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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109學年度布達交接典禮 葛校長期許創新前進展現績效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數全國第一

2020《遠見》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文法商全國第三私校第一
　【潘劭愷臺北報導】「遠見雜誌是非常具公
信力的雜誌，能夠在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中獲
得文法商類全國第三名，是對淡江大學辦學
績效的肯定。我們會再持續努力，希望明年
會更好。」葛煥昭校長6月30日出席「典範大
學贈獎典禮-2020《遠見》台灣最佳大學排行
榜」，接受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
均頒贈獎牌後提出的期許。該典禮於93巷人文
空間進行，包括「綜合類」、「文法商類」、
「技職類」、「私校類」前五名大學代表出席
領獎。
　《遠見雜誌》主編謝明彧說明，本次調查

AI創智學院歡喜開工

本校四度獲體育績優

盧清沐春風化雨獲師鐸下半場臺北影節摘四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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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這裡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葛校長授旗7服務隊出發
　本校108學年度暑假社會服務隊授旗典禮6
月29日舉行，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今年
僅有7支服務隊出發，校長葛煥昭到場為服
務隊加油打氣。（文／鄭少玲）

USR領準大一導師認識淡水
　109學年度之大學學習課城將納入「認識
大淡水」，逾百位教師參加6月24、29日由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說明會並走訪重建街。（文／林雨荷）

第七屆皖台物研網研討會  

　第七屆皖台物聯網研討會於7月20、21日
邀請兩岸物聯網專家學者，以「物聯網」為
題進行視訊會議研討會，約2百人聚焦研討
物聯網之學理、技術及應用。

第九屆村上春樹研討會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7月4、5日舉辦「2020
年第9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以線
上同步方式舉行，包括日本、大陸、韓國等
國學者參與。（文／鍾子靖）

粒子治療講座分享新知
　理學院粒子藥物治療研究中心7月13日舉
辦新式粒子放射治療講座，引領師生認識新
式放射治療方式。（文／鍾子靖）

兩師獲專利造福人群有望
　本校專利再傳捷報！資工系副教授張世豪
日前獲美國發明專利，化學系特聘教授王三
郎則獲日本發明專利。（文／林雨荷）

女聯會舉辦糖鄉之旅講座
　女教職員聯誼會7月2日舉辦「糖鐵、糖
廠、糖記憶—臺灣糖鄉之旅」講座，邀請鐵
道文化講師蘇允分享。（文／鍾子靖））

研發處STEAM彩印雷雕課程
　 研 發 處 7 月 2 8 日 與 科 普 飛 行 隊 合 辦
「STEAM一次上手系列」課程，邀請附近
各級學校學生參與。（文／潘劭愷）

榮退茶會交織感謝與祝福  

　人資處6月23日舉辦「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退休人員歡送茶會，葛煥昭校長、張家宜董
事長等逾百位同仁歡送。（文／潘劭愷）

台灣藍鵲現蹤淡水校園
　台灣藍鵲蹤跡淡水校園行人徒步區、會文
館等地，適逢築巢繁殖之際，請往來師生放
輕腳步欣賞台灣藍鵲的飛舞。

 「AI創智學院」開工典禮，校長葛煥昭（前
排左7）與校友、合作廠商及本校同仁歡喜參
與。（攝影／游晞彤）

指標計六大面向39項指
標，維持去年新增「財
務 」 面 向 ， 更 選 用 與
《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
「 大 學 影 響 力 排 名 」
相 同 計 分 來 源 ， 新 增
「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SDGs頁獻度）名
次」，搭配教育部力推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補助件數」，同時提
升「教學表現」比重，
真實反應大學整體表現
是否符合時代價值。
　 葛 煥 昭 校 長 會 後 表

