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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8(一)
15:00

資管系
B130 

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
教授鄭麗珍
教師跨領域研究學社群「大數據與
電腦審計研究社群(第六次)」

11/18(一)
16:00

文學院
L304

攝影師林振東
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影像報導

11/18(一)
17:00

大傳系
O303

POP Radio DJ郭秉讓 
流行音樂史介紹及賞析

11/18(一)
18:00

英美語言
文化學系

CL415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副教授施懿芹
108年度蘭陽校園全發院住宿書院
活動－女性主義文學讀書會

11/18(一)
19:00

資訊創新與
科技學系

CL403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洪復一
108年度蘭陽校園全發院住宿書院
活動－AI新世界 讀書會 

11/19(二)
10:00

大傳系
O202

大傳系校友、導演莊晨鴻
分鏡背後的觀點

11/19(二)
12:00

工學院
E680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教授張文亮
工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研習
活動--把大自然當成與學生快樂
學習的舞台--介紹遊學共樂的教
育法

11/19(二)
13:00

大傳系
Q305

民視記者楊凱安  
文字記者前線採訪實錄

11/19(二)
14:00

數學系
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

有蓮廳

巴黎第六大學教授Benoit Perthame  
熊貓講座

11/19(二)
19:00

資管系
B501

KEN studio創辦人蔡柏文(阿肯)    
品牌數位行銷入門

11/20(三)
12:00

教發組
I501／CL423

同步視訊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單維彰   
數學與人文的跨領域創新教學--
以《文化脈絡中的數學》為例

11/20(三)
13:00

文學院
L417

《商業周刋》特約副總主筆
尤子彥
創意城鄉「創業家精神：地域品
牌走向國際」

11/21(四)
14:00

文學院
O504

數位藝術家、城氏互動設計工作
室負責人王連晟
科技藝術創作

11/21(四)
17:00

資圖系
L301

凌網科技服務整合事業處主任
郭佩如    
電子書產業概況→HyRead ebook 
電子書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8(一)
10:10

通核中心
N203

心理師葉北辰
網路世界的虛虛實實

11/18(一)
15:00

風保系
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

有蓮廳

富邦產險董事長陳伯燿
畢業後何去何從 富邦產險董事長
的經驗分享

11/19(二)
10:00

德文系
T605

台灣開天傳動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榮昌
KTR-我的德國經驗

11/19(二)
12:20

體育教學與
活動組
SG2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候選人陳泰廷
你做事的心態可以展現出奧運選
手的姿態

11/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教授
林及仁
 N o n - p e r t u r b a t i v e  q u a n t u m 
chromodynamics for non-experts

11/19(二)
14:10

產經系
B507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鄭力軒
少子化下的人口趨勢、挑戰與對
策

11/20(三)
10:00

外交與
國際系
T505

Asia Political Risk Analyst 
Mr. Ross Feingold
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utside Looking In

11/20(三)
10:10

通核中心
B117

中華企業交流協會顧問、前淡江
未來所副教授陳瑞貴
共譜青銀生命樂章--
尊重、溝通與傳承

11/20(三)
18:30

法文系
B428

KOI集團董事長馬雅芬
一杯茶如何搖出精采人生--
走出舒適圈走向世界

11/21(四)
10:10

會計系
B713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
營運長涂嘉玲
如何解析企業的財務關鍵資訊 強
化危機預警能力

11/21(四)
12:00

資圖系
L522

臺北市百齡高中校長邱淑娟
與新課綱同行：
以臺北市高中為例

11/21(四)
19:00

吉他社
B713

知名音樂人陳思翰
「要是早知道—10件關於創作與編
曲的事」音樂創作講座

11/22(五)
10:00

大傳系
O202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唐士哲
什麼媒介化？媒介化什麼？十字路
口的傳播研究也有好風景

11/22(五)
10:10

學務處
B302A

臨海農場主人劉力學(Pierre Loisel)
【微學分】用ㄆㄨㄣ種菜的老外
談「廚餘施肥法」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邀請的熊貓
講者，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聘教授Dr. Daniel J. 
Scheeres，11月12日在工學院院長李宗翰、航
太系系主任陳步偉及副教授蕭富元陪同下，分

