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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淡江微軟示範異地共學 教部肯定

WRWU續坐國內私校第一  QS ASIAN排名251-260區 向前挺進

因應特殊傳染性肺炎，葛煥昭校長多次召開防疫小組會議研議相關事宜，全校各場所也積極進
行消毒工作，提供師生開學後安心教學場所。（攝影／潘劭愷、圖／台北校園總務組、蘭陽校
園、事務整備組、覺生紀念圖書館提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2020年《Cheers》
雜誌第24屆「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2月
出爐，成大在整體排名四連霸，本校則持續
展現高度均衡表現排名全國第10，第23度蟬聯
私校第一，並在私校9大能力指標評價中奪下
「專業知識與技術」、「創新能力」、「學習
意願、可塑性」、「解決問題能力」、「數位
應用能力」、「抗壓性高」、「團隊合作」、
「融會貫通能力」等8項冠軍，「具有國際觀
與外語能力」拿下第3名；而在全面評比中
「產業最愛排名」更拿下「一般服務業」的第
3名及「金融業」的第4名，表現突出。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遠見》於2月17
日公佈「2020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中，本
校於「整體最佳大學」排名全國第8、為私校
排名第1；同時在各產業領域企業主最愛大學
中，本校在商管類排名全國第5。
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很高興這次能進入全國
第5，認為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蔡宗儒說
明，本校在國際化和資訊化領先全國，商管學
院長期在英語授課、雙聯學制、產業合作等展
現院內各學系特色與他校做出差異，2019年院
內師生成果豐碩，如資管四王莉婷拿下「2019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Word2013冠軍、
會計學系與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簽署合作備
忘錄、獲QS之經濟和計量經濟全球第401-450
名，國內第9名、私校第1名等；蔡宗儒表示，
未來將在既有基礎上，持續與舊金山州立大學
洽談雙聯學制合作、協助院內教師與國際大師
教研合作、協助學生參與海內外相關競賽等，
展現各學系特色和專業強項，發揮本院多元化
的面向，讓更多學生可來本校就讀。

企業最愛大學生
本校奪私校雙冠

張榮貴獲傑出資訊人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校友、
程曦資訊整合公司總經理張榮貴，獲得「108
年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並於日前接受總
統蔡英文的公開表揚。
　身兼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AI大數據智慧應
用促進會會長的張榮貴，推動產業智慧應用不
遺餘力，現今全台70％的客服聊天機器人大腦
都來自程曦資訊整合公司。
　張榮貴曾獲得本校金鷹獎，與本校連結緊
密，除與資工系進行產學合作外，樂於分享的
他，本學期亦於資工系開設「RM與輿情分析
應用」課程，傳授知識、實務經驗。
　座右銘是「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張榮
貴，認為做任何事情前，都要經過縝密思考、
評估及規劃，並按照計畫執行，逐步達成目
標，而這樣的思維也一直運用在事業上。他創
業過程十分艱辛，常常早出晚歸，女兒直到2
歲還喊他「阿伯」，所以他非常感謝家人的體
諒與支持，才能讓他專注事業發展，為台灣產
業貢獻心力。
　對於此次獲獎，張榮貴也感謝創業夥伴黃
士軍及一起成長的程曦同事，認為這榮耀是
共同努力的結果。程曦資訊整合公司在他的帶
領下，於2017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
榮獲ASOCIO亞太區卓越組織營運獎、2018年
在印度世界資訊科技大會榮獲「全球ICT卓越
獎」的殊榮，讓世界都知道台灣的軟體實力。

台北校園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本校成立防疫小組，召開防疫會
議研議相關因應事宜。葛煥昭校長依據教育
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工作
綱要」，指示各一級單位成立防疫小組，每
週開會檢視進度，並應主動積極加強同仁教
育訓練，模擬可能發生狀況，以制訂因應措
施、處理流程與提醒警語等，加強宣導與協
助師生理解與遵守，期能在開學前做到最完
善的準備。
　葛校長強調「我們的重點在於保護學生，
讓他們安心學習」，所以防疫工作一定要確
實依相關規定辦理，由於本校教職員生人數
眾多，防疫工作困難度相對提升，須謹慎以
對。目前各一級單位及臺北校園均成立防疫
小組，訂定相關防疫計畫及流程因應，如疑

