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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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二)
18:30

觀光系
CL403

觀光系助理教授紀珊如
111年度三全學院住宿書院活動－酒
wine18拐

4/15(五)
12:00

國企系
B302A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教授吳漢銘
商管學院全英語授課教師社群講座

4/15(五)
12:00

教發中心
I501

國家實驗研究院副研究員顧長欣
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應留意的學
術倫理與研究倫理議題

4/15(五)
14:00

通核中心
H103

中正紀念堂水墨人物班及走獸人物
班導師黃中泰
【微學分】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
系列~水墨書畫工作坊（二）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11(一)
13:00

化材系
E819

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柏榮
微型感測器於環境及生醫應用

4/11(一)
15:10

水環系
E787

環保署智庫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
會顧問洪榮勳
永續資源管理

4/12(二)
9:10

戰略所
驚聲國際廳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
塔文（Representative Mr. Martin 
Podstavek）
臺斯夥伴關係及烏俄戰爭對全世界
的影響

4/12(一)
14:10

水環系
E829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林大利
如何兼顧興趣與專長走出保育專業
的路

4/1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大凝態中心助理研究員曲丹茹
F r o m  e m e r g e n t  m a t e r i a l  t o 
p h e n o m e n a  f o r  s p i n  c u r r e n t 
exploration

4/13(三)
10:10

管科系
B713

東捷資訊營運長劉新正
集團數位轉型案例分享

4/13(三)
13:10

化材系
E787

華貿企業陳雲翔
自動控制與資訊安全

4/14(二)
13:00

機械系
E787

機械系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吳忠威
統計式製程控制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3月
24日下午5時舉辦「無須畫筆的藝術-和諧粉彩」
活動，邀請諮商心理師柯宥璿以粉彩指導師的身
分，介紹並引導粉彩畫製作，近10位學生參與。
　活動中柯宥璿除了示範多種常規的粉彩畫手
法，如放上鐵製消字版，用軟式橡皮擦擦拭，打
造簡單的留白效果，讓參與者可結合自身美感，

葛校長宣示2050淨零碳排

創作畫面和諧自然的風景畫。同時播放輕音樂
讓參與者放鬆身心，也鼓勵彼此交流創作心
得，分享創作成果。
　柯宥璿表示，繪製粉彩畫是個簡單上手且極
具成就感的活動，其療癒效果對於諮商心理有
著極大的幫助，也是她報考粉彩指導師的原因
之一，希望能多一種方式打開諮商對象心門。

資圖連３年奪國圖雙獎 通識學刊首獲肯定

淡江音樂博覽會

運用AI與雲端服務
技術加速加值實踐
SDGs，以達成「超
越」的目標及「共
創大淡水、智慧大
未來」的中長程願
景 ， 他 並 宣 誓 本
校將於2050年達成
「淨零碳排」。
　會中公布第12屆
品管圈競賽活動前
三名隊伍並頒發獎
金 獎 狀 ， 分 別 由
「蓋世無雙圈」、

「救火圈」及「蘭陽轉圈圈」奪得。
　接著舉行會計系校友，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
進財「e筆+AI」捐贈儀式，捐助由本校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與工學院暨AI創智學院
院長李宗翰共同主持的三年期研發計畫，總共
1,350萬元研發經費，落實ESG及永續發展目
標，陳進財表示書法呈現中華文化的美麗文字
形象，e筆團隊運用現代科技傳承文化，他義
不容辭，全力支持。
　專題演講由陳進財、數學系校友，信邦電子
董事長王紹新分別以「企業永續發展之挑戰與
創新」、「企業永續發展歷程」為題，講述企
業不只是營利事業也需承擔社會責任，與利害

視障中心粉彩畫活動 學生享受療癒創作歷程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國家圖書館3月
28日舉行「111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
會」，資圖系主編的《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期刊連續三年獲得「期刊長期傳播獎」和「期
刊即時傳播獎」，由電機系講座教授、海下中

