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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謙思源 有蓮大愛 徐航健續捐1.2億成立獎學金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管理科學研
究所校友徐航健繼7年前捐款1.2億元回饋母
校，建設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大樓後，再度慨捐
新台幣1.2億元成立以母親為名的「有蓮獎學
金」，簽約儀式於8月18日下午3時，在守謙會
議中心有蓮廳舉行，校長葛煥昭與董事長張家
宜率三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們，感謝其回

校慶紀念酒
限量義賣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將於今年11月7日慶祝
建校70週年校慶，中華民國
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林
健祥特別透過金門校友會，
向金酒公司訂製1600瓶「超
越70」淡江七十，從心超越
客製化紀念主題酒，校友紛
紛在LINE、FB群組傳頌此紀念酒。
校長葛煥昭在70週年校慶第1次校慶籌備會
上提出此構想，促成這項有意義的事。酒瓶設
計以淡江地標之一的「書卷廣場」紀念碑造型
呈現，正面是70週年校慶LOGO「超越70」字
樣，象徵著校訓『樸實剛毅』的治學精神；酒
蓋以金色燒製，象徵淡江學子「振翼高飛，突
飛猛進、真金不怕火煉」；酒液為金門酒廠
典藏3年之高粱酒，象徵淡江70年來歷屆學子
「勤實陳釀，著承書香」；為使紀念酒具有
收藏價值以及突顯大器，酒瓶委由設計金門
酒廠玉璽酒同一家公司，亦特別將容量提升
到750ml，值得作為傳家之寶，收藏及增值空
間，已經遠超過每瓶1萬元了。
林健祥表示，淡江大學海內外有27萬餘校
友，希望在70週年校慶時，採取義賣方式讓海
內外校友認購，所得回饋捐獻給母校。

葛校長勉新系所主管
充分掌握大加速時代

109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8月12、13日
於蘭陽校園舉行。（圖／人資處提供）
【潘劭愷報導】「系所是大學的主體，是學
校的心臟，只要辦理得有特色，學生願意就
讀，大學就會跟著好。」這是校長葛煥昭每年
都會對新任教學單位主管的期許，也是他們
即將面對的挑戰。人力資源處8月12、13日於
蘭陽校園舉辦「109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研習
會」，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主持，葛校長及另
三位副校長也出席打氣。會中安排行政業務報
告、資深主管經驗及專題分享，希望協助新任
系所主管更了解學校相關運作，自身職責及努
力方向。
何啟東致詞時以「團隊精神、凝聚共識」八
個字點出研習會目的，同時針對「學校定位與
使命」、「校務發展重點」、「精進教師教學
品質」、「發展願景」等項目進行說明，讓新
任系所主管們對淡江現況與未來發展目標有進
一步了解，「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立足淡江、
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朝臺灣的淡
江、世界的淡江及永續的淡江目標邁進。」葛
校長則進一步提醒，現在已邁入「大加速時
代」，在市場與科技的快速變化下，如何了解
時代趨勢與世界潮流，找出系所發展的正確方
向與目標，是系所主管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劉子正再獲金鼎獎
【記者張舒涵台北報導】大傳系校友、經典
雜誌攝影師劉子正以《經典雜誌》〈人樹之間
系列〉榮獲第44屆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獎，
是他繼2016年以〈真實餐桌〉專題獲得第40屆
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獎後，再獲肯定。
金鼎獎為國內出版業界年度盛事，今年共有
1300餘件的作品報名，共同角逐雜誌類、圖書
類、數位出版類以及政府出版品類4大類組，
最終遴選出28件作品獲獎。評審表示，本屆攝
影獎參賽作品多元，涵蓋許多社會議題，包括
香港反送中、外籍移工等，而最終脫穎而出的
劉子正〈人樹之間系列〉，攝影者透過不同面
向的照片，探討樹木與人、與臺灣居住環境中
所產生的連結及關係。
對於作品再度受金鼎獎肯定，劉子正表示：
「這次得獎非常驚訝，因為從去年到今年這段
時間臺灣發生了很多重大議題，當中也看到了
許多同業有很好的作品，其實真的沒有想到自
己會得獎！」

