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味共好暖學踩線團 63 人見學
　6 月 17 日，USR 實踐計畫辦公室舉辦「淡
味共好暖學踩線團」活動，帶領教職員工
跨域學習及瞭解執行成果。（文／張瑟玉）

淡水宗教文化工作坊發表 5提案
　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與課程所副教授張
月霞合作於7月1日到13日舉辦淡水宗教文
化與歷史街區再生工作坊，總計有28位學
生參與，提出5個行動方案。（本報訊）

守謙茶會校友義賣逾 37K 捐校
　校服暨資發處於 6 月 21 日舉辦在守謙有
約 - 溫馨下午茶，校友吳秋煌續供 16 組飾
品義賣，所得全數捐校。（文／姜雅馨）

張炳煌赴美宣揚 e筆書畫
　中文系教授、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於7月26日到28日赴美參加在查普曼大學舉
行的中文教學研習會，並以劃時代書法教
育為題進行3場講學及揮毫。（本報訊）

文錙藝術中心新展墨韻清風
　文錙藝術中心於7月22日至8月22日展出
國際書法聯盟臺灣作品-墨韻清風，邀請80
位書法家展出89件作品。（文／胡榮華）

法德俄 3系辦暑期高中生學習營
　法文、德文、俄文3系各別舉辦暑期營活
動，讓近百位全國高中生提前了解大學生
活與學習內容。（文／林薏婷）

日本高校 20 師生來校研習書法
　日本大宮光陵高校20位師生於7月23日蒞
校參訪文錙藝術中心，由主任張炳煌接待
授課及揮毫示範書畫。（文／胡榮華）

23 位同仁榮退 200 人歡送
　人資處於6月1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7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現
場約200位同仁共同參與。（文／鍾明君）

50 淡江人廚藝交流 菜香情味濃
　校服暨資源發展處於6月24日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3樓舉辦校友廚藝交流會，逾50位
淡江人參與，氣氛歡愉。（文／姜雅馨）

26 人榮獲 107 學年度優良職工
　本校107學年度優良職工獎勵審查小組
會議於6月19日產生107學年度26名優良職
工，將在歲末聯歡公開表揚。（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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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新生成功訂閱電子
報，可獲獨家限定
版校友專訪，還有
機會體驗"迷你活版
印刷機"，活動詳情
見2、3版「前輩的
藏寶圖」。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副教授周建興指導
的TKU CILAB，7月9日至12日前往日本參加「第九
屆創新運算國際研討會與創新競賽」（FC2019），榮
獲該會之第一名、第三名及Excellent Works獎項。周
建興表示，研討會以當前科技趨勢為主，很高興學生
能結合人工智慧趨勢和運用所學，不斷嘗試和克服困
難並完成作品而獲得國際肯定，藉此鼓勵系上學生持

續運用所學。本次獲獎第一名「Sense」是電機碩一李
貢彰、碩二許哲儒共同作品，結合深度學習與沉浸式
觸覺回饋應用，周建興指出，本項已有商品化雛型，
將持續協助同學進行商品化和產業洽談。獲第三名的
電機碩二張偉則、張嘉鈞、校友林緯晉，應用深度學
習與多關節機器手於戲偶操控。電機碩二廖敏智、校
友彭振君結合VR體驗獲得Excellent Works。