張宇傑談性別友善 盼綻放性平玫瑰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不管你是怎
麼樣的人，最重要的是你喜歡自己的樣子。」
諮商心理師張宇傑鼓勵學生勇於接受真實自
我，好好愛自己。為了讓學生們對性別不再受
傳統觀念束縛，視障資源中心3月30日下午6時
舉辦性平講座，主題為「綻放性平玫瑰-讓友
善走入日常」，現場共10名學生參與。
　張宇傑首先以輕鬆的方式介紹自己的職業和
經驗，再帶入主題介紹性別的定義及性別光譜
如性別氣質和性傾向等概念；接著帶領學生玩
「性別賓果」遊戲，讓他們寫下自己能聯想到

心主任劉金源創刊，並由臺灣通識教育策略聯
盟暨品質策進會發行的《通識學刊：理念與實
務》期刊，則首次獲得「期刊即時傳播獎」。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執行編輯，資圖系
系主任林雯瑤表示，該期刊近年多次榮獲國家
圖書館肯定，今年連續第三年獲雙獎，對於一
個創刊超過50年的學術期刊而言，是很大的鼓
勵。「《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一直在期刊出
版創新上有許多作為，包括提供中文論文的英
文長摘要、以投影片形式提供論文摘錄的「捷
點」服務、中文論文引文羅馬化、開放式同儕
評閱、全面開放取用機制等，均屬國內學術期
刊創舉。未來也會繼續維持辦刊的高度學術性
與品質，並爭取更多國際索引摘要的肯定。」
　推廣通識教育已有25年的劉金源表示，《通
識學刊：理念與實務》於2007年創刊，希望
提供國內通識教育教師一個發表期刊論文的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香港
校友會【求職面試、申請留台、職場要求經驗
分享】講座，26日在驚聲10樓國際處大廳帶來
第三部曲企業家分享篇《對新生力軍的要求》
及留台篇《台灣居留工作需知》，邀請卡多摩
嬰童館集團創辦人黃瑞桐及行政院陸委會專門
委員蔡碧家分享。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國
際長陳小雀、香港校友會副會長麥業成、大陸
委員會港澳蒙藏處處長杜嘉芬到場參與。
　黃瑞桐分享，近年來發現年輕學子想創業
的比例較多，因為創業機會較吸引年輕人，他
提醒進入職場須注意兩個重點，首先是自身專
業能力，其次則是團隊協作的能力，特別强調
「學生必須在學校就培養與人合作的能力，對
於創業來說非常重要。」蔡碧家則針對學生畢
業後留臺事項進行說明，學生畢業後，可以覓
職為由申請延期居留6個月，留臺時間最長為1
年，得依評點配額制留臺工作；連續居留滿5
年且最近1年於臺灣地區平均月收入逾基本工
資2倍者，可申請在臺定居。目前因應香港變
局，已放寬港生來臺就讀高中、並延攬香港專
業人才來臺發展，且正擬具「香港澳門居民進
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將增列尋職期，及在臺修讀碩博士就
學期間得折抵居留期間等規定。

葛校長推動資訊化

　【記者陳國琛淡水校園】3月30號晚上7時，
王俊傑那走那唱說唱分享會《看無》為本校文
錙藝術中心舉辦的2022淡江音樂博覽會揭開序
幕，由王俊傑和他特別邀請的拜把兄弟阿榮哥
共同演出，演唱了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臺語歌
曲〈望春風〉、〈下午的一齣戲〉、〈思慕的
人〉，象徵與阿公一起在鄉下長大回憶的〈茶
芳〉，到描寫基隆碼頭工人的〈夜雨港都〉，
最後再到描寫人生載浮載沉的〈沐沐泅〉等10
首，近70人到場聆聽。
　「海島國家本來就擅長吸附不同的文化」
王俊傑邊說邊談邊唱，介紹臺語流行音樂的轉
變，從日本的演歌，到呼應日本歐化的西方音
樂，以及受到藍調爵士和百老匯音樂的影響，
再用一首歌呼應每段歷程，帶領觀眾們遨遊臺
灣音樂的時光隧道。其間他也分享自己在表演
時所遇到的趣事，增添了不少熱烈氣氛。
　接著王俊傑提到，他在創作時也會依循歷
史脈絡，在本土那卡西元素中加入其他西洋音
樂和藍調爵士的特色，比如在〈上好的〉一曲
中使用百老匯風格，歡快的琴音和嘹亮的歌聲
相互交織，盡情展現所謂「上好的」氣氛，在
〈夜雨港都〉一曲則加入阿爾卑斯山區的民俗
唱腔「約德爾」，並且以臺語描述基隆細雨
紛紛的「咧滴 咧落」和英文的「Let it be Let it 
go」做排列，增進歌曲趣味。

