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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遠見》雜誌專訪葛校長 談遠距教學及未來大學預想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6/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天文及天文物理所副研究
員呂聖元
毫米波的天空 - 以ALMA看宇宙

6/17(三)
10:10

海下中心
B712

龍門顧問有限公司考古研究員陸
泰龍
一線之隔：從經驗談考古、水下考
古、與水下文化資產的異同

USR成果展 淡味創生創造地方價值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葛煥昭校長6月10
日上午接受遠見雜誌專訪，主題為「遠距教學
及108課綱後的『未來大學預想圖』」，從遠
距教學普遍被運用，以及108課綱實施後，學
生的學習自主權更為明確情況下，是否影響大
學課程的設計提出個人看法，同時分享本校相
對的因應情形及未來規劃。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淡味創生，
從不同角度創造地方價值。本校USR辦公室6
月6日舉辦「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成果展」，
分別透過「2020『大淡水良師志』紀錄片發表
暨淡水好生活-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期中成果
展」，及「淡味創生，野學趣」的活動，呈現
團隊在淡水地區努力耕耘的成果。
　上午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大淡
水良師志」紀錄片放映成果展，由大傳系教授
王慰慈帶領學生團隊發表歷時8個月，記錄8位
大淡水地區教師的理念及教育精神的紀錄片，
近250人參與。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感謝參與的教師和學
生的努力，以及期間淡水鄉親的鼓勵與支持，
透過USR計畫一同將屬於大淡水的美記錄下
來。文學院院長林呈蓉則期許未來結合地方創
生的三要件：人才、政策和企業資金，呈現更
進一步的成果。王慰慈提到受疫情影響，拍攝
過程面臨諸多考驗，但學生們仍能排除萬難完
成。「USR把大家推出學校，不單只是完成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8學年
度畢業典禮將於6月13日上午10時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7樓舉辦，今年欣逢創校70週年，畢業
主題為「淡江七十從心超越，作育菁莪萬里通
航」，逾6,700位應屆畢業生，分別來自7個學
院，包含50個國家、621位國際學生，將一同
展翅飛翔，踏上未來美好的旅程。校長葛煥

馮朝剛任退休同仁聯誼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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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這裡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上圖左起)金鷹校友邵光華、李述忠、陳兆伸、
王興返校分享職場經驗，與學弟妹面對面交流。
（攝影／潘劭愷、蕭羽珊）

教心所邀社區長輩園藝 DIY
　6月7日臺灣疫情大解封，教心所「動機與
壓力管理」課程邀社區長輩一起園藝DIY，
迎接後疫情時代新生活。（文／林薏婷）

境輔組講座校友經驗分享
　境輔組6月8日及11日舉辦境外生職涯輔導
講座，邀請企管系校友王永才、英文系校友
邱素蕙返校分享。（文／李佩芸）

陳麗華分享「快時尚」經驗  

　教發組6月9日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課
程所教授陳麗華分享為期一學年的「快時尚
議題」課程經驗。（文／李宜庭）

研發處雷射雕刻DIY課程
　研發處6月2日及9日「木作質感-客製化
行李吊牌DIY」課程，建築系CAAD Lab研
究助理陳威廷指導製作。（文／林薏婷）

隨想三重奏引燃淡江音樂季
　通核中心淡江音樂季6月9日舉辦首場音樂
會「紅色狂想‧迷情探戈」，由隨想愛樂三
重奏擔綱演出。（文／陳律萍）

水下資產講座談海科館
　海下中心6月10日邀請海科館助理研究員
邱瑞焜進行演講，介紹水下文化資產的相關
研究與教育推廣。（文／本報訊）

語言系頂石課程分享GLAP
　教發組6月10日邀語言系主任謝顥音以
「深化學習、銜接未來：全球在地之頂石實
踐」為題談頂石經驗。（文／姜雅馨）

期末考溫書教室不開放
　本學期因應疫情取消統一排考，考試依授
課教師規定辦理，缺考依相關規定辦理。溫
書教室暫停開放。（文／陳律萍）

109課程7月2日起可查詢
　109學年第1學期課程初選，將於8月4日中
午12時30分至8月10日上午11時30分進行，
相關課程則於7月2日中午12時30分起開放查
詢。（文／陳律萍）

