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麥嘉儀台北報導】本校商管學院

EMBA班舉辦2022歲末聯歡晚會，12月17

日晚上6時在臺北市世貿國際會館舉行，

以「金虎兆瑞步步高、宏兔大展耀淡江」

為主題，各班同學紛紛使出十八般武藝，

今年增加造型比賽，由企管一廖燕翎獲得

冠軍，企管系與管科系兩隊才藝表演不分

軒輊並列冠軍，連續2年皆衛冕寶座。

　晚會席開53席，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

「已連續10年參加晚會，期待各班的精

彩表演。」彰化縣前縣長卓伯源讚美：

「EMBA學生最有活力，是來自各行各業

的菁英，疫情考驗之下，更要學習新加坡

走向國際。」

　EMBA執行長蔡政言、商管學院院長楊

立人帶領各系主任表演，為各班才藝表演

拉開序幕，財金、會計、風保、國際行

銷、管科、企管、資管、國創等8系勁歌

載舞互相比拚，表演精彩絕倫。

　在各系表演競賽前，舉辦造型比賽，10

位同學穿著禮服走秀，使出渾身解數向現

場來賓拉票，競爭十分激烈，最終由企管

碩專一廖燕翎獲117票得人氣王、管科碩

專一童琳惠、國創碩專一吳伊庭分獲亞、

季軍。童琳惠也是管科班代，開心表示：

「這是淡江盛事，很感謝班上同學大家同

心協助，共襄盛舉，才有亮麗的表現！」

　各系表演驚喜連連，企管系帶領大家穿

越時空，載歌載舞表演多首經典歌曲，表

達《青春時光機、企管最愛你》，風保系

帶來精彩的花式籃球，資管系表演曾風靡

全球的《喜德舞》，會計則由碩專一林逸

群高歌一曲，管科更是出動螢光棒《魅力

四射、璀璨淡江》，國創男同學扮演辣妹

勁歌熱舞，最後國行表演一曲《老總的白

夢》，臺下學長姐們反應熱烈，為表演者

吶喊打氣，宛如演唱會現場。

　EMBA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蘇建任、籌備

主任岳正怡感謝魏維億、馬沛業、吳宜

娟、蔡妤涵、林逸群、樊益智及童文貞等

各系籌備委員的辛勞付出。活動總招待企

管碩專二范之維表示：「歲末聯歡活動是

EMBA每年的盛事，也聽到好幾位貴賓對

本次活動讚譽有加。」企管碩專一蔡妤涵

說：「同學來自各行各業，因表演讓團隊

向心力愈來愈強，活動已成美好回憶。」

大傳系影像藝術工坊攝影成果展《顯
影季》展出優秀作品。（攝影／陳國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遠距中

心與中華民國數位學習學會聯合主辦的

「2022智慧大未來GO！數位學習深耕講

座」，於12月21日在覺生綜合大樓I501室

舉辦。邀請本校學術副校長許輝煌、教育

科技學系特聘教授徐新逸，以及國立台南

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副教授蘇俊銘擔任

主講人，希冀持續擴大教學應用，永續深

耕數位學習的新樣貌。

　資訊長郭經華說明此為「智慧大未來—

數位學習永續深耕聯盟」首場講座，由本

校與大同大學、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真理

大學、國立空中大學及實踐大學等夥伴學

校組成聯盟，植基於各校的實力，共同深

化數位學習、達到資源互享，配合時代趨

勢，導入教學方法，未來將持續舉辦。當

天亦開放夥伴學校成員線上參與。

　許輝煌「以新南向台越交流與合作之契

機」為題，以他過去借調科技部，派駐越

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科技組科技參事兼

組長三年半的經歷，介紹這個在國際詭譎

局勢中仍然「左右逢源」的國家。他舉數

據說明，越南預計今年將成為全世界第16

個人口超過一億的國家；目前臺灣有12萬

越南配偶，境外學生達1萬8,000人排名第

一；外籍勞工人數超過20萬也是第一；再

以台越交流頻繁的航班來看，2016年每週

100班，到2020年初，每週已超過400班，

4年成長了4倍，是個看起來落後，但進步

很快的國家。

　徐新逸以「時代的教育科技—VR汽車

考照模擬學習系統之研發與推廣」為題，

簡介其運用5G科技，建構考照模擬學習

系統MoniCar的成效。未來提升考照通過

率，亦期提升高中職科學素養。

33學習新視界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6 日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教授董崇民以「客製化美容