獲頒李國鼎會士獎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4月1日上午9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
廳舉辦110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主題
為「全面品質管理之產學創新與永續經營」，
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4位副校長、全
校一、二級主管、行政人員及金鷹校友出席，
逾350人參與。
　張董事長開幕致詞中說明全品管研習會
是淡江的「重要共識營」，本次特別安排與
金鷹校友會談，同時和各級單位建立全品
管共識；葛校長表示本次會議如同TQM論
壇，全面品質管理的有機化透過雙軌轉型和
「AI+SDGs=∞」，以「永續」為核心理念，

關係人一同建立永續共榮圈；第三場由學術
副校長何啟東主講「大學產學創新與永續發
展」，強調第五波「超越」積極鏈結校友企
業，創新產學鏈、共創齊共好及共同育才理
念，並說明本校將開設「永續力課程」，涵
育學生永續力。
　與談分享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楊立人主
持，李宗翰擔任引言人，與化學系校友，宗
瑋工業董事長林健祥及保來得總經理朱秋
龍、航太系校友，台旭科技董事長江誠榮、
王紹新、資工系校友，叡揚資訊總經理陳世
安5位金鷹獎校友交流，針對「如何將全面品
質管理的治理經驗運用於創新和永續發展的
推動」10項議題進行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
　 葛 校 長 於 閉 幕 式 中 再 次 提 醒
「AI+SDGs=∞」之重要性，張董事長則建議
本校辦學時應效法校友企業重視社會責任、
永續發展之精神，也期待與校友企業未來有
更多產學合作機會。

110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行，主題
「全面品質管理之產學創新與永續經營」。（攝影／黃偉）

葛煥昭校長（左）與台灣微軟簽定雲端戰略
聯盟。（圖／淡江時報資料照）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葛煥昭校長繼獲頒
中興大學傑出校友，再度獲選中華民國資訊學
會2021年「李國鼎會士獎」，將於4月24日在
國立東華大學臺北辦事處召開之2022中華民國
資訊學會年會中接受頒獎。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為表彰對資訊相關之工
程，科學，管理，教育及其它學門有傑出貢
獻，且對學術具重大影響之產學或研究菁英，
頒授資訊學會李國鼎會士獎（K.T. Li Fellow 
Award）榮譽。葛校長在淡江服務逾30年，發
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52篇，執行逾20件專案及
產學合作計畫，並獲4項發明專利；擔任行政
主管28年間，積極規劃系統資訊化，透過業務
資訊轉型提升行政效率，擔任校長後更大力推
動數位轉型，設立AI創智學院，並與產業優
質接軌，減少學用落差，更與台灣微軟簽定雲
端戰略聯盟，共同打造全臺首座「全雲端校
園」，引進近300門線上課程，結合實體課程
輔導學生考取證照，協助學生跨域學習，以培
育AI時代數位人才。
　葛校長感謝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的肯定，表
示「資訊化」為本校三化之一，張建邦創辦人
及歷任校長皆十分重視學生資訊素養的推廣與
落實，接續他們奠定的基礎並強化是應盡的責
任。儘管職務繁忙，葛校長還是持續進行學術
研究，近三年已發表6篇SCI論文，希望藉此
掌握並結合產業脈動，「這是身為教授的本
分，也是維持學術敏感度的最佳方式。」最後
他提到，本校目前積極推動AI教育，在於運用
「AI技術與雲端服務」做為創新策略工具，結
合「永續」的核心理念，整合在地、國際、智
慧、未來等要素，讓學生不管就讀任何學系，
都能成為AI世代的跨領域通才。並在行政服
務上逐步落實，達成『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
來』的願景。

