書畫工作坊（一）

11/15(一)
16:10

中文系
L303

作家鍾文音
中文系榮譽通識講座「漫遊創作的
花園」

11/16(二)
13:00

中文系
L201

《人間魚詩生活誌》總編輯黃觀
中文系深耕文創講座「詩∣生活-
一份文創刊物的誕生」

11/16(二)
13:00

教發中心
I201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蘇金鳳
通識永續發展講座-Global Vision, 
Local Action~永續發展城市的行動
策略

11/17(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蘇淑娟
以<大學之道>與<海岸環境變遷>
作為SDGs教學之案例分享

11/18(四)
13:00

通核中心
HC303

朝邦文教基金會董事、核心引導師
張桂芬
通 識 永 續 發 展 講 座 - G a m e s  f o r 
Future~2030 SDGs 桌遊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6(二)
12:00

戰略所
T306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李明泰
AI &VR 與國際關係現勢分析

11/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游至仕
T o p o l o g i c a l  p h e n o m e n a  i n 
condensed matter systems - from 
Hermitian to non-Hermitian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這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除了定期閱讀
您還可以更實質的支持

資圖化材創系50年 系友回家 師生同慶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攜手校
友，綠能永續！總務處11月6日上午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4樓舉辦「太陽能光電啟用典禮」，
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前校長林雲山及
趙榮耀、信邦電子董事長，數學系系友王紹
新、太陽能系統整合事業處處長林懿賢等，近
80位來賓參與。

葛校長宣布三喜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由建邦創新
育成中心輔導，土木四黃俊溢、電機碩一吳
紹瀛、電機系系友黃明遠及中興大學電機碩
一洪培鈞所組成的「馬格火箭aka圖奇科技有
限公司」，以「提供研發技術並推廣火箭」
為主題，榮獲110年度「U-start 創新創業計
畫」文創教育類別績優團隊獎勵金45萬元，11
月12日出席於華山文創園區舉行之「頒獎典禮
暨成果展」接受頒獎。
　U-start計畫由教育部青年署主辦，結合學
校育成輔導資源，鼓勵大專院校在學生及近
五年畢業生組成團隊，再由各校院育成單位
提出申請，通過評比後，補助學校育成輔導
費及創業團隊創業基本開辦費，獲補助之團
隊經參與第2階段績優創業團隊評選成績績優
者，可再獲25萬元至100萬元創業獎勵金。
　黃俊溢說明，原先以程式教育作為參賽計
畫，卻因疫情緣故加上組員各自繁忙之際，
發現兒童冬夏令營開課項目中有不少自然科
學領域課程，就決定以推廣火箭教育為目
標。團隊以兩種不同效能的火箭報名計畫，
每個人負責項目不一，包括架構設計、演算
法以及模塊設計等，充分結合後才能完成一
支火箭的製造。
　「凡事做好充分準備，更會對自己有信
心！能夠獲獎，我們都感到非常興奮，也都
認為這對團隊履歷能有加分的效果。」黃俊
溢鼓勵有意願創新創業的學弟妹能勇於嘗
試，即使無法獲獎也能增加不少經驗，未來
將會持續舉辦兒童火箭夏令營以及套件製

本校新創團隊「馬格火箭aka圖奇科技公司」
獲 U-start創業補助。（圖／研發處提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第86次校務會議
11月5日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葛煥昭校長主持，校內一級主管、二級教學
行政主管、教師及學生代表等人皆出席，臺
北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葛校長表示，疫情稍緩，全校已恢復實體
上課，希望所有師生能依照教育部的規範確
實做好防疫措施；接著提到行政院日前宣布
明年將調漲軍公教人員薪資，待立法院通過
審查後，本校將跟進調漲；另外更公布三件
喜訊，第一是本校本學年日間部新生註冊率
達99.86%，再創新高，學生人數也較去年回
升，感謝所有同仁們的努力；第二是本校國
際事務學院通過教育部雙語重點培育學院，
為期五年；第三則是本校學生宿舍「下一
步，新東村」松濤館宿舍群及廣場整體改善
計畫，申請教育部補助獲全額通過，計8,860
萬元，其中「松濤4、5館地景工程」及「松
濤廣場工程第一期工程」將於寒假動工，希
望能帶給住宿同學更好的生活與學習環境。
　專題報告首先由國際事務副校長以「乘勢
而為，轉型超越-淡江大學學生雙語化學習
計畫暨作法」為題，報告本校如何透過推動
雙語化策略，達到「精進國際事務學院之全
英語教學」、「提升全校各學院之全英語教
學」、「雙語化大學」及「國際化大學」的
總目標；其次則由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
心社會實踐策略組組長黃瑞茂及十禾建築師
事務所吳聲明建築師，共同以「松濤廣場設
計：新東村學習地景營造行動」為題，說明
本校學生宿舍「下一步，新東村」松濤館宿
舍群及廣場整體改善計畫推動及執行情形。

