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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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二)
10:00

教發組
E514

電機系副教授施鴻源
教學特優教師課程觀課交流-「半
導體元件」

4/24(五)
12:00

教發組
I501

統計系教授林志娟
遠距非同步數位學習創新成果分
享-以應用統計方法(一)為例

王屏生回母校拜訪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4/20(一)
10:10

水環系
E787

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
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李育明
環境保護國際公約

4/20(一)
14:10

教育學院
ED601

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
大學課程與教學

4/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副技師林宮玄
奈米材料之飛秒雷射顯微術

Femtosecond laser microscopy 
of nanomaterials

4/21(二)
14:10

水環系
E820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高夢瑤
Biomass-derived Three-dimensional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P o r o u s  C a r b o n /
Composite for High Performance 
Supercapacitors and Beyond

4/21(二)
14:10

財金系
B713

元大期貨經理李柏賢
期貨業未來發展與就業機會

4/22(三)
10:10

海下中心
B712

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
水下文化資產人才培育

4/23(四)
10:10

會計系
B712

宏碁電腦亞太區稽核副理許秀婷
內部稽核在公司之角色

4/24(四)
10:10

工學院
E787

普鴻資訊資深副總官哲弘
K學長的奇幻里程

第8屆系所發展獎勵 ８系進入複審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奉校長指示，
教務處日前公告本學期因應疫情取消統一排
考，授課教師可依科目性質採多元彈性評量，
請同學依各科授課教師規定，於考試週進行考
試或上課。
  課務組提醒，儘管取消統一排考，無法應試
時仍須依相關規定請考試假，核准後憑考試假
學生收執聯向任課教師申請補考，補考時間由
任課教師自行安排。另本學期考前溫書教室
B119暫停開放，請同學可多利用居家防疫期
間溫書修讀。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 4月25日展開 

資管系教授蕭瑞祥獲得「科技部價創計畫」
補助1,000萬元。（攝影／潘劭愷）

校慶LOGO 全     出爐

蕭瑞祥獲千萬補助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今年是本校建校
70週年，將盛大舉辦各項慶祝活動。秘書處4
月10發布70週年校慶Logo，並提供黑白兩種背
景，置於「校園素材庫」70週年校慶LOGO項
目，供各單位使用於校慶相關活動或文宣品。
　本次LOGO委由專業人士設計，主體以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的手書「超越」為主題發
想，融入了簡約厚實具現代感的數字「70」，
70的下方則標示淡江創立於1950年，透過金色
與紅色的搭配，帶出淡江大學70週年慶，想要
從心超越以往、創造嶄新未來的全新意象。
　秘書長劉艾華說明設計過程，此次LOGO設
計邀請文錙藝術中心、學務處、大傳系、資傳
系、課外組及數位設計組等單位相關專業教職

研發處精油自造體驗活動，參與學員進行個
人化精油的調配與裝瓶。（攝影／劉江）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8次會議，由校長葛煥昭主
持。（攝影／游晞彤）

員參與討論，集思廣益確定設計方案。「書法
後面加上心，在於其圖像有動感、跳躍的感
覺，代表超越的意涵。」他歡迎全校各單位踴
躍下載，應用在研討會相關資料文件、刊物出
版、T恤、信封、馬克杯等紀念小物的設計，
一起為70週年校慶留下紀錄。
　70週年校慶活動將擴大舉辦，目前各單位正
緊鑼密鼓積極籌辦，校慶期間更有許多大型活
動，除了傳統的蘭花展及校友活動外，更有淡
江光雕秀、本校與微軟策略聯盟簽約暨AI體驗
中心揭幕、USR+CSR ：環境教育與流域課
程開幕、淡江校史暨張建邦博士紀念館啟用典
禮、淡江PAPAGO校園實境解謎、熊貓講座成
果展、淡江願景牆揭幕等，精彩可期。

　【潘劭愷、記者蕭羽珊淡水校園報導】品
質保證稽核處4月15日公告第8屆「系所發展
獎勵」進入複審系所名單，將由土木系、日
文系、大陸所、航太系、財金系、教科系、
會計系、戰略所等8系所競逐。連續七年獲得
獎勵的電機系，及獲獎5次的資工系與統計系
本屆不用參賽。審查會議將於5月15日下午1
時起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進入複審系
所進行成果簡報。
　土木系主任張正興感謝今年能夠再度入
圍，之前已有多次得獎經驗，複審簡報內容
將會扣緊學校5大績效指標來呈現，希望能夠
再次奪獎。
　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表示，相當驚喜獲得
入圍，將與全體師生共同攜手努力，全力以
赴地準備簡報，當天拿出絕佳的表現。
　大陸所所長李志強非常高興系所過去一年
的成果，及師生們共同的努力的成就獲得肯
定，在簡報中將凸顯實務為主的教學課程，
展示系上師生在兩岸事務扮演的角色。
　航太系去年獲得系所發展獎勵，今年再度
入圍，系主任陳步偉感謝學校給系上全體師

