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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王道銀行簽約 發行認同卡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王道銀行
(O-Bank)簽署合作合約書，發行「淡江大學
認同卡」，12月25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由校長葛煥昭與王道銀行總經理李芳遠進
行簽約儀式，未來認同卡每筆消費金額，將有
0.2%現金回饋學校、0.8%回饋持卡人。葛校長
說明，申請使用有現金回饋，也能順便捐款回

饋母校，創造雙贏。
李芳遠表示很榮幸能與淡江合
作，淡江校友遍布全世界，校譽優
良，此次與本校簽約即日起發行。
他也說明認同卡為簽帳卡，只要刷QRCODE
以身分證及健保卡即可申請，只要消費王道銀
行也將回饋給偏鄉團體做公益。

掃一下

通核社會領域座談
陳昭珍談師大經驗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通識領域教
育社會領域108新課綱座談會」12月29日中午
12時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邀請臺師大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陳昭珍，以「支持博雅、
跨域、自主的通識課程改革」為題進行分享，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時表示，希望透過座談
會幫助教師突破跨領域教學困境，共同開創新
面向策略。
陳昭珍首先以「未來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該
如何培養」談起，未來的人才可能需要跨領
域、批判思考、邏輯運算思維、善用AI等能
力，這些能力該如何培養，「更重要的是如何
讓學生理解如何運用並願意學習，這是各大學
目前共同面臨的問題。」接著以臺師大為例，
提出學生跨域學習比例不高的原因，包括「學
生跨域學習動機不足」、「學系與產業連結不
足」等問題，並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包括「強化大學入門及學術導師輔導功能」、
「強化系所產業連結」等，盼能提升學生跨域
學習比例。至於臺灣目前通識教育面臨什麼樣
的困境？陳昭珍列出「定位與特色不明確」、
「與專業課程是平行線」等項目；在參考國外
大學對於通識教育的發展理念後，臺師大提出
「開啟與專業課程的連結」、「修改課程架
構」等改革措施，期能有所改善。
座談會由何啟東主持，通核中心主任李珮瑜
提問學生最想了解所學對於未來工作、創業有
何連結，陳昭珍回應，學生必須培養自主學習
及規劃能力，才能充分運用學習空間，期間系
所也要適時予以輔導，協助學生達成目標。教
務長林俊宏則詢問雙主修、輔系改為登記制時
是否遇到問題，陳昭珍回應最大問題是無法提
供足夠班數，建議強化與學生的溝通，並增加
課程數量以因應。

「通識領域教育社會領域108新課綱座談會」
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陳
昭珍分享該校經驗。（攝影／鄧晴）

一月

１１

期末考試開跑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
109學年度第1學期期末考試將於110年1月11至
17日舉行，日間部由教務處統一排考，進學班
則由授課教師於考試週自行排考，或在原上課
時間及教室上課，進行排考者，考試相關規定
依授課教師規定辦理。考試時間（含扣考）相
關訊息請至「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查詢，
大學部（含進學班）學生如有考試請假，仍需
依請假程序至學務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考試週期間，桌椅已作調整並張貼座號，請
勿任意搬動或撕掉座位號碼；考試時應佩戴口
罩，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居
留證等證件應考，未帶前述證件者，應提前至
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
入場時間。
教務處課務組提醒同學應詳閱並遵守考場規
則，考試時不違規不作弊，一經查獲，一律依
考場規則議處；考試鈴響後應立即入場，不得
在試場外觀望、逗留；考試期間試場內外應保
持肅靜，繳卷後請勿在走廊高聲喧嘩，以免影
響尚在考試的同學。