資圖系校友吳英美（中）特別以新台幣10萬元標下榮譽教授
黃世雄（左）簽名裱框，回饋母系栽培。（攝影／江彥紳）

淡江攜手信邦 共同打造永續綠能校園

8860萬 新東村獲全額補助
（左起）葛校長、張董事長、王紹新、林懿賢共
同啟用太陽能光電系統。（攝影／鄧晴）

　葛校長感謝信邦電子的高品質協助，加速本
校AI+永續的落實與推動，王紹新則希望盡一
份心力，達成「減碳與減塑」的目標並回饋社
會，期待未來與母校會有更多產學合作機會。
最後由葛校長、張董事長、王紹新與林懿賢共
同啟用太陽能光電系統，也正式啟動永續淡江
的第一步。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宿舍「下
一步，新東村」松濤館宿舍群及廣場整體改善
計畫，申請教育部補助獲全額通過，計8,860
萬元。該計畫透過校園公共空間的改造與空
間設施內容的提供，來支持學習與生活混合的
新的轉變經驗，讓學生在學習之餘還能留在校
園，實踐學習並印證所學。
　該計畫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主持的校園規劃
委員會進行規劃，邀集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建築系及水環系系主任、學務處住輔組及

總務處節能組組長與建築系教師等共同擬定草
案。之後邀請宿舍自治會成員共同參與，提供
對於目前宿舍生活的經驗，以及提出對於公共
空間的想像與需求。最後由建築系副教授黃瑞
茂與建築師吳聲明整合並完成初步計畫，向教
育部提出申請。
　莊希豐感謝團隊的通力合作，尤其是建築師
所提出「連結宿舍區」的想法，不僅提升住宿
同學的生活品質，更能強化與學習的連結，提
供全校師生一個更優質的多用途空間。「獲得

全額補助對於團隊來說是鼓勵與肯定，但也是
責任，目前我們已經積極申請相關執照，同時
進行基礎工程及後續規劃，希望能以最快的速
度及最佳的品質完成。」她也提到目前已完成
活化的校園空間，包括去年完成的校史館、本
週開始營運的QP咖啡館等，歡迎師生有空可
以多多到訪，感受一下校園的轉變及美景。
　黃瑞茂說明，新東村以網路時代「Now and 
here學習地景」作為新空間調整的考量，透過
「學習空間」概念，營造宿舍區與教學區所連

結的新的校園分區特性，打造一個融合生
活與學習的新校園空間。「我們希望透過
空間修補的方式來改造環境，成為一個友
善的校園環境，支持學生發展有創意的公
共生活。」他也透露將持續舉辦相關討論
活動，希望校內師生踴躍參與討論讓計劃
更加完善。完工後的新東村也擬透過徵選
同學擔任經營團隊，進行生活實驗，是一
個自主學習的機會，讓學生學習如何管理
並推動園區活動，建立永續的經營模式。

黃鴻珠表示，很高興看到系友們畢業後在社
會上發光發亮，她也鼓勵大家持續服膺創系
主任方同生說的「知新」二字，隨時學習並
掌握時代。教授林信成特別將「鄉間小路」
改編成「宮燈大道」，與系友陳柏諭一起歡
唱，當唱到「走在宮燈大道上，師生的歌聲
在迴蕩，喔～他們唱，還有宮燈姊姊隱約跟
著唱。」惹得大家開懷大笑，之後牛漢傑和
陳柏諭也對唱情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活動中同時進行義賣，除了50週年系慶保溫
杯，更有黃世雄的簽名裱框，前國家圖書館
副館長吳英美特別以新台幣10萬元將其標下，
以此回饋母系，更感性告白「如果沒有教資
系的栽培，不會有今天的我。」活動尾聲大

家一起合唱「這裡有愛等我回
來」，象徵師生系友永遠感謝
母系。
化材系 共許下一個50週年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
導】化材系創系50週年了，於
11月6日之本校71週年校慶在
E787舉辦創系50週年暨逢十同
學會，由化材系系主任張朝欽
主持，學術副校長何啟東、畢
業40年校友、化材系系友會歷
任理事長、化材系師生約120

位共敘情誼。現場頒發紀念品予畢業40年校友
孫建中和宋隆欽，化材系系友會理事長石健
學也代表系友會捐款，提供系上獎學金和系
務發展使用，化材系也製作《化材系創系50週
年紀念特刊》說明50年來創系歷程。
　張朝欽一一介紹與會來賓後表示，本系長
期與化材系系友會保持良好互動，儘管原定
去年50週年系慶活動因疫情活動延至現今舉
行，但畢業學長姐仍熱烈參與，目前規劃於
明年舉行相關50週年系慶活動，歡迎學長姐返
校共襄盛舉，期待系上師生透過參與系友會
活動來了解學長姐的優秀表現。　
　化材系系友、金鷹校友、前菁英會會長孫
瑞隆感謝母校培育、化材系教職員們的用心
經營，讓化材系蒸蒸日上和年年進步，期許

