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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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一)
14:00

 大傳系
O202

Good TV好消息電視台節目製作人
辛蓓霖
生命轉彎處—從新聞人到全方位節
目製作人

5/7(四)
18:00

電機系
E222

電機系博士班學生陳立銘
AI多媒體應用實例工作坊

天下USR大學調查

本校提供次氯酸水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4(一)
10:10

水環系
E787

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
講座教授顧洋
全球氣候議題之發展及挑戰

5/5(二)
13:10

經濟系
Q306

【我在旅行】創辦人黃世華
離開，才有新的可能

5/5(二)
13:10

大傳系
Q306

愛爾達電視台體育主播魏楚育
跨國體育文化大不同，國際體育賽
事播報的經驗談

5/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山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黃信銘
Correlated electrons in twisted 
bilayer graphene at the magic angle

5/5(二)
14:10

水環系
E820

美 華 集 團  美 商 傑 明 工 程 顧 問
（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土壤及地
下水事業部協理賴宣婷
美國和台灣土壤及地下水顧問公司
工作經驗分享

世界閱讀日穿越500作品 共賞德國文學

疫情延燒活動暫停 淡江時報紙本暫發行二版面 

圖書館世界閱讀日主題展「穿越．德國文學」展出400
冊圖書，吸引愛書人前往翻閱。（攝影／麥麗雯）

宿舍7月改建 增260床

門禁管制圍籬遭破壞 蕭瑞祥籲捍衛學費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
宿舍整建案」歷經6次「學生宿舍整建研議會
議」，已初步規劃完成，將撥款1億1000萬元
進行整建工作。此次「學生宿舍整建案」以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柏林
圍牆倒塌背後的歷史意義嗎？是否好奇貝多
芬，經歷了什麼樣的人生，才造就了他在音
樂史上的地位？覺生紀念圖書館、德文系與
歌德學院（台北）文化中心，4月23日起聯合
舉辦世界閱讀日活動主題展「穿越．德國文
學」，分別於圖書館2樓閱活區及5樓非書資料
庫，展出包括400冊圖書（電子書）及100件影
片，為期一個月。
  典閱組組長石秋霞說明，今年適逢柏林圍牆
倒塌30週年及樂聖貝多芬誕生250週年，與德
文系聯合規劃相關活動，可惜受疫情影響取
消開幕活動及講座。「但今年有個特別的收
穫，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贈送47冊
德文版新書參展，都是近兩年出版，不在館

（圖／徐衍璞提供）

本校實施校園管制用圍籬，多處遭到惡意破
壞（圖／事務整備組提供）

剛、毅棟為主，預計在今年
7月開始動工，110年1月完
工；而原松濤館4、5、6樓
教職員宿舍，則在6月底教
職員遷出後，以原樣式進行
油漆或更換窗簾方式修繕一
保持環境清潔舒適，提供學
生住宿，共有30間2人房計
60個床位，109學年度第1學
期即可開放申請。
  剛、毅棟整建以家庭式學
生宿舍為主，每戶包含3間
2到4人套房，可容納10人
居住，共可提供200床位。

空間設計包括客廳及簡易廚房空間，並提供客
廳家具組、餐桌椅、電冰箱、電鍋以及電磁爐
等；一樓公共區域除了設有管理員櫃台，也包
含洗、烘衣部、多功能活動區、24小時自動販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受到特殊嚴重傳染
性肺炎影響，許多活動取消或延後，淡江時報
因應此一情況，自本期起，實體報紙出刊版面
由四個異動為兩個版面，刊載學校及學生重要
新聞、活動報導及「卓爾不群」專欄，其餘專
題及專欄直接刊載於網站。淡江時報委員會主
任委員，秘書長劉艾華表示，淡江時報長期提

