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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8(一)
12:00

體育事務處
B115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胡延薇
青銀共榮系列演講：「幸福感：從
大腦、情緒與認知探索」

11/8(一)
16:10

中文系
L303

「非常林奕華 Edward Lam Dance 
Theatre」 文本創作／戲劇顧問
徐硯美
中文系榮譽通識講座「在文學中，
美好與苦難與我們等距」

11/8(一)
19:00

資工系
CL403

資工系助理教授洪復一
1 1 0 年 度 三 全 學 院 住 宿 書 院 活
動-Google、臉書、微軟專家教你
的66堂科技趨勢必修課

11/9(二)
10:00

通核中心
HC307

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系教授
劉家伶
淡江通識藝文講座-音樂跨域與數
位科技

11/10(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

教心所教授柯志恩
如何讓沒動機的學生願意聽課

11/10(三)
16:00

中文系
L303

世新大學兼任講師，台中古典音樂
台「音樂達文西」主持人吳家恆
中文系榮譽通識講座「暮色中趕路
的旅人-《最後四首歌》的赫塞詩
作」

11/10(三)
16:00

三全學院
蘭陽校園紹
謨紀念活動

中心

觀光系副教授陳淑娟
110年度三全學院住宿書院活動－
「羽」你/妳共享動滋趣

11/10(三)
16:10

德文系
B602

前東莞市承添實業/前上海凱薇詩
實業/前青島凱韋斯家居禮品
董事長曾怡霏
勇敢跳脫舒適圈 - 讓我中年就退休

11/11(四)
12:00

體育事務處
B115

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
青銀共榮系列演講：「快樂的時間
軸：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快樂」

11/11(四)
14:00

通核中心
L209

烏犬劇場藝術總監彭子玲
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系列~自我
認知肢體劇場工作坊（一）

11/12(五)
12:10

法文系
FL106

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許淩淩
外語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與研
習活動：第二外語科系的戲劇表演
課如何克服文本閱讀和演出製作的
雙重挑戰

11/12(五)
13:10

通核中心
HC307

中鼎集團永續發展暨品牌部經理
胡美貞
全球永續目標與企業實踐分享

11/12(五)
13:30

通核中心
文錙藝術

中心

風之舞形舞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吳義芳
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系列~舞蹈
與自然環境即興工作坊系列二

11/12(五)
14:00

通核中心
L209

烏犬劇場藝術總監彭子玲
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系列~自我
認知肢體劇場工作坊（二）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淡江71 AI+永續=∞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徐瑋廷
Probing and Tailoring of Interlayer 
E lec t ron ic  Coupl ing in  B i layer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11/10(三)
12:00

電機系
E819

電機系教授周建興
結合人工智慧技術於跨領域研究之
應用

11/10(三)
15:00

航太系
E415

捷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院太空物
理系教授Ondřej Santolík
太 陽 圈 的 音 樂 ( M u s i c  o f  T h e 
Spheres)

11/11(四)
13:00

機械系
E787

新代科技公司總經理特助陳弘真
智慧機械生產及機聯網應用介紹

11/12(五)
15:00

日文系
T506

華語文化課講師陳姵瑾
日本茶道與異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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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慈珊談全英語教學經驗
　教發中心邀請英文系副教授張慈珊以
「全英語教學與課程經營」為題，分享自身
全英語專班的教學經驗。（文／鄭佩維）