示，本校為教學型大學，除將持續推動國際
化、產學合作等重要項目，積極強化教學與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及「教學實踐研究」
的結合，則是接下來的努力重點。
104人力銀行三大企業最常雇用畢業生 
調查 淡江搶下軟體與網路金融二項榜首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企業對淡江肯定
連連！104人力銀行7月22日揭示「企業最常
雇用大學排行榜」，分析 2019 ~ 2020 年間，
企業徵才最常聘用畢業生學校排名，本校榮
獲「軟體及網路業」及「金融業」第一名。
　本調查為104人力銀行自2019年及2020年應
屆畢業或役畢生共29萬份全職履歷表中，篩
選最想去前十大產業中起薪排序前三高的產
業「軟體及網路業」、「半導體業」及「金

融業」；再分析54.8萬筆2015-2019年畢業
生履歷表首份全職工作在三大產業的學校排
序。分析指出，企業「最常聘用」畢業生與
人才供給量、科系專業度、以及校友聘用口
碑有關，即學校科系的人才「供給量」、專
業含量與學長姐聘雇口碑共同形成的「聘雇
質感」。本校校友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學歷
有78%為大學畢業，職務多為銀行辦事員、融
資／信用業務人員及金融理財專員，平均起
薪為每個月3.6萬元；在軟體及網路業的學歷
有72%為大為畢業，職務多為軟體設計工程
師、Internet程式設計師、國內業務人員及客
服人員，平均起薪為每個月3.6萬元。
企業雇主高度滿意淡江畢業生職場表現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7月公布「企業雇主對106-107年度畢
業生職場工作表現滿意度調查」報告，企業
雇主（或單位主管）對本校校友的整體工作
表現的平均評分約84.96分，且約七成五的
企業雇主，對本校校友的整體工作表現給予
80～100分之高等級的評分。
　本次調查為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委請
統計調查研究中心進行，時間為今年3月至
5月，以105-106學年度畢業生的職場雇主
或單位主管為調查對象，共計1,488筆。企
業雇主對校友工作時的「責任感」、「敬業
精神」、「團隊合作精神」及「職場倫理道
德現」等滿意度皆超過5分，但在「外語能
力」、「國際觀」、「領導能力」的工作表
現滿意度平均分數低於4.5分。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機械系校友盧清沐
現任金門縣金湖國中教務主任，甫獲得教育部
109年師鐸獎，將於9月28日教師節當日在陽明
山中山樓，接受總統蔡英文頒獎。盧清沐開心
獲得肯定，並謙虛地表示，這個獎要歸功於金
湖國中所有老師的共同努力。已61歲的他熱愛
教育，雖然許多同事選擇退休享清福，但他仍
堅持崗位，「持續在教育界打拚到65歲退休的
那一刻！」
　盧清沐民國71年自本校畢業後，旋即回故鄉
金門工作，在金寧國中任教，自此一頭栽入教
育界至今，在杏壇服務近40年。民國73年起進
入金湖國中服務，先後擔任自然科教師、輔導
處主任、教務主任等職務，創設「湖中人」期
刊、督導「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等活動
推廣。數十年來育人無數，現在的金門縣金湖
國中校長謝志偉，亦是他教出來的學生。
　「發掘孩子的優勢，順勢引導孩子適性發
展。」是盧清沐的教育理念，他認為透過教育
可以改變孩子的未來，所以十分關心學生，以
同理心引導學生學習，所以學生即使畢業後，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09年度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通過名單日前公
告，本校通過件數36件，數量居全國之冠。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表示，本校為重視研究的教
學型大學，除了研究能量的持續精進，更需要
鼓勵教師提升教學內涵與技巧，進而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三年來我們樂見投入教學實踐研
究的教師愈來愈多，除了感謝教師教學發展組
的妥善規劃與協助，更希望全校教師能在學術
研究之外，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發展途徑。」
　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李麗君說明，教發組的
成立，即在於協助教師強化教學知能，提升
教學品質；目前除了教師經驗分享及實務操作
的工作坊外，109學年度更增加「主題諮詢」
及「學門教學成果交流」深化及貼近教師的需
求。她也鼓勵教師們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這對老師來說是教學的延伸，除了提升研究
產能，更是對自我職涯的肯定。」