教心所FB直播研討會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退休教授紀
秋郎日前辭世，享壽87歲。紀秋郎為臺灣大學
比較文學博士，57年8月進淡江服務，曾擔任
總務長、英文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夫
人為英文系退休副教授陳秀潔。
　英文系副校授黃永裕談起與紀秋郎的緣份，
是從大四時期的「獨立專題研究」跟著他進行
學術研究開始，研究所時期還擔任他的課程助
教。「他是一個標準的學者型老師，治學處事
都很嚴謹認真，還會演奏小提琴和鋼琴，家中
常常播放古典音樂，充滿藝文氣息。」黃永裕
研究所畢業後，除了在母系擔任講師，也在紀
秋郎的推薦下擔任張建邦創辦人在臺北市議會
的英文秘書，「我很感謝老師的肯定與推薦，
這對我往後的淡江生涯有著決定性的幫助。」

　【記者黃律沄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
組4月29日於I501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
寫經驗分享」，邀請觀光系專任副教授陳維立
分享自身的升等經驗。
　陳維立首先提醒，在準備升等時應注意「淡
江大學研究人員評審及升等規則」中的第一條
第二款「研究重點主要以教學實務為範圍所獲
之成果，研究內涵應以教學實踐與學生學習成
效為主體，對受教對象之學習有正面效益」，
以及第二條第四款「申請升副教授者應在該學
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
　接著她以自身跨領域的升等經驗分享，建議
升等前應做好「盤點與策略」；清點自身累積
的研究發表、教學成果等，只要是符合「審查
基準」者都可列入；接著則是依照盤點的結
果，從學校「代表著作（作品）規範」中進行
歸類，同時參考他人升等案例的安排，找到適
合自己教學研究專長的規劃。至於最重要的，
如何順利產生「代表著作」，她提供3個秘
訣，透過參加研討會，從相關領域大師的演講
中尋求研究靈感、多多參加工作坊獲得建議、
以及掌握時間適時投稿。
　日本政經所助理教授徐浤馨分享，自己本身
還是傾向研究升等，但希望能從陳老師的分享
中得到些啟發。「她的分享帶給我兩個提醒，
一是盤點個人的研究著作與資源，其次是了解
升等規則的條文，讓自己可藉以整理並發現不
足之處，不虛此行。」

更正啟事
1103期「第8屆系所發展獎勵」新聞，第七屆
獲獎者應為電機系、資工系、航太系、會計
系、戰略所；另「系所發展獎勵辦法」第四條
規定，入選系所資格須前七年內獲獎未超過五
次者，電機系、資工系、統計系本屆未參賽。

寰宇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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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原民
二級上將

【記者林雨荷專訪】「當有一天國家需要你
的時候，就必須要以生命來奉獻這個國家。」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目前就讀本校戰略
所博士班的徐衍璞將軍堅定地說。奉獻軍旅44
年，59歲成為台灣首位具有原住民血統的中華
民國國軍二級上將。

小時候的家境並不富裕，父親是民國38年跟
著國軍從山東撤退來台的軍人，母親是來自宜
蘭南澳鄉泰雅族姑娘，「那時候原住民部落的
生活較為困頓，我媽媽在小學畢業之後，就到
台北幫傭了。」媽媽帶來的身教，養成了他往
後吃苦耐勞及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

民國65年，徐衍璞以優異成績錄取成功高
中，那時剛好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第一期正
式招生，老師及父親鼓勵他，從軍報國將會是
個人生涯中一個很好規劃，所以選擇就讀中正
預校，開啟了軍旅生活。從預校畢業以後，徐
衍璞直升陸軍官校，在這7年間，徐衍璞接受
完整的兵科軍事教育以及國軍的養成訓練，是
培育他成為堅強軍人的重要過程。

「人生要有自己的目標，我選擇投入軍職，
就必須全力以赴。」幾十年的軍旅生涯中，從
基層軍官一路晉升上將，徐衍璞貢獻他的所
知、所學、所能，面對不同職務所帶來的各種
挑戰，他總是全力以赴，謙虛的認為自己比較
幸運，所以能讓長官看見他的努力。