生這份榮耀，將準備完善的資料應戰，未來朝
向多元發展系所特色。
　財金系系主任陳玉瓏非常高興能夠再次入圍
複審階段，特別感謝系上師生的努力，正積極
構思簡報內容，凸顯系所特色，期望能夠得到
肯定。
　教科系系主任李世忠表示，這是第二次入
選，在準備方面除了呈現系上的基本5項績效指
標外，還會展示系上畢業專題跟企業實習2大特
色，呈現學生與企業連結緊密。
　會計系去年獲得系所發展獎勵，系主任孔繁
華表示驚訝開心之餘，隨之而來的是壓力與責
任，會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這次簡報。一直以
來以募款為強項的會計系，將在簡報中分享募
款方法及「廣信益產學合作計畫」，幫助學生
一畢業就立即就業。
　去年獲得系所發展獎勵的戰略所，所長翁明
賢接到再次入圍消息十分高興，他表示，戰略
所是全國唯一聚焦在戰略、國際事務的研究
所，為國家安全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將繼續精
進教學、研究，並與國內相關單位進行就業輔
導合作。

教育部４月20日來校訪視應變計畫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因應教育部將於
4月20日上午來校進行全校性應變計畫訪視，
以及檢視本校遠端教學／學習之演練情形及
檢討，4月15日下午3時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召
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8次會議，
由校長葛煥昭主持，副校長、一級主管及防
疫小組成員出席參與。
　 葛 校 長 重 申 「 遠 距 教 學 是 不 得 不 為 之

事」，進行演練是為讓師生熟悉
相關操作，萬一停課情事發生
時，可以直接實施，以達「停課
不停學」之目標；他也希望教
職員工生能確實配合學校防疫政
策，學校也會針對現況與建議進
行滾動式修正，讓防疫措施更臻
完善。接著說明本次會議目的，
除了解遠端教學／學習演練情形
及檢討，其次檢視本校防疫工作
之執行現況及檢討。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報告本校因應疫情的遠端
教學／學習現況，他說明本校發展遠距教學之
歷程由張創辦人於91年10月「教學與行政革新
研討會」中宣示本校發展「遠距教學」建立網
路校園，之後通過教育部遠距認證，成立數位
碩士在職專班、磨課師課程上線、導入iClass平
台、推動以實整虛課程等，奠定良好基礎；接
著提到本校以MS Teams實施境外即時遠距教學

情況，包括舉辦說明會及工作坊協助教師熟悉
系統，相關資料呈現於校網頁便利師生了解，
更超前布署實體課程為遠距教學，於4月6至11
日於原時間原上課地點模擬進行遠距教學，各
系統使用數據，包括MS Teams及iClass的使用
率均明顯升高。未來也將持續改善，讓遠距教
學更能落實學習成效，朝「遠距共學，安心就
學」目標前進。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則針對教育部實地訪視簡
報項目進行報告，其中重大活動之防疫規範包
括4月25及26日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之
相關規範措施，以及畢業典禮若無法依原訂計
畫舉辦，規劃將於書卷廣場舉行。
　總務長蕭瑞祥則透過出入管制口的修正措施
感謝學生會的建議，也重申重視學生意見進行
改善的原則。

　【本報訊】本校將於4月25、26兩日舉辦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共計
42學系55組於淡水校園及蘭陽校園展開。也
將視疫情發展，配合政府暨本校相關規定，
隨時調整因應措施。
　若有考生因疫情影響無法參加考試者，將
取消面試，改採計學測加書審成績，若造成

與其他考生評比方式不同，將以外加名額方式
錄取；自主健康管理考生應主動通報本校，以
便安排至隔離試場並全程配戴口罩應試。
　來校參加面試者，應配合量測體溫及戴口
罩，提早20分鐘進入試場，考前或甄試中如有
發燒（額溫≧37.5℃或耳溫≧38℃）或呼吸道
症狀，將由衛生保健組採取適當措施，依考生

意願協助就醫或移至隔離試場應試；陪同進
入樓館人員以1人為限，並須填寫「陪同人員
健康情形調查表」，相關細節請詳招生資訊
網頁之「最新消息」。
　為讓考生及陪考人員更了解報考學系特
色、課程規劃及職涯發展，各系將另舉辦
「學系說明會」，相關內容詳三版；本期二
版也特別製作「學系說明會專刊」，讓準考
生們及家長對於本校有更多了解。