葛煥昭校長接受《遠見》雜誌專訪，談遠距教
學及未來大學預想。（攝影／潘劭愷）

各院系 6 月 13 日（六）
自辦畢業典禮一覽表

院系/所 時間 地點

文學院

中文系 11:00 文學館 L302-L306

歷史系 11:30 文學館 L407、L416、L417
資圖系 8:30 文學館 L406

大傳系 13:00 傳播館 O202

資傳系 11:30 傳播館 O306

理學院

數學系 11:00 科學館 S215

物理系 12:00 科學館 S104

化學系 11:00 化學館2樓中庭

尖端材料
科學學程

14:00 化學館 C013(水牛廳)

工學院

土木系 13:00 工學大樓 E830

水環系 11:00 工學大樓 E401

機械系 13:00 工學館 G315
化材系 11:30 工學大樓 E416

電機系
13:00

工學大樓 E302
(碩士、電通、進學)

14:00
工學大樓 E302
(電資、系統)

資工系 13:00 工學大樓 E787

航太系 12:00 工學大樓 E819

商管
學院

國企系

11:00 商管大樓 B616(經管)

13:00 商管大樓 B515(國商)

13:00 商管大樓 B302A(碩士)
財金系 12:00 商管大樓 B501、B507、B508
風保系 13:00 文學館 L307
產經系 11:30 商管大樓 B712

企管系 11:30 文學館 L201、L301

會計系 13:00 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T404
統計系 13:00 學生活動中心

資管系 12:00 商管大樓 B603

運管系 11:00 商管大樓 B713

公行系 13:00 商管大樓 B119
管科系 11:30 文學館 L401

全財管學程 11:30 商管大樓 B513
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

15:00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外語
學院

英文系 13:00 驚聲大樓 T601
西語系 13:30 工學大樓 E510
德文系 10:30 傳播館 Q306
日文系 11:30 驚聲大樓 T212
俄文系 11:00 工學館 G315

國際事務
學院

戰略所 11:30 驚聲大樓 T505

 大陸所 13:00 驚聲大樓 T702
外交與
國際系

12:00 圖書館後棟 I201

教育
學院

教科系 11:00 化學館 C002

教政所 11:30 教育館 ED601

教心所 11:30 教育館 ED101及戶外草坪

課程所 09:00 教育館 ED201

（資料來源／各院系提供）
＊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相關異動請洽詢各教學單位。

邁向人生新旅程
6700菁莪熟成

2020畢業禮讚
淡江七十從心超越 作育菁莪萬里通航
《畢業典禮》
時間：6月13日上午10時
地點：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經系所確認可觀禮之畢業生親友，請於上
午8時至9時30分至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入
口處進行身分驗證。

昭、董事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國
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行政副校長莊希豐、
蘭陽副校長林志鴻等師長、貴賓蒞臨與會。
　典禮由葛校長主持，張董事長上臺致詞、
勉勵畢業生，並頒發108學年度學業獎、操行
獎、服務獎、體育獎。4位副校長、文學院院
長林呈蓉、理學院院長施增廉、工學院院長
李宗翰、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外語學院院
長吳萬寶、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成、教育
學院院長潘慧玲推薦畢業生，葛校長為畢業
生撥穗、授證及頒發畢業證書。今年畢業生
代表是由中文四黃靖騰致感謝詞，黃靖騰是
一位視聽多重障礙生，其愛好徜徉書海、寫
作及彈琴，優異的學習表現更曾於2016年獲
頒總統教育獎肯定，在校求學保有樂觀正向
的態度，充分展現永不放棄的精神。最後畢
業生將齊唱校歌、畢業歌，典禮在悠揚歌聲