109 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場次表
日期 承辦校友會 舉辦地點

8/15(六)
10:00

苗栗縣
建臺高中會議室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251號

8/15(六)
14:30

宜蘭縣
宜蘭國小5樓
宜蘭縣宜蘭市崇聖街2號

8/16(曰)
14:00

澎湖縣
百世多麗花園酒店B1百麗廳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420號

8/22(六)
9:00

學務處
淡水校園紹謨體育館7樓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8/22(六)
10:30

台南市
總理大餐廳(總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258號

8/22(日)
14:00

屏東縣
紅館美食餐廳
屏東市瑞光路一段812號

8/23(日)
9:00

基隆市
基隆市光隆商職大禮堂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4號

8/23(日)
9:30

嘉義縣市
嘉義市上禾家日本料理
嘉義市垂楊路233號

8/23(日)
10:00

金門縣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8/23(日)
10:00

彰化縣
卦山月圓景觀餐廳會議室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23號

8/23(日)
15:00

雲林縣
三好國際酒店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35號

8/29(六)
11:00

花蓮縣
福康飯店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5號

8/29(六)
14:00

高雄市
高雄市議會簡報廳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156號

8/29(六)
10:00

台東縣
富野飯店
台東市復興路38號

8/30(日)
10:30

新竹縣市
新竹縣議會3樓多媒體簡報室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號

8/30(日)
13:30

桃園市
青埔國中4樓會議室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二段281號

8/30(日)
15:00

台中市
南投縣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活動中心2樓禮堂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400號

9/5(六)
9:30

蘭陽校園
蘭陽校園建邦國際會議廳
宜蘭縣礁溪鄉林尾路180號

（資料來源／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相關異動請洽校服暨資發處。

　【本報訊】為協助即將進入淡江的新鮮人
及家長對淡江有更多認識，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將自8月15日起，在全臺及離島舉辦18
場新生暨家長座談會，除了介紹校園的環境及
系所概況與未來出路外，還有各地區校友會的
學長姐分享求學歷程與職場經驗，及相關問題
的討論與回復，讓新生與家長在入學前能有更
充足的了解與準備，歡迎踴躍參加。若有最新
消息或資料異動，將隨時公布在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網站（網址：http://www.fl.tku.edu.
tw），或電洽(02)2351-5123詢問。

新生暨家長座談15日開跑本校辦學績優備受肯定

葛煥昭校長（左二）接受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左
三）頒贈「2020《遠見》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文法商類全國第三名
獎牌。（攝影／潘劭愷）

109學年起培育英才

　體育事務處今年首次有教師提出申請並通
過3件，體育長陳逸政感謝何啟東副校長的
提醒、鼓勵與支持，以及處內教師們的配合
與努力，「本校沒有相關科系，進行學術研
究的難度較高，透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執
行，一方面可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一
方面也有助於教師升等，對於學生、教師及
學校都有幫助。」此外他還鼓勵教師們踴躍
參加成長社群及教師教學發展組舉辦的活
動，更邀請校外專業人士來校分享，希望藉
由經驗分享與學習共同提升教學知能，「期
許體育課程愈來愈好，讓同學們興趣盎然，
收穫滿滿。」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本校通過63件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09年「科技部大
專生研究計畫」核定結果日前公布，本校共
通過63件，通過率42.6%，榮譽學程學生申請
通過件數22件，通過率52.3%。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指出，「研究計畫通過件
數的成長，也代表著我們教學成效的提升，學
生能夠有足夠的能力申請計畫。」他還提及
108年6月11日「淡江研究高峰會」，邀集研究
績優教授，共同討論如何提升學術能量，及希
望學校能夠協助解決的問題，獲得不少回饋，
並建立相關獎勵制度；同時提供教師修習榮譽
學程學生名單，希望能發掘更多具學術研究潛
力學生，協助他們進行學術研究。「從逐年提
升的通過率可以發現，我們的努力有了成果，
今後也將持續舉辦，透過集思廣益提升本校學
術研究的風氣。」
　108年通過研究計畫的機械系校友蔡青芳分
享，「執行計畫的日子過得十分充實，因為得
要花時間學習關於影像辨識的相關知識，不斷
的修改相關程式，還得應付系上的學業，還好
順利完成，也讓我在相關領域的學術能力有所
成長。」