電機生赴日參加創新競賽奪3獎

指示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整合所有意見，在不
影響教師，亦對院校發展有益下，於9月舉行
的院長會議中提出如何整併一案。
　羅孝賢細數在任2,555日表達不捨及感謝同
仁辛苦，並表示一路上經歷了許多風雨，2017
年協辦世大運順利完成，再次感謝董事長、校
長支持；周子聰向校長和同仁致謝，期待新任
理學院施增廉院長與同仁群策群力，協助本校
開創美好第五波。
　新任總務長蕭瑞祥表示，感謝校長給予服務
機會，期許任內能在永續概念下，打造智慧校
園環境，「AI總務化、總務AI化」、且讓全
校有感。
　招生策略中心主任李美蘭表達三項期許：
「將抱持著一、真心愛淡江的心；二、感謝校
長器重、學務處和國際處的培養；三、期許自
己面對招生專業的挑戰，努力讓考招事務零缺
點並穩定生源。」
　新任企管系系主任張雍昇對於接下重任，誠
惶誠恐，「即使在前輩們奠定好的基礎上，仍
將如履薄冰。」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8月1日，本
校秘書處舉辦「108學年度布達暨單位主管交
接典禮」，總計有4項布達、3個一級單位主
管交接，以及21個二級單位主管交接，逾百
人到場見證。
　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感謝卸下8年階段任
務的前稽核長白滌清，任內進行全面品質管
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校務發展計畫、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等階段任務，期許新任
的張德文稽核長能持續擘劃全品管；同時感
謝前總務長羅孝賢已完成健康、安全、永續
校園及綠建築，淡水校園獲得很大的改善，
期許新任總務長蕭瑞祥以資訊背景，思考
「總務處AI化」之新作為；亦感謝前理學院
院長周子聰，並再次感謝所有卸任者為淡江
的付出。
　本校自2017年進入第五波，葛校長請各位
新任主管腦力激盪，期待各單位能跳脫傳
統，以創新突破的思維發展出「超越」的新
作為。另外，蘭陽校園將於110學年度併入淡
水校園，過程需要各教學單位溝通與配合，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倍力資訊6月
26日捐贈會計系該公司自行開發之「集團合併
報表系統(GCRS)」教育版軟體，另捐款設置
「倍力資訊清寒助學金」及「『會計應用軟
體』優良獎學金」，鼓勵成績優異同學，將分
別於108及109學年度起頒發。本校由行政副校
長莊希豐代表簽訂軟體授權合作意向書，會

計系主任顏信輝代表接受支票，並致贈感謝狀
與錦旗。倍力資訊董事長許金隆致詞時說明，
「提供軟體是希望培養學生專業實務經驗，不
會因缺乏實務經驗在就業時遇到困難；提供清
寒獎學金和課程相關獎學金，則是希望減輕學
生生活壓力，同時幫助清寒學生，希望藉此達
到產業界、學校和學生三贏的局面。」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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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六)
9:00

台南市
總理大餐廳(總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258號

8/17(六)
10:00

金門縣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8/17(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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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六)
10:00

雲林縣
三好國際酒店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35號

8/17(六)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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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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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日)
10:00

宜蘭縣
中山國小視聽教室
宜蘭縣宜蘭市崇聖街4號

8/18(日)
14:00

台東縣
富野飯店
台東市復興路38號

8/18(日)
14:30

屏東縣
京都食堂
屏東市瑞光路一段378號

8/24(六)
9:30

學務處
淡水校園
紹謨體育館7樓

8/24(六)
13:30

花蓮縣
福康飯店
花蓮市公園路5號

8/24(六)
10:00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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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六)
14:00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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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日)
10:00

基隆市
基隆文化中心 第二會議室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81號

8/25(日)
10:00

嘉義縣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
嘉義市興業東路6號

8/25(日)
14:00

苗栗縣
建臺高中會議室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251號

8/31(六)
10:00

蘭陽校園
蘭陽校園
建邦國際會議廳

8/31(六)
14:00

南投縣
國民黨南投縣黨部
南投縣南投市玉井街51號

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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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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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起，在全臺及離島舉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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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開跑

本校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的
107年度第二週期校務評鑑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金會於今年6月底揭曉107年度第二
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結果，本校在校務治理
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自
我改善與永續發展4個項目全數通過。
　教育部為落實大學品質保證、檢視辦學成效
及大學社會責任，特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展
開校務評鑑實地訪視，由總召集人國立中興大
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武東星等

校務評鑑4項全壘打 教學實踐計畫通過率近6成
15位評鑑委員於去年12月來校進行實地訪評，
以了解校務發展情形。本校校長葛煥昭帶領本
校教學與行政團隊接受評鑑，包括主管座談、
問卷調查、書面資料審閱、教職生晤談、教學
設施參訪，再由全校相關主管針對委員提出待
釐清問題予以回應。
27案通過教育部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日前公布
「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結果，本校
申請件數為46件，通過名單有27件，通過率
達58.6%，相較去年新增18位，大幅提升。本

校教師於通過學門中，通識（含體育）學門4
位、教育學門5位、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2位、
商業及管理學門3位、社會（含法政）學門1
位、工程學門6位、民生學門3位、專案-大學
社會責任2位、專案-技術實作1位。
　教育部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幫助教師提升教
學品質並促進學生學習成效外，並與高教深耕
計畫結合以校務發展為主體，有效連結教師個
人研究與學生學習育成，本校透過此計畫內
容，讓教師得以在教學現場與研究領域上，增
進相關成效，提升教學之品質。