中完美落幕，下午各系所將自辦畢業典禮。
　本次典禮會場採實名驗證制，經系所確認
得以觀禮之畢業生親友，須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於上午8時至9時30分前往紹謨紀念體育
館4樓入口，量測體溫、乾洗手後，再至7樓
會場由專人指引入座，除可保持1.5公尺社交
距離、畢業生拍照留念，其餘時間均須佩戴
口罩。典禮當日在傳播館前休憩廣場、學生
活動中心設有畢業生親友休息區，現場、本
校網頁首頁畢業典禮專區（http://graduate.
tku.edu.tw/2020/ ）均同步視訊轉播。
　淡水校園於典禮當日8至13時實施門禁管
制，設置大門、大忠街、水源街、五虎崗4處
管制站，除畢業生親友外，校外人士不得進
入校園。因校內停車位有限，建議師生、家
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紅27至終點站，或搭乘
紅28至本校大門管制站。

一部影片，更是互相的成長。」
　8部紀錄片的主角，教授的科目、對
象、方法雖都不同，卻皆在教學現場
上抱持相同的熱誠。《一堂不會睡著
的課》紀錄主角黃湘玲感謝學生們不
辭辛勞地跟著她到處演講，「很高興
自己默默堅持、推廣的事能被記錄、
被看見，今後也會抱持著這份熱誠，
繼續為學生創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下午則於淡水重建街熱鬧展開「淡
味創生，野學趣」，透過「選酷物‧
獵歡喜」、「小街弄‧大世界」、「微建築‧
異想像」、「考食材‧現菜餚」、「一家一道
菜」、「星空電影院」等單元，邀集在地居民
共同認識淡水文化，體驗淡水風情。張德文在
開幕式致詞表示，本校中長程的發展計畫即是
「共創大淡水」，結合永續發展、翻轉優化教
學的理念，讓教學不再限於教室，進而走入周
遭社區。本校今年共獲得3項USR計畫補助，
他期許未來能越來越多，讓全校師生皆有機會

共同參與。
　負責「小街弄、大世界，淡水歷史趣味走讀
團」活動的歷史系副教授林嘉琪表示，藉由
USR計畫和課程的配合，讓學生親自去了解
在地的歷史文化，同時也能學習到採訪等普通
課堂沒有的內容。擔任導覽員的歷史一洪志誼
分享，過程雖然辛苦且屢屢碰壁，卻在和老店
長交流的過程中，深刻地感受到人和土地的連
結，收穫頗多。

USR辦公室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20「良師志」紀
錄片發表暨淡江USR淡水好生活-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
期中成果展。（攝影／潘劭愷）

張志勇領生為企業解題12搶5入袋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教授
張志勇組隊「AIGOing」、「AI悍將」、「AI 
因由夫來」，以及「廸普學習」參加經濟工業
局主辦「109年度AI智慧應用新世代人才培育
計畫－人才解題構想」中，在自然語言場次
之12案入圍得獎中，奪下5案，每案獎金15萬
元，合計75萬元。
　為解決產業界運用AI技術轉型的企業真實痛
點，經濟工業局以「產業出題Ｘ人才解題」獎
補助機制，邀請產官創學研各界AI人才團隊，
為產業實際需求提出具體AI技術解決方案，未
來將實作於業界，藉此加速企業AI轉型並發展
創新應用服務，並同步培養AI應用技能人才。

本次分為「電腦視覺」、「數據分析」、「自
然語言」3場次分組評審，先由產業出題後，
再由AI團隊提供解方，每隊最多申請2題，向
出題企業申請解題後則進入媒合程序，媒合
成功後才進入向評審和出題企業對解決方案簡
報說明，經評選後，各場次各取成績優異且出
題企業願意合作者，核發構想階段入圍獎金15
萬元。本次解題團隊提出構想提案申請共197
案，電腦視覺場次入圍得獎為31案、自然語言
場次入圍得獎為12案、數據分析場次入圍得獎
為13案，3場次合計之入圍得獎解題構想共56
案，未得獎141案(隊次)，通過率約28.4%。
　張志勇說明，這次是以自然語言處理為主，