劉子正曾於本報冬令研習會中指導記者新聞攝
影相關專業技巧。（圖／本報資料照）

饋母校善舉，並致贈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
煌親筆題字的「有蓮」墨寶予徐航健。
葛校長盛讚徐航健的善舉，對學校具有三項
深遠意義，第一、成為淡江發展第五波的起
點；第二、增進本校國際化教育理念，提升學
術聲譽；第三則是帶動校友捐款風潮，凝聚各
校友會的向心力，回饋母校。

管科所校友徐航健（左）捐贈1.2億元成立
「有蓮獎學金」。（攝影／游晞彤）

新生登克難坡體驗淡江
月10、11日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由
校長葛煥昭遵循傳統，帶領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行政
副校長莊
希豐、國
際事務副
校長王高
成、蘭陽
副校長林
志鴻、各
學院院長
及 相 關
一、二級
主管，一
起和新鮮
人走上132
階的克難
葛煥昭校長（左三）於新生開學日，帶領新生共登克難坡，體驗淡江「樸實剛毅」 坡 ， 期 許
學子能有
精神。（攝影／游晞彤）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大
學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9

克服困難和在逆境中上游的堅毅精神。
開學典禮在合唱團教唱校歌及舞蹈研習社
的精采表演中拉開序幕，贏得熱烈掌聲。葛
校長就本校概況、教育理念及辦學績效來介
紹淡江大學，本校創立於1950年至今已經進
入70週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學，
在2017年校友捐資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後
邁入第五波新里程，至今共4個校園、9個學
院、229個學生社團、超過2萬4千多位學生及
27萬多位校友，同時說明本校長期推動國際
化、資訊化、未來化教育理念，規劃專業、
通識教育、課外活動三環課程，培育學生具
備德、智、體、群、美五育內涵，期勉成為
心靈卓越的淡江人；本校除了榮獲教育部大
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外，2009年榮
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蟬聯23年《Cheers》雜
誌企業最愛大學私校第1名，在國內外排名亦
多獲肯定。最後祝福新生在大學4年學習順利
學有所成。（文轉四版）

淡江殷祐源銳 合作開發AI節能系統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首次行政單位
產學合作啟動！總務處與殷祐科技9月8日舉行
「淡江大學總務處與殷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
學合作案，人工智慧生產製造節能管理系統開
發計畫」啟動會議，由總務長蕭瑞祥與殷祐科
技董事長高文煌、源銳科技顧問黃永玄簽署合
約備忘錄。校長葛煥昭、學術副校長何啟東、
研發長王伯昌及三方相關人員到場參與。
葛校長首先感謝殷祐科技自95年起提供「智
慧能源監控管理系統」相關服務，讓本校在節
能方面成果卓著，除節省不少相關用電經費，
更獲得不少獎項肯定。進入智慧時代後，如何
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搭配歷年用電數據，更精
準推算用電需量，即是此次產學合作的目的。
「這是首次由行政單位簽定的產學合作，具有
相當的意義，也是符合雙軌轉型的範例。」
高文煌表示，提升智慧能源監控管理系統的

效能，能夠更精準的預測用
電開發，達到「即時反映、
超前部署」的目標，是他一
直努力的方向，「感謝淡江
讓我有機會實現夢想。」黃
永玄為資管系校友，提及該
公司為科技部「價創計畫」
所成立的公司，曾經透過AI
模 組 協 助 銀 行 精 進 作 業 流 本校總務長蕭瑞祥（左三）與殷祐科技董事長高文煌（右二）、
程，降低人力與資源，期許 源銳科技顧問黃永玄（右一）在葛煥昭校長（右三）見證下簽訂
順利完成相關計畫。
產學合作備忘錄。（攝影／游晞彤）
則與本校資管系合作進行預測模組與系統研
蕭瑞祥說明，「人工智慧生產製造節能管
發，希望建立用電AI預測模型，主動提供預
理系統開發計畫」目標在於藉由AI，將被
測資料及動態的趨勢性資料予決策者下達指
動式的能源管理系統導入製造業關鍵預測技
令，控制用電契約容量及合理用電需量分配
術，成為主動式的製造業能源管理系統。規
電。「這是總務AI化的第一步，也是總務處
劃由殷祐科技負責預測、控制系統模組發與
建立『最永續校園』使命的體現。」
商業驗證，總務處提供驗證場域，銳源科技