「我父親是一個大陸撤退來台的老兵，退伍
時的職務是國防部勤務指揮部的上兵，他應該

沒有想過有一天他的兒子可以升到上將，但不
是奇蹟，這需要靠個人不斷的努力。」軍旅生
活戰戰兢兢，徐衍璞一路走來，曾任陸軍第十
軍團參謀長、陸軍副參謀長、人事室次長、陸
軍第六軍團指揮官等重要軍職，在人生的不同
階段不斷挑戰自我。

「一人不為功，團隊最重要」是徐衍璞在民
國95年「漢光22號演習」中學到的課題，當時
他負責整個火力、兵力展示的全盤策劃指揮工
作，他認為任何成功需要靠一個團隊，團隊整
體的協調合作是達成任務成功的重要基礎，在
整個三軍聯合的演習當中，各單位需要放下成
見，彼此間相互協調、合作，更要放棄軍種的
本位主義，以成功作為彼此間的重要標的，在
這樣的狀況下演習才能圓滿達成。

「理直氣和、義正辭婉」是徐衍璞的人生態
度，就讀中正預校的日子裡，當時的校長周世
斌對他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從一早起床繞校
園跑步到晚自習，周校長總是悄悄地關注我
們，我從未見過他疾言厲色對幹部或學生。」

「基本上我不生氣、罵人，但是部隊紀律一
點也不鬆散，且能達成所有任務」。他認為謾
罵、責備、處分不會是處理事情的最好方式，
溝通勝於一切，應以部屬的立場設想，在一個
好的氣氛下，大家就會主動把自己的事做好，
但也不會因此讓軍隊工作停滯，他時常鼓勵同
仁要以身作則、具備同理心才能去做適性、適
切的領導。

被部屬形容為「最大缺點就是人太好」的徐
衍璞，雖然一身軍服，但身上流淌著泰雅族熱
情的血液，親和力十足。「我一生都以身為原
住民的血統為榮。」國防部副總長執行官參
謀鄭緯綸中校認為徐衍璞是「優秀、親和力十
足、認真負責的好長官」，他回憶與徐衍璞初
次共事，是在民國95年，徐衍璞時任21砲指部
指揮官，「他默默關懷腳莫名腫起來而不良於
行的我，還派車載我到三軍總醫院看診，讓我
非常感動。」經過多年再次與徐衍璞共事的鄭
緯綸觀察，這些年來，徐上將一路走來始終如
一，仍以誠懇、熱心的態度對待部屬，沒有官
架子的他，讓人如沐春風，願意為他付出。

擔任國防部陸軍六軍團指揮官時期，徐衍璞
促成淡江大學與國防部簽訂「國防部ROTC大
學儲備軍官團暨策略聯盟」，並在關渡指揮部
成立教學點，讓學校與部隊合作將就學、就業
相互結合，並讓所有的官兵有機會在營區內有
機會學習淡江課程。

「用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人生，而教育可
以改變一切。」因此即使工作繁忙、需要犧牲
陪伴家人的時間，他仍以身作則、鼓勵同仁們
在職進修，並透過閱讀擴充涵養。「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是非常悠久且頗負盛名
的系所，並且培育了很多厲害的人才，那時我
開始思考自己到了這個階層以後，是不是能
有機會再給自己一個學習的機會」不斷精進自
己的他，今年進入本校繼續攻讀國際戰略研究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2020年「天下
USR大學公民調查」4月21日出爐，本校獲私
立大學排行第五名，平均總分2.75分，在環境
永續和教學承諾上，皆有不錯的表現。其他各
校表現，臺灣大學、陽明大學、逢甲大學、朝
陽科技大學分獲公立大型、公立中型、私立一
般及私立技職大學榜首。
　此次調查以大學治理、社會參與、環境永
續、教學承諾等四個面向檢視各大學在社會責
任的實踐狀況。今年更首度對所有大學發放問
卷進行調查，並依大學類型與規模進行排行。
另受到全球性新型冠狀病毒的的影響，此次調
查也特別檢視各大學的防疫作為及協助社會應
對疫情的貢獻，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的宗旨。