品管圈初賽 10隊入圍
本學期加退選時間縮短 

　【潘劭愷、林薏婷、張瑟玉、陳子璿報導】
曾被媒體譽為數位天堂的淡江大學，在推動數
位學習上持續精進不遺餘力，2月24日上午葛
煥昭校長出席微軟響應教育部「公私協力 數
位學習實力到位」展示會，與教育部政務次長
范巽綠、台灣微軟公共事業群總經理潘先國，
共同向全國各級學校等教育界夥伴，展示淡江
大學對無法如期返台上課的學生，所進行的遠
距與現場授課同步教學的連線作業，獲得許多
好評。葛校長並接受多家電子媒體、平面媒體
專訪與聯訪，說明採用跨境學習的課程將達
2366門，因此本校資訊處與微軟聯手，向一千
多位教師進行iClass學習平台與MS Teams搭配
的教育訓練研習活動。
葛校長分享淡江資訊實力 讓學習不中斷
　葛校長致詞時表示，淡江大學境外生人數眾
多，此次疫情影響許多學生無法如期返校上
課，為維護他們的受教權，使學習不中斷，
本校快速規劃並執行各項安心就學措施，以
iClass行動學習平臺，搭配微軟Microsoft Teams
及雲端資源，全面提供學生融合現場與遠距
教學的上課模式，並於2月20至26日開設8場
說明會及工作坊協助教師學習，逾800名教師

資工系校友張榮貴（右）獲得108年度傑出資
訊人才，赴總統府接受蔡英文總統（左）表
揚。（圖／張榮貴提供）

似病例的處理、師生的防疫宣導、校內各場所
對外開放的規範（如圖書館、游泳池等）、以
及校外人士與訪客入校規範等。另責成學術副
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督導，學務長
林俊宏與總教官張百誠協助彙整後，送教育部
核備，亦以備教育部訪視作業。
　目前工作進度，秘書長劉艾華說明，已於校
網站首頁完成「防疫專區」，包括「防疫措
施」、「應變計畫」、「安心就學措施」、
「教職員工差勤管理措施」、「無法返校學生
彈性修業機制」等相關事項均公佈於此，並隨
時更新以利師生掌握並了解狀況。
　教務處在各院與系所的統計下已完成境外
即時遠距教學的2,366門課程的調整授課方式
調查；資訊處完成MS Teams即時線上教學系
統的設置與測試，一連舉辦8場工作坊協助教

師助教學習操作。學生會代理會長馬梓祐提
問課程修習及請假問題，葛校長回復請假會
依最大彈性辦理，授課內容若涉及實驗或實
作，可尋求多元性替代方案，教務長鄭東文
補充替代方案與成績評核可由各學系所彈性
處理。
　校園環境方面，目前已針對所有教職員工
生進行防疫調查，同時進行防疫物資的盤點
與補充；宿舍部分將麗澤學舍及會文館規劃
為隔離宿舍，淡江學園及松濤館則為安心宿
舍；飲食衛生部分，將規劃於美食廣場用餐
區設置隔板防止飛沫，福利業務廠商也將配
合投入防疫作業，共同落實餐飲環境衛生及
清潔；校園消毒部分，總務處增購27部大型
噴霧機具提升效率，目前已完成進行各空間
及設施的消毒工作，開學前三日與第一週週
末均會進行全校性消毒，開學後也將每日進
行公共空間消毒作業，尤其加強教室與會議
室的消毒頻率，以確保師生健康；此外於各
大樓出入口設置酒精乾洗手液，並於醒目處
張貼相關標語，提醒師生配合做好個人衛生
管理，共同為校園衛生防疫盡一分心力。
　人員管制方面，目前校內部分空間暫停開
放如圖書館自習室，圖書館、臺北校園、學
生宿舍等區域則暫停開放非洽公之校外人士
進入；全校各大樓將安排人員量測體溫，若
額溫達37.5℃或耳溫超過38℃者，即建議當事
人至衛生保健組處理或自行就醫後，儘速回
家休息；單一出入口如圖書館及臺北校園也
將購置紅外線熱像測溫儀提升測量效率。
　學務長林俊宏提醒，各單位舉辦各項活動
（含上課、會議、研討會、學生或社團活動
等）或人員流動都應做好相關紀錄，以備病
例出現時可追蹤接觸史。

參與；此外還製作懶人包與相關影片供師生參
考。「這是本校資訊處同仁與微軟團隊夜以繼
日努力的成果，相信必定能順利完成任務，將
疫情的衝擊降到最低，協助學生持續完成學
業，尤其是應屆畢業生得以順利畢業，繼續下
一步的人生規劃。」
范巽綠樂見科技輔助翻轉數位學習
　范巽綠感謝台灣微軟的協助，並捐贈MS-
Teams，免費提供給全國4千多所學校使用，為
這次疫情提供線上學習的解決方案；同時將由
淡江大學為大家展示遠距的內容和實體上課內
容其實是一致的，也讓學生非常安心，不會影
響到自己的權益和學分的修習。她強調安心就
學方案，希望協助全國各級學校之學子不受肺
炎疫情影響，推動數位共學，使學習不中斷、
權益不受影響。此外，教育部近期推動教師
們如何在科技輔助下自我學習，因為現在需要
的不僅是個人能力，更是團隊能量。范巽綠指
出，科技輔助學習的時代來臨將會有多元學習
空間，教育部樂見這個蓬勃的發展。
潘先國肯定淡江資訊技術能量
　潘先國表示，「微軟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在教育場景，推出Office 365雲端資源，提供