更多
校園新聞
都在這裡

本校與王道銀行合作發行認同卡（左圖），
葛煥昭校長（右）與王道銀行李芳遠總經理
（左）代表簽約。（攝影／潘劭愷）

校友慨捐 永續淡江發展
萬元、「獎助研究特優教師」200萬元、「學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王紹新學長捐
院專款」120萬元，以及補足國際暨兩岸事務
款，主要希望淡江的學弟妹能夠不用為了經濟
處發起之「境外生返台住宿補助」175萬元。
問題打工，如此可以將時間專心在課業，獲得
其中「經濟不利學生獎補助」將於110年開始
更多專業知識；其次則是用來提升學校學習及
實施，其他項目則於110學年度起實施。每年
研究環境，提供學生與教師更豐富的資源。」
度將依實際狀況酌予調整，未動支之金額將保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提及數學系校友，信邦電
留於專戶中。
子董事長王紹新於日前捐贈1500萬元的用心良
「經濟不利學生獎補助」，包括獎助學金、
苦，「所以明確、清楚地規劃，將款項做最有
生活補助、校級及院系所交換生補助、以及
效的運用，是我們對王學長最好的回應。」
招生獎學金，提供或發放給低收入戶學生、
莊希豐進一步說明，王紹新自109年起，每
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學
年將捐贈1500萬元回饋母校，預計連續5年，
生人士子女；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
且設置專帳及專戶管理；捐款用途經12月18
學金補助資格者、原住民學生、家庭突遭變故
日，由她召開之規劃會議完成初步規劃，經校
經學校審核通過者、懷孕學生、扶養未滿3歲
長核定後實施，109年預定支用金額1,421.8萬
子女之學生；「獎勵學業成績優異、研究傑出
元，包括「經濟不利學生獎補助」525萬元、
學生」為發放經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及研究推
「獎勵學業成績優異、研究傑出學生」401.8
動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學生；「獎助研究特優
教師」每學年度提
供200萬元補助專
任教師研究獎勵經
費支出；「學院專
款」則用於頒發信
邦實習優秀學生獎
助學金、信邦杯競
賽前3名獎金、協
助實習生完成信邦
集團委託專案指導
教師獎勵金，及補
助以淡江大學名義
組隊參加海內外大
王紹新（左）與徐航健（右）每年慨捐鉅額款項，挹注母校永續發展。
型公開競賽，進入
（攝影／鄧晴、游晞彤）
決賽隊伍。

「今年有許多校友捐贈母校不少金額，包括
徐航健學長、王紹新學長及陳進財學長，他們
對於母校的支持也感召不少校友共襄盛舉，慷
慨解囊大方回饋，」莊希豐在感謝之餘，也期
許「更加謹慎規劃相關用途，為淡江的永續發
展奠定更穩固的基礎。」

【記者林渝萱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日
前公告109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名單，包
含學術期刊論文、學術性專書、學術期刊論文
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創作展演及體育
競賽四項，總金額828萬980元。其中學術期刊
論文共獎勵102位教師187篇論文，總金額750
萬1,980元，就單一年度而言，較去年學術期
刊論文獎勵94位教師174篇論文，總金額622萬
6,620元增加。
期刊論文187篇中，SCI及SSCI收錄149篇、
A&HCI收錄2篇、ESCI收錄20篇、THCI、
TSSCI收錄13篇、本校出版期刊收錄3篇，其
中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62篇；學術性專書通過
9件9人，總獎勵金額45萬元；學術期刊論文或
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15件12人，總獎勵24萬
5,000元；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4件3人，創作
展演縣市政府級3件、體育競賽國家級1件，總
獎勵8萬4,000元。

對於這樣的結果，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表示，
除了教師本身積極進行研究，學校的全力支持
也提供了相對的力道，「研發高峰會」讓全校
專任教師有機會分享相關研究經驗，同時提出
遇到的問題與建議，藉以優化研究環境；近來
透過研發平臺進行團隊整合，介紹在研發上有
特殊成就之教師、提供跨域合作，以及教師
帶領榮譽學程學生進行科技部大專生計畫等，
「感謝教師們在研究上的努力，讓淡江的學術
能量持續成長。」
理學院去年和今年皆表現優異，物理系副
教授董崇禮109年度發表的期刊論文數高達22
篇，化學系教授王三郎也有10篇論文的發表。
理學院院長施增廉肯定學校對於研究的獎勵措
施，並提到「董教授體現了跨校、跨國際的合
作價值，大型計畫很難由單一實驗室完成，因
此每個實驗室主持人貢獻所長，才能將研究的
價值放大。」他也建議仿效其他學校的作法，

對於申請科技部計畫未通過的教師提供協助或
輔導，以提升未來成功申請的機會。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第176次行政
會議12月25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擴大舉辦，由
校長葛煥昭主持，4位副校長、一級主管、學
術二級單位主管、學生會代表等出席，臺北及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會議首先進行本校與王道
銀行發行簽同卡簽約儀式，由葛校長與王道銀
行總經理李芳遠代表雙方簽約。
葛煥昭校長致詞表示，經再三思量，原定
明年8月1日成立之「三全書院」更名為「三全
學院」，由於蘭陽校園將整併入淡水校園，
但仍維持三全特色
不變，書院只是三
全之一，故更名為
「三全學院」。接
著鼓勵教師進行研
究發表論文，以維
學務長武士戎
持學術專業並提升
（攝影／潘劭愷） 本 校 學 術 能 量 及 國