陳維立升等經驗分享

供教職員工生及校友學校資訊，為認識淡江的
重要來源，此次考量疫情影響進行版面調整，
同時也將針對目前讀者閱讀資訊習慣，研議未
來紙本發行及內容刊載規劃。他歡迎全校同仁
及學生踴躍提供淡江校園資訊，「疫情期間可
能有許多故事發生，希望大家一起關心這個大
家庭，讓更多正向能量激勵並溫暖大家。」

敦睦芳鄰攜手抗疫
　【記者李宜庭淡水校園報導】特殊嚴重傳染
性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總務處整合化學系與水
環系高思懷教授製作次氯酸水供學校公共環境
消毒使用，目前穩定量產中。基於共同防疫理
念，4月19日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及總務長蕭
瑞祥，代表本校提供鄰近之中興里與學府里次
氯酸水，協助防疫消毒工作，由中興里里長江
慶發、學府里里長林文成代表接受。4月24日
則提供本校學生外宿主要地區之一正德里，由
里長黃俊雄代表接受。
　總務長蕭瑞祥表示，中興里與學府里緊鄰本
校，與本校教職員生生活息息相關，兩位里長
平日在公共事務積極關懷並協助本校，充分發
揮守望相助精神，此次本校因疫情進行校園管
制，更提供建議讓作業更完善；本校提供次氯
酸水，除了感謝其平日的關照，也希望雙方的
互助情誼持續下去。正德里里長黃俊雄感謝本
校在防疫期間提供衛生教學服務，讓里民對疫
情更加了解及放心，目前次氯酸水主要用於課
程教室以及協助社區大樓消毒，除了讓社區管
委會以及住戶感受本校美意，也讓住宿該里的
學生更安心。

賣機及小型討論區，其中小型討論區將設白
板、投影設備及座位，提供住宿生課後討論的
空間；多功能活動區則可提供住宿生或宿舍自
治會舉辦小型活動或課程。為維護住宿生安
全，宿舍大門及每戶房門將進行雙重防護，分
別使用人臉辨識及刷卡門禁管制。葛煥昭校長
於會議中指示，自強館改建為教育學院後，
女生宿舍減少500個床位，因此剛、毅棟整建
後，原則上提供女生住宿申請。
　為讓學生宿舍建構成新世代學生學習空間，
融入學習、同儕交流及創意機能，學生事務處
住宿輔導組4月24日舉辦「宿舍整建設計參與
討論會」，邀請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帶領松濤
宿舍自治會4名代表，及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
同仁，以工作坊的形式討論目前松濤館宿舍環
境，及新宿舍的空間運用。相關後續項目如周
邊停車空間規劃、整建後學生宿舍命名方式將
另案研議。

藏內的新書，我們特別感謝歌德學院的
支持，也邀請大家透過閱讀，認識並體
會德國文化與文學之美。」
  德文系助理教授林郁嫺表示，為鼓勵
大家多閱讀，本次活動特别結合了網路
社群與德文系相關課程，讓同學們透過
在社群平台上發布影片，分享心得推薦
獲得集點，換取精美小禮物。她也分享
了自己喜愛的德國小說，包括知名作家
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香水》、
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我願意
為你朗讀》、費策克（Sebastian Fitzek）《包
裹》等暢銷小說，其中《包裹》曾於1073期
「一流讀書人導讀」中介紹，（網址：http://
tkutimes.tku.edu.tw/dtl.aspx?no=49236 ）