總統親自接見表揚

史祖德拉一碗麵
揚威釜山電影節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教育資料科學系
（現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系友史祖德，目前擔
任德宇製作公司總經理及CNEX紀實頻道營運
總監，與大陸導演霍寧合製的《拉一碗麵》紀
錄片，日前獲得韓國第24屆釜山電影節最佳紀
錄片獎。史祖德表示，自己導的紀錄片「得到
國際肯定非常開心，能讓全球的觀眾看到，很
有成就感」，日後也會繼續尋找新的題材、深
耕紀錄片領域，期望能讓臺灣的故事分享到國
際上更多的舞台，讓世界看見臺灣之美。
　釜山國際電影節是亞洲最重要的電影節之
一，《拉一碗麵》受電影節肯定，可見其含金
量。史祖德1988年由電視製作出身，在2004年
開始轉向紀錄片製作領域，他與霍寧導演已合
作十多年，此次共同導演的《拉一碗麵》，講
述一位來自中國青海省的少年馬祥，為了追尋
自己的夢想、尋找母愛，決定走出大山，橫跨
中國，來到一千多公里外的陌生城市當拉麵學
徒，面臨著生存挑戰的成長故事，費時約6年
才拍攝完成，未來計劃在相關的影展或CNEX
紀實頻道播放。

校務會議取消觀摩日 設置AI創智學院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USR執行成
果獲得肯定，本次申請「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共有「農情食
課－無毒、有機印象淡水」、「淡蘭海陸輕旅
遊、智慧互動趴趴走」及「淡水好生活－學習
型城鄉建構計畫」等三項計畫通過審查，109
年度共獲得1310萬元補助。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說明，「本校長期以來透
過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與淡水高度連結，加
上高教深耕計畫與校務發展計畫的投入，奠定
了良好的基礎；本次通過審查的計畫中更有新
的團隊加入，相信未來對於『共創大淡水』的
願景能有更顯著的呈現。」 
　「農情食課－無毒、有機印象淡水」為新通
過的計畫，希望透過「知農、體農與創農」等
主軸，引領大學生連結社區、農民、產業與土
地，共同推廣發展淡水特色，創造社區價值以
達到「無毒、有機印象淡水」的目標，獲250
萬元補助；「淡蘭海陸輕旅遊、智慧互動趴趴
走」係延伸「異源復『史』、萬『巷』更新－
淡水老街再生計畫（II）」，除持續調查淡水
在地元素與故事、策劃街頭戲劇與企業合作
外，更將觀光場景延申至淡蘭（淡水、宜蘭）
的水路古道，引導遊客享受都會型輕旅行的休
憩型態，獲250萬元補助；「淡水好生活－學
習型城鄉建構計畫」則延伸「淡水好生活－永
續生活圈營造計畫」，持續以「學習型城鄉」
為目標，打造「淡水、淡江大學城」可居永續
發展的城市環境；並參考淡水實踐經驗，建構
國際連結課程模組與培力服務團隊，與柬埔寨
偏鄉地區暹粒NGO組織合作，透過共學共營
的環境行動，落實生活改善與優質教育的社區
願景，獲810萬元補助。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2月21日下午1
時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8學年度第2學期臨
時校務會議，通過取消3月30日起的三天教學
行政觀摩日，通過109學年設立AI創智學院，
各方對此開創性的課程學分授與及證照中心充
滿寄望與期待。
　本次會議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校長、4位副校長、各一、二級單位主管、
教師及學生代表皆出席。葛煥昭校長致詞
說明，由於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影響，本學期延後至3月2日開
學，本次會議修正通過後的行事曆將先置放於
學校網頁供師生參考，同時進行報部作業。
　提案一「行事曆修正草案」，教學時程規劃

本校USR再獲補助
三計畫續深耕淡水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延後開學，本學期將於行事曆
第2週（3月9日～3月15日）辦理網路「學生加
退選課程」。各年級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請
至課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
tw/acad)「選課、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

