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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方案溝通與推動會議 宣示國際化向前行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副校長室12月
2日下午2時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化方
案溝通與推動會議」，由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主持，希望透過會議讓各單位更了解目前本
校國際化推動方案，並針對實施方式進行交
流，以利後續之推動。
接著他以專題報告形式說明，首先提及國際

化是本校的固有「三化」教育理念，在第五波
超越時期，更要在質與量上有所進步；之後
針對「提升姊妹校實質合作關係」、「增加
學生出國交流人數」、「增加境外學生人數」
及「增加本校外語授課數目比例」一一提出說
明，並希望相關作法都能與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DGs）有所連結。

掃一下

林念慈散文創作集
梁實秋文學獎首獎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校友林
念慈以《我住在我裡面》散文集，在62本作品
集中脫穎而出，獲得由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的第
33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首獎，於11月28日
頒獎，獲獎金新臺幣15萬元和獎座一座。
林念慈表示，該散文集共集結了四、五年來
的創作，其中如《飄浮宇宙》、《擇木》等多
數篇章都在非有意為之中創作，環繞在孤獨、
與自己對抗對話的主軸上。她形容，現代都市
中許多人住在套房中獨居，生活空間狹小，和
自己相處的時間長了，便會一人分飾多角的照
顧自己，批判自己，和自我爭執。
「大多數時間裡，『自己』扮演的是敵人的
角色。」她以《我住在我裡面》此篇訂為作品
集的名稱，是因為人們總是活在自己的處境
裡，就好比一個狹小的套房，逃脫不開，所以
掙扎著，創作筆法上有許多自嘲的內容，林念
慈說道，就好像哭著哭著就笑了，和自己相處
的過程中也是在找一個平衡。
獲得梁實秋文學獎，林念慈開心表示，這是
對她創作路上的肯定，十幾年來一直不斷地參
與各種文學獎比賽，她在學期間曾獲得五虎崗
文學獎散文和小說組的首獎，在各文學獎中也
獲獎無數。投稿的初衷在於對自我現階段能力
的審視，在有限制的題材和規則中考驗自己，
也可以從他人口中認知到自身作品的全貌。

境外生文化之旅
走遊體驗中彰投
【記者劉江中彰投報導】11月28至29日，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舉辦文化之旅活
動，探訪中彰投等地景點，逾百名境外生參
加。國際長陳小雀表示文化之旅既可以幫助境
外生認識臺灣文化，也可以讓不同科系的學生
互相認識。「我們還安排了一些手作課程，希
望同學將文創的概念帶回課堂。」
文化之旅首站來到了位於南投的茶二指故事
館。大家一邊欣賞廣闊的茶園美景，一邊拍照
打卡，品嚐臺灣茶葉製作而成的珍珠奶茶。隨
後跟著在地導覽人員漫遊中興新村，瞭解如何
將老宅以不同的文創思維活化空間，變成了書
店、音樂房、咖啡館、麵包店等令人流連之
處。國企三李一鳴表示：「寧靜的環境和宜人
氣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晚安排前往鹿
港護聖宮，欣賞世界唯一的玻璃媽祖廟，同時
了解臺灣的信仰文化。
第二天上午首先參訪「緞帶王」觀光工廠，
不僅認識緞帶的製作流程，同時親手體驗緞帶
染色及蝴蝶結編織。接著參訪卷木森活館，導
覽人員詳細介紹一棵樹如何一步步加工變成生
活中常見的木材製品，同時安排DIY課程，利
用木材拼裝一隻啄木鳥。最後一站則來到臺中
有名的審計新村，一起感受「暮暮市集」的熱
鬧與美好。國企四的張開聞分享，「除了可以
拍網美照，還可以學習手作。文化之旅的住宿
環境非常棒，是非常優質的旅程！」