是運用過去與校友企業合作經驗，將文字辨
識、斷句、語句生成等處理經驗提出客服機器
人自動服務模組、人工智能廣告關鍵字文案推
薦等相關解決方案。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出題
企業也有公部門，張志勇向臺中市食品藥物安
全處建議「食品廣告語意分析與意圖偵測」，
他解釋，由於網路上不斷流傳錯誤食安資訊，
因此逆向以違規語意糾舉錯誤的資訊，幫助民
眾接受正確的食品資訊。張志勇感謝學校的支
持，並表示，很高興透過這次的入圍展示資工
系的AI成果外，未來將解題企業進行產學合
作，帶領學生了解理論與實務的運用，同時也
協助企業進行AI升級。

校友相挺真心祝福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 
　在每個人生的歷程，都是學習，而且是永無
止盡。重要的是擁有真誠且正直的人生觀，活
在當下、努力當下，對未來充滿樂觀的態度，
能有「每天進步一點點」的動力與信念，開闢
屬於自己的精彩璀璨道路，亦能以身為淡江人
為榮為傲。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陳定川  
　恭喜同學們完成學業，即將展開另一個新的
里程碑。祈許同學們帶著淡江大學心靈卓越
的核心價值及樸實剛毅的校訓，擁有高昂的鬥
志、旺盛的企圖心，不畏艱鉅、勇於挑戰困
難，去建構屬於自己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段相蜀
　恭喜即將畢業，踏入社會，也是進入了人生
的另一階段，我們30萬畢業校友，在世界各地
的校友會，張開雙臂歡迎大家的到來。
　行行出狀元，尋求自己的興趣追求自己的理
想，發揮淡江人樸實剛毅的精神，專精投入，
持之以恆，就能達到目標。
淡江大學菁英會會長孫瑞隆
　畢業不僅是一個階段圓滿完成，也是另一個
里程的開始。離開學校記得要帶走我們的校訓
「樸、實、剛、毅」，了解這四個字的涵義並
實踐在你未來人生旅程上。及早規劃未來，把
握當下，唯有勤快、責任感才是人生成功的不
二法門。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
　2020年真的是變動的一年，然而正好是母校
七十周年，「淡江七十，從心超越」是周年慶
的主題，用此八字送給今年畢業的淡江人也非
常貼切。你們辛苦了幾年，完成在淡江大學的
學業，面對你們的挑戰一定比我們以前高更
多，但在淡江三化理念，三環五育教育下，你
們一定準備好了。這未來的世界就等你們來挑
戰，來擔當；來超越學長們的作為。
淡江大學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此刻畢業與步入職場之際，又逢多事之秋的
庚子年。祝福各位，也要與大家警惕及互勉，
一場突來的冠狀肺炎瘟疫，嚴峻的考驗您是否
能將在校內所學之心得與生活的體驗，碰撞出
超越他人的火花，定位自我，克服艱難，勇敢
邁進，創造人生最大的價值。誠摯的期待，您
會是出類拔萃，頭角崢嶸的淡江人。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莊子華
　恭喜各位同學在全球疫情艱難的狀況下，順
利畢業了！在此謹代表各系所的學長致上最
美好的祝福。畢業後，社會上少了處處照顧你
們的師長與同學，換來的是各個充滿競爭的對
手，以後凡事不再順遂，期望同學皆能順處困
境。再次祝福各位畢業大展鴻圖。
淡江大學東南亞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彭慶和
　今天，同學們就要離開校園了，帶著老師傳
授的知識與經驗，踏上人生另外一段旅程，
追尋夢想。身在海外，東南亞校友歡迎同學們
來到異地發展，我們歡迎以點接成線，相互扶
持。期待同學把樸實剛毅的校訓深植心中，永
遠懷著不忘初心的態度，乘風破浪。祝福您！
淡江大學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馮啟豐 
　恭禧今年畢業的淡江學弟妹，百尺竿頭、更
上一層樓！願你們成為一匹永不停息的千里
馬，努力奔向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實現一生追
逐的夢想！祝福你們每天都活得精彩漂亮！
第16屆金鷹校友江誠榮
　1.永遠記得校訓 「剛毅樸實」 當人生的座
右銘。2. 選擇對的事並把事情作對。3.持續學
習如何在學習持續創新。4.永遠感恩家人、學
校、師長，才能有謙虛的胸懷遇上更多貴人。
第29屆金鷹校友王紹新
　2020 的畢業生，一定是最特別、也是上天
最眷顧的一群年輕人！面對被疫情徹底打亂的
2020，你們一定要比別人更有勇氣，才能面對
這難以想像的變動，一定要比別人更有遠見，
才有能力應付所有不可測的未來！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2020畢業生，加油! 祝福各位！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系友陳洋淵
　 恭喜學弟妹 大學順利畢業，但大學畢業 才
是學習的開始，雖各奔前程，別忘淡江精神，
隨時充實自己，多學一種語言，多專一門新知
識，絕會讓你立於不敗之地。再次恭喜各位。
※校友們完整祝福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金鷹校友榮譽學程講座分享職場經驗
　【記者鍾明君淡水校園報導】榮譽學程「團
隊領導與服務」課程舉辦「淡江菁英會榮譽學
程講座分享」，分別於6月8日與11日邀請金鷹
校友返校經驗分享，並與學弟妹面對面進行
交流。首場分享會由水環系校友，Google臺灣
雲端總經理邵光華，與英文系校友，Verizon 