也都常透過line和他聯繫，維持「亦師亦
友」的關係。
　從事教育工作對盧清沐是快樂的事，因
此無論擔任教學、導師或行政工作，都本
著「用心陪伴孩子」的初衷。他認為教育
應該因材施教，最重要的是以「學生的需
求」為主，並讓其在畢業後能順利升學或
適應社會，目前他正推廣國際教育，比如
與法國學生筆友交流，致力讓金門學生走
出偏鄉教育的框架，順利與國際接軌。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第22屆台北
電影節日前頒獎，由大傳系校友陳寶旭
監製的青春勵志電影《下半場》入圍14
個獎項，最後摘下「最佳導演」、「傑出技
術」、「最佳攝影」三個獎項，並獲得會外
賽「觀眾票選獎」。《下半場》電影以台灣
熱血的高中籃球聯賽（HBL）題材改編，劇情
洋溢著青春的籃球夢，是一部運動類型的勵
志電影。
　大傳系系友陳貝宇表示，這部電影製作非
常用心，主角間情感描述細膩，翻轉的情節

及結局安排，處理得恰到好處而非灑狗血。高
中時因班上有體保生，曾跟拍過HBL的紀錄，
所以看這部片時「很有共鳴」，深受感動。電
影內容淺顯易懂，不會過於艱澀、複雜，畢業
後體會很多人生經歷後觀看這部電影，從中看
到那個階段的「我們」，這或許是《下半場》
獲得觀眾票選獎的原因。

機械系校友盧清沐榮獲109年師鐸獎，將於9月28日
教師節接受總統蔡英文頒獎。（圖／盧清沐提供）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獲得109年度
教育部體育署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獎，將於
9月16日在張榮發基金會11樓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頒獎典禮。本校長期推展體育活動、體育行
政、運動社團等多項活動不遺餘力，體育事務
處積極帶領體育行政團隊在教學研究、行政服
務及活動競賽等方面表現出色，更使本校曾於
98、102、105年度，獲得教育部體育署推展學
校體育績優獎項的肯定。今年與臺灣大學、彰
師大一同獲獎，亦是本校第四度獲此殊榮。
　體育長陳逸政感謝教育部肯定本校持續推展
體育的用心，「這次報名的審查資料都是同仁
長期投入、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很榮幸獲得
此獎，感謝學校對體育活動的支持，更感謝體
育處同仁和教師的協助與信任，讓體育競賽成
績、舉辦全國賽事等活動深獲各界肯定。」
　本校積極辦理各項體育競賽活動、全校體適
能檢測、鼓勵學生參加全國大專聯賽及錦標賽
之外，並與教職員工組成團隊參加全國大專校
院教職員工錦標賽，以運動凝聚情誼。體育處
也積極爭取校外經費補助，承接大專體育總會
劍道、健美委員會學校，辦理全國大專院校劍
道、健美、籃排球等錦標賽。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因應疫情減
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陸續開放低風險及中低
風險國家或地區學生申請回臺，國際處同仁分
別於7月2日、5日、23日、24日及31日共接回
96名港澳同學，並協助處理後續事宜；國際事
務副校長王高成與國際長陳小雀更於7月2日赴
桃園機場迎接第一批返校同學，並贈送內含校
長祝福信的幸運福袋給學生打氣。所有同學將
依照規定進行14天的居家檢疫。
　陳小雀感謝法文系系友，前香港校友會會長
葉雅琴大力協助，讓本校學生得以在第一時間
購得優惠機票回臺，「雖然疫情阻隔了地理區
域的交流學習，但是未來的發展，是沒任何限
制的，」她鼓勵同學順應環境的快速變化，掌
握機會，洞悉未來，展現淡江人的卓越基因。
　歷史系林毅樺表示：「當我回到臺灣當下，
心情十分激動，猶如獲得新生，因為已有半年
沒有踏上臺灣的土地。居家檢疫的14天雖然漫
長也辛苦，但也順利的度過了，接下來將就讀
碩士班，繼續我的淡江生活。」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策略中心
7月23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大學與
永平高中共備共學座談會」邀請策略聯盟學校
永平高中進行交流，校長葛煥昭、學術副校長

