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戴瑜霈專訪】「交通是食、衣、住、
行裡最重要的運輸活動，天天都跟我們產生關
聯，只要處理好民眾往返各地的需求，就能讓
社會發展更快速便利。」擔任交通部航政司首
位女性司長的何淑萍校友，26 年來，她從小
職員晉升為航政司司長，致力服務臺灣交通
業，積極進取，籌劃國家交通發展不遺餘力。 
　何淑萍是本校運輸管理系（前身為交通管理
系）第二屆畢業生，大學畢業 1995 年她一舉
考上公務人員交通工程科高等考試一級，曾在
台北捷運公司和交通部空運科工作，之後轉
調民航局，歷任組長、主任秘書至副局長。
在她擔任民航局副局長期間，航空業三次罷
工，都有她穿梭溝通的身影。何淑萍 2013 年
以中華台北代表團身分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年會
（ICAO），2016 與 2019 年均由她率領宣達
團前往加拿大蒙特婁，與 ICAO 會員國進行場
外交流，是近年臺灣民航界在國際與兩岸事務
上的靈魂人物之一。 
率隊參與國際交流　帶人又帶心
　「我是率隊出團的領導，能讓『臺灣』被世
界看見，絕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擁有一個積
極的團隊很重要。」何淑萍表示，由於臺灣國
際身分特殊，參與國際會議前，團隊需要在符
合國家整體利益情況下，準備很多議題，才能
在當下順利與其他國家交流，她說：「領導一
個團隊，其實不是用權威的方式，而是耐心地

溝通協調，讓他們心甘情願與我們共事。」 
　何淑萍坦言，每一次參與國際交流都是很大
的挑戰，除了要面對非母語溝通的障礙，也要
代表國家爭取利益，不過她認為，每一件事情
既然遇到了就要努力克服，因為有過經歷，往
後再推動的時候，才能知道如何應對處理、如
何高效率地準備和實行。
　「剛好我當副局長之前發生兩次空難，我當
時覺得人力對我來講很重要，但是民航局想比
照公務機關增加人力不容易，那該怎麼辦呢？
就是要溝通協調。」何淑萍說明，民用航空運
輸業近年來持續蓬勃發展，航空產業家數成
長，機隊規模日益擴大，航運量屢創新高，航
空保安作業、飛航服務及空域管理等需求增
加，不過第一線管制人員的編制卻十幾二十年
來沒增加過。
力推民航局編制人員增額
　她舉馬祖北竿和南竿機場的例子，兩個機場
主要地勤人員加起來才十個人，一般人很難想
像一個站體那麼大的機場，其實人力非常不
足。於是何淑萍與團隊積極地準備資料，終於
在今年 4 月立法院三讀修正「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組織條例」第 6 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
航服務總臺組織條例」第 6 條條文，將民航局
編制員額進行相關調整，並增列飛航服務總臺
飛航管制核心業務的管制員編制 232 人。
 　何淑萍感性地說，增加人力是民航局第一

3學習新視界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9 日 

　

108 特優導師獎

　

人物短波

張舒妍赴美授華語課程
　推廣教育部華語中心華語教師張舒妍外派密
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教授華語文課程逾三個
月，執行「臺灣優華語計畫」，推廣臺灣優質
的華語教育實力。張舒妍分享她的收穫和期
許，密西根大學校內課堂中相互尊重的討論和
自由的風氣，都令她十分欣賞，也參與校內臺
灣文化的交流活動，倍感收穫。在設計課程時
為了增加學生興趣的互動遊戲，會融入更多文
化連結，強化學生對華語的記憶和興趣。她期
許扮演好角色，在密西根完成華語教學的重要
任務。（文／謝采宜）