英語授課實踐研究分享
　觀光系於10月29日邀運管系副教授鍾智林
分享「英語授課課堂的教學實踐研究」，如
何提升EMI授課成效。（文／朱映嫻）

魏世杰教你用AI寫小說
　日文系10月29日邀請資管系副教授魏世杰
介紹「AI寫小說」，他說明如何運用AI技術
來創作小說。（文／林曉薇）

張中勇介紹情報研析整合  

　戰略所於11月2日邀請中央警察大學公共
安全學系教授張中勇介紹「情報研析整合之
研究」，交流情報內涵。（文／李沛育）

化材２生獲模具論文獎
　本校化材碩二饒又禔、化材碩班校友柯冠
瑜受化材系副教授黃招財指導，於10月21日
獲頒第九屆模具論文獎優等、獎金2萬元。

11月30日前完成補繳費
　加退選後一般生及就貸生之補繳學雜費，
請於11月9日到30日至補退費查詢系統查詢
後，至中國信託網站繳款。（文／陳昀）

資管學生專題成果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歡慶本校創校
71週年！本校今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
樓舉行校慶慶祝大會，會中將頒發第35屆淡江
菁英金鷹獎、捐款感謝獎，以及頒授名譽博士
學位。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將與貴賓、
校友、各一二級主管及教職員生一同慶祝本校
71歲生日。 
　金鷹獎係表揚校友對國家、社會、人群及母
校之卓越貢獻，本屆共有6位傑出學長獲獎，
分別是錫山集團董事長、英文系校友王屏生，
東海大學董事、化學系校友林稟彬，教育部常
務次長、電算系（今資工系）及大陸所校友林
騰蛟，康寧大學副校長、大陸所校友馬西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水環系校友陳慶和及
羿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合經系（今產
經系）校友黃進霖。
　接著頒發捐款感謝獎予管科系校友徐航健、
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數學系校友王
紹新、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穩懋半導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會計系校友陳進財、翰
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化材系校友陳洋
淵、利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雲等捐款
人，感謝對於本校的捐贈與肯定。 
　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推薦的陳進財學長，將
由葛校長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感謝及表彰
他對母校及社會的貢獻，為本校頒授之第二位
名譽博士。

　慶祝大會後，將於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進行
「太陽能光電啟用典禮」，該系統為本校與校
友企業信邦電子合作規劃開發，將由葛校長、
張董事長、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及太陽能系
統整合事業處處長林懿賢共同啟用，邁開永續
校園第一步。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及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也將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校
友聯誼活動及世界校友會會員大會，聯絡校友
感情並強化與母校的連結。
校慶蘭花展色香俱全 秋石斛蘭稱冠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為慶
祝71週年校慶，11月4日至11月6日上午9時
至下午17時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校慶蘭花展
「藝探蘭境」，來自全國各地共371盆蘭花參
展。董事長張家宜也於11月4日下午前往觀
賞，細品蘭花之美。
　總務長蕭瑞祥表示，今年蘭花展與台灣蘭
藝協會合作，由於疫情趨緩，參展的蘭花數
較去年多，「本次蘭花展的特色，除了各式
蘭花爭奇鬥豔，就是一進展場就能聞到淡雅
的香味，讓大家在視覺享受之外，更能放鬆
心情悠遊其中。」資產組專員羅可媗也講解
主題涵義，希望大家能以藝術角度一探蘭花
的奧妙。
　評審委員召集人，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
理事長賴清義說明，參展蘭花依屬性分為
「蝴蝶蘭」、「嘉德利亞」、「石斛蘭」及

「其他」四類，經20位專業評審評比後，先選
出16株冠軍蘭，再從其中決定總冠軍，廣田蘭
園洪季田所培育的「秋石斛蘭」獲得大多數評
審的肯定勝出，關鍵在「花莖結實、花瓣顏色
呈現如潑墨，線條分明且能隨花期產生變化、
花萼較短小，讓整朵花呈現圓潤感。」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2021資訊合作
應用成果展由資管系與圖書館聯合策展，於11
月1日至5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學研創享區
展出，資管系的參展主題為利用程式語言應用
在未來生活上，各組學生在專題製作時，配合
日常生活運用，以健康幸福為目標，發想並利
用所學，增進未來社會福祉。
　專題製作前三名具特色，第一名InfantCare
寶貝照護小能手結合哭聲辨識及口鼻偵測，能
協助新手爸媽及時了解嬰兒的需求；第二名
E-Dorm以手機安裝住宿推播系統，便利同學
生活，甚至讓宿舍管理員方便查詢住宿生房間
號，直接發送提醒訊息；第三名LearnEng以增
加英文閱讀能力為主軸，利用人工智慧學習，
結合大數據演算法，漸進式推薦適合使用程度
的文章，對英文初入門新手而言是必備神器。
　產經四楊長諭分享，LearnEng令他有感而
發，大部分的人在脫離學生身分之後，就多與
英文閱讀脫節，「這項軟體適合想持續進修英
文能力者，在字詞搜索功能上簡單易讀，實用
是最大特色。」

　【記者陳子涵臺北校園報導】會計系於10月
30日在臺北校園舉辦「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
獎研討會」，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中
華會計教育學會理事長薛敏正、《當代會計》
總編輯政大教授陳明進蒞臨研討會，本校會計
系教授顏信輝表示，在穩懋半導體贊助下，此
研討會能對國內會計學術發表有一個很好的平
臺，並提供高額獎金及未來有機會發表在當代
會計的管道，能讓學子產生學術研究之動力。
　同時擔任本校世界校友會總會長的陳進財
表示，穩懋會計當代碩士研討會至今達成的成
就，將歸功於各位師生所花費的心力及支持，
更感謝參與的每一位師生，「期望此研討會不
是侷限於頒獎，而是成為為全臺灣學習會計專
業領域學生的舞台。」同時鼓勵學生發揮所
長，為臺灣會計界留下永續性。
　本次研討會吸引了臺大、政大、中央、中