學弟妹能在此繼續成長，「希望大家能平安
健康，再過下一個50週年。」

第86次校務會議

農情食課深耕在地 侯友宜頒感謝狀

新創團隊馬格火箭aka圖奇科技

USR農情食課團隊推動在地農創有成，獲新
北市長侯友宜頒發感謝狀。（圖／USR農情
食課提供）

　【本報訊】新北市政府11月12日上午11時於
板橋車站2樓環球購物中心舉辦「下一站，新
北農創站」農業創生成果展暨展售市集，展出
農業創生跨域共創產品。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偕
同USR「農情食課-無毒、有機印象淡水」計
畫，管科系教授牛涵錚及水環系副教授李柏青
出席，與其他7所大學接受新北市長侯友宜頒
發之感謝狀，感謝協助推動在地農業創生。
　侯友宜表示，這次市集除了展現市府與各地
方團隊合作推動產業串連的成果，還加入各大
學為新北產業付出的成果，讓青年可以看到
在地特色、獨特魅力及工作機會，產生返鄉甚
至移居的契機；新北市政府也與到場大學攜手
組成「農業創生大學聯盟」，希望透過聯盟團
體戰形式，依據團隊需求媒合大學（USR）
計畫，前進產地協助團隊，引導團隊往「下一
站，新北農創站」前進。市集現場販售特色農
業創生產品，如金山跳石芋頭特色餐、三芝魯
肉販療癒多肉植栽，還展出農業創生跨域共創
之產出，包括本校與一良茶屋合作設計的鐵觀
音茶禮盒、臺藝大與三峽染坊共創的「新三峽
藍」、醒吾科大「繁生創室」牧蜂蜂蜜創意特

調及坪林包種茶手作體驗包。
　何啟東感謝農情食課團隊近年的努力，讓
本校的USR成果普獲肯定，「他們積極協助
大淡水甚至北海岸地區的優質小農，透過學
生團隊的專業與創意提供多樣產銷方式推廣
產品，除了提升能見度，更賦予新的生命，
達到永續經營的概念；學生們在過程中強化
了自己的競爭力，更因對在地有深入了解，
願意投入更多心力參與，達到大一淡江人，
大四淡水人的目標。」

SDGs電子書同樂會推廣數位學習閱讀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
書館11月9日於圖書館三樓櫃檯前舉辦「SDGs
電子書同樂會」，邀請國內中、西文電子書
廠商，其中包含Springer、Elsevier、華藝數位
等知名公司，建構期刊、論文、電子書等資
料庫產品，推廣行動閱讀與學習。
　活動近200位師生參與，會場上各個攤位
人潮絡繹不絕，只見各廠商人員忙得樂此不
疲，透過一對一教學，下載行動APP，讓師生
藉由電子書，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了解SDGs
相關文章，有助於在日常提升對社會議題的
關注，培養新的視野，圖書館也將許多電子
書納為館藏，提供師生閱讀實體書籍。
　為了充分了解師生參與活動的回饋，圖書

館推出「填問卷，抽大獎」活動，獎項包括
藍芽耳機、藍芽喇叭、智能音箱、小米手環
等超過100個豐富獎項，參與者分享心得可獲
加碼機會。參考組也於活動結束後抽出各獎
項的得獎者，並將結果公告於圖書館網頁的
「最新消息」，參加活動的師生記得前往確
認。（網址：https://www.lib.tku.edu.tw ）
　資圖四梁和悅表示，下載華藝數位電子APP
可以自行在網路上找尋喜歡的書籍，方便度
增加之外更可以與世界接軌，進而了解永續
發展相關議題。

更正啟事
1130期「新生註冊率99.86%，淡江新猷」新
聞，110學年度學生人數應為24,534人。

化材系系友會由理事長石健學（右）代表捐
款，提供獎學金和系務發展使用，系主任張朝
欽（左）代表接受。（攝影／謝聿涵）

「下一步，新東村」松濤館宿舍群及廣場整體改善計畫獲教育部全額補助，其中松濤廣場將規劃成多用途空間，
提供全校師生利用。（圖／十禾建築師事務所提供，該圖為初步規劃示意圖，將透過討論會徵詢更多師生意見）

十禾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吳聲明，進行新東
村設計說明。（攝影／鄧晴）

獲教育部U-start績優團隊獎勵
作，也會與航太系合作舉辦冬夏令營火箭學
習體驗活動，推廣火箭教育，向下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