　「學生完成一份作品有多不容易，身為老
師就要給予他們多大的肯定。」中文系副教
授侯如綺榮獲108學年度特優導師，10年間教
育莘莘學子，她與不少同學建立起亦師亦友
的情誼，也時常透過聊天談心，鼓勵學生嘗
試新事物，成為跨域人才。
　教學方面，侯如綺主要教大一新生的必修
課及擔任導師，包括中國語文能力表達和
文學概論等課程，幾乎每位中文系同學都
修習過侯如綺的課，她在系上號稱是「大
一女王」，除了奠定同學對專業知識的認
識，也專門解決大一新生面對科系、環境適
應、修輔系、修雙主修和升學問題，侯如綺
說，「因為我都教大一，會想要把很多知識
基礎告訴他們，讓同學們未來在選修其他課
的過程中，能運用基礎理論融會貫通。」
　侯如綺曾擔任中文系畢業專題論文發表會
的指導老師，她與大四同學一起合作，比照
學術規格舉辦論文發表會，不只邀請專業評
審講評，還印製會議手冊，透過QR code掃
描、瀏覽論文，即時參與同學與業師的討
論。侯如綺表示，這是中文系第一次舉辦大
規模學生的論文發表會，之前選擇論文組的
同學單純繳交論文就能畢業，但侯如綺認
為，寫論文對學生來說是一件負擔很大的
事，「如果能有一個舞臺證明同學一年來的
努力，那個感覺會很不一樣，尤其看到大學
部同學上臺發表完論文．自信又充滿成就感
的笑容，一切都值得了！」
　她分享幾年前有位畢業多年的學生來說：
「很謝謝老師當初聽我講那麼久，我那時突
然有種被重視的感覺，這帶給我很大的支持
力量。」她表示，聽到學生的回饋非常感
動，但在當下，其實並不知默默陪伴的舉
動，原來已經深入學生內心，「我覺得學生
有時候就是這樣，他們需要有人重視、聆聽
內心感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他都有可能
記在心裡。」中文系畢業出路怎麼樣？薪水
會不會很低？是侯如綺常被學生問到的問
題，她會鼓勵學生往其他方向看，認為中文
系畢業的學生，反而是扮演社會文化中重要
且穩定的力量。（文／戴瑜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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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家通力合作，因為修改條文需要不同人力
的專業和資源，所以從前就算想推動也難以執
行，非常耗費心力。她認為很多事情都是小小
的萌芽，雖然民航局人力短缺是長久以來的問
題，但每件事處理的順序不一樣，「有些事情
需要不斷地推動，有些則是需要時間沉澱，慢
慢去說服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也讓同仁願意跟
著你做，所有協調都需要時間。」
曾大病初癒　珍惜生命盡吾所能　
　回憶大學時代的點點滴滴，何淑萍參加過淡
江商管學會，體驗到「學校是小型社會的延
伸」，不只在學會裡舉辦過大小活動，也參與
過不少名人講座，她還擔任刊物美術編輯，培
養獨立製作刊物的能力。不過大學的快樂和自
由沒有持續太久，何淑萍就被醫生下禁足令，
生病之後父母不同意她再繼續參加學會，生活
變得單純，早上專心上課，下午放學回家，就
連同學也沒注意到她生病的情況。 
　「人生那時候，曾經離死亡很近，突然意識
到，這輩子可以好好活著把一件事情做完，是
很美好的事情。」何淑萍分享，那段住院的日
子哪裡都不能去，她第一次體會到何謂「籠中
鳥」，就算正值 20 歲的青春年華，年輕有活
力但卻飛不出去，尤其插著點滴，看到同學們
來探望一下就走了，心中不由得萌生：「明天
我還在不在？還有機會再見到他們嗎？」她
說：「當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我才會體悟到

人生不過如此，應該要趁健康時，盡吾所能。」 
　談及從前規劃過的交通建設，何淑萍認為，
「交通便利」從來不是一蹴可幾，需要各方單
位的溝通協調。從前在學校學習交通規劃與實
踐，常常天馬行空的提出各種問題，現在位處
管理階層，變成時時刻刻都在處理事情、解決
問題，她鼓勵所有學生們，在大學期間要準備
好「自我學習、自我思考、自我修復」的能力，
因為當職位爬得越高，越需要反覆省思自己待
人處事的態度，畢竟想要促成跨單位合作，勢
必得圓融的溝通協調。