馬訓冷凝用AI神解題

林上能談壓力調適

蔡旻燁論文列JACS 國際跨校學術合作成果亮眼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淡江70，從心超
越！本校即將在明年創校70週年，更邁入第
五波「超越」時期，將盛大舉辦各項慶祝活
動，藉以宣傳本校在臺灣高等教育的超越地
位及優勢，除提升本校知名度，更希望藉以
開拓生源，吸引更多學生前來就讀。
　為籌劃相關事宜，本校分別於9月11日舉
辦「7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預備會議」，11
月6日舉辦「7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1次會
議」，葛煥昭校長於會議中指出，本校已邁
入第五波「超越」時期，建議主軸應與「超
越」相關，活動的部分採分組方式，由各工
作小組召集人組織成員，思考擴大校慶所舉

辦的活動，包括一些基本的活動，如世界大學
校長論壇，希望藉由70週年校慶擴大慶祝及宣
傳，把學校名聲打得更響亮。張家宜董事長則
提示活動需要突顯淡江特色如「三化」、「五
育」，如何將其融入「超越」的主題也是需要
思考的方向。希望能參考過去的經驗，並透過
集思廣益產生共識，做更完善的規劃。
　70週年的校慶主題為「淡江70，從心超
越」，乃考量本校第五波發展以「超越」為主
軸，另參考論語「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而
訂定。籌備委員會下設「學術」、「行政」、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公關文宣」、「招生活動」、「社團活

動」、「體育活動」、「藝文活動」及「校
友活動」等十一組進行相關活動的籌備，將
本校特色「三化」及「五育」囊括其中；各
組召集人也於第1次籌備會議中報告相關初
步規劃，其中包括編集《熊貓講座彙編／專
輯》、《淡江大學校史》三編、「淡江校史
暨張建邦博士紀念館」的改建、舉辦「世界
大學校長論壇」、「淡江願景牆」的設置、
「唱自己的歌－淡江民歌溯源活動」、「聖
火傳遞」、「繪製校慶位大畫」、「校園建
設計畫」等因應70週年之特別規劃，以及將
各項學術、社團、校友會活動擴大舉辦，期
待讓大家看到一個「從心超越」的淡江70。

航太熊貓講者Dr.Scheeres蒞校
別於上午及下午進行拜
會行程，由學術副校長
何啟東及董事張室宜，
代表因出訪歐洲的葛煥
昭校長及張家宜董事長
分別會見。
　 何 啟 東 首 先 轉 達 葛
校 長 的 感 謝 ， 同 時 邀
請參加明年本校70週
年校慶，接著推崇Dr. 
Scheeres在太空研究的
卓越表現，Dr. Scheeres
回 應 因 科 羅 拉 多 大 學

與NASA有許多合作，讓他有更多機會進行研
究；接著提及日前曾至台南成大參訪外，也體
驗了臺灣特有的特色小吃與夜市文化，對於淡
水這個充滿故事的地方，他也想安排時間好好

逛逛。何啟東希望透過此次演講可以帶給本校
師生更多啟發，期待強化兩校間的學術交流及
合作。
　張室宜董事則先向Dr. Scheeres介紹熊貓講座
的由來，稱讚科羅拉多大學校園風景優美，並
提及對此次的演講主題感興趣，Dr. Scheeres
表示淡江校園充滿人文與藝術的美景讓他印象
深刻，之後簡單分享演講內容，說明他的研究
重點，在於充分探索圍繞地球附近的「小行
星」，減少其對地球可能造成的傷害，更希望
從其中發現可利用的資源；接著他稱許淡江同
學在演講中的表現，積極主動回饋又能切中主
題，完全不輸之前他在普渡大學演講時的學生
表現。何副校長及張董事分別致贈「熊貓獎
座」，及印有李奇茂與張炳煌大師的墨寶，淡
江校景及校歌歌詞的花瓶，表達對Dr. Scheeres
的感謝。

