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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淡水雙城 藉VR技術展現四百年風華
5.10.2021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大家
更了解北臺灣歷史，5月3日至6月30日在海事
博物館舉辦「基淡雙城四百年VR展」，以VR
虛擬實境的方式呈現3D模型的基隆聖薩爾瓦
多城與淡水紅毛城的360度環場實景，並以海
報、現場解說方式，讓大眾更了解北臺灣歷
史，達成人文科學普及與多元知識傳播目的。

發行所／淡江大學 董事長／張家宜 發行人／葛煥昭 社長／劉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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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系團隊至宜蘭縣順安國
小中山分校進行實地訪查
（圖／教科系提供）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科系教
授顧大維指導系內11生參加「2021第六屆法藍
瓷想像計畫」，該團隊以「our hometown 鏡
頭下冬山」為題，從全臺159份企劃書中獲得
前12名，並獲頒20萬執行基金，即將於暑假期
間前往宜蘭冬山鄉順安國小中山分校，進行影
像夏令營活動。
教科三張庭芸、盧怡彣、許家禎、鍾怡君、
孫羽欣、朱倢儀、何彥蓉、吳沛賢、謝皓文、
吳健成，以及劉信宏共11位學生組成「夏天家
族」，他們發揮影像學科專業，為宜蘭冬山鄉
順安國小中山分校設計影像夏令營教案，教導
他們運用影像、拍攝技巧與剪接技術，深入並
結合當地生活美學特色，幫助他們能透過影像
認識自己家園且推廣家鄉特色。本次活動總
召、教科三張庭芸分享，感謝顧老師的指導，
也很高興能夠獲獎，這所學校注重於影像教育
的學習，與系上所學專業契合，透過偏鄉服務
方式，彼此互相成長。張庭芸提及，將運用資
金於暑假期間執行本教案，希望能進入最終成
果發表競賽，並爭取前三名佳績。顧大維分
享，在指導團隊的主要方向是幫助他們在教案
上更加創新外，也鼓勵他們前往當地實地踏
查，以提出符合當地需求的企劃案，才能在眾
多比案中脫穎而出。

疫情升溫確實防疫
【本報訊】近日國際及國內疫情升溫，教務
處及人力資源處特別發函提醒校內教職員工
生，確實做好校園體溫監測防疫措施，以降低
校園感染風險，維護自身及健康安全。
人力資源處提醒，全校教職員工每週一至週
五（含週六到校上課、上班者）及兼任老師、
學生上課日，應量測體溫並至本校「自主健康
監測回報系統」進行登錄；教務處則重申教室
內師生應全面佩戴口罩，並請任課教師落實課
堂點名，以備疫調作業；室內外體育課程教
學，應保持社交距離；如無法維持社交距離，
即應佩戴口罩；學生若出現症狀需請假，應立
即就醫診治或在家休息，避免外出或到校上課
上班，不列入出缺席紀錄。
至於因應疫情停課方面，仍依本校安心就學
措施施行「停課不停學」，所有專兼任教師實
施「實體教室+遠端教學／學習」，以iClass學
習平臺及Moodle遠距教學平臺之各項功能，
搭配MS Teams之同步視訊教學。
總務長蕭瑞祥表示，目前總務處仍持續校園
清潔，至少一天一次清潔教室及會議室，同時
請外包廠商及訪客確實配合本校防疫措施，進
入校園採實名制登錄，到校前或入校時須自主
量測體溫並掃描本校實名登錄QR code，確實
填報體溫與入校資訊；另持續製造次氯酸水提
供校內消毒使用，確保教職員工生健康。

台灣微軟AI一日營
學生探索職涯發展

圖書館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館鍾
靈分館自去年12月於化學館3樓啟用後，其色
彩繽紛、可讀書、可討論的多變化空間，受
到師生喜愛，上週傳來捷報，該空間榮獲有

後施作，進門右邊牆面展示化學系發展沿革，
靠樓梯部分以大面彩色玻璃及鋼構設計化學燒
杯、試管圖案極具巧思。
林健祥表示，當初只是覺得這個空間只做藏
書非常可惜，應該開放出來給全校師生使用，
感謝母校的用心支持。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
「向設計師展示許多國外圖書館的規畫，以使
用者角度提出不能密閉、安全、美觀及圖書意
象等需求，設計師很優秀都一一做到了。」
化學系主任陳曜鴻表示，感謝系友們大力支
持，圖書館中開放通透，也有靈活隔間讓師生
討論或發表，已邀請高中生座談、校友參觀、
師生討論，大家都讚不絕口。
英國IPA房地產大獎自1993年起頒發已屆28
年，是世界知名的卓越指標，向全世界住宅
與商業地產設計師徵件，陳琬婷之前連獲英、
法、德、美、義等國設計相關獎項肯定，她覺
得參賽可以讓眼界擴大，是很棒的進步，感謝
淡江提供她發揮的機會，她很開心能與全球優
秀建築作品共同角逐世界大獎，為臺灣建築發
展寫下漂亮成績。