▲侯如綺透過聊天談心，鼓勵學生嘗試新事
物，成為跨域人才。（攝影／林育珊）

戰略所 40 年辦全民國防論壇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於成立 40 週年之際，與教育部基北
宜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
本校軍訓室於 11 月 24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聯
合舉辦「2021 全民國防教育大展－全民國防教
育論壇」，共 20 多位師生、基隆市、臺北市、
新北市和宜蘭市的大學教官共襄盛舉，一同探
討未來國防教育的策略與實務。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
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湯文淵共同主持，軍訓室主
任王鴻展、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科科長張惠
雯、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林高洲等一同
交流。翁明賢表示：「共軍擾臺一直是重大國
安危機，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在 2027 年迎來建
軍百年紀念，現在戰爭形式多以資訊戰為主，
國防科技將是本次論壇的重點，即使教官未來
轉型為國防教師，也將會面對此一課題，本校
將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科師資培訓班，對國防科
技會有相當的著墨，歡迎教官們前來報考。」

張瑞麟帶領 AI 體驗工作坊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AI 創智學院
於 11 月 24 日中午 12 時，在 AI 創智學院實境
場域舉辦「零基礎 AI 初體驗實作工作坊」，
邀請 AI 創智學院研究助理張瑞麟透過活動帶
領同學利用微軟 AI 與應用 AZURE，實際操
作 AI 影像辨識，吸引逾 25 位同學到場參與。
　張瑞麟引用人工智慧之父 John McCarthy 名
言：「人工智慧就是要讓機器的行為，就像人
所表現出的智慧行為一樣。」說明人工智慧與
生活的連結。他指出，人工智慧是透過人工神
經網路，幫助機器傳遞及處理資料，當進行機
器學習時，最終會達到深度學習，當深度學習
後，就可以使電腦自動判斷、歸類、分析人類
所輸入的資料。接著，他引導學生使用微軟平
臺的自訂視覺功能，輸入各 20 張狗和貓圖片，
並分別加入資料庫，讓電腦進行物件偵測並學
習，張瑞麟補充，這就是人工智慧在生活中的
用處，可利用大數據加上電腦運算，重複解決
電腦程式中的問題，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

明日世界論壇 雲天偉分享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教育與未來設
計學系舉辦「明日世界前瞻論壇：城市未來系
列講座」首場於 11 月 15 日 13 時在 I201 舉行，
邀請新加坡藝術團體 Post-Museum 創辦人之
一雲天偉以「以城市行動創造未來（Making 
future(s) in Practicing the City）」為題進行線上
演講。另有 3 場講座請見報名系統。
　雲天偉以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曾於 1989 年
的一句話：「當我們應該投入新加坡文化和藝
術更多的關注和資源，我們達到了經濟和國家
發展的階段。文化和藝術增加了一個國家的活
力，提升了生活質量。」作為開場，說明藝術
文化可以作為城市發展中重要的外顯風貌，是
可以激發居民對自身所處的城市的情感，以及
想像其未來的形態和特徵。

中文系畢業專題展創意滿分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舉辦第
二屆畢業成果展「俯仰之間」，11 月 22 日至
26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 120 位大四生作品，
分別有圖文創作、作品集、採訪編輯、課程作
品、華文教學、學術論文六類，22 日中午 12
時舉辦開幕式，學務長武士戎致詞表示，成果
展象徵著教授及學生的努力，是非常感動的時
刻，中文系學生可以運用自身專業，結合現今
的國際發展趨勢，讓淡江中文系享譽國際。
　中文系副教授李蕙如表示，主題「俯仰之
間」是引用王羲之《蘭亭集序》其中一句，人
生短暫，我們能在俯仰之間留下何物。中文四
吳世萱分享，畢製選擇圖文創作組，是先前修
過「兒童文學」，以當時的作品來作自己的畢
業製作，花費了非常多時間在運用繪圖軟體。

看清世界趨勢　林健祥邀陳添枝分析

▲運管系校友何淑萍擔任交通部航政司首任女
司長。（圖／何淑萍提供）

交通部何淑萍司長 致力發展航空交通

AI種子學生領袖培訓創意激發 
　【本報訊】AI種子學生領袖培訓「社群啟動
會議」11月25日9時30分在HC305、HC306舉
辦啟動儀式，由工學院院長暨AI創智學院院長
李宗翰主持，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學務長
武士戎出席，近百位學生一起參與。
　王高成致詞表示，很高興來參加這場有意義
的活動，AI已是國家整體重要發展趨勢，本