期中考試週4月27至5月3日、畢業考試6月1至7
日、期末考試週6月18至24日、原訂3月30日至
4月1日「教學行政觀摩日」本學期取消，該週
正常上課，第18週（7月1至4日）則由任課教
師彈性補充教學內容運用，學期成績登錄則依
原規定進行。蘭陽校園因顧及影響畢業生準備
考試，蘭陽副校長林志鴻建議畢業典禮一併在
6月13日於淡水校園舉辦獲通過。
　提案二「109學年度擬成立AI創智學院」，
由工學院院長李宗翰進行簡報，該學院為持續
貫徹本校「資訊化」目標，落實本校高教深耕
計畫「深耕大淡水、智慧大未來」願景而設
立，為一個虛擬學院運作平臺，進行虛實結合
並推動跨領域學習、教學與研究，提升學生就

業競爭力及校內學術及研發之推展與產學合作
之效應。該規劃短期內已獲得多位校友及專業
人士支持，目前募得經費1,450萬元，其中世
界校友總會總會長陳進財捐贈600萬、全國校
友總會總會長林健祥300萬、化材系校友，翰
可國際董事長陳洋淵500萬。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如果你想實現腦中
的好點子，完成創業夢想，或是修習相關課
程，想要進行實務體驗，總獎金14.1萬的「淡
江大學2020創新創業競賽」可以幫你達成目標
喲。本年度的活動主題為「創新加值、創業加
速」，徵求組別有「創新創業組」與「專題研
習組」，歡迎符合資格的師生踴躍報名。活動
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30日止，研習營將於4月進
行，相關日程及須知可至「活動報名系統」下
載簡章參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course.aspx?cid=FDXA20200604，或逕洽研發
處產學組經理王寒柏，分機3595。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秘書處2月27日公
布「第11屆品管圈競賽活動」初審通過名單，
包括工頭圈、化媒圈、台北轉圈圈、出神入化
圈、救火圈、圈什麼圈、蓋世無雙圈、豬圈、
錢錢圈、濤圈等10個圈隊進入複審，將於3月
11日（星期三）9時40分至4時30分於淡水校園
覺生國際會議廳一較高下。　

2020創新創業競賽開跑

【 潘 劭 愷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世 界 大 學 網 路 排 名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
2020年1月份最新排名中，本校全球排名877、亞洲
175、全國第10，仍穩坐私校第一。在4項指標表現中，
「Presence」240名，「Impact」584名，「Openness」
1,540名，「Excellence」1,501名，相較去年，亞洲及全國
排名（186／11）小幅成長，「Presence」和「Openness」

則大幅挺進（411／2265）。 
　此外，本校在去年11月27日公布的QS2020亞洲最佳大學
排行榜（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也有所斬獲，由去
年的271-280進步到251-260，在十一項指標中，雇主聲望
20.8分、國際教員比例29.3分、博士教員比例63分、國際
學生比例48分、出國交換學生比例49.7分、外國交換生比
例34分，其中國際學生比例排名97，成績最優。

資圖系校友史祖德與大陸導演合製《拉一碗
麵》，榮獲釜山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獎。（圖／
史祖德提供）

蘭陽校園

麗澤學舍 學生活動中心 覺生紀念圖書館 淡水校園會議室

葛煥昭校長（前排左一）出席「公私協力 數位
學習實力到位」展示會。（攝影／張瑟玉）

教育界免費使用，並響應教育部雲端策略，
整合教育雲端帳號Open ID，讓全臺師生註
冊後可登入Office 365進行遠距教學，課堂可
以錄影、開視訊會議，師生還能線上互動及
共同編輯作業。我們運用科技做到『停課不
停學』和『遠距教學』，希望疫情可以盡快
平安落幕，更期待新的科技翻轉可以在臺灣
持續下去。」淡江大學推動數位學習的團隊
動員與能量備受推崇，潘先國在接受平面媒
體聯訪時就表示，「淡江大學技術能量非常
高，其餘的學校未必能如此。」
本校物聯網課程現場模擬 各界稱許
　展示會場分別在北一女中與淡水校園I501，
本校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在I501與湖北、安徽、
台北等地學生連線，教授「物聯網前瞻技
術」課程，實際展示以MS Teams軟體境外遠
距教學，現場音源清晰、網路流暢無時差，
充分展現本校深耕網路校園多年的實力。張
志勇表示，藉由MS Teams軟體可以突破網域
限制，讓無法來台就學的中港澳生，利用平
台進行面對面互動式教學，猶如親臨現場上
課；更可使用錄影功能，讓無法即時上課的
同學，皆能在任何時間、地點自主學習。

葛校長(左)與教育部次長范巽綠(右)會後接受各
家電子媒體專訪。（攝影／潘劭愷）

台灣微軟公共事群總經理潘先國（左）參與本
校進行遠距教學示範。（攝影／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