境外生文化之旅，國際長陳小雀（前排右2）
體驗編織緞帶蝴蝶結。（攝影／劉江）

農情食課參訪焚化廠

【記者劉江北投報導】你知道全臺灣一天的
廚餘有多少嗎？你瞭解廚餘回收之後如何處理
嗎？11月27日上午，USR「農情食課-無毒、
有機印象淡水」計畫舉辦微學分教學研習活
動，帶領大家前往北投垃圾焚化廠參訪，從而
瞭解食材浪費對環境的影響。
活動現場首先觀看《舞動火焰·生生不息》
影片，介紹北投焚化廠的廠區規模、設置容
量、處理對象等基本情況。隨後，焚化廠資深
工作人員陳海誠以實地導覽的方式逐一介紹垃
圾處理的重要步驟，例如收受、貯存、進料、
焚化。他特別說明廚餘垃圾經過處理會提煉成
液態肥料和固態肥料。其中固態肥料開放民眾
申領，可以用作盆栽等景觀植物的培育。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第175次行政
會議11月27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
葛煥昭主持，4位副校長、一級主管等出席，
台北及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本次為首次無紙化
會議，總共省下5,796張紙，為環境永續踏出
實踐的第一步。
葛煥昭校長表示，鑒於全面品質管理
（TQM）須自基層開始落實，在公文寫作、
用字、單位名稱及數字等基礎概念要特別要
求，尤其是行政文書處理部分，必須依據行政
院文書處理手冊確實執行，希望各級主管能善
盡督導之責。他特別責成秘書處與品保處共同
規劃相關研習活動，於本學期邀集各一、二級
主管報告單位落實TQM情形，同時強化同仁
對淡江文化的了解。
專題報告由全發院院長包正豪以「三全教育
變不變」為主題，對於蘭陽校園各學系110 學
年度整併入淡水校園相關學系事宜，對未來規
劃方向進行說明，除了書院與院系將分離、書
院導師多元化，從各學系擴增至全校、增設全

人發展教育課程，以及建構
符合本校教育目標的成效評
量機制等變化外，盡可能保
存三全教育特色。
會中通過「110 年度教育
部獎助私立大專校院辦理學
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
計畫」申請案、「淡江大學
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四條
及第六條修正草案、「淡江
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 175次行政會議首次無紙化，共節省5,796張紙。（攝影／潘劭愷）
「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
修正草案、「淡江大學校約聘僱人員聘僱服務
法」修正草案、「淡江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法」第六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約聘助教
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六條修正草案。
聘任及服務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淡江
其中「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十七條修正草案、
施辦法」修正草案，增列申請條件「教學評
「淡江大學資訊人員升遷及待遇辦法」廢止
量回收率必須為百分之五十以上」，並將現行
案、「淡江大學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減授學分」獎勵作法修正為「增加授課鐘點
三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費」，預計110學年起實施。
採購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淡江大學修繕
採購財物估價審議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獲三大獎肯定 張榮貴盼為客戶創造價值
項大獎，及10月22日拿下第一屆「數位轉型楷
模獎」，張榮貴投入AI創新服務獲政府及民間
高度肯定。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獎勵具有提升技術
與服務競爭力的中小企業，今年超過130件標
的企業提出申請，經過初審、決審專業
及嚴格審查，最終選出35件極具潛力及
創新性標的企業，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致
詞時，特別感謝張榮貴校友對於1988紓
困振興專案辛苦付出；在COVID-19衝
擊下，由其擔任董事長之人工智能公司
協助健保署運用「QbiAI智能客服」、
協助經濟部「1988紓困振興專線」，及
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推出「智慧客服機器
張榮貴校友（前排右）獲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究 人-阿Ken」，藉由人機協作優化並快
獎」，部長王美花頒獎。（圖／人工智能公司提供） 速解決政府對民眾的健康諮詢。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由資工系校友、
金鷹獎得主張榮貴連得三項大獎，分別為11
月17日榮獲經濟部主辦「第27屆中小企業創新
研究獎」、11月13日獲臺灣客服中心發展協會
(TCCDA)主辦「CSEA卓越客戶服務大獎」4