臺灣新聞攝影大賽
４校友在校生獲獎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資管系教授蕭
瑞祥日前以「啟發式智慧企業徵信KYC支援
平台開發設計」獲得「科技部價創計畫」補助
1,000萬元，該計畫以「洗錢防制機制」作為
發想，透過這套AI模型以自動化、智慧化的方
式幫助金融產業進一步了解客戶所接觸到的個
人、公司之金錢流向與資金運用是否觸法。
　「因為法律制度的要求，所以有一定的市場
在」，蕭瑞祥認為這套系統相當有前景，不僅
可以降低人力資源，更能大幅縮短作業時間，
持續累積客戶與實力。「現今全球有許多人投
入類似的系統開發，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
我們永遠無法保證會不會有一天被超越，因此
好還要更好，不能停滯不前。」
　系統開發團隊結合數名具有超過10年資歷的
金融、電商業資訊人才，透過自身在業界的經
驗，以產業領域知識搭配最新技術科技，加
速提升台灣資訊業創新與升級，其中之一為蕭
瑞祥在資管系指導的畢業專題小組學生，「這
算是另類的產學合作。」資管系鼓勵畢業專題
小組學生參與校內外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創業競
賽，「我很鼓勵學生參與校內外相關比賽，透
過競賽驗證所學，增加實務、實作相關經驗，
也會讓學生透過參與產學合作學以致用並激發
更多可能，對未來發展或求職都有幫助。」

　【陳子璿、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淡江
攝影人才輩出！由臺灣新聞攝影協會舉辦的
「2020臺灣新聞攝影大賽」公布得獎名單，校
友林俊耀、謝鈞陶、王文彥及大傳三古佳立分
別獲得「突發新聞類」、「網路影音新聞專題
類」、「體育新聞類」、「系列照片類」4個
獎項，而古佳立更是唯一得獎的在學學生。
　林俊耀為大傳系校友，目前在中央通訊社擔
任攝影記者，之前曾得過此大賽肖像類、系列
影像類優選。對於此次在立法院議場拍攝立委
摔倒的作品，獲得「突發新聞類」第2名的佳
績，他表示，「很感謝評審肯定，這個比賽在
臺灣是指標性比賽，開放與自由度，能夠讓自
己與業界以外的人切磋作品，經驗很難得。」
　毅傳媒影音中心攝影組組長、大傳系校友
謝鈞陶，之前擔任壹週刊娛樂攝影組組長多
年，對於第1次參賽就獲得「網路影音新聞專
題類」第3名的成績，他表示，平面攝影和動
態拍片雖然都是在說故事，但動態拍片更為複
雜、困難度更高。他2018年才開始學拍片，此
次獲獎作品是描述部落醫師高揚威的故事，對
於能脫穎而出，謙虛地說很僥倖，這次最大收
穫是評審委員給的建議，未來如果有好的作品
會繼續參賽。
　運管系校友、自由工作者王文彥獲得「體育
新聞類」優選，曾於2015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囊
括6獎。他表示，這次的作品是拍攝北海道流
冰底下的潛水照，想藉由照片喚醒大眾對全球
暖化的警覺，喜歡攝影的他，往後也會繼續拍
攝各種不同題材的照片，深耕攝影領域。
　大傳三古佳立表示，公布得獎名單當天，正
忙於校內顯影季會場撤展，對於獲得「系列照
片類」優選感到意外，「感謝開始拍照後所有
給予建議的人、被攝者，讓自己成長許多，也
感謝這次田調中願意與我聊天的地主及農民，
他們完整了這組照片。」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很久沒有回到母
校，很開心回來走一走」英文系校友，錫山集
團創辦人王屏生，4月9日在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及金鷹校友江誠榮陪同
下回校參觀，同時拜會葛煥昭校長，並在行政
副校長莊希豐、研發長王伯昌等人的陪同下參
觀淡江校園，重溫昔時就學回憶。
　這是王屏生四十年來首次回到母校，一行人
先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回味黑殿排骨飯（黑
店），之後參觀科學館（就學時的總圖書
館）、宮燈教室、活動中心、松濤館及教育館
（自強館），以及海事博物館，回憶當初就讀
淡江時的點滴。王屏生稱讚海博館中的展品
「十分有料，有機會還會再回來好好欣賞。」
之後拜會葛校長，葛校長稱許王屏生事業有
成，並歡迎有空常回母校走走。
　王屏生曾擔任中國台企聯（全國台灣同胞投
資企業聯誼會）會長，目前擔任該會榮譽會
長，也獲海基會聘任為臺商財經法律顧問。
1978年於臺北創辦錫山家具有限公司，1989年
轉戰大陸佛山，利用大陸的豐沛勞動力發展高
檔家具的設計與製造，目前旗下擁有錫山家具
集團及錫山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設計、研
發和生產高檔休閒家具及戶外休閒產品。2012
年起與德國家具公司BMB合作，採用新型環
保材料Resysta製造家具，替代原木；2016年
旗下品牌AGIO榮登美國戶外網站AboutHome
《最佳戶外休閒家具品牌》榜首；2017及2018
年獲頒《中國輕工業百強企業》。