感念師恩 數學系友捐款頒獎學金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11月4日舉辦「書畫傳真ZOOMIN作品展」發
布會，由主任張炳煌主持，偕同駐校藝術家沈
禎解說相關書畫作品，逾20位學生到場參與。
　此次展覽由張炳煌策劃，70件展出作品皆由
數位e筆創作，繪畫風格多元，從西畫、水墨
畫、版畫到書法，不同的創作媒材都能運用數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2(五)
19:30

管科系
D508

臺灣金控副總經理歐興祥
理財與總體經濟

本校與５智慧產業策略聯盟

位e筆呈現，他說明「數位e筆的出現，是希望
科技與傳統結合，讓更多人欣賞藝術之美。」
　張炳煌特別提到，本次展出作品，每幅畫都
暗藏玄機，運用「書畫ZOOM IN」技術將書
畫與科技結合，觀展民眾只要拿著手機對應畫
中特定部位，就會自動跳出Youtube影片，秀
出作畫過程，歡迎大家到場體驗。

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 陳進財親頒

邱皓政視覺化資料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11
月3日舉辦講座，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管
系教授邱皓政以「開啟教學研究之窗：資料
視覺化與教學成果之展現」為題，分享他過
往在統計資料視覺化上的經驗。邱皓政曾寫
出多本以白話方式解釋統計學的教科書，被
多所學校採用，他笑稱「最愛的不是統計而
是寫作，所以一直寫書來強化這興趣」，他
也常鼓勵學生多發展自己有興趣的事，多增
加其他才能。
　談到資料視覺化，邱皓政分享在課堂上做
的手機使用行為調查報告，他請班上同學以
星座分組，調查組內其他同學的手機使用習
慣，為加深同學印象，還特別請學生以自製
海報的方式進行成果發表，加上各組間相互
提問，讓學生都可以了解統計如何貼近生活
使用。
　除了在課上使用數據分析，邱皓政更把資
料視覺化的方式，運用於學校對學生的研
究。他先透過Excel分析班上學生的成績，找
出成績低於平均值的學生，嘗試了解他們在
學習上遇到的困難，從而提供適切的幫助。
一段時間後，邱皓政被師大邀請擴大研究範
圍到全校學生，除了分析不同入學管道入學
學生表現差異，同時進一步了解各系學生跨
領域修習課程的意願。「研究結果顯示表現
最好的是繁星申請的學生，其次是個人申請
的學生，最難預測表現的則是外籍生，因為
來自同一個國家的學生，成績表現相當極
端，這也反映出不同國家跟本土學生的學習
差異，是待解決的問題。」

邱皓政分享如何透過視覺化統計資料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攝影／謝聿涵）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數學系於11
月1日上午11時30分在鍾靈化學館C013水牛廳
舉辦「獎學金頒獎典禮」，頒發「楊世雄勵
學獎學金」及本學年度起由「鄧靜華老師獎
學金」更名之「學生程寇平紀念鄧靜華老師
獎學金」，由系主任余成義頒發。其中數學
二陳傑揚同時獲得兩項獎學金。
　「學生程寇平紀念鄧靜華先生獎學金」是

系友程寇平感念鄧靜華當年的教誨，及對
數學系之貢獻，數學系1967年畢業系友特別
合捐獎學金基金，成立此項別具意義的獎
學金，獎勵數學系品學兼優及家境清寒之學
生，冀培養具有數學潛力之學生。此次獲獎
的有數學二陳傑揚、阮柏誠、數學三鐘仁
宏、方玫方、數學四李若婷及許舒婷，共6位
同學獲獎，每名27,000元。

　「楊世雄勵學獎學金」由系友捐贈，
獎勵對基礎學科努力學習的學生，致力
研究數學，希望為社會培植優秀AI科技
研發人才，獲獎學生有數學二陳傑揚、
數學四李健立及陳愷晴共3位同學，每
名2萬元。數學二陳傑揚表示，剛開始
念數學系時，覺得很困難，現在開始慢
慢克服，獲得獎學金，讓他感受到教
師、校友們的鼓勵，未來更有學習的動
力，希望可以繼續保持，獎學金也會交
給家人善用。