微針製程」研究獲國科會工程處111年度

「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

民生化材領域海報特優。於12月15日下午

1-5時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發表

並受獎。

　此產學合作計畫由董崇民與化學系陳銘

凱教授共同合作，研究開發微針模具組及

使用其製造微針貼片的方法。董崇民表

示，微針貼片已成為新一代經皮輸送藥物

（譬如抗癌藥物）或活性物質（譬如玻尿

酸或膠原蛋白）的有效方式，藉由微針以

有效且幾近無痛方式，將藥物或活性物質

穩定傳輸至皮下組織或血液中。研究利用

干涉掃描技術來取得使用者皮膚組織之直

向及橫向剖面資料，根據獲得的資料取得

皮膚模型，再以3D列印技術製作出更精

確符合皮膚模型的三維微針模板，得以更

快速、良率更好的方式來製作微針貼片。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編輯／舒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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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宏兔大展耀淡江  企管管科蟬聯冠軍 

　【記者高瑞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

計系主辦2022年「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

獎」研討會，於12月7日在本校臺北校園

D207、D309、D313研討室舉行，為國內

最具規模的會計研討會、碩士論文獎金最

高，由會計系系友，本校穩懋半導體董事

長陳進財全力贊助，來

自全國各校會計相關系

所師生，共發表25篇論

文，並選出臺灣大學特

聘教授王泰昌，為2023

穩懋當代會計學者，嘉

獎其在教育與學術研究

上的卓越貢獻。

  由本校會計系主編的

TSSCI《當代會計》期

刊，為臺灣會計界重要

學術期刊之一，贊助者陳進財，也是本校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他表示：「會

計之於企業管理十分重要，成功企業家在

經營上都要懂得會計，期盼研討會愈來愈

盛大，碩士論文獎的名額可以再增加。」

　校長葛煥昭表示，感謝陳進財總會長對

陳進財贊助 詹昀獲優等陳進財贊助 詹昀獲優等  

６校聯盟講座啟動 深耕永續數位學習

董崇民獲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海報特優

▲教科系教授徐新逸主講▲教科系教授徐新逸主講數位學習相關教數位學習相關教
學研究成果。（攝影／賴映秀）學研究成果。（攝影／賴映秀）

▲本校▲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舉辦會員大會，
葛校長與校友們同歡。（攝影／舒宜萍）。（攝影／舒宜萍）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接

連舉辦為期一天的「西語週末體驗營」、

「吞葡萄跨年晚會」，邀請高中生參與，

帶領他們提前進行文化體驗。西語系主任

劉愛玲說明，近期頻繁與高中策略聯盟合

作，協助學生提前體驗西語特色，幫助他

們先了解學系，希望保持溝通隨時暢通，

創造系所優勢。

　西語體驗營於12月17日於驚聲大樓T505

舉辦，19位來自全國高中生參加，由西語

系派出美女俊男級師資，副教授林惠瑛、

張芸綺、劉珍綾及助理教授李文進、羅雅

芳、兼任講師周佑芷接力分享西班牙文節

慶、藝術、語文知識、發音，以歌唱、緊

張又刺激的心臟病遊戲，邊玩邊學習。亦

安排製作西班牙水果酒、點心，同學品嘗

親手做的美食後，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12月21日晚上5時30分在外語大樓大廳

舉辦「吞葡萄跨年晚會」，是西語系例行

的跨年歡慶活動，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

西語系主任劉愛玲及日文系主任蔡佩青等

11位師長一同慶祝，近百名師生參加。吳

萬寶說明：「一聲鐘響吃一顆葡萄，共有

12聲鐘響，讓我們吞下葡萄，期許來年一

切順利。」西語系副教授羅幕斯敲響第一

聲鐘，每人默默倒數，成功完成挑戰。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以未來科

技營造出科幻風格空間感，資傳系與創意

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 12 月 19 至 23 日

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媒人視務所」成

果展，資傳系主任賴惠如、副教授孫蒨鈺

與楊智明也與學生作品一同展出。透過展

出創意媒體教學中心的作品，順便招募新

成員。19 日中午 12 時 20 分進行開幕式，

資傳三鍾瑄芸、王韻涵流暢的主持功力，

讓近 50 名師生現場體驗多媒體的展出。

  學術副校長許輝煌致詞表示，如何用影

像、文字、聲音、音樂來觸動人心，才

是最根本的。不管科技如何進步、環境怎

麼改變。人的部分永遠不變，看到同學們

籌拍影片廣告、製作可愛動畫、幫商家做

廣告行銷，處處看得到同學的創意。文學

院院長紀慧君表示，當年在劉慧娟老師努

力經營下成立此中心，資傳系重視跨域學

習，實習中心的行銷、音像、遊戲和動畫

四領域有很大的不同，都已成功轉型成新

媒體，非常符合時代趨勢。

　招生限大學二年級學生，願認真學習、

想培養美學設計、行銷實作、動畫遊戲與

音效、影像產製，並以不同視角觀察生

活，對數位媒體行銷與創製有濃厚興趣的

學生。資傳四林怡雯表示：同學學習媒體

專業，將所學課程技術完整展現出來，各

有設計特色很不錯。

　【記者林育珊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經

濟 系 與 越 南 國 家 大 學（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的經濟與商業大學（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韓國成均館