　本校為拓展及強化與歐洲知名大學的學術交
流，探訪旅居歐洲校友，校長葛煥昭與董事長
張家宜11月9日，率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
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院長、國際長陳小雀，前
往歐洲進行拜會活動，首站於11月11日拜訪西
班牙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也最負盛名的
馬德里大學，並由葛校長與Rector Goyache 校
長共同簽署MOU，成為本校第226所姊妹校，
為訪歐行程捎來第一則喜訊。（圖／國際事務
暨兩岸交流處提供）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助理教
授蔡旻燁以第一作者身分在美國化學學會出版
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簡稱為JACS）期刊發表論文「Mult ip le 
Binding Configurations of Fis Protein Pairs on 
DNA: Facilitated Dissociation versus Cooperative 
Dissociation」（成對的Fis蛋白質在DNA上的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人資處11月12日
下午在驚聲國際廳舉辦職能培訓課程，邀請台
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副理事長林上能，以「壓力
與藝術療癒」為主題進行分享，近60名教職員
一起探索自我的生活興趣，氣氛熱烈。
　林上能首先以自身經歷為例，說明「情緒帶
著我們做出各種各樣的事情」，想要更好地
工作與生活，就必須找到「我們與情緒的距
離」。接著透過深呼吸及隨意塗鴉，引導眾人
放空冥想，再透過「生活興趣卡」小遊戲，協
助發現自己的生活興趣類型。他提醒「生活興
趣其實就是生命風格，就像導航系統，決定人
生目標和方向；情緒則是燃料，提供前進的動
力。」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工作、友誼以及愛三
者之間的平衡，充分享受生活。

科教中心全國推科普
獲選未來臺灣教育100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教師
教學發展組11月1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研習會」，邀請校
外專家學者與本校107學年度教學實踐計畫主
持人，透過專題講座及計畫成果進行經驗分
享，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蘭陽副校長林志鴻、
逾百位老師與會出席。
　何啟東致詞時表示，近年來學校透過各種平
臺及工作坊，期能提升教學品質，本次更榮幸
邀請到教育部109年教學研究計畫總主持人黃
俊儒教授及中山大學洪瑞兒教授蒞臨本校分享
相關經驗，希望能讓參與的老師收穫滿滿。
　上午分別由黃俊儒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JSAMA-8七國學者會淡江

JSAMA國際學術會議於本校舉行，七國九校近百名
學者參與交流。（攝影／林薏婷）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左三）頒贈航太系熊貓講者Dr. Daniel J. Scheeres
（右三）熊貓獎座。（攝影／游晞彤）

退休人員聯誼會同仁進行「苗栗三義一日
遊」。（圖／退休人員聯誼會提供）

２版

校慶
籌備

多種結合組態：促進解離與合作解離）。
　該期刊是化學領域中的頂尖期刊，也是科技
部自然司化學學門列名的「指標性期刊」，為
SCI所收錄，2018年影響因子更高達14.695，
在同類期刊中排名前25%（12/172 < 7%）。蔡
旻燁表示，這項研究透過與美國萊斯大學理論
生物物理中心的研究團隊合作，成功將國外知

名大學的計算資源、分析方法引進淡江，建立
在化學系所挹注的高速計算設備。此舉預計能
夠帶動實驗室專題生以及研究生的參與。「在
此基礎上，我們打算開發雲端計算資源，並將
實驗室的研究方向延伸至人工智慧（AI）相關
的生化應用，與國際接軌，從而在『計算生物
物理』領域的基礎研究上佔有一席之地！」

　【吳珮瑄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於11月15
日9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6、HC307舉
辦「第八屆尖端材料與應用九校國際學術會
議」（The 8th Joint Symposium on Advanced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JSAMA-8），此次
會議由本校主辦，邀請7國9校，近百位專家學
者蒞校參與。
　JSAMA由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前任學術副校長
安保正一發起，原成員有淡江、日本大阪府立
大學、華東理工大學、韓國科技學院，會議由
成員每年輪流舉辦，以光觸媒為主的尖端材料
及其應用研究為主題。今年由本校主辦，大會
主席由本校特聘教授王三郎擔任，特地邀請日
本兵庫縣立大學、韓國仁荷大學、泰國先皇技
術學院、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以及越南西原大
學加入，使得JSAMA成員由4校增加為9校。
　本次會議共有23篇口頭發表、46篇海報論
文，王三郎說明，發起人安保正一此次也有發
表論文，他是第一位獲得歐洲科學院院士榮銜
的亞洲科學家，曾蒞校參與第二場淡江熊貓講
座，還有2019年獲得歐洲科學院院士榮銜的華