數學系頒發兩項系友捐贈成立之獎學金，由系主任余
成義（左三）頒獎予同學。（攝影／羅婉瑄）

　【記者彭云佳臺北校園報導】管科系EMBA
班10月29日晚上舉辦「全球財經與管理專題
講座」邀請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董事總經
理黃正忠主講「台灣邁向淨零碳排放的挑戰
與機會」，分享世界各國現正積極進行低碳
轉型與未來除碳淨零趨勢，呼籲重視臺灣碳
排放過量的嚴重影響。
　黃正忠到各大企業主講淨零碳排放的世界
趨勢，希望本校同學也一同關心這項世界議
題，他強調人類需要警醒確實減少碳排放，
同時注重環境永續意識的議題，「全球世界
都正在提倡、實踐節碳和綠能，臺灣更應該
超前部署，須由政府和企業制定相關政策
與策略帶頭推動。」他同時建議，個人也有
很多可以減碳的做法，包含不開不必要的電
源、隨身攜帶環保杯，選購材質為回收利用
再製造的商品，「我的皮夾即是用廢棄沙發
皮重新製成的。」

黃正忠籲重視永續

本校與5家智慧產業公司組成策略聯盟，由葛校長（左三）
代表與5家企業進行簽約。（攝影／謝聿涵）

校慶慶祝活動一覽表

時間 活動名稱及地點

9:00 校慶慶祝大會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10:00 太陽能光電啟用典禮
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

10:40
校友聯誼活動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有蓮廳

11:00
世界校友會會員大會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有蓮廳

12:30 名譽博士歡賀餐會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15:30 覺軒(QP咖啡)營運茶會
覺軒

書畫傳真ZOOMIN發表會 手機一刷驚奇跟著來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宜鼎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詮欣股份有限公司、人工
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精英國際教育集團5家智慧產業公司組成
策略聯盟，並於11月4日上午11時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穩懋廳舉辦「淡江大學與智慧產業公

司策略聯盟簽約儀式暨產學媒合
會」，由校長葛煥昭代表與5家
企業進行簽約，校內一二級教學
與行政主管、師生、業界代表近
50位見證觀禮，攜手進行人工智
慧跨領域合作。
　5家企業中，宜鼎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簡川勝為機械系校
友、人工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張榮貴和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陳世安均為金鷹校友、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董事長張義雄
是水環等系所校友，詮欣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吳連溪則與本校持續產學合作。
　葛校長感謝這5家智慧產業公司領袖親臨現
場，致詞表示，隨著AI加速進行，本校於109
學年度開辦AI創智學院、110學年人工智慧學
系開始招生，該系的註冊率達100%，顯示AI
受到各界重視，今天與各位組成策略聯盟具有
宣示意義，表達淡江將結合AI和SDGs發展永
續的決心，透過這5家智慧產業的密切合作，
運用AI技術進行創新轉型，並持續整合雙方資
源及強化產學合作，以創造雙贏和永續發展的
成果。簡川勝、吳連溪、張榮貴、陳世安、張
義雄也逐一致詞並感謝能與本校簽約合作。簽
約典禮後，研發長楊立人進行產學媒合會，向
在場企業、教師介紹本校教師研發能力，讓雙
方了解產學合作需求，並協助鏈結產學合作相
關資源。

校慶蘭花展總冠軍「秋石斛蘭」。（攝影／
陳國琛）

正、中興、中原、彰師大、東吳、輔仁、淡
江、中科大、雲科大及臺北大學等校師生共襄
盛舉。研討會共收錄23篇全國各大學會計相關
論文，陳明進表示，今年擴大參與，但同樣公
平公正，透過成立的五位獨立評審委員會選出
特優3篇，各頒發獎金14萬元，優
等6篇，各獎金3萬元，並頒發獎
座與證書以勉勵學子。
　今年獲選特優獎的中正大學會
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碩士蕭詠心，
撰寫「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理人和
員工異常薪酬差距之關聯性：員
工構面之實證分析」，獲獎金14
萬元，她分享，「在寫論文的過
程中，常會發生研究結果不理想
的情況，要多與教授討論或換一
個思路，才能突破困境。」

　另獲得優等獎的東吳大學會計學碩士蔡心
慈，撰寫有關機構投資人共同持股與財務報表
可比性之關聯性，她提及，參加此次的研討會
是個很難得的經驗，也能夠將自己的論文分享
給其他人。

穩懋當代會計碩士論文獎研討會，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
（左一）頒獎給論文特優獲獎同學。（攝影／陳子涵）瞄準健康幸福未來

文錙藝術中心書畫傳真ZOOMIN作品展，中心主
任張炳煌說明畫中玄機。（攝影／黃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