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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與廈門大學合辦研討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採訪報導】為持續開
展與國內外專家學者更多交流機會，企管系與
廈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於 4 月 29 日共同舉辦
「第十七屆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
企管系主任張雍昇表示，雖因疫情採線上會議
進行，感謝廈門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雲濤、
企管系主任李衛東、副主任何燕珍、吳隆增，
負責活動規畫事宜。
張雍昇說明，因應全球化經濟與企業創新結
構的變遷，產業界與學術研究重心逐步轉向創
新企業模式與產業發展等相關議題。在激烈競
爭環境下，企業面臨轉型課題，管理者如何融
合新舊管理思維，並以對消費者及環境負責為
導向，以增強企業競爭優勢並達永續經營之目
的，儼然成為新顯學。

航太週工館中庭設闖關遊戲

【記者陳品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航太系
於 5 月 2 至 6 日在新工學大樓 3 樓舉辦航太週
活動，現場將中庭佈置成飛機跑道，並設立 6
個項闖關活動，以各家航空 Logo、各式飛機
型號、火箭構成材料等為題，讓同學在猜題之
餘，能獲得各類航空相關知識。活動當週每日
中午 12 時舉辦紙飛機大賽，參賽同學可領取
材料製作紙飛機，在飛機跑道前進行飛行比
賽，獲勝者可獲飛拆吊飾及小帆布袋。今年航
太週亦新增「心願紙飛機」活動，同學可至櫃
檯領取色紙，將心願寫上，並將其吊掛於工學
大樓之天花板，祈祝心願達成。
航太系系主任蕭富元表示，人類有賴於科技
不斷地創新，航太科技就是最前沿的科技之
一。感謝同學們透過航太週讓全校師生了解獨
特性，期勉同學能把握在學時光，努力學習。

蕭富元獲邀太空聯盟演講

【 本 報 訊 】 臺 灣 太 空 科 學 聯 盟（Taiwan
Space Union, 簡稱 TSU）與美國喬治亞理工學
院合作，舉辦太空科技線上課程，臺灣共有 6
位教授獲邀開課，本校航太系副教授蕭富元
為全國唯一一位獲邀的私立大學教授，於 5 月
5 日 上 午 9 時 以「Photonic Laser Propusion: A
Future Solution to Interstellar Travel?」為題進行
演講。這系列課程介紹立方衛星等各類太空科
技與最新突破外，並開放給全世界觀看。
蕭富元表示，很榮幸獲邀成為此系列課程
的開課教授之一，藉此能將研究內容與世界
交流，自身專長於太空船軌道設計與分析，
2002 年自 Thomas R. Meyer 提出利用雷射光的
動量傳遞，雷射光便成為航太科技發展之一，
他說明，帶領團隊自 2011 年起，著手研究雷
射光推進太空船的軌道特性，於此次演講中介
紹雷射光的發展進程、讓太空船進行小行星懸
停、編隊飛行等應用，以及未來的科技挑戰。
歡 迎 至「TSU-Georgia Tech SMART Online
Course」網站觀看該領域課程影片。（網址：
https://www.holkee.com/tsu-gt-smart-course）

黃錦明談臺灣淨零碳策略

【記者李意文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於 5 月
2 日在守謙國際中心有蓮廳舉辦淨零碳排講
座，由水環系專案教授高思懷主持，邀請行政
院能源與減碳辦公室科長黃錦明，以「『臺灣
2050 淨零排碳路徑及策略』之挑戰與實踐」為
題，說明國家對淨零碳排的作為，受疫情影響
活動為實體和線上同時舉行，逾百人參與。
本次講座中，黃錦明首先介紹行政院能源與
減碳辦公室的成員、工作職掌，以及工作重點
後，說明目前國際永續發展趨勢，因此與國際
同步研議 2050 年淨零路徑。他指出，淨零承
諾會轉化為經濟和社會的轉型，臺灣以「能源
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之四
大策略，「科技研發、氣候法則」之二大基礎
下，進行減排路徑和制定里程碑，也編列預算
開始逐項推動。