專業與科技素養之整合，結合AI持續性稽核
系則著重於整合AI與機械製造，同時強化國
實驗室，強調新興科技應用與數據分析，培養
際交流以增加招收外籍生，另結合產業資源進
數位審計人才；水環系則透過跨領域的整合、
行人才培育；連續兩年新生註冊率100%的教
加強資訊科學應用及增進實務知識與經驗，強
心所，將持續「多元與對話、理論與實務鏈
化學生畢業競爭力；化材系除活化課程、強化
結」的特色，發展「AI+科技+心理健康」的
招生及活絡系友之外，將延聘具新技術領域及
策略，與相關系所建立跨領域特色學程課程，
研究能力之年輕學者，並加強整合研究能量，
延續全國「獨一無二」的淡江教心所。
鼓勵創新研究；化學
系規劃籌組跨領域團
隊，整合頂尖專業人
才共同研發，讓該系
成為臺灣材料開發與
藥物設計的重鎮；教
科系以建立「又快又
好又可靠」的專業團
隊為目標，放眼於
「快速製作教材模
組」及「AI學習」，
持續培育數位教材與 第9屆系所發展獎勵審查會議，5月5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由入
教育訓練人才；機械 圍8系所進行報告。（攝影／潘劭愷）

世界閱讀日沙龍講座 鄭慧君楊振發知性開講
座，由德文系助理教授鄭慧君主講，主
題為「瑞士文學大師狄倫馬特：作家、
犯罪小說家、畫家」。
鄭慧君說明，狄倫馬特是一位特別的
人，擁有多重身分—犯罪小說家、劇作
家和畫家，「由於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
戰，所以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悲喜劇理
論』，只有在荒誕的喜劇中，才能適當
地體現越來越混亂的世界，進而帶出悲
劇所要呈現的嚴肅主題。」
世界閱讀日沙龍講座首場於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有 「閱讀狄倫馬特的作品，可以從中汲
獎問題時間聽眾踴躍回答。（攝影／陳國琛）
取從前西方社會的經驗與價值觀，藉以
理解歷史軌跡」鄭慧君指出，因為他是以劇作
鄭慧君談狄倫馬特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你喜歡神祕 家的身份受到當代重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為
的 犯 罪 小 說 嗎 ？ 那 你 可 能 看 過 瑞 士 犯 罪 小 《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不過後來許多偵
說大師—弗利德里希·狄倫馬特（Friedrich 探、嫌疑小說也獲得瑞士讀者喜愛，像《法官
Dürrenmatt）的作品！圖書館與德文系合辦 與他的劊子手》與《拋錨》，而《老婦還鄉》
的世界閱讀日，5月6日中午12時進行首場講 和《物理學家》更被改編成電視電影。

楊振發用旅人觀點介紹瑞士特色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關於瑞士，
你有多少了解呢？2021世界閱讀日5月6日下午
2時30分進行第二場沙龍講座，邀請號稱「瑞
士深度旅遊教父」的泰永旅行社董事長楊振
發，以「旅人觀點～你所不知道的瑞士！」
為題，分享瑞士的迷人文化與旅遊魅力。
楊振發造訪瑞士超過20餘年，講座中介紹了
瑞士的人文地理、美食文化、冷知識等，並
從瑞士人的特質及生活中介紹風俗民情，與
臺灣大相逕庭。他指出，瑞士人非常注重生
活隱私，「要如何知道瑞士人接納了你，第
一個是他喊你的名字，而不是姓，第二個是
他邀請你去他家玩。」瑞士人通常不會窺探
他人隱私，唯一會問的就是工作，「瑞士非
常重視勞力價值，在那邊不會有階級制度的
問題，不管你做什麼，你的勞力貢獻都會受
到肯定。」

ACS臺灣分會論壇 多國學生近百人交流

淡水校園：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進行。為鼓勵與會學生，設有口頭報告獎及壁
報論文獎共34個獎項由專業人士評比，另有三
個人氣獎，由參加學生老師投票決定，以鼓
勵同學認真準備，踴躍發表。本校化學四邱君
豪、潘修民獲壁報論文獎，博一何宗洋研究液
晶感應器，參加口頭發表，在此大型論壇中深
刻感受到學無止境。
陳志欣表示：「此論壇獲得美國化學會臺灣
分會資金支持，很感謝未受疫情影響，因論壇
要求以英語表達，門檻較高，仍吸引不少臺、
清、交、成大優秀學生及外籍生參加。」潘伯
申說明，學生來自臺灣、印度、印尼、衣索匹
亞、巴基斯坦等國，15個不同的研究單位，國
際交流成果豐碩。國立陽明交大博二張宇瑄表
示，最深刻的是可以與外國生交流學習到不同
東西，坦言在論壇中遇到不少外國學生感到意
外，還以為因疫情關係只有臺灣學生。