有客服產業金馬獎美稱的「卓越客戶服
務大獎（Customer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CSEA）」，表揚各產業客戶服務成績優異且
具卓越貢獻的企業團體及個人。張榮貴於擔任
程曦總經理期間，長期深耕客服產業及委外營
運領域，奪下「最佳客戶中心主管」，程曦資
訊集團則獲「最佳客戶服務團隊」、「最佳客
服管理團隊」及「最佳客服承攬團隊」共4項
大獎殊榮，並已連續4年獲得肯定，締造歷年
最佳成績。
張榮貴於2018年在程曦集團下成立人工智能
公司，他表示，COVID-19疫情衝擊全球經
濟，深切了解1988紓困振興服務專線所擔任的
重責大任，他帶領團隊盡其所能，持續運用
AI、雲端、大數據最新科技，提供完整行銷、
服務的雲端服務。

膜淨獲國家新創獎 張旭賢：讓大家看見淡江化材
【記者盧智瀅淡水校園報導】由化材系校友
張旭賢、陳柏瑜共同創辦的膜淨材料，繼11月
17日獲頒經濟部「新創事業獎」後，12月1日
再度榮獲「第17屆國家新創獎」肯定，獲頒特
化材料與應用生技類「初創企業獎」。
連續獲得國家級大獎，張旭賢表示，除了是
對團隊研發技術的肯定，也讓各界了解淡江化
材系提供的扎實學術訓練。「淡江化材系在薄
膜技術研究十分領先，但必須務實地為研究找
到商品化的契機。」
膜淨成功開發出目前世界上最小，僅有一個
拇指大的生飲型濾芯，可提供消費者於戶外或
是水質不佳處使用；規劃明年一月推出新產品
「0.2微米孔洞的中空纖維薄膜材料」，流速

高於一般0.1微米超濾膜的3倍以上，更有利於
U-start肯定，膜淨更是異軍突起獲得數項大
戶外使用。「若能普及化，將可提升大眾使用
獎，除了證明淡江人的能力，更給予中心實質
濾芯來取得飲用水的意願，達到提升水資源利
上的鼓舞，繼續培育優秀的創新創業團隊。」
用率、廢棄物減量的目標，同時提升飲用水
的品質；臺灣目前缺乏上游材料，必須仰賴
進口，所以目前團隊積極尋求與中下游產業
合作，以期打造一個完整產業鏈。」
對於膜淨接連獲獎，化材系主任張朝欽表
示樂觀其成，「系上支持系友創業，同時積
極推動系友產學聯盟，除了與母系的產學合
作，也能透過彼此的交流，協力創造更多成
就，並提供學弟妹更好的學習環境，達到產 膜淨科技再獲國家新創獎肯定，創辦人化材系校
學雙贏。」研發處建邦育成中心主任楊立人 友張旭賢（右）、陳柏瑜開心合影。（圖／膜淨
則感到欣慰，「連續兩年都有新創團隊獲得 科技提供）

劉兆明指引設計符合特色評量尺規 校友創新創業經驗談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招生策略中心12月
3日舉辦「109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審查評量尺規設計工作坊」，邀請輔仁大學心
理系教授劉兆明，透過實務模擬帶領進行尺規
設計，招生專業化推動種子成員近60位參與。
劉兆明首先逐一檢視本校各學系提供之選才
能力需求，指出「尺規是為了提供高中端如何
指引學生準備，也是高中與大學之間的良性互
動，更可呈現學系特色，才能符合高中育才、
大學選才的原則。」他稱讚本校招生專業化雖
然起步較晚，但進展快速，成果令人激賞。
其次劉兆明以輔仁大學心理系的書審評量尺
規評分表為例，說明如何定義學生能力特質與
評量尺規，「定義可以清楚敘明該能力特質的
內涵，而這些能力特質可適度的運用在考試、
書審及面試上，藉以了解考生在能力特質各面