英文系
傑出系友
【記者林靖諺專訪】「困難的定義取決於自
己，一切事在人為。」青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副理事長、英
文系校友孫杰夫，於今年 1 月 7 日卸任臺灣非
洲經貿協會理事長一職，榮獲僑委會感謝紀
念牌及 110 年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貢獻獎金質
獎。在他的經貿生涯中遇到困難就一一解決。
鼓勵臺灣非洲各項交流
對於臺灣與非洲的連結，他認為可分有形與
無形兩類，有形就是投資、進口、出口、藝術
以及學術交流。經貿方面，他表示不只經商，
將投資視野放在非洲也是很重要的，「現在政
府鼓勵臺灣人到非洲作投資。」孫杰夫也提到
與非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ATCC）簽訂合作
協議，互助合作。
對於領導孫杰夫有獨特見解，「團隊合作固
然重要，但領導人的管理能力更需要培養。」
分享在非洲有十大乾淨城市，和國家領導人有
很大的關係，幾年前衛生方面還不足，但換人
領導後，就變得大不相同。他在淡江，受唸
書時大學的自由風氣，以及廣大發揮空間的影
響，使他帶領風格充滿創意及靈活色彩，也開
啟後來在非洲的經貿之路。
孫杰夫坦言自己雖是商人，卻非常注重保持
「真誠心」，「我並不喜歡用心機帶領團隊，
雖然時常被人嘲笑太單純，但若我真心待人，
別人也會同樣真誠待我。」或許商人就該心思

6國21所大專校院教師參與國際研討

全英中心：挑戰雙語教育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全英語教
學推動中心於4月29日舉辦「2022 年雙語教育
國際學術研討會」，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疫情影響，研討會改為線上舉行，本次共有臺
灣、印度、西班牙、義大利、美國、日本等6
國21所大專校院和教育機構參與，當日與會人
數超過120人次參與。
本次研討會由英文系
助理教授張介英主持，
由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主持開幕，他致詞表
示，本次研討會邀請各
國專家學者，針對高等
教育全英語授課的實踐
與挑戰進行交流，藉由
各國將英語作為教學語
言的經驗中，分享運用
多元教學方式來增進學
習者第二外語的學習，
▲全英語教學推動中心於4月29日舉辦「2022 年雙語教育國際學術研 讓與會者共同討論全英
語授課的各項議題，感
討會」。（圖／林芸丞截圖）

謝籌備同仁的辛勞，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和研討
會順利舉行。
本次專題演講中，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
際學院院長楊文賢以「Integrating Cont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at Higher Education:Practices
and Challenges」為題，分享高等教育之語言
學習的實踐與挑戰；特別邀請中山大學西灣
學院約聘教授李香蘭介紹「Contextualizing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說明情
境化英語教學的願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
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教授兼副校長印永翔發
表「Training and Support for EMI teachers」、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副校長蔚順華解析「The
Needs and Sustainable Framework of EMI
Teachers and Students」，各界也依此研討會主
題進行論文發表。

資傳畢展「在句點之前」創造驚艷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5月2日
至6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21屆畢業成果
展」，以「在句點之前」為展出主軸。5月13
日至15日將轉往臺北市松山文創園區南向製菸
工廠校外展覽。5月2日中午舉行開幕儀式，由
劉慧娟、孫蒨鈺、盧憲孚3位教師分別指導的
10組作品，展示重視環境、行銷、社交及心靈
思索等議題，作品呈現無限創意。
此次作品充分展現資訊科技、傳播行銷、美
學設計，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盛讚，能感
同身受他們擁有年輕歲月，對人生充滿願景、
理想和能量。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說，句點
只是暫時的，真正的知識挑戰應該在離校後，
創造更多美麗和令人驚艷的成就。文學院院長
林呈蓉表示，「句點之前」就是蓄積能量的過
程，畢展內容剛好符合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計
畫中「智慧機械」和「循環經濟」兩個概念，
期許同學們學無止境，繼續跟着時代脈動創新
精進。資傳系主任陳意文肯定同學們的創意。
此次參展有「地方行銷」、「環境教育」、
「人際社交」、「心靈思索」四組，分為10個
議題展示。分別包括：「新橙」組做影片、

架設網站及臉書、IG等社群網站，以實體遊
戲、AR虛擬遊戲結合傳統在地文化，幫自產
自銷的小農觀光果園進行整合行銷。「幾個意
思」，透過文案和實體活動推廣宜蘭文化和地
方產業；「綠度」從衣、食、購三個層面，通
過玩遊戲闖關贈送網紅二手衣，延續衣服的價
值，提升綠色環保意識。
「災影」源自台語「知道」，將展覽營造