園地，本次獲獎對於期刊是個肯定，目前正
積極爭取TSSCI 收錄，朝更優質目標前進。
由於淡江目前是策略聯盟成員學校，身為理
事長的他期盼本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能移
師本校舉辦，希望藉以了解各校通識教育現
況，作為本校通識教育創新之參考。
　除了通識教育，劉金源也提到本校推動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效十分優異，但如
何將計畫成果轉化成學術論文並發表，使其
發揮更大學術價值也很重要，因此教務處教
師教學發展中心特別於4月25日舉辦「2022淡
江大學教學實踐研習營」，邀請國立中山大
學中山講座教授林煥祥，高雄醫學大學客座
特聘教授，《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總編
輯洪瑞兒，分享如何將教學研究計劃成果順
利撰寫成學術論文相關經驗，並透過實例解
說，希望協助教師們順利完成論文及投稿。

5月6日前補繳費
　【記者陳昀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提醒，
本學期加退選後一般生及就貸生（家庭年收入
114萬元以下者）請於4月18日5月6日至補退費
查詢系統（http://clf.finance.tku.edu.tw）查詢
後，至中國信託網站（https://school.ctbcbank.
com）繳款。已提供金融帳戶者將於4月23日
匯款，尚未登錄者請於5月4日前至淡江智慧
收付平台填寫（https://finfo.ais.tku.edu.tw/pmt 
），待審核通過後將於5月14日匯款。

張宇傑透過絲巾與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體
驗霸凌與關懷的差異。（攝影／林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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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障資源中心粉彩畫活動，學生專心傾聽講
師說明創作方式。（攝影／陳景煬）

王俊傑那走那唱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首獲臺灣學術資源影
響力」期刊即時傳播獎，劉金源與學刊總編洪瑞
兒開心合影。（提供／海洋與水下科技中心）

淡江音樂博覽會首場，王俊傑（左）與拜把兄弟
阿榮哥共同「那走那唱」。（攝影／陳國琛）

港友會職涯講座
談創業與留臺政策

你快來選書我買單
3000好書供推薦
　【本報訊】「你選書•我買單」活動又來
囉！這次你想來點什麼書？覺生紀念圖書館4
月11至15日，在圖書館大廳入口處舉辦「你選
書•我買單」選閱新書活動，本次活動與博客
來、洋文、文景、亞勃克、知訊公司合作，
展示近3年出版的中、英文新書約3,000冊，只
要看到喜歡的書，現場掃描QRCODE，填寫
線上推薦單，答完問卷後即完成推薦並獲得1
點，集滿2點還可獲贈精美小禮物或點心！
　圖書館採編組組員林曉惠說明，本次書展
除展出綜合學科主題的中外文新書，更透過聚
焦「俄烏戰爭」來認識SDGs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的精神，希望藉由主題書籍瞭解國際衝突
的歷史淵源，為烏克蘭所受到戰爭的傷痛與抵
抗，探討人道關懷與生命教育的議題。「歡迎
所有淡江人到圖書館讀好書、推薦好書，現場
還備有沙發閱讀區，讓你自在享受慢讀樂趣，
走過路過千萬別錯過！」

港友會職涯講座，邀請黃瑞桐（右2）分享
創業準備。（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TQM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 陳進財捐款研發AI智慧ｅ筆