Media（Yahoo）台灣董事總經理王興擔綱，
第二場分享則由資工系校友，大州數位服務董
事長李述忠，與統計系校友，環球博鑫董事長
及陳兆伸分享。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淡江菁英
會會長，化材系校友孫瑞隆、外語學院院長吳
萬寶、教務長鄭東文等近150人參與。

　孫瑞隆致詞感謝何啟東以及課程講師，通
核中心講師黃文智的協助，讓菁英會的校友
們有機會回校與學弟妹分享職場經驗與學習
規劃，也希望他們的分享能夠幫助學弟妹
的成長，日後在職場上成為一名成功的領導
者。
　王興提到，身為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要
有「溝通」的能力，且顧及員工感受。她以
Verizon的CEO Hans Vestberg為例，儘管新
冠肺炎肆虐全球，導致員工無法照常到公司
上班，仍會透過定時視訊會議關心員工的健
康，並藉由連線順暢度測試全球員工所在地
的5G網路狀態。

　邵光華則認為好的領導者必須具備「創新、
溝通、領導、服務」等條件。在資訊爆炸、科
技蓬勃發展的時代，「作為一個好的領導者必
須做不斷創新的心理準備；成功並非一人獨
得，而是與團隊共享並一起成長。」
　李述忠提出「大學應當製造柱子型人才」，
想要成為「柱子」，就需要服務他人、幫助他
人。其中「團隊文化」尤為重要。「團隊文化
來自個人素質；凡事應以團隊價值為目標；不
要執著爭辯對錯。想要成功，需要具備和人相
處的能力，以及超越的能力。」
　陳兆伸則認為「領導首先要認識自己，才能
服務他人。」他以親身經歷為例，當年畢業後
第一份工作在南投酒廠，被大學老師笑稱「留
在酒廠數瓶子」，讓他重新檢視自己並毅然到
臺北闖天下，才有今天的成就。多年職場經歷
讓陳兆伸了解「領導等於服務，但不等於管
理」，能在工作基礎上不斷透過服務積累信
任，就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葛校長透過本校發展遠距教學，資訊化教學
平臺等歷程，說明本校如何快速因應疫情實
施遠距教學維持學生的學習。接著說明淡江特
色，在於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民國54年所提出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教育理念，
迄今仍持續緊扣世界趨勢的脈動。相關專訪內
容，將刊載於《遠見》雜誌7月份。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退休同仁聯誼
會5月27日召開第三屆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票
選出航太系榮譽教授馮朝剛及體育處退休教授
謝幸珠出任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同時敦聘前理
事長，化學系榮譽教授林雲山為名譽理事長，
進行經驗傳承並指導會務之運作；前教務處秘
書李琳則擔任秘書，負責會務運作事宜。
　馮朝剛表示，今後將竭力為退休同仁們謀取
福祉，包括安排健康講座、辦理學術研討和知
性交流及郊遊聯誼等活動，以增進同仁情感聯
繫，豐富退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