大傳系友翁睿坤獲年度最佳新聞照片獎

【記者宋品萱淡江校園報
導】大傳系校友、《鏡週
刊》記者翁睿坤以〈花
蓮太魯閣號出軌事件〉
新聞照，參加2022台灣
新聞攝影大賽，4月30日
公布同時榮獲最大獎「年
度最佳新聞照片」與「突發新聞
類」第一名，他表示，得獎照片為太魯閣出軌
事件後，隔天招魂翻車現場，罹難者家屬撐著
黑傘，拿著招魂旗互相攙扶行走，體現事件發
生後家屬沉痛情緒。

運管系奪公共運輸規劃賽亞軍

【記者莊庭如淡水校園報導】運管四鄭靖
達、簡政清、李明柔、陳姝彤及去年碩士班畢
業的郭銘倫，由教授陶治中指導，於「110年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以「百變MeNGo
任您選，配套彈性又省錢」企劃案，榮獲學生
組第二名，獲頒獎座及獎金新臺幣15萬元，由
交通部公路總局局長許鉦漳親自頒獎表揚，為

運管系李明柔（右起）、陳姝彤、碩士班郭銘
倫、運管4簡政清、鄭靖達共同獲110年公共運
輸規劃獎第2名。（圖／陶治中提供）

成電影院形式，以9個知名災難電影中災難鏡
頭，剪輯成在當下如何自救的影片，再以VR
虛擬鏡頭遊戲，體驗災難現場，吸引同學參觀
體驗。「救是現在」以玩遊戲方式普及「維持
生命、防止進一步傷害與促進復原」三項急救
目標的正確知識。「99+1」透過對比數字強調
改變的特性，以影片形式以大學生社交恐懼作
為探討議題。

歷年來本校在該競賽獲得之最佳成績。
本次競賽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以公共運輸規劃
專業，與實務結合，鼓勵發揮創意，促進公共
運輸未來規劃與發展，邀請全國大專院校、社
會及公司團體等，設有學生組、社會組及應用
組，約有60餘隊報名。本校運管系學生過關斬
將，以81頁精彩詳實的簡報獲得評審青睞，進
入決賽後上臺報告，成功拿下第二名，可惜未
能取勝已蟬聯三連冠的逢甲大學。
隊長鄭靖達表示：「感謝陶治中老師的指
導及隊友們的努力，特別是郭銘倫學長的幫
助。」經過半年的奮鬥很開心得到不錯的成
績，除了獲獎及肯定，同時也學習到很多待人
處事的技巧。他鼓勵學弟妹，希望下次有機會
能再與逢甲大學棋逢敵手，他認為對方獲勝關
鍵在於團隊合作，「比賽過程過於注重專業，
忽視了溝通協調的重要性，相當可惜。」

翁睿坤分享，大學時參加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暗房），曾以《北漂之後》獲2020台北國際
攝影節「台灣攝影之星」優選，畢業後擔任新
聞記者，由於以前拍攝的照片並非新聞攝影類
型，花了一些時間瞭解新聞照片該如何呈現，
之前未得過新聞攝影獎項，對於本次得獎感到
意外驚喜。他認為：「拍攝新聞照片時，先了
解事件的內容及前後發生的相關情況很重要，
才能在拍攝現場快速抓出重點。」他覺得，在
新聞現場能完成交辦的任務之外，也能拍出自
己想要的照片，是最寶貴的事，也是攝影記者
能真正抓到好畫面的時候。

電機系 2 隊獲軟體創意獎
【本報訊】本校教心所碩二郭詠珍和電機
四 林 彥 宏 組 隊「Catch your eyes」、 電 機 所
碩二楊婷閔與電機四張凱博組隊「英語點拼
樂」，兩隊參加第 19 屆育秀盃創意獎之軟體
應用類，分別獲得銅獎和佳作，因受疫情影
響已於 4 月 15 日以線上直播方式公開表揚。
兩隊均由電機系教授周建興指導，周建興表
示，很高興學生能應用所學於生活情境中，
幫助有需要的人並實現商品化的可能。
郭詠珍和林彥宏以「結合虛擬實境之弱視
訓練設計」為題，以虛擬實境技術設計遊戲，
用來進行弱視訓練，結合 VR 裝置，以 iOS
版 APP 遊戲讓使用者可選擇左右眼進行矯正
訓練，藉此取代傳統遮閉眼睛的方法。郭詠
珍說明，這套遊戲可以讓孩童在家中進行訓
練，每天只須花費些許時間即可進行訓練，
透過遊戲遊戲的方式能減少兒童在訓練過程
時枯燥感，進而達到良好的矯正效果。