全品管研習 葛校長期許零錯誤 品質再超越

他更提醒三件需要立即改善的錯誤，一為
「Campus」，本校中文稱為「校園」，不能
稱「校區」；二、有大學部的「碩士班」不
能直接稱「所」，無大學部的獨立研究所才
稱「所」；三、對外數據呈現要有一致性，
否則容易混淆，讓人無所適從。
專題演講則安排兩場品質管理相關主題，
張董事長以「超越顧客期待，淡江品質文
化」為主題，說明高等教育的演進及全面品
質管理理論與實踐；企管系副教授白滌清以
108-109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8月25日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行，全校同仁逾300人 「淡江品質管理的精進與超越」為題，分享
參與。（攝影／潘劭愷、張瑟玉、品保處提供）
本校參與國品獎、推動淡品獎、品管圈的歷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
年開始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在科技不發達的
程，期許大家能透過充分實施全面品質管
核處8月25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以
年代，全校的文獻紀錄皆靠手寫，一路走來
理，讓淡江穩健發展校務並永續經營。稽核
「淡江大學第五波．全面品質再超越」為主
十分不易，希望同仁們能藉由本次研習會更
長張德文則以「TQM在淡江-推動作法」為
題，舉辦108-109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
了解全面品質管理的意義並確實執行。」
題進行報告，說明如何透過研習會、觀念培
會」，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4位副校
葛校長則表示，本校推行全面品質管理，
訓及自主管理深化全面品質管理、運用「QC
長、全校一、二級主管及行政人員皆出席，逾
曾經在品質上有突出的表現，但近來似乎
手法」改善並提升業務效率。「淡江推行全
300人參與。
不復以往，「本次活動主題為品質超越，
面品質管理近三十年，希望能持續不斷推動
張董事長於開幕致詞中簡述本校推行全面品
超越的前提需要有穩固的基礎」，全校須
累積成果。」詳細內容，本報將於第1111B期
質管理及獲得國家品質獎歷程，「本校自1993
以「零錯誤」為目標，減少錯誤的發生。
二、三版製作「全面品質管理特刊」。

淡江新學年生力軍 教學行政齊打拼 共創新局
新聘教師座談 葛校長勉多參與系所業務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學是教師的基
本責任與義務，但仍希望能高度參與系所事
務，包括招生、國際化的推動等，整個國隊共
同努力，才能達到更好的效果。」這是葛煥昭
校長對於本學年度新聘教師的期許。
人力資源處9月9日舉辦「新聘教師座談
會」，33名新聘教師參與，葛校長與4位副校
長、各教學一級主管到場支持。會中安排「淡
江大學五個波段之創建與發展」、「教務支
援教學概況」、「學務處的角色與功能」、
「教師職責與權益福利」、「教學資源研究夥
伴」、「研究、產學計畫的申請與執行」與
「性別平等友善環境的教育認知」等七個專題
報告，協助教師們了解淡江文化、人文環境及
行政資源；更首次舉辦資訊教學，由資訊處進
行「iClass學習平臺」及「Microsoft Teams」使
用訓練，協助教師們了解本校學習平臺在教學
方面的運用，及遠距教學的準備。

教學發展中心9月8日在I201舉辦「新聘教師教
學工作坊」，活動由教發中心主任李麗君以
「教學二三事in淡江」揭開序幕，說明身為大
學老師的職責、教學各項注意事項；接著由
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
修及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分別就「繪製教
學藍圖」、「了解／思考教學現場的相關議
題」及「學習金字塔、教學技巧介紹」，分
享他們的教學經驗及技巧，搭配「製作自己
的教學故事」實作及分組體驗，協助與會教
師了解並體驗多元大學教學方式，同時從學
生的角度思考如何規劃教學內容。

林宜男鼓勵新進職員成為關鍵螺絲釘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9
月7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辦「109學年度新進職
員教育訓練」，人資長林宜男說明，希望藉
由這個活動協助新進同仁了解各單位業務，
更以螺絲釘比喻，「每個小螺絲釘都能拴
緊，大機器才可以順利運作」，期盼他們與
工作夥伴建立良好的關係，協助淡江永續發
展。訓練內容包含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諮商
輔導宣導、OD、OA、iClass系統介紹、個人
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人資處重點業務簡介、
電子社交工程及網路智慧財產權宣導。