▲7月15日至7月19日，本校電機系與聯發科技
公司合作舉辦ECE平方高中營在工學大樓與全
國高中生一起實作開發。（圖／電機系提供）

電機系ECE平方高中營、暑期化材營、航太營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化材系、
航太系3系舉辦暑期營活動。電機系與聯發科
技公司合作舉辦ECE平方高中營已是第二年，
於7月15日至19日，全國36名高中生來校進行
5天4夜的Arduino（聯發科 LinkitTM 7697）實
作，以熟悉各種程式語言與開發應用。7月4、
5日，化材系的「2019暑期化材營」近30位高
中生體驗化材相關實驗，了解歐美酒莊釀酒提
煉的核心內涵。航太系於7月1至3日的「2019
航太營」，安排飛行原理等常識課程，也有手
擲機製作和火箭試飛等活動。
企管系赴日舉辦BIT 2019 國際研討會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7月22日至
24日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舉辦「2019商業、資
訊與旅遊國際研討會」（BIT 2019），總計有
10國、近百名學者參與。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

工學院辦高中生3營隊 企管系赴日辦BIT研討會
學教授Tatiana V. Zaytseva進行主題演講，另安
排20篇學術論文發表。企管系系主任楊立人肯
定研討會的舉辦，「除了成功促進學術交流，
更達成本系未來與其他國家在學術交流與合作
共識，是非常重要的收穫。」

時報迎新生

　【記者陳律萍、林薏婷臺北報導】《遠見雜
誌》於7月1日在93巷人文空間舉辦「2019臺灣
最佳大學排行榜暨典範大學贈獎典禮」，本校
於「文法商大學」中獲得全國第3，相較於去
年第四名進步了一名。《遠見雜誌》今年新增
「財務體質」為第六大面向，本校在六大面向
表現傑出，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代表，從遠
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接下獎牌。
　何啟東表示，感謝主辦單位的肯定，本次
進步了一名，本校自1950年成立以來將邁入70
年，至今持續培育各界所需人才，感謝高教界
的先進和優久聯盟的夥伴，將秉持本校辦學精
神，在高教大環境愈來愈艱辛中持續改善精
進。這場頒獎典禮中，《遠見雜誌》副總主筆
李建興則說明今年第四屆的調查內容，分析社
會影響、學術成就、教學表現、國際化程度、
推廣及產學收入、財務體質對校務發展的重要
性，也介紹生源減少招生不易等各校困境，本
次約20所學校代表出席，彼此針對各校校務發
展內容，進行意見交換。

▲本校榮獲遠見雜誌2019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文法商大學全國第3名，由遠見‧天下文化事
業群創辦人高希均（右）頒發，本校學術副校
長何啟東（左）代表領獎。（攝影／林薏婷）

遠見雜誌2019最佳大學
本校獲文法商大學第3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課程碩二范惠
美、課程碩三蘇郁雯獲獎107年度國際教育融
入中小學優良課程方案。范惠美以「讓世界變
得更好，『棕櫚油』你決定」獲得國際教育主
題國小組優選，蘇郁雯則以「吃漢堡咬雨林」
為題獲得國際教育主題國小組佳作。現任新北
市新興國小組長范惠美表示，很高興獲評審肯
定，本次課程方案主要是希望讓國小生能了解
棕櫚油產量與使用量逐年飆升對生態環境的影
響。范惠美說明，本次提供知識傳遞、遊戲設
計、資訊融入設計等重理解課程設計UbD為教
案設計模式，讓學生從認識進而探究棕櫚油對
週遭生活的影響。他指出，整體收穫很多，接
下來將會與同仁進行跨領域課程合作，讓國小
生能持續了解和關心棕櫚油與環保議題。

課程所2生國際教育方案獲獎

葛校長率訪問團赴日7姊妹校交流
　【本報訊】本校締結國際姊妹校迄今已達37
國、217校，為持續深化與各國姊妹校的學術
交流合作關係，由校長葛煥昭於7月1日至6日
率領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工學院院長李宗
翰、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日文系副教授彭春
陽、董事長特助張翔筌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秘書林恩如，赴日本拜訪津田塾大學、法政大
學、學習院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電氣通信
大學、麗澤大學與城西大學7所姊妹校。
　7月3日晚間，我國駐日本辦事處副代表蔡明
耀設宴款待本校參訪團。蔡明耀是本校日文系
校友，葛校長特別感謝他的盛情款待，邀請他
返國時回母校走走，給予學弟妹演講及指導。
葛校長會見日本津田塾大學校長高橋裕子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日本姊妹校津
田塾大學校長高橋裕子（Takahashi Yuko）、
理事飯野正子（Iino Masako）及秘書計良真弓
子（Keira Mayuko）一行3人於6月24日上午蒞
校，拜訪本校校長葛煥昭、國際副校長王高