孫杰夫 致力臺非經貿交流
縝密，說話有許多彎繞，但他一向直率，認為
心機起初可能馬上見效，但走到最後會發現，
這真是錯誤的。「真誠說來簡單，做起來卻不
容易。」
事業有成 關懷公益
平時很關注公益團體的孫杰夫，提到在非洲
有個「愛，女孩 love binti（阿拉伯語）」是個
令他尊敬的組織，由一群基督教會的年輕人離
開家庭，遠到烏干達等幾個國家，幫助當地的
難民少女，教導女孩縫手工月經布，解決生活
問題才能好好就學和工作，也培養種子部隊，
不斷推廣這樣的觀念和記憶，希望能得到經費
支持，並分享其起源與過程，「他們沒有特別
募款，但鼓勵大家可以捐款。」
他也曾幫助松山區及信義區的單親或貧困兒
童，提供他們營養午餐費，他提到，看似富有
的地區，深入瞭解後，卻有如此多孩子是沒有
錢吃午餐的，很不可思議。此外，孫杰夫也以
協會名義捐款，給在非洲弘法 20 年的慧禮法
師，其所建立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協助其非
洲慈悲濟世之行。
「其實非洲很多國家相當進步、注重環保，
甚至東非某些國家，路上有人拿著塑膠袋行
走，是會馬上被抓走的。」在非洲從商多年，
也使他打破對非洲的刻板印象，東非部分國家
響應塑膠氾濫會影響未來世界，已經完全禁止
此類產品了。

重視環保 禁止塑膠品
由於貧窮和成衣廠稀少，非洲人要獲得新衣
服不容易，二手衣市場成為龐大商機，只是後
來二手衣遭禁止販賣，「這有兩個原因，第一，
若總買二手衣，那成衣業廠商就更難發展了，
第二則是自尊心。後來二手衣只能轉為地下產
業。」也因此，非洲成為二手衣的重要市場。
孫杰夫表示，由此可以看出非洲的先進，包括
網購、電子支付等，其實都不輸給臺灣。
孫杰夫提到臺灣的「舊鞋救命」團體，募集
二手鞋送至非洲偏鄉，由於沙蚤的威脅和貧
窮，對於非洲人來說，鞋子是很重要的物品，
在那米比亞，結婚時男方甚至會送一雙鞋給女
方。他曾經聽過一個故事：「有個鞋廠老闆派
兩人去非洲勘查，一人認為非洲連鞋都沒有，
沒什麼市場。另一人卻覺得，正因沒有鞋子，
才更充滿商機。」為了宣傳捐二手鞋，孫杰夫
很敬重他們，會請團體到尾牙場合宣傳，能接
觸許多企業主，增加曝光度。
除了環保，他也舉例在東非同樣禁塑的盧安
達，更是做到男女平等，國會議員 60% 是女
生，律師也是如此。大力稱讚非洲進步迅速的
孫杰夫，剛卸任台灣非洲經貿協會理事長一
職，對於未來計畫，他表示目前海運狀況極
佳，首先就是要經營好青航公司企業，趁勝追
擊，擴大利潤。也受委託接任台灣伊朗經貿協
會理事長，積極建立與伊朗的各項經貿，打開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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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特優導師獎
日文系副教授顧錦芬
畢業後有無限可能