陳進財（左）捐款支持研發AI智慧ｅ筆，由葛
校長（中）代表接受。（攝影／林育珊）

的性別相關項目，包括審美觀、身高、重男輕
女等，同時說明性別在社會中的觀念，並談到
社會對於性別的傳統觀念，像是女孩要溫柔不
能罵髒話、男生有女性特質容易遭受歧視等，
他舉「葉永誌事件」為例，事件主角因為性別
氣質較陰柔而遭到霸凌和歧視導致悲劇發生。
　接著張宇傑提供娃娃當作被霸凌者，讓同學
將自己想像成為霸凌者及關懷者，分別對娃娃
進行霸凌及關心的行為，希望讓大家體會身為
霸凌者與關懷者的不同，自行判斷並選擇想要
成為什麼樣的人。

特優教師教學分享 鄭東文談輕鬆上臺
課前應做好備課和模
擬交流；教師若能培
養運動習慣，不僅能
藉以消除上課壓力，
也能維持體能，健康
的狀態也讓學生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而上
課鈴響前提早到教室
準備更能讓教學從容不迫。
　如何鼓勵學生快樂學習，鄭東文認為需要彼
此間技術互補、合作無間及鼓勵體諒，他也認
為學生在修習專業課程外，也應當多修習通識
課程，並參加社團活動培養健全態度。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3月
24日舉辦教學特優教師教學分享，邀請化材系
教授鄭東文以「腳步輕鬆上講臺」為題分享自
身教學經驗，近30位教師參與。
　鄭東文首先說明身為教師應具備的教學態
度，除了進行知識傳遞也對學生影響深刻，即
使現今學生與過往不同，仍要堅持做該做的
事；其次談到如何與學生進行對話是必須面對
的課題；最後則提到思考如何透過教育本質說
服社會並達到學校目標。
　對於教學方式，鄭東文勉勵在座教師在腳步
輕鬆上講臺前應做到三步驟：「課前準備」、
「腳力訓練」與「準時進場」，他認為開始上

（攝影／鄧晴）

全英語觀課 包正豪說清楚講明白
　【記者鍾子靖淡水
校園報導】教師教學
發 展 中 心 3 月 2 5 日 舉
辦全英語課程觀課交
流，邀請國際事務學

院院長包正豪開放「政治學（二）」課程，包
正豪以「政治與政見」為主題，以簡報方式向
同學講述教學內容，若遇到專有名詞，會先按
簡報上的定義唸過一次，再引用自己或詢問外
籍學生分享的文化為例，說明該名詞的實際運

用方式。
　包正豪課堂中常會分享自身經歷，例如闡
釋「政見」的形成，以自已小時侯對一中議題
的立場為例，「那時我對父親說臺灣是獨立於
中國以外的地方，結果被罰跪在祖宗前1個小
時」，藉以帶入政府教育制度對建立國民身份
認同的議題。他也會藉由詢問境外生關於母國
教育或生活方式，增加學生上課參與度並豐富
課程內容，並增加對各國文化的認識；也會要
求學生蒐集課程主題資訊，以增進理解。

（攝影／鍾子靖）

花布包手作課程
學員有愛不畏針刺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3月30
日中午12時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手作花布
包」活動，邀請拼布藝術家洪碧穗帶領進行手
作。她說明內容為縫紉半成品零錢包，學員只
需將口金鉸縫在充滿各種花色的拼布袋上，即
可完成一個可愛零錢包。學員自行挑選喜好的
顏色與花色材料包後，洪碧穗說明縫紉方式，
首先用兩隻手指將布推往口金鉸內，再將針線
以串連方式縫製，最後在尾端處打結便完成屬
於自己的花布包。
　活動中，大部分學員對於如何順利完成縫紉
感到困擾，雖然課程特別安排兩位老師協助，
不過該項程序考驗縫紉技巧，只要一不小心便
可能被針扎到手指；不過大家憑著對於花布包
的喜愛堅持到底，儘管期間常聽到細碎的「唉
唷」聲，最後終究一一達成任務，拿著成品開
心把玩；更有幾位對縫紉有高度興趣的學員，
直言還想參加相關手作活動。

研發處手作花布包活動，參與者開心與成品
合影。（攝影／林育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