大學及國際知名出版社 Springer，於 12 月

16 日在越南河內，共同舉辦「亞洲當代

經濟議題年會」，簡稱 CEIAC 2022。是

本校與越南國家大學在今年 3 月簽訂合作

MOU 後，首次舉辦的盛會。

　該會議約 200 位國內外學者參與，礙

於疫情，四個主辦方由國際期刊出版社 

Springer 主編 Dr. Nguyen Anh Thu、越南國

家大學代表教授 Nguyen An Thinh 和本校

經濟系主任林彥伶致開場詞。林彥伶表

示，能在疫情後舉辦，感謝學術副校長許

輝煌派駐越南期間牽線，讓三國大學，能

一起完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會議。

　 林 彥 伶 並 擔 任 大 會 主 題 演 講， 講 題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Youth 

Employment」，已開發國家的經驗可作為

開發中國家的參考。駐越南河內的臺灣經

濟文化辦事處公使林易民、秘書黃小綪也

親自全程聆聽，對臺越合作表達重視。

西語系邀高中生吞葡萄

經濟系邀越南與韓國
辦亞洲當代經濟國際研討會

▲▲經濟系與越南國家大學、韓國成均館經濟系與越南國家大學、韓國成均館
大學合辦研討會。（圖／大學合辦研討會。（圖／林彥伶林彥伶提供）提供）

SDGs 認證引導師羅曉勤SDGs 認證引導師羅曉勤

淡江及會計系贊助不遺餘力，今年會計系

的招生率達百分百，112學年將再度增加

一班成為四個班，成為國內招生名額最多

的會計系，也希望《當代會計》能夠繼續

進步，在學術界發揮更大影響力。

　本校會計系教授張瑀珊、孔繁華指導碩

士畢業生詹昀，以「公司治理評鑑系統是

否存在示警及預警之監督功能」為題，獲

得論文優等獎，詹昀為預研生，目前已在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上班。張瑀珊

表示，詹昀學習認真、撰文嚴謹，且設計

更多分析並不斷修正，因而獲獎。

　期刊發行人、本校會計系教授顏信輝則

表示，感謝國內外大學教授參與編輯，讓

《當代會計》成為國內認可的會計學術界

重要研究平台，為激勵會計相關系所碩士

生，今年共頒發4名特優及8名優等。

9度低溫下 系所友會百餘校友品茶不畏寒
　【記者葉語禾臺北報導】本校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於 12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舉辦第

6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總會長莊子華邀請

校友們到臺北木柵「威叔茶莊」，當天恰

逢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百位校友們發揮

樸實剛毅校訓精神，9 度低溫中在戶外吃

辦桌，仍能談笑風生。莊子華表示，此活

動早在 9 月預定，下次預計選擇春暖花開

時，在淡水校園草皮上鋪上地墊，相聚野

餐，也想找個地方辦露營活動，讓有趣又

歡樂的活動，將淡江人的心更緊密相連。

　當天現場做「封茶」，大家把自己的

願望以毛筆寫在宣紙上，將茶葉與寫好

的祈福紙，放入紅色柿子樣的茶罐，並蓋

上蓋子，封條寫上時間、地點、茶葉名稱

與封茶人，貼在茶罐上帶回屬於自己獨有

的作品。參與校友們紛紛呈現妙趣橫生的

書法，看到彼此完成作品的當下都驚嘆連

連。校長葛煥昭表示，雖然天氣冷，依然

可以感受到校友們的熱情滿滿。

　茶莊主人陳威志也教導校友們，如何專

業評鑑茶品的「識茶」流程與茶藝教學，

讓大家現場品鑑包種、烏龍、鐵觀音、紅

茶 4 種茶色、茶香、茶韻有何不同。中文

系友王耀華帶著國旗毛帽和國旗口罩說，

活動相當具有人文雅趣。數學系友會會長

崔昭隆說，低溫下，很開心見識到淡江

人，緊靠著一起體會這難得的興致。

▲▲「吞葡萄跨年晚會」今年邀請復興高中「吞葡萄跨年晚會」今年邀請復興高中
學生參與。（攝影／黃柔蓁）學生參與。（攝影／黃柔蓁）

資傳系資傳系展科技成果展科技成果

▲會計系主辦▲會計系主辦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研討會，由陳進財贊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研討會，由陳進財贊
助，為國內最具規模研討會，獎額最高。（圖／會計系提供）助，為國內最具規模研討會，獎額最高。（圖／會計系提供）