▲顧錦芬鼓勵同學從學習中連結感情與生
活，探索自我價值。（圖／顧錦芬提供）
研究室很有氛圍、日文系任教近30年的顧錦
芬開玩笑說：「平常不修邊幅，會為了讓學生
打起精神而稍用心思在服儀上，唯有讓自己準
備好才能隨時進入狀況。」這也呼應了她希望
營造的教學及輔導氣氛是「輕鬆卻不隨便、愉
快卻又充實」。
顧錦芬會在通識課程中，利用電影讓同學
們快速理解日本經典文學名著的特色，由親
情、愛情到社會環境、生命宇宙思索等主
題，不只呼應同學們的生活，也連結他們自己
的生命經驗，進而探索自我價值。她希望教給
學生的不只是文學，也可以是情感、生命教
育，她也鼓勵學生提問並加分，解決學習盲
點，她認為：「提問的學生是在做功德，不只
幫自己、也幫其他同學釐清。」
她輔導同學不遺餘力，其實所讀系所與志
業不同真的沒關係，有學生畢業成為新聞播
報員。她常說：「其實唸日文就像一杯白開
水，畢業後想要染成粉紅色、藍色、黃色統統
都可以，在白開水的基礎上，能在畢業後轉換
自如，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科系，畢業生有
無限的可能。」
曾輔導過一位同學有嚴重憂鬱症，雖曾有傷
人的衝動、狀態不好，大學也唸了好幾次，顧
錦芬沒有放棄他，除了與他母親聯絡外，也多
次找同學來懇談，並與諮輔組保持聯繫，後來
同學到大四做小說創作的畢業專題。顧錦芬回
憶當時感慨道：「謝謝導生願意袒誠分享喜怒
哀樂，使我在輔導時有著力點。」雖然有時同
學講一講會落淚，依然很希望他們說出來，聽
完後再提出回饋，但不會強迫學生照著做。
面對大三導生，顧錦芬一定問：「未來想做
什麼？」總是約有一半學生不知道，她能感
受到學生的徬徨。其實沒有具體目標，每個人
找到自己目標的快慢是不一定的，她會建議還
沒有方向的同學，除了顧好課業外，也做做
CPAS測驗，了解自己職業適性，或積極爭取
感興趣的實習機會。早點了解社會的運作，才
不會到畢業時焦躁無助。（文／林雨靜）

條

網路看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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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開啟法語世界一扇窗

法文系於 4 月 29 日舉辦全國學術研討會，
以「開啟世界一扇窗的法語」為題，邀請
國內大專校院各界學者專家進行分享，發表
11 篇論文，因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舉行，
與會人數超過百位人次。（文／黃庭瑀）

國企系辦國際商務研討會

國際企業系於 5 月 2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2022 國際商務研討
暨產學研發成果發表會，邀請經濟系助理教
授許舒涵進行主題演講，也邀請中興大學等
師生共發表 18 篇論文。（文／舒宜萍）

紅點設計獎林家馴蒞校演講

中文系圖像漫畫研究室於 5 月 3 日下午 3
時邀請知名設計師、2020 年德國紅點設計
獎林家馴，主講：「用設計看文創」，藉由
案例突破對設計與文創的想像，讓設計不只
是設計，文創不只有文創。（文／黃庭瑀）

吳怡芳講從教育到教學 4.0

管科系於 5 月 3 日下午 3 時在 B302A，邀
請本校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班授課教授吳怡
芳，主講「從教育 4.0 到教學 4.0」，分享
其全英語授課的教學經驗，替學生營造英語
學習環境，自然樂於學習。（文／羅婉瑄）

李黎明談烏俄戰爭中國角色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5 月 3 日上午 10
時在 T506，邀請臺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
李黎明，分享「俄烏戰爭的觀察：俄羅斯軍
事戰略的根源及其目標」，探討俄烏戰爭對
各國政經的影響。（文／林芸丞）
▲英文系校友孫杰夫認為遇到困難事在人為，
鼓勵同學打開國際視野。（攝影／林靖諺）

邱建智分享如何成為領導人

商務通路，最後則是繼續發展非洲貿易。
孫杰夫鼓勵學弟妹，在求學時期要加強外文
能力，增加國際觀，尤其是打開國際視野，他
認為世代轉換快速，每 8 年一個世代，如今年
輕人不再是所謂的草莓族，但可以觀察出臺灣
的年輕人，較為缺乏對國際現況的敏銳度，
「這其實與如今臺灣媒體有關，國際新聞真是
少之又少，更是常被掐頭去尾，缺乏培養國際
觀的資源。」期望學弟妹一定要好好在外語，
及國際視野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礎，未來發展將
無可限量。

學雜費 5 月 20 日前補繳

榮譽學程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
理事長邱建智於 5 月 2 日晚上 7 時在商館
B712 主講「自我領導與對話」，邱建智分
享成為領導人須具備的能力及特質，鼓勵學
生及早找到定位及目標。（文／黃茹敏）
學雜費補繳 5 月 20 日前完成一般生及就
貸生（家庭年收入 114 萬元以上）者加退選
後之學雜費補繳、退費的明細及方式，請至
「補退費查詢系統」查詢後，於 5 月 20 日
前完成繳款。（文／陳昀）
編輯／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