際學術聲譽。
會中進行兩場專題報告，首先由學務長武士
戎以「學務創新-永續發展」為題，報告學務
處日後精進方向，除了持續落實TQM、記錄
工作週誌、並規劃數位轉型2.0，引入科技溝
通平台，根據學生需求打造一站式生活服務，
包括成立LINE、Twitter官方帳號，即時傳遞
與接收最新消息，確保高品質服務；另外加強
跨單位合作，在既有業務上連結SDGs以持續
創新。研發長王伯昌則以「精進研發－創新產
學－接軌平台－傳遞溫度前進」為題，將組織
研究學群以召開研究中心跨領域學群交流會、
成立LINE官方帳號以利訊息流通，刺激研究
交流能量，並盤點校內教師專業以鼓勵參與研
究計畫，與1111人力銀行簽署MOU，媒合學
生產學、實習、就業及教師爭取研究計畫等合
作機會。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於專題報告後指出，要做

的事情很多，但希
望能夠選擇重點，
逐一強化；他以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為
例，本校在三年內
達到全國通過數量
最多，且近120位教
研發長王伯昌
師申請，這是學校
（攝影／潘劭愷）
全力推動，讓教師們感受到能量願意一起努力
的成果；今年成立AI創智學院，他也期望全校
師生踴躍利用，培養學生數位素養，同時強化
考照能力。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募款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第六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及「淡江
大學教師教具製作補助辦法」草案。學生會會
長鄭兆庭於臨時動議中提出「擴增諮商輔導人
力」與「停車場管理」等問題，由校長及總務
長分別予以回復。

王紹新年捐1500萬 首補助經濟不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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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4(一)
13:00

化材系
E819

交大環工所助理教授莊易學
Novel photo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1/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同步輻射中心助理研究員張羅嶽
Studying energy materials by in situ
X-ray spectroscopy

1/5(二)
14:10

水環系
E80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副研究員
傅金城
颱風災害情資研判分析演進

1/8(五)
10:00

管科系
B713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鄭維浩
創業與創造力的機運掌握

有蓮獎學金首階段名單 38名碩博生上榜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由徐航健校友捐
贈成立之「有蓮獎學金」，校級審查委員
會12月25日完成第一階段發放名單，通過30
名碩士、4名博士及4名境外生碩士共38位學
生，預計於學生完成註冊後，頒發每人20萬
元獎學金；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發放名單將
於110年碩博士及大學入學個人申請招生作業
完成，以及指考分發作業完成後進行審查。
主任委員，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說明，本次
發放名單係針對各學院推薦之碩博士班甄試
錄取學生進行審核，「其中有不少學生為本
校大學部榮譽學程學生及預研生，部分學生
則來自外校，大致符合獎學金發放之目的，
留住本校並吸引外校之優秀人才，也希望讓
外界了解本校積極延攬優秀學生的決心，進
而思考就讀本校。」
本次會議同時修正境外生審查程序，將原
來「經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初審」部分，修正
為「經系所初審」以簡化作業流程。有蓮獎
學金規劃以「強化研究所招生（提升學術能
量）」為主力，提供每年大學部20個、碩士
班40個及博士班10個名額，境外生部分也提
供碩士班9個及博士班6個名額，每人發放20
萬元獎學金，希望能吸引具研究潛能的同學
申請就讀淡江。

█ 臺北

黃瑞茂導覽回顧
校史館策展經驗

儘管策展經驗豐富，校史館與張建邦創辦人
紀念館的策展過程，仍帶給建築系副教授黃瑞
茂一個難忘的經歷。覺生紀念圖書館12月31日
中午12時，舉辦「從校史館策展經驗，共讀淡
江故事」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導覽活
動，由黃瑞茂進行導覽，從一樓的校史館，到
二樓的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分享他如何透過
「探問」、「解釋」、「再現」的方式，逐步
架構這個充滿訊息的再現空間，更希望成為一
個學習場域，在了解淡江的過去與現在之際，
述說下一個校園的學習故事。（文／葉語禾、
攝影／游晞彤）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 金額逾800萬 陳正宗指導大學生