▲▲商管學院EMBA歲末聯歡會以「金虎兆瑞步步高、宏兔大展耀淡江」為題，同學表演商管學院EMBA歲末聯歡會以「金虎兆瑞步步高、宏兔大展耀淡江」為題，同學表演
比美、比專業、比創意，比美、比專業、比創意，企管、企管、管科兩隊蟬聯冠軍。（攝影／麥嘉儀）管科兩隊蟬聯冠軍。（攝影／麥嘉儀）

　

人物短波

柯秀玫膺大專校友會長柯秀玫膺大專校友會長
　本校美國北加州校友會會長柯秀玫，於

12月11日當選北加州中國大專校友會聯合

會會長，該會從原先19所國內各大學校院

會員學校發展到現在的30多所，會員已近

5萬人，是舊金山灣區最大的華人社團之

一。英文系畢業的柯秀玫表示，秉持著

「關懷校友，溫馨學子」的理念服務學

子，特別提到，雖然會員人數多，但部分

學校校友成員有愈來愈少的趨勢，希望未

來辦理大型活動時，凝聚向心力，將失聯

校友找回來，多鼓勵年輕校友參與。本校

北加州校友會則由教資系（現資圖系）校

友龍鳳恣接任會長。（文／舒宜萍）

　

人物短波

鍾志鴻喜歡和學生上課一起「玩科技」。鍾志鴻喜歡和學生上課一起「玩科技」。
（攝影／舒宜萍）（攝影／舒宜萍）

109 教學特優教師

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
師生一起學習新知師生一起學習新知

　「老師應與學生建立對等關係，與學生

一同學習新知識。」榮獲109學年度教學

特優教師，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自小理

想就是當老師，在高中時期，家住屏東，

曾想考本校教科系就讀，但是當時沒有順

利就讀，沒想到時光流轉，兜兜轉轉竟然

回到淡江教科系擔任教師，鍾志鴻開心地

說：「這就是緣分。」

  教育科技的學習是有趣的，鍾志鴻本身

也愛玩數位遊戲，會在課程中，設計許多

遊戲化學習模式，提升學習樂趣，為了與

學生同步了解市面上熱門遊戲，鍾志鴻會

花時間嘗試，並發現其中的優缺點，藉此

與學生拉近關係。不論早晚都會回復學生

訊息，「自己的學生當然要關心啊！」

　記得剛進入淡江，當時擔任系主任的教

科系副教授沈俊毅就告訴自己：「以後

的教學路程 會遇到很多狀況，當遇到決

策時，要選對學生最好的 就是最棒的決

策。」這句話也是當年教科系教授李世忠

傳給沈俊毅。不論在教學上曾遇到難以解

決的事，鍾志鴻一直將這句話銘記於心。

  「教書真的很辛苦。」鍾志鴻提出，學

生在課堂上的反應，也會影響教師教學。

特別是教授兩個不同班級的學生，若其中

一班學生熱情、另一班卻冷漠，老師的心

情也會有所不同，需要轉換角色，思考學

生喜歡聽什麼，達到有效教學。經過這幾

年的努力發現，其實大部分學生喜愛自己

的教學方式，「甚至畢業多年的校友回來

淡江，還記得我在課堂上說的話，對我來

說，這是很大的鼓勵。」（文／姚順富）

▲▲化材系教授董崇民(右)獲國科會產學合化材系教授董崇民(右)獲國科會產學合
作計畫海報特優。（圖／化材系提供）作計畫海報特優。（圖／化材系提供）

涂敏芬分享滬青學涂敏芬分享滬青學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副

教授涂敏芬開設榮譽學程「永續設計與創

新」課程，於12月19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

學研創享區，發表「滬青學Talk eESG 意

義對話永續論壇」，讓學生以18分鐘短講

的形式，分享「校園偵探：環境永續事件

簿」、「淡水走讀：女力盛放」及「學生

與學校溝通橋樑：淡江永續報告書」。並

邀請建築系教授黃瑞茂、教設系專案助理

教授李長潔擔任評論人。

  三場演講分別帶出本校在環境永續所作

的貢獻、淡水在地女性的文化與智慧，及

分享本校永續報告的編製歷程。

　涂敏芬介紹「滬青學／Who Young Team 

Up」概念，滬尾為淡水舊稱，淡水風、

土、人、情有獨特的脈絡及故事，青年學

子從原生家鄉來到淡水求學，經歷人生最

精彩的大學四年，最後完整學習。

英聽測驗本周進行英聽測驗本周進行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英文

（一）實習」 課程將於12月26日至31日，

於課堂上進行英聽測驗。此成績將佔英文

實習成績10%（英文總成績2.5%）。測驗

開始後，遲到考生即不准入場，請修課學

生特別注意。缺考者請於原班測驗結束後

4日內，依實習課各班授課教師或助教宣

布日期與時段補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