校因重視資訊化，於109學年度成立AI創智學
院、110學年度人工智慧學系開始招生，在李
宗翰的帶領下與台灣微軟進行AI雲端戰略夥
伴，提供294門課程讓校內師生學習，日前已
組成AI種子教師教研社群，期望各位能了解這
個培訓意義並累積專業，利於將來協助其他同
學進入AI領域。李宗翰指出，只要修課完成
即可取得修課證明，若完成完整課程內容時，
即可參加相關證照考試，後續會持續開辦工作
坊，一個是輔導考照、一個是APP實作，歡迎
大家在此好好學習，相信來自各學院的同學，
透過這系列AI課程可藉此培養跨領域能力。
　與本校合作的產業夥伴有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呂正華等共15位特地以影片祝福，均表示希望
能深化與本校AI相關合作。資工系特聘教授、
物聯網與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張志勇、德廣數
位設計執行長高竹誼為大家說明AI趨勢。

校園行動支付 教育部肯定本校執行成效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少數向
全校同學普及使用行動支付的大學，大專校院
資訊服務協會（ISAC）邀請全國各大專院校
相關主管等，11月19日下午2時至本校實地參
訪，了解行動支付在大學如何普及化運用，教
育部高級管理師李月碧、協會理事長陳恆生、
榮譽理事長黃明達及各校主管約40人來訪。
　李月碧致詞表示，教育部已推廣行動支付3
年，有鑑於年輕人普遍使用手機，數位化愈來
愈普及，希望各校可以借鑑淡江成功經驗，發
展出自己的行動支付運用模式。本校資訊處資
訊長郭經華指出，淡江有賴資訊團隊合作，才
能有效發展行動支付，也曾經歷犯錯與修正，
希望能經驗分享，讓各校減少試錯的機會。
　為加深與會者對本校行動支付方案的理解，
項目負責人徐翔龍組長及朱家璁技術師以簡
報方式進行講解，徐翔龍指出，使用行動支付

中文系副教授侯如綺
建立亦師亦友情誼

經濟、網遊及共同富裕政策做出深度的解析。
葉明水則以「美中貿易戰下的台灣企業因應之
道」為題，針對在外貿協會服務38年的經驗，
分析全球臺商佈局調查、臺商回流現況，說明
臺灣目前進出口結構及可能面臨的挑戰。
　綜合座談由臺大國企所特聘教授陳厚銘主
持、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信邦電子董事
長王紹新、前財政部長李述德等4位校友與2位
教授進行精采對談。
　陳進財說明：「穩懋半導體研發技術在世界
具有領先地位，除了本身定位清楚，也在國際
上保持著彈性合作模式，不因政府或其他因素
而拒絕與其他產業合作。」
　王紹新提出，信邦電子產品客製化，讓客戶
不得不使用其產品，創造不可替代性，他解說
產業在兩國的角力下，「不一定要選擇某一勢
力生存，而是要如何在雙方取得平衡，讓每個
顧客都能繼續享受到應有的服務。」
　李述德強調：「政府應提供友善經營方式與
策略，幫助企業生存，並非幫企業做決策，只
有企業才瞭解自身定位、公司狀況及未來發展
趨勢。」葉明水指出，印度市場具發展潛力，
企業如何開拓新的市場，也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淡江
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及校友讀書會會
長張瑞峰聯合邀請，11月20日下午13時至17時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邀請臺大經濟系
名譽教授陳添枝、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秘書長葉明水舉辦讀書會，主講：「美中貿
易戰、科技戰下，台灣企業的因應之道」，約
230位現場、線上學者專家及校友們參與。林
健祥表示，貿易戰讓我們看清，大陸不再是唯
一工廠和市場，要崛起必須考慮世界趨勢。

校友總會讀書會談美中貿易
　葛校長致詞表示：「本次論壇與談人皆為產
官學界菁英，讓本校備感榮耀。」他分享近3
年來國際面臨4項嚴峻挑戰：美中貿易戰、新
冠疫情、全球數位轉型及永續經營，在疫情過
後更要推廣數位轉型，透過論壇及各個專業人
士的分享，提供大家更精闢的見解。
　此次讀書會以陳添枝所著「美中貿易戰，戰
甚麼？」一書為討論主角，他以「拜登後的美
中貿易戰」為題分享，針對拜登新政及大陸內
部社會和政策如網路監管、十四五規劃、實體