（資料提供／人力資源處）

176行政會議 葛校長鼓勵持續學術研究

春聯電影欣賞窯烤秀廚藝國際處為境外生規劃充實寒假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由於
COVID-19疫情在世界各國持續延燒，許多境
外生在寒假期間將留在臺灣，國際處境外生輔
導組將於1月18日至2月2日舉辦一系列活動，
「揮毫潑墨春聯迎新」、「電影欣賞霸氣包
場」、「臺灣農村窯烤體驗」、「美食饗宴大
展身手」、「境外生春節聯歡會」等，除了協
助境外生們規劃寒假生活，也讓他們認識並學
習過年期間的臺灣文化習俗。
「揮毫潑墨春聯迎新」1月18日至1月21日在

淡水校園：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驚聲大樓十樓舉行，讓境外生們進行體驗書寫
春聯迎接新年；「電影欣賞霸氣包場」1月26
日在國賓影城淡水禮萊廣場，安排同學們欣賞
熱門電影；「臺灣農村窯烤體驗」則是與USR
「農情食課」計畫合作，1月27日在淡水原豐
農場舉行，透過烤雞、烤番薯等活動，同時認
識本校USR與在地小農合作現況；「美食饗
宴大展身手」1月28日在美食廣場舉辦，體驗
包水餃、番茄炒蛋和甜點等烹飪樂趣；「境外
生春節聯歡會」2月2日在將捷金鬱金香酒店舉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行，主要活動為春節聯歡、抽獎與發紅包，共
同迎接新的一年。
國際長陳小雀表示，「因為疫情，讓大多數
境外生無法回家團圓，我們希望透過活動與讓
他們體會淡江人的溫暖，多少彌補這個缺憾，
同時也能讓他們認識並體驗臺灣的特色活動如
窯烤，以及在過年期間的傳統活動如包水餃跟
寫春聯。番茄炒蛋則是一道很有趣的菜，因為
做法不同而呈現不同風味，希望讓境外生們發
揮創意，烹飪出各具特色的番茄炒蛋。」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參與研究發表論文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土木系
於12月28日下午3時10分在工學大樓E787舉辦
「大學生如何參與研究與發表SCI論文」演
講，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特聘
講座教授陳正宗主講，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
教授姚忠達、助理教授李家瑋、航太系榮譽教
授馮朝剛等教師出席，逾百位學生參與。會
後，由楊長義頒發感謝狀予陳正宗。
本次土木系副教授劉明仁主持，介紹陳正宗
現任科技部產學小聯盟土木能環組召集人、中
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並獲教育部
第五十五屆工科學術獎、曾任工程分析邊界元
素法期刊（EABE） 副主編，審過百餘種 SCI
期刊論文，與在座師生分享他的經驗。
陳正宗以海洋大學力學聲響震動實驗室
（NTOU MSV）的研究說明，「寫論文難，
第一次寫論文更難，第一次用英文寫論文更是
難上加難。」陳正宗以指導學生獲得SCI論文
研究成功的案例，如曲率半徑變化研究、振動
三部曲、地震工程與風工程以及共振破壞實例
等，他表示，這些學生中，有的參加NTOU
MSV大學生重點人才培育計畫獲獎繼續參加
投稿、有的是提出明確數據，陳正宗藉此鼓勵
學生，要認真學習力學和工數，這對土木工程
很有幫助，並珍惜機會並多加嘗試撰寫論文。

土木系演講，系主任楊長義（右二）頒發感謝
狀予講者海洋大學教授陳正宗（右三）。（圖
／土木系提供）

一月

２２

優久聯盟選課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優
久聯盟109學年度第2學期的課程資料將於110
年1月9日（星期六）上午9時起於「校際選課
系統」（網址：https://course.ttu.edu.tw/u9/）
開放查詢，選課日程自110年1月22日（星期
五）12時30分開放選填，至2月9日（星期二）
23時59分止，相關日程表及注意事項請詳教務
處「最新訊息」（網址：http://www.acad.tku.
edu.tw7799/main.php 。教務處課務組鼓勵同
學們踴躍上網選課，並請於選課前詳閱優久選
課系統之說明事項或洽詢課務組。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