化學系舉辦美國化學會臺灣分會論壇，吸
引近百學生發表論文。（圖／化學系提供）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觀展來賓透過VR觀賞四百年前基隆聖薩爾瓦
多城和淡水聖多明哥城。（攝影／黃偉）

系所發展獎勵複審 8系所擘劃未來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2021年
「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於5月1日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由美國化學會臺灣分會主辦、中國化學會
及本校化學系教授陳志欣和副教授潘伯申承
辦。前四次論壇都在臺大舉辦，此為第一次在
本校舉辦，吸引全臺各大學近百位學生參與交
流與分享。
論壇報名93人，其中口頭發表46人，壁報發
表32人，依有機、無機、物化、分析四組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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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除了定期閱讀
您還可以更實質的支持

英姿煥發

國際地產界奧斯卡獎項之稱的2021年英國IPA
（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房地產大獎公
共空間設計類優勝，在全球頂尖建築與設計人
心中極具重量級地位。
鍾靈分館
是由本校校
友總會總會
長林健祥與
化學系友們
共同出資，
林健祥邀請
舒杰室內裝
修設計公司
設計總監陳
琬婷負責規
劃，與本校
圖書館、總
務處、化學
系共同經歷
甫獲2021年英國IPA國際房地產大獎優勝的圖書館鍾靈分館，深受化學系同學喜 多次簡報、
愛，常常到此自修或討論課業。（圖／舒杰室內裝修公司提供）
討論定案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第9屆系所發展獎
勵審查會議，5月5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由校長葛煥昭主持，4位副校長、一級單
位主管出席。葛校長感謝評審委員撥冗出席，
也期望進入複審的系所能夠把握機會爭取獎
勵。本次審查，除校長及副校長外，更邀請宗
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健祥、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校長張瑞雄、臺北市立大學校長戴遐
齡、國立東華大學校長趙涵捷、中文系副教授
殷善培、數學系教授温啟仲、日本政經研究所
所長蔡錫勳、未來學所副教授紀舜傑共同評
審。審查結果將於6月11日第85次校務會議揭
曉並頒獎。
各系所則依「教學」、「研究」、「招
生」、「募款」及「整體」5大績效進行簡
報，同時提出未來規劃，航太系預計3年內成
為我國大專校院航太相關科系中唯一同時具備
「自行開發飛行模擬器」、「無人機與AI結
合」及「自製火箭發射技術的學校」；109年
度募款達成率高達272.8%的會計系將聚焦會計

學校要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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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鍾靈
分館

▼

本校近百位學生，前往台灣微軟辦公室進行
活動。（圖／AI創智學院提供）
【本報訊】5月5日，本校工學院暨AI創智學
院院長李宗翰，帶領本校近百位學生，前往台
灣微軟辦公室進行「Microsoft AI Workshop一
日營」活動，以了解AI趨勢及產業的應用與連
結，探索未來職涯發展的可能性。
AI創智學院攜手台灣微軟、104職涯學院，
三方共同舉辦「科技即戰力職人計畫」，以協
助學生了解自身科系與AI之間的關聯性。在本
次工作坊活動中，由台灣微軟雲端平臺事業部
副總經理蔡維彬親自接待、104資訊科技社會
企業處副總經理王榮春帶領同學進行職涯探索
活動、台灣微軟專家技術部暨微軟技術中心總
經理胡德民分享「科技職人的轉型之路」。接
著，台灣微軟雲端平台事業部資深產品行銷經
理Elsie Chen，帶著同學開箱微軟辦公室，一
窺科技人的日常；最後，由全域科技資深顧問
林建宏指導學生實作微軟AI入門課程，體驗AI
技術所帶來的全新應用。

傳真：02-26214169

3日上午10時由策展人、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與歷史系副教授李其霖、大傳系副教授陳玉
鈴、資傳系副教授賴惠如、資圖系博士後研
究員范凱婷聯合舉行開幕式，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感謝林信成多年來透過數位創造「淡水
維基館」，藉由VR雙城的技術讓世界各地的
人更認識淡江、淡水甚至是臺灣各地。