東理工大學教授張金龍、兵庫縣立大學
副校長山崎徹教授等著名學者主講光觸
媒相關之研究成果。
　王三郎補充，安保正一身兼《Research 
on Chemical Intermediates》期刊總編輯，
每次的JSAMA會議幾乎都會出版特別專
刊，讓參加此會議發表論文的老師藉以增加發
表論文之機會。另外，參與會議的各校學生，
每人須以英文發表2分鐘，並與他校師生互相
交流，甚至可規劃前往他校研究與留學。
　參與此會議的化學博三董建潭說：「藉此機
會可以認識多位著名教授，並能與他國學生進
行交流，獲益良多。」化學系碩二陳建霖分
享：「此次協助大會籌辦，學習到很多舉辦大
型會議相關知識，也學到如何將研究成果呈現
在海報論文中。此外，今年7月也到大阪府立
大學交流，彼此情誼得以更加深入，收獲良
多。」化學系碩三溫義弘說明：「此次會議擔
任大會秘書，協助王老師辦理大會所需相關文
件，也將申辦過程整理說明提供給系上參考，
可運用此經驗於未來任教時使用。」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教授張志勇
與真理大學資工系教授游國忠合作指導本校團
隊「馬訓冷凝（Machine Learning）」通過經
濟部《AI智慧應用新世代人才培育計畫‧108
年第一梯次人才解題實證審查》，獲得優等
獎。參與解題並提出實證成果者計30隊，6組
為學校團體，其餘多為產業新創公司。本次共
評選傑出獎2隊、優等獎4隊、佳作獎6隊，馬
訓冷凝為唯二入選的學生隊伍。
　張志勇說明，競賽題目由經濟部向產業界徵
集，皆為業界待解決的「痛點」，參賽隊伍依
研究專長選擇對象題目，繳交成果報告並進行
現場簡報。此次學生選擇的題目是由三立電視
公司出題的「自動化分類與關鍵字推薦」，他
們利用人工智慧中的深度學習，進行新聞稿分
類及關鍵字提供。由於記者撰寫新聞及定義關
鍵字難免流於主觀，該研究的技術運用文本進
行判斷，直接提供關鍵字，使新聞處理的過程
中提高效率且較為客觀。對於鼓勵學生參與競
賽，張志勇強調「可幫助解決學用落差，讓學
生振奮於研究，對產業界也有助益；過程中對
於提升實驗室的AI研究能量有正面的影響。」

模糊理論應用研討會

教學實踐研究研習會 盼提升教學成效

的規劃與經營」及洪瑞兒「教學實踐研究論文
撰寫經驗分享」為題進行專題演講。黃俊儒提
到教學實踐計畫對教師生涯的影響是長遠的，
「希望教師們將研究作為教學的憑藉，以教學
作為研究的發想，透過兩者的結合解決教學現
場的問題，用生命豐富更多生命。」洪瑞兒則
透過案例，分享研究論文分析及寫作的要點，
她強調「撰寫研究計畫時，應以自身的領域專
長思考最有把握的主題，並定期與其他領域老
師、碩博士生討論主題的可行性，寧願小題大
作也不要大題小作，要走學位論文規模。」
　下午則安排通過107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的教授，以口頭及海報方式分享成果。