國際學術交流 葛校長率團訪8姊妹校
成，並由日文系副教授彭春陽協助翻譯。
　本校與津田塾大學於1994年締結姊妹校，該
校是由日本教育家津田梅子於1900年所創立的
女子高階教育學校，她也是日本第一位女性赴
美留學生。正因其在女子教育有著開拓性貢
獻，日本將於2024年發行新版紙幣五千元的肖
像圖案預計變更成為津田梅子。
葛校長赴大陸滁州參加皖台物聯網研討會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7月8、9日，本校
與安徽省滁州學院所共同舉辦第六屆皖台物聯
網研討會，本次在滁州學院舉行，校長葛煥
昭、東華大學校長趙涵捷、台北商業大學校長
張瑞雄等共10所公私立大學代表前往，董事長
室秘書黃文智、資工系教授張志勇、教授石貴
平等人也一同參與。本次研討會主題為5G時
代下的物聯網之發展，葛校長受邀致開幕詞時
介紹兩校自2014年起互辦雙邊皖台物聯網研討
會，亦表示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是未來發展的
趨勢，希望各界共同支持，為人類創造更多智
慧與便利生活。張志勇指導的「無線與行動網

路實驗室」研究成員也參與此會，並指出該校
為本校姊妹校，兩校交流密切藉此會擴大師生
對物聯網產業創新視野。

▲本校與日本姊妹校麗澤大學兩校人員於7月5
日會後合影。（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日本姊妹校津田塾大學校長高橋裕子（右
三）於6月24日蒞校訪問。（攝影／潘劭愷）

573生出國留學葛校長授旗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於6月26日在學生活動
中心舉辦「108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授旗典
禮」，新學年總計有573位學生赴21個國家、
108所大學學習。本校校長葛煥昭、國際長陳
小雀代表授旗，並勉勵學生提升外語能力、發
展多元文化涵養、擴大國際視野及增強競爭
力。會中邀請到外交部北美司專門委員邱建
義、智利商務辦事處處長康士廷、台北歌德學
院院長羅岩、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聞文化部文
化室室長佐倉勝昌等外賓蒞校與會。陳小雀表
示，出國留學的同學們在海外遇到任何事情都
可以與校內師長聯絡，期待大家學成歸國、收
穫滿載。（文、攝影／陳律萍）

倍力資訊贈會計系軟體設獎學金

▲倍力資訊捐贈會計系「集團合併報表系統
(GCRS)」教育版軟體，由本校行政副校長莊希
豐（右）與倍力資訊董事長許金隆（左）簽訂
合作意向書。（攝影／陳律萍）

108學年度
布達交接典禮葛校長籲超越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美國國務院主
辦，本校華語中心承辦的「2019美國國務院
NSLI-Y青少年華語獎學金研習班」6月27日
展開七週的華語密集課程，主任周湘華開訓致
詞時歡迎同學來臺灣研習，希望大家有個美好
的臺灣體驗。課程內容除了華語訓練，還包括
文化課程、社區服務等多元課程，希望讓學員
藉以了解臺灣文化，同時體驗臺灣的特色，更
安排優質寄宿家庭，讓學生透過近距離相處，
融入臺灣家庭生活，學習到最道地的臺灣語
言，感受豐富的人情味。
　擔任寄宿家庭的圖書館典閱組組員唐雅雯分
享，這是一個特別的經驗，也讓她深刻體會到
學習語言與溝通能力的重要，學員史天佑則談
到，參加此次活動除了提升中文能力，更認識
了來自美國不同城市的朋友，「如果有機會，
我還會想來臺灣。」

美國務院NSLI-Y研習班

▲由華語中心承辦「2019美國國務院NSLI-Y青
少年華語獎學金研習班」於6月27日在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展開。（圖／華語中心提供）

華語中心領員體驗臺灣文化

體驗活版印刷

（圖／周建興提供）

▲品質保證稽核處暨校務研究中心稽核長由
張德文（右）接任。（攝影／高振元）

▲周子聰（左）卸任，新任理學院院長由施
增廉（右）接任。（攝影／高振元）

▲羅孝賢（左）卸任，新任總務處總務長由
蕭瑞祥（右）接任。（攝影／高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