化學系王三郎再獲專利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特聘
教授王三郎與博士後研究董建潭、博士生陳
氏娥共同獲得新專利，這項研究是透過放線
菌所產生的酵素，將甲殼素內的葡萄糖胺，
如同剪刀一個一個剪開來，與以往萃取葡萄
糖胺，使用化學強酸物質不同的方式。王三
郎坦言，製造成藥的研發成本高，並且不一
定會成功，所以更傾向於做農業方面的研究，
畢竟自己可是農業博士。專利權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39 年 9 月 24 日。
　王三郎從陽明山區取得適合的土壤，一公
克的土裏可能就藏了一億隻菌。王三郎表示，
他以前的老師更說得好：「要把微生物當做
你的好朋友，看不見它依然存在。」董建潭
和陳氏娥表示：「獲得專利很開心，今年是
來到臺灣的第四年，感謝王老師以及學校的
支持和幫助。老師還教導我們如何設計問題
以及如何想出新題目等，對研究很有幫助。」

　　【舒宜萍淡水校園
報導】大傳系系友、

兼任講師劉子正以
《在日月潭裡拍婚
紗 的 新 人 》 ， 獲
第20屆卓越新聞獎

單張新聞攝影獎；
TVBS記者兼生活組

副組長張允曦，以即時
新聞的遠距離挑戰－臺鐵「太魯閣號事故」追
蹤，獲電視及網路（影音）類突發新聞獎。劉
子正也是本校大傳系兼任講師兼淡江影像藝術

工坊指導老師，張允曦曾於淡江電視台實習。
　現任經典雜誌攝影工作者劉子正，自2006年
起已獲得20餘項攝影獎，去年才以《人樹之
間》再度獲得金鼎獎肯定，已是得獎常客。劉
子正表示：「卓越新聞獎是最講究專業、最重
視新聞價值的獎項，非常榮幸能獲肯定。」
　張允曦說明，此次得獎作品是第一次完全沒
有到現場採訪，卻也第一次感受到「距離」的
挑戰，他從2013年加入TVBS，8年中曾入圍4
次卓越新聞獎，包括18屆花蓮普悠瑪事故新聞
入圍，19屆時以南方澳斷橋事件入圍。」

大傳系友劉子正 張允曦獲卓越新聞獎

初衷是推廣無現金校園，縮短交易處理作業時
間，減輕行政人員工作負擔，以事務整備組收
費為例，行動支付平均能節省每件25分鐘的處

理時間，截至今年11月中，本校在行動支付的
交易金額已達三百三十多萬，「大至學費、小
至圖書館罰款，都可以讓師生方便繳付」。

華碩吳漢章參訪 AI 創智學院
　華碩雲端公司總經理吳漢章、業務經理洪
詩展 11 月 24 日參訪 AI 創智學院，由院長
李宗翰接待、研究助理張瑞麟導覽「魔鏡之
旅」、「職涯導航」、「Q/A互動」技術應用。

呂慶龍李元貞獲文協獎章
　文化部設立「文協獎章」，表揚長期支持
與推廣臺灣文化發展，本校法文系校友、前
駐法大使呂慶龍與中文系榮譽教授李元貞獲
獎。（文／李沛育）

林信成建大馬華人維基館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11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10 分在 L522 主講：「國際在地、線上共筆—
e 起穿閱淡水到大馬」，創建大馬華人維基
館，以照片、影像與文字紀錄當地歷史文
化、教育、古蹟、人物等。（文／林曉薇）

拉美所邀所友分享工作經驗
　拉美所於 11 月 20 日在淡江農場舉辦「與
所友有約」聯誼會，所長宮國威、師長、校
友 30 位交流，現場分享工作經驗、未來生
涯規劃、師長的勉勵、在校點滴。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 大條

航政司

▲讀書會邀請了臺大國企所特聘教授陳厚銘（右起）、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秘書長葉
明水、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陳添枝、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前財
政部長李述德進行座談。（攝影／連慧榕）

（攝影／呂奕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