　【吳珮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科學教育中
心從437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選由「遠見．
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主辦「2019第二屆【未
來教育 臺灣100】」殊榮。11月11日由主任王
伯昌率行動化學車團隊：科教中心執行長高憲
章、林佑燐、吳昌樺、江嘉希、譚均皓、范靜
怡，前往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自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署長彭富源手中接下表揚狀。
　科教中心負責執行科普活動「化學遊樂趣」
帶領行動化學車團隊深入偏鄉，巡迴全國中小
學校園，進行化學教育推廣活動，因而獲獎。
王伯昌表示，此次獲獎除了是對本校深耕化學
科普教育多年的肯定外，也代表對臺灣教育所
作的貢獻，他指出，「大學的責任不僅是教育
學生和知識，還要盡到大學社會責任，對社會
要有所貢獻。」

學術期刊營運策略趨勢講座 陳采琪談期刊困境及DOI應用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出版中心
11月12日下午舉辦「學術期刊營運策略趨勢講
座」，華藝數位學術拓展部經理陳采琪，以
「台灣學術搶救大作戰：學術場域面對的困境
與可能出路」為題進行分享。
　陳采琪首先說明，歷年國內大專校院期刊

退休人員遊苗栗
　【本報訊】11月7日本校校慶前夕，退休人
員聯誼會林雲山理事長特別藉著「秋之饗宴」
帶領退休同仁一行40人前往「苗栗三義」一日
遊的健行活動。行程包括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七里香玫瑰森林和明德水庫日新島。
　苗栗三義鐵道是全台第一條自行車鐵道，以
「勝興車站」為起點，同仁們在鐵軌上以人力
踩踏方式前進，同時欣賞沿途風光美景。午餐
過後前往明德水庫日新島，在島上唯一的水榭
咖啡館，悠閒欣賞優美如畫的湖畔風光。
　同仁們很高興能在林理事長帶領下享受秋之
饗宴，猶如歐陽修〈醉翁亭記〉中「醉翁之意
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的情景。

見度及影響力」可能會是個機會。
　 接 著 陳 采 琪 提 出 數 位 物 件 識 別 碼 D O 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的利用，可提升期
刊文獻在網路環境中被查找的機率，還可透
過數據分析查找者的背景，發掘稿源或其他
的可能性。

陳定川

淡江首位名譽博士

國貿(現國企)系校友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與中
華民國模糊學會（TFSA）主辦「中華民國第
27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iFUZZY 
2019），11月8至9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盛大
展開，活動包括論文發表及AI工作坊，另分別
選出6組最佳論文及最佳學生論文，本校電機
碩二范家瑋獲選最佳學生論文。
　專題演講由中興大學電機系特聘教授莊家峰
談「人工智能—數據驅動的模糊系統」，元智
大學副校長林志民則以圖像化說明「局限性人
工神經網絡的發展與應用」，日本電氣通信大
學教授田中和雄（Kazuo Tanaka）分享「多項
式模糊控制系統設計與分析：理論與實踐」，
及韓國大邱大學教授崔炳在（Byung-Jae Choi)
則探討「模糊邏輯控制系統的設計方法及去模
糊算法」，另發表中英文論文124篇。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許駿飛表示，「本次研討
會在校內舉行，特別爭取本校師生旁聽的機
會，讓師生對模糊理論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展
本校師生的國際視野與學習空間。」他說明模
糊理論為人工智慧的分支，也是現今科技發展
重要的一環，每年皆於世界各地舉辦研討會；
本次活動共有國內外30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
除增進國內模糊系統技術發展及科技研發能
量，也促進臺灣在該領域的國際聲譽及貢獻。

更正啟事
本報1094期「葛校長赴重慶大學賀校慶」新
聞，後段標題應為「促成第223所姊妹校」。

科教中心主任王伯昌（左三）與化學車團隊
於領獎後合影。（圖／科學教育中心提供）

校長董事長聯袂訪歐 
馬德里大學結姊妹校

元智大學副校長林志民於iFUZZY 2019研討會
中發表主題演講。（攝影／鍾子靖）

「108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研習會」，分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攝影／劉芷君）

出版文章篇數逐年下滑，「稿源不足」為重要
的原因之一，她以SWOT方式分析國內期刊的
發展，說明雖有「高品質的學術產出」的優
勢，但也面臨「數位化未成熟、文章外流國外
期刊」等劣勢；在面對「國外指標期刊日益興
盛」的威脅，「結合數位化工具，提升學術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