共學共備座談 本校永平高中經驗交流
何啟東、永平高
中校長劉淑芬及
相關主管、本校
各學院院長及商
管學院各學系主

任等出席參與。葛校長在開幕致詞時表示，淡
江與永平103年即簽訂策略聯盟，期間雙方合
作密切，本校曾在日本文學及德國文學教學上
給予協助，接下來也將透過共備共學，將大學

端師資引入高中教學，共同因應108課綱。永
平高中校長劉淑芬除了感謝淡江長久以來的協
助，更指出淡江為該校學生就學率最高的私立
大學，就讀校友肯定淡江的教學也鼓勵學弟妹
加入淡江，期望未來可以有更多合作機會。
　接下來進行三場簡報並進行座談，雙方希望
透過充分了解高中端的需求後，規劃以開課方
式讓大學與高中有共備共學的機會，同時提供
高中生更豐富的的學習歷程。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09學年度
將以「AI創智學院」培育人才，7月28日上午
10時在工學大樓中庭舉行開工典禮，校長葛煥
昭、工學院院長李宗翰、支持母校的校友們、
合作廠商、校內一二級教學與行政主管、師生
等人一起見證這歷史時刻，由葛校長代表手執
鐵鎚敲打三下，祈祝該院旗下4個實境場域開
工圓滿順利。
　開工典禮中，化材系校友暨翰可國際董事長
陳洋淵、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秘書長許義民、數
學系校友暨信邦電子集團董事長王紹新、新日
興集團副總經理阮朝宗、台灣微軟公司協理楊
毓峰和經理凃天威、亞新工程顧問公司研發長
高宗正、宗陽工程集團董事長李宗民、找活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攸凱、神通資訊科技處長
蔡典谷等人出席，葛校長感謝大家蒞臨、向支
持該院的校友們致謝，並強調，本校邁入第五
波正處智慧科技急遽發展時代，將「共創大淡
水•智慧大未來」作為中程願景，更掌握「智
慧」趨勢打造智慧校園並進行資訊轉型，積極
培育學生成為AI產業所需之數位人才，祝福未
來營運順利。接著李宗翰介紹AI創智學院，指
出預計9月底將會完工，開學會有全新風貌與
大家見面，希望校內師生注意開課訊息，歡迎
大家報名上課。

「淡江大學與永平高中共備共學座談會」，兩校進行交流。（攝影／鍾子靖）

國際處接港澳生返校

國際副校長王高成（右5）與國際處同仁赴桃
園機場迎接返校同學。（圖／國際處提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8月3日秘書處舉辦
「109學年度布達暨單位主管交接典禮」，總
計6單位布達、25個二級單位主管交接，學術
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蘭陽副校
長林志鴻等逾百人到場見證。葛煥昭校長感謝
卸任主管們完成了階段性任務，肯定他們及對
學校的付出與貢獻，期許新任主管在最短時間

內了解熟悉業務工作，並在前任主管奠定的良
好基礎之下繼續努力，創新前進展現績效。
　典禮後進行「淡江大學菁英會」會長交接典
禮，由前任會長孫瑞隆及新任會長江誠榮進行
交接，葛校長同時頒贈感謝狀給孫瑞隆，感謝
擔任會長期間對學校的支持與付出，並頒發當
選證書給江誠榮，期許繼續給予學校支持。

葛煥昭校長（左）頒發印信予109學年度新設
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攝影／鍾子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