  經濟三安柏儒說：「高中學習歷史的時候，
對於德國充滿了興趣，嚮往他們的自然環境
與生活品質；德國文學的展出十分吸引我，
發現了幾本不錯的書，也抒發考試壓力。」

力的困擾，更帶來防疫管制上的問題，總務長
蕭瑞祥呼籲全體教職員生共同發揮道德勇氣，
一起「捍衛學費資源、守護健康安全」。
　近日來遭受破壞的圍籬，包括溜冰場及游泳
館後方、翰林橋前、游泳館後方小村莊入口及
停車場菜園旁、力霸橋旁等地，大部分遭破圍
籬可透過人工進行修繕，小部分則受損嚴重須
更換新圍籬。蕭瑞祥指出，校園管制所使用的
乙式圍籬，僅具提醒式的效用，強行攀爬容易
受傷，且一旦造成防疫破口，對全校教職員生
的努力都將是嚴重打擊。「而且學校的經費來
自同學們的學費，我們希望能夠運用在更合適
的項目，例如強化教學及資訊設備，對同學們
將更有幫助。」若遇到破壞圍籬者，可在自身
安全的前提下予以勸告或阻止，也可儘速撥打
校內分機2119及2110通知安全中心協助處理。

本校獲私校第五

前文學院長紀秋郎辭世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於5月1日上午9時30分在ED601舉
辦「2020多元與對話：諮商專業發展的回看
與前瞻」研討會，雖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教心所改以臉書直
播舉行，本次共有1篇口頭論文，49篇壁報論
文發表。以壁報論文發表的教心碩四陳芊卉說
明，須以3至5分鐘的影片說明論文主題，為了
呈現論文內容，嘗試在一部影片中呈現多種構
圖的創意策劃，錄製也10多次修訂和重錄，最
後將成品上傳至「《淡江教心學術研討會》多
元與對話：諮商專業發展的回看與前瞻」之臉
書社團進行發表。
　因應此次研討會以線上舉行方式，教心所事
先成立臉書社團，邀請主講人、主持人、論文
發表者加入，以直播同步、影片非同步方式進
行學術交流。同步方面，則於5月1日上午，由
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教心所所長韓貴香進行
開幕式，並且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
究員彭仁郁擔任主講人，直播說明「創傷心靈
地景的探索：臨床人文在台灣的可能性」。在
多元對話論壇中也採用線上直播，針對主題進
行現場、線上的討論。非同步方面，是運用在
口頭發表和壁報論文展示，由發表者事先錄製
影片說明發表主題，發表者也可線上回復，相
互討論增進相互學習。

教心５校友考取諮商師
　【林薏婷水校園報導】恭喜！109年度考選
部辦理的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心理師考試」，於4月份放榜，本校教心所
校友盧璿之、郭仰晏、儲嘉成、趙維揚、柯宥
璿，共5位校友考取諮商心理師執照。
　教心所校友趙維揚分享：「投考諮商心理師
執照的過程中雖然有困難，但也遇到幫助自己
的貴人，特別開心的是，考取執照覺得能應用
所學。」他表示，所上教師在課堂上提供諮商
心理執照考試的知識，趙維揚提到，自己也想
和身邊同學一樣朝社區心理師發展，在社區機
構、診所裡發揮所長幫助地區民眾。

所博士學位，即便工作繁忙，他仍認為「學
習」對於個人的未來的工作、生涯規劃都是
經驗的累積「活到老、學到老，尤其學習、
讀書充實自己，讓自己具備更多的實力和能
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今年1月，徐衍璞晉升上將時，由總統蔡英
文親自授階，他說：「總統在授階時給我很
多的勉勵以及期許，階級的提升代表責任的
加重，尤其現在國軍面對兩岸嚴峻的情勢，
中共幾十年來對我們的威脅從來沒有減少
過，所以國軍對於保國家的安全與福祉，這
樣的責任是非常重大的。」未來，他除不斷
精進自己外，亦將不辜負國家、總統、人民
的託付，勤奮不息，為國家奉獻心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4月6 日起
實施校園管制，兩週來狀況良好，絕大多數教
職員生均能遵守規定進入校園，然而在校園週
遭的圍籬卻屢遭破壞，除了造成學校人力及物

為協助學生運用新宿舍空間，住輔組邀請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
（立者）帶領松濤宿舍自治會代表與節能組同仁進行討論。
（圖／住宿輔導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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