新聘教師教學工作坊 體驗大學教學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教師

淡水校園：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人力資源處舉辦「109學年度新進職員訓練」協助了解淡江。（攝影／游晞彤）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齊防疫天天量體溫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提供師生安全的
教學環境，各單位依校長葛煥昭9月7日召開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第9次會議」
指示，於開學前完成相關防疫措施，迎接新學
期的開始，相關訊息可逕洽「防疫及通報專區
網頁」（網址：http://covid.tku.edu.tw/ ）。
本校相關防疫措施依據中央防疫中心及教育
部相關規定進行規範，在出入校園方面，因受
疫情影響進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之師生，除
須完成政府規定之14天，期滿後須再實施7天
自主健康管理，計21天，始得返回校園上課；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可進入校園，但不能進教室
上課；在體溫量測方面，自開學日起，教職員
工生、校外訪客、合作廠商均須進行自主量測
體溫，並至「自主健康監測回報系統」（網
址：https://btm.web.tku.edu.tw/ ）填報，該系
統更將結合iClass學習平臺，協助教師掌握上
課學生狀況，另會在全校各大樓配置額溫槍提
供量測體溫以利回報；在佩戴口罩方面，師生
於教室內上課、室內外體育課程教學無法維持
社交距離者、無法保持社交距離之室內空間如
辦公室或實驗室、密閉空間或直接與學生面對
之櫃檯辦公人員，均應佩戴口罩。
校園環境方面，總務處已於開學前針對校
園內公共區域含教室、美食廣場等進行清潔
消毒，之後每日進行消毒；會議室及美食廣
場用餐區則設置「保持1.5公尺距離或佩戴口
罩」相關警語提醒；空調設備及飲水機在開
學前均做好保養消毒與清潔維護工作，同時
準備相關防疫物資供全校教職員生使用。

海下中心推廣水資

海洋與水下科技中心於本校舉辦「水下文化資
產常民教育推廣活動」北部場，推廣水下文化
資產。（圖／海洋與水下科技中心提供）
【潘劭愷報導】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廣水下文
化資產，積極舉辦相關活動，培育文化資產推
廣人才，本校海洋與水下科技中心接受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委託，分別於淡水、墾丁、綠島等
地舉辦「水下文化資產常民教育推廣活動」及
「水下文化資產潛水人員教育推廣工作營」。
海下中心主任，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表示，
希望透過活動讓更多民眾與潛水人員認識水下
考古，開拓水下文化資產新視野，並養成資產
保存的正確觀念，逐步達到全民共同維護並推
廣水下文化資產的目標。
「水下文化資產常民教育推廣活動」於8月
12至14日在淡水舉辦北部場，南部場於9月7至
9日在墾丁舉辦，各有50及30名具有教育、觀
光及文史工作背景人士參與；「水下文化資產
潛水人員教育推廣工作營」則於8月24至27日
在綠島中研院海洋研究站舉辦，25位潛水教練
及大專校院相關研究團隊潛水老師參加。

USR活化淡水老街

「田野學校工作坊III」成果發表會《尋米
趣》團隊進行成果發表。（攝影／劉江）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地方創生不是
只有老師帶著學生和居民，而是大家一起努力
讓地方變得更好，工作坊既是學習的場域，
也是和淡水居民共同工作的成果。」建築系
副教授黃瑞茂於「2020淡水世界遺產（Living
Heritage）潛力點田野學校工作坊III」成果發
表會中，鼓勵大家能夠持續關心並積極參與在
地公共事務，共同提升在地環境及生活品質。
該活動為USR「淡水好生活：學習型城鄉
建構計畫」系列活動之一，以「街弄博物館/
整座城市都是博物館」為主題，邀請多位學
者、業界講師以及淡水街區居民與在地商家參
與討論、共同思考，以能回應淡水歷史街區的
新發展為願景。黃瑞茂首先介紹工作坊在2018
年和2019年分別以重建街、宗教文化與策展為
主題，共提出《老屋修繕活化計畫》、《紳商
建廟記》等10項提案，均獲得落實機會；今年
工作坊則有5組學生分別以米店、餅店、咖啡
店、中藥店、童玩店為田調對象，提出方案讓
商店更獨特有創意、更能留住消費者的駐足。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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