獲IPA房地產大獎肯定

教科偏鄉教育計畫
法藍瓷補助20萬

電話：02-26250584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10(一)
19:00

語言系
CL407

西華大學物理與化學學院教授馮灝
語言系三年級周思亮
110年度蘭陽校園全發院住宿書院
活動-「法國癮」

5/12(三)
19:00

資創系
CL403

資創系助理教授洪復一
110年度蘭陽校園全發院住宿書院
活動-AI新世界讀書會

5/13(四)
10:00

大傳系
Q306

信傳媒Readr+總編輯簡信昌
國際新聞媒體編採新趨勢：談新聞
視覺化與資料新聞學的跨國交流與
運用

5/13(四)
12:00

課程所所長張月霞、副教授黃瑞茂
教發中心
教科系副教授賴婷鈴
I501
跨域，從共同學習開始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10(一)
13:00

社團法人台灣公益CEO協會專案總
未來學所
監許逢麟
I201
未來雲林：用文化發展

5/11(二)
14:00

物理系
S215

交通大學材料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賴俊言
Defect and Biointerface Engineering:
Characterization of Inorganic
Semiconductor Nanofiber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

5/11(二)
14:10

水環系
E805

業興顧問公司總經理鄭志鴻
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產業現況與未來
趨勢

5/12(三)
10:0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海下中心 教授何宗儒
B712
海洋科學的發展及臺灣附近海域海
洋環境的探索

5/12(三)
10:10

水環系
E787

環保署智庫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
會顧問洪榮勳
永續資源管理

5/12(三)
13:10

化材系
E787

旭然公司總經理何兆全
Better quality, better life

5/13(四)
13:00

機械系
E787

清大人工智慧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
博士蔡秉均
智慧製造與工業人工智慧之發展與
案例介紹

5/14(五)
10:10

資工系
E787

The Campaign Registry 資深網站可
靠性工程師江少傑
網站可靠性工程理論與實務

5/14(五)
12:00

經濟系
HC305

思偉達創新科技執行長鄧萬偉、專
案經理黃俊維
區塊鏈入門

5/14(五)
13:00

幣特財金/鍶科技創辦人暨總編輯
經濟系 楊方儒
HC305/306 臺灣如何發展新經濟「區塊鏈之
島」

5/14(五)
14:00

思偉達創新科技 RD經理陳炯宏
經濟系 ACE交易所行銷經理王鈺琳
HC305/306 實作workshop-體驗數位資產爆發
力與創造你的蒙娜麗莎

網路看更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青年工程倫理廉政論談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土木系及工程法律
研究發展中心，5月5日以「土木人就業應該
知道的法律責任問題」為主題，共同舉辦
「110年新北青年工程倫理廉政論壇」，引
導學生一同探討工程倫理。（文／張容慈）

運管系系友邀高中生座談
運管系5月1日舉辦「高中生與系友面對面
分享會」，邀請系友與二階面高中生座談，
分享求學生涯及就業方向。（文／戴瑜霈）

陳世偉分享T-SDGs與USR
水環系於5月4日邀行政院環保署兼永續發
展室執行秘書陳世偉與近20位師生分享永續
發展，何啟東、李宗翰到場支持。

化學系邀校友談創業歷程
化學系5月3日舉辦「業師請益系友座談」
活動，3位系友簡海珊、羅建宏、楊榮凱分
享求學及創業經驗及心得。（文／麥嘉儀）

陳國棟談臺灣海洋文化
海下中心5月5日邀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研究員陳國棟演講，主題為「臺灣的海洋
文化」。（文／李沛育）

圖書館中文系饗思天堂
語言系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校友踴躍出
席，近150人到場。（圖／語言系提供）

語言系成立系友會

【本報訊】本校語言系於5月1日在蘭陽校園
之建邦國際會議廳成立第一屆系友會，選出20
位理監事後，推派103級語言系畢業校友林雅
淇為理事長，另有3位副理事長和監事長。活
動當天，語言系還舉辦「欣欣相系，語你回
憶」的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語言系校友
攜家帶眷近150位到校參與，校友們與闊別多
時的師長、同學彼此寒喧交流近況外，彼此
分享帶來各地的伴手名產。本次活動除了以
Kahoot!進行破冰遊戲外、安排闖關活動進行
校園巡禮、準備親子圖書室，校友們也以影片
方式回顧校園生活點滴。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圖書館與中文系副教授李蕙如中國思想史
課程合作，5月3至16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
樓合展「饗思天堂」活動。（文／謝采宜）

白羽媃勉勵同學勇敢逐夢
財金系5月3日邀請加拿大康卡迪亞大學財
金系助理教授白羽媃以遠距視訊演講，主題
「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文／陳子涵）

古佩笛獲熱管理最佳論文
機械系博士生古佩笛發揮熱力學專業，獲
台灣熱管理協會「2021年度會員大會暨技術
成果發表會」最佳論文獎。（文／朱映嫻）

期中退選5月17日起開放
期中網路退選自5月17日中午12時30分，
至5月21日下午20時30分開放。上午11時30
分系統維修，不開放退選。（文／歐亭宜）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