期中考缺考仍應請假 加退選後補繳退費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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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補繳及退費時間為5月6
日至29日，辦理退費出納組（台北校園、淡水
校園）夜間加長時間為5月6日（週三）至5月8
日（週五）。請注意，自108學年度起不再由
各系所轉發補繳單及退費通知單予同學(退費
領款單除外)，有關加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
退費的明細及方式等詳情，請至「補退費查詢
系統」（網址：http://clf.finance.tku.edu.tw ）
查詢，提供郵局帳戶者，於4月25日優先撥入
帳戶。

學士後培力課程招生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跨領域學習風氣方
興未艾，本校特別辦理「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
課程」招生，以提供跨領域學習機會及養成多
元專業能力，創造以學習者為核心之開放式學
習環境，預計109學年度起招生，歡迎具學士
學位者踴躍報考。
　招生策略中心主任李美蘭說明，該課程係針
對已經大學畢業的人士設計，以隨班附讀的方
式進行學習，入學前曾修習過如空中大學、大
學推廣教育等相關課程，可依規定申請學分抵
免。只要在修業年限（一至四年）內修習（含
抵免）超過48學分，且符合就讀學系規定者，
即可發給學士學位證書，加註「學士後多元專
長」等字樣。相關資訊發行簡章內容為主。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大家對於精油
應該都不陌生，但對於精油的製造與調配就
不一定有相關經驗。研發處4月13日下午1點
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行「芳療系列產品沉浸
體驗-複方純露自造與體驗活動」，邀請本校
化學系校友莊文華博士帶領大家自造肉桂純
露，以及蔡虹瑤芳療師介紹芳療入門知識並
現場調配專屬個人的複方精油。
　莊文華首先用VCR演示萃取使用的儀器設
備，然後說明精油與純露之區別：「精油是
植物中萃取出來特有的香味物質，純露則是
蒸餾精油同時得到的水合物。」萃取方法包
括蒸餾法、冷壓法、脂吸法、溶劑萃取法及
超臨界萃取法。隨後莊文華指導學員按照3公
升水和100公克肉桂葉的比例，利用水蒸氣直
接通過植物體萃取精油並獲得純露。
　純露製作完成之後，芳療師蔡虹瑤拿出自
備的多種精油，依次介紹精油的特性、使用
的方法與禁忌、精油調配，她表示相同功能
的精油相加會加深治療深度，不同屬性的精
油會增加廣度，而也有一些精油（如生薑與

薄荷）會互相牴觸。接著讓學員根據自身喜好
與需求調配專屬複方精油。
　接著蔡虹瑤示範精油吸嗅、食用、按摩等不
同的使用方式。她強調有些精油不能隨意使
用，像是柑橘類的精油不可用於日光浴，肉
桂、薄荷、丁香花不建議泡澡使用。

水下文化資產講座 李其霖細說石滬

芳療入門鮮體驗 製作個人專屬精油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海洋與水下科技
中心4月15日在商管大樓B712教室舉行「水下
文化資產系列講座」，邀請本校歷史系副教授
李其霖以「石滬：古老的世界性陷阱漁法」為
題，介紹石滬這一獨特的水下資產。
 　李其霖介紹，石滬（stone weir）捕魚為漁滬
（tidal weir）捕魚的一種。漁滬捕魚最早可溯
及石器時代，利用木頭、石材或人工材料等在
河流、河口或海濱地區設置固定式陷阱，運用
海水漲退潮原理，讓魚在漲潮時游進漁滬內，
退潮時無法游出被困在其中以利捕獲。石滬主

要建在有礁石的海岸線，臺灣的西部沿海以及
澎湖群島的部分地區都可發現石滬遺跡。此
外，韓國、日本等全球多地也有石滬分佈。
　就臺灣而言，李其霖表示：臺灣西部沿岸
地區最早關於漁滬的文獻是清代周鍾瑄於1715
年所撰寫的《諸羅縣志》，隨後透過圖片分別
說明現如今留存在淡水、三芝、石門等北海岸
地區的74筆石滬，「每一個石滬都有名字及產
權」。瞭解這些石滬背後的故事，將有助於洞
悉早期人類的捕魚技巧、經濟活動、魚類資源
及社會文化等面向。

心

更正啟事
1102期「淡水校園四出入口管制」新聞，管制
時間應為「週一至週五上午7時至下午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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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化材系、機械系
統計系、戰略所

電機系、資工系、航太系
會計系、戰略所

系所獎勵歷屆獲獎學系

大傳系校友林俊耀獲獎作品。（圖／臺灣新
聞攝影協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