向的表現。」評量尺規則建議依學生能力特質
呈現是否達學系標準製訂，透過多元擇優方式
挑選出最適合就讀學系的學生。
接著在場教師進行書審評量尺規的設計，並
由法文系與統計系分享初步的成果，劉兆明認
為兩系都已了解尺規設計的概念，只待系內達
成共識後便可水到渠成。

尺規設計工作坊，劉兆明指引與教師進行書
審評量尺規設計。（攝影／鄧晴）

國際博雅教育論壇 劉金源經驗分享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講座教授
劉金源，12月4、5兩日參加由韓國教養基礎
教育院（Kore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General
Education; KONIGE)、韓國教育部、韓國大學
教育協議會共同主辦的2020國際博雅教育論
壇，並以「臺灣通識教育評鑑與品質確保機
制」為主題進行分享。該論壇以線上直播方式
舉行，本次主題為「邁向東亞博雅教育共同
體」，希望透過臺日韓三國學者分享彼此通識
博雅教育經驗，共同提升博雅教育品質。

淡水校園：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劉金源分享內容自臺灣通識教育發展談起，
透過時間的遞嬗說明臺灣通識教育評鑑歷程、
結果及後續發展；接著提到通識教育內的再精
進、通識教育品保機制，以及回顧與展望。其
中他以「沒有專業的通識是空洞的，沒有通識
的專業是盲目的」說明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
相輔相成、相互為用，「比起專業技能，人格
素養與特質才是在職場脫穎而出的要素，更可
能是影響邁入職場後升遷發展的關鍵因素，這
些正是通識教育所能培養的。」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更多
校園新聞
都在這裡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說明如何具體推動國際
化方案。（攝影／潘劭愷）

葛校長指示基層落實TQM
中文系校友林念慈榮獲第33屆梁實秋文學獎散
文創作首獎。（圖／林念慈提供）

1

學校要聞版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e-mail：ajbx@oa.tku.edu.tw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記者盧智瀅淡水校園報導】創新育成中心
12月2日舉辦「年輕人創新創業經驗談」，首
次安排「雙講師演講」，邀請財金系校友，臉
書社團「年輕人的投資夢」創立者鄭詩翰，產
經系校友，夜巴黎咖啡店股東高鵬飛以自身經
驗為例，分享如何評估自己是否適合創業，以
及創業所需的準備和心態。
「每天生活很忙碌，但知道自己逐漸往目標
前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鄭詩翰一開場便
以這句話道出他創業至今的感想，並同時鼓勵
同學在大學期間就可以找朋友組隊，多參加育
成中心舉辦的各式創業競賽。他藉由分享經營
臉書社團到販售線上理財課程的心路歷程，教
大家如何把興趣變成能夠獲利的商業模式。
高鵬飛則分享創業前可做的準備，指出「決
定創業前最重要的一點，要先評估自己是否能
接受未來創業可能面臨的壓力及工作量，確定
自己想走這條路後再行動。」接著以「631法
則」演示創業時理想的財務規劃，即「60%的
資本支出、30%週轉金和10%備用金。」，並
建議同學備足資金再創業，不要一開始就為了
創業去借貸，造成未來若經營失敗時必須背負
龐大負債的問題。
財金二陳均祐表示：「因為想多接觸不同領
域的知識而報名這次講座，我最印象深刻高學
長所說的，創業要衡量好自己的開支，不要拖
累家人、給身邊的人造成負擔，我覺得這是很
重要的一點。」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12/7(一)
14:00

演講人 / 講題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音樂藝術博士
通核中心
吳樹正
V101
通識藝文講座：後疫情時代的音樂

12/7(一)
19:10

教務處
B712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
主任胡全威
榮譽學程「創意與溝通」講座：口
語溝通的三個秘訣

12/8(二)
10:00

大傳系
O202

青銅視覺藝術公司總監柯子建
如何構思分鏡

12/9(三)
10:00

通核中心 驫舞劇場團長蘇威嘉
文錙藝術 通識藝文講座：看見你的自由步—
中心
舞蹈擴增實境AR示範演出講座

12/9(三)
10:00

輔仁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陳欣宜
通核中心
通識藝文講座：樂在其中—你也可
V101
以親近的古典音樂會

12/9(三)
12:10

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研
ED601
習】國際招生策略

12/10(四)
13:00

中文系
E409

詩人陳皓
以設計表達美感主張：從淡水出發

12/10(四)
14:00

中文系
L413

詩人陳皓
以出版傳達理念：從淡北開始一段
旅程

12/11(五)
12:00

田野調查研
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黃文倩
究室
《淡淡》合刊本新書發表會
L522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7(一)
10:00

國企系
B712

手信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特助
黃庭儀
我國食品業海內外經營策略

12/7(一)
13:10

中文系
L413

硯田農產負責人錢拓
文化敘述在業界中的呈現－農產、
飲食、創意

12/7(一)
13:10

化材系
E819

科盛科技中心副執行長許嘉翔
共射出製程之數位分身建構

12/8(二)
10:10

俄文系
L406

芙爾能量有限公司客戶經理黄柏勳
生命的意義在於成為你自己

12/8(二)
12:10

諮輔中心 屈臣氏集團和城市電信管理林麗嫦
Q409
我可以去國外發展嗎？

12/8(二)
13:10

水環系
E805

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院長虞國興
台灣水資源管理與些許反思

12/8(二)
13:00

日文系
E415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所教授陳榮彬
筆譯的概念與實踐

12/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王孝祖
Superconductor K2-xFe4+ySe5
and high photoelectrochemical
BiVO4/ZnO Phtotanode investigated
by X-ray spectroscopies

資工系助理教授陳智揚
12/8(二) 教學支援組
iClass影音應用－線上數位教材錄
18:10
B217
製剪輯入門
12/8(二)
19:00

公行系
守謙國際 新北市長侯友宜
會議中心 個人施政經驗分享
有蓮廳

12/9(三)
12:10

諮輔中心 GCDF全球職涯發展師陳政廷
Q409
【斜槓Slash】打造職涯無限可能

12/10(四)
12:10

諮輔中心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張峻豪
HC303 財富自由桌遊—投資理財

12/10(四)
13:10
12/10(四)
15:10
12/11(五)
10:00

機械系
E787

台灣莫仕總監黃敏森
在工作環境不確定中尋找自我的定
位，一個公司成就我一生的職業生
涯

管理科學學系學生謝豐吉
諮輔中心
學習策略工作坊「出國交換不是
I304
夢」—英文檢定準備技巧
管科系
B713

東捷資訊營運長劉新正
東元集團數位轉型案例分享

米食節享美食抽大獎

「TKU台灣米食節」開跑囉！為鼓勵全校
師生使用環保餐具、享用在地米食，總務處資
產組特別邀請校內福利業務廠商共同推出相關
活動，即日起至12月17日止，本校教職員工生
校園餐廳內購買米食商品，可獲得消費店家
戳章一枚，自備環保餐具或杯碗可再加蓋一
枚，集滿5枚戳章，同時加入「TKU台灣米食
節」、「淡江大學總務處」Facebook 粉絲專
頁並分享米食節活動，完成以上步驟即可參加
抽獎！（文／林雨荷、攝影／游晞彤）

期中退選審慎處理
【記者盧智瀅淡水校園報導】 本學期期中
退選12月7日開始實施，學生期中網路退選系
統（網址：https://www.ais.tku.edu.tw/Elecos/
）7日中午12時30分起至11日下午8時30分開
放，每日上午11時30分至12時30分系統維護。
期中退選以2科為限，退選後須符合「淡江大
學學生選課規則」之規定，逾期將不接受以各
種理由申請退選。課務組提醒退選科目仍會呈
現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且於成績欄加註
「停修」字樣，希望同學審慎思考退選。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