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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25(一)
17:00

文學院
O504

《報導者》攝影主任余志偉
文創學程演講「要成為怎樣的攝影
人」

10/25(一)
19:00

文學院
CL401

英美語文系副教授施懿芹
110年度三全學院住宿書院活動－
整晚的音樂：一起來搖滾吧！

10/27(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CL423
同步視訊)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劉柏宏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識(含體育)學
門的現況與審查實務

10/27(三)
16:00

中文系
L303

世新大學兼任講師/台中古典音樂
台「音樂達文西」主持人吳家恆
中文系榮譽通識講座「四海之內皆
兄弟-貝多芬的《合唱》交響曲」

10/28(四)
12:00

教發中心
I501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
他山之石，我事之師：CSR年報到
USR永續報告書的師生價值共創

10/29(五)
12:00

觀光系
I501

運管系副教授鍾智林
國際事務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
研習-教室外的學習: 英語授課課堂
的教學實踐研究

10/29(五)
13:10

中文系
L413

繪本作家、插畫家蔡美保
中文系深耕文創講座「繪本中的圖
像表現(二)」

新生註冊率9 9 . 8 6  淡江新猷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26(二)
14:10

水環系
E829

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副局長周伯愷
極端氣候之水資源調適策略-以翡
翠水庫為例

10/27(三)
12:10

諮輔中心
HC306

正向人生企管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經宙
非語言溝通～人際互動的技巧演練

10/28(四)
10:00

法文系
T310

Comebuy總經理陳昆池
手搖茶的魅力

10/28(四)
12:10

諮輔中心
HC306

Brainmax 腦力開發集團首席講師
楊維芬
職場競爭力與右腦潛能開發與激勵
訓練

10/28(四)
13:00

機械系
E787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中友
3C產業的發展與開發流程

10/29(五)
09:10及

11:10

資工系
E787

酇侯資訊管理顧問董事長邱孝賢
AIoT創新應用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期中教學評量開填

本校推全英語教學

產經系教授林佩蒨「經濟學」課程，透過遊
戲驗證理論。（攝影／呂奕淩）

　【本報訊】繼109學年度註冊率98.52%創近
年新高，110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新生註冊
率再創新高，直衝99.86%。其中數學系資料科
學與數理統計組、機械系（含精密機械組及光
機電整合組）、化材系、資工系（含全英語學
士班）、電機系（含資訊組、通訊組及電機與
系統組）、國企系經貿管理組、資管系、俄
文系、觀光系全英語學士班，以及新設立的
AI系、教設系註冊率均達100%。此外，本校
學生人數也逆勢成長，自109學年度的24,209
人，成長至110學年度的24,534人，也是自99
學年度以來，學生人數首次成長。
　教務長林俊宏感謝學生及家長對於本校辦學
的肯定，也感謝校內各單位及各校友會在招生
事務上的努力與協助，特別是招生策略中心同
仁們的辛勞，推出了許多具創意且成效良好的
招生策略。「招生是全校性的事務，感謝大家
共同的努力，在各自的任務上努力不懈，才能
讓淡江在今年繳出亮眼的成績單。」他指出今
年本校在大學博覽會和學系博覽會的表現十分
搶眼，吸引了不少學生、家長的關注，而媒體
的擴大宣傳、本校學生向高中學弟妹的推薦，
以及校友支持下頒發的招生獎學金，也適時推
了一把，讓學生選擇了淡江成為他們學習的下

一站。招生策略中心主任李美蘭認為本校積極
辦理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適時提供
各學系與高中端的相互了解，「期待我們的努
力成果能在下學年度更充分地展現，讓各學系
都能招收到合適的學生，也讓學生們都能找到
適合的學習環境，快樂且充實地學習。」
　數學系系主任余成義說明，近年來人工智慧
成為社會流行趨勢，其中大數據的基礎概念正
是來自於數學，因此在這方面強化介紹以增進
學生對該系的認識，並針對對數學有興趣的學
生進行宣導，透過到各高中宣傳以及數學營隊
的舉辦強化其報考及就讀意願。「感謝學生們
的肯定，我們除了專注於知識的傳授，也將規
劃更多實務課程及學程，以落實學用合一。」
　「我們希望學生能透過自主學習，整合教
育、社會及管理三方面專業知識，從快速變遷
的社會中發現並達成目標，開拓出一條屬於自
己的路，展現新世代的韌性。」教設系系主任
鄧建邦感謝學生願意認同這個想法而加入，與
教師們共同努力尋求未來的各種可能，「未來
一年我們將帶領學生透過課程與實作的結合，
讓他們對於這個社會、這塊土地有更多的接
觸，衍生更多的想法並確實執行，也讓他們發
現並設計屬於自己的未來。」

　觀光系的「全英語授課」特色，在全國相
關學系中十分搶眼，而「全產學接軌」的特
色，也讓學生們確實透過實習來印證所學並快
速成長。系主任葉劍木感謝學校的支持及師生
們的共同努力，讓該系十年來穩定而持續的成
長。「我們希望培養出的觀光人才都能擁有跨
領域專業能力，因此特別強化與海外姊妹校簽
訂雙聯學位，同時規劃設置跨領域學分學程，
讓學生們擁有更堅強的競爭力，也為觀光系奠
定更厚實的基礎。」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覺生紀念圖
書館與東吳大學、銘傳大學圖書館10月14日於
本校覺生國際會議廳，聯合舉辦「第一屆臺灣
Alma使用者會議暨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實務
研討會」，目前使用Alma雲端服務平台的國
內大學圖書館同仁、廠商及代理商代表、以及
國內外專家學者逾200人參與。
　上午舉行使用者會議，圖書館館長宋雪芳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
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品質保證稽核處
針對教師教學進行問卷調查，11月1日起至11
月15日上午10時止，可從本校網站首頁點選
「教學意見調查」（網址：https://tas.in.tku.
edu.tw ）或手機掃描QRcode進入，填寫內容
彙整後將作為任課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不
含任何學生個人資料），填完還能參加抽
獎，歡迎踴躍上網填寫。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USR辦公室10
月16日舉辦「2021大淡水環保志」紀錄片成果
放映發表會，學術副校長何啟東、稽核長張德
文、「淡水好生活」計畫主持人課程所副教授
黃瑞茂、前淡水鎮鎮長蔡葉偉、大傳系系主任
唐大崙，和多位被拍攝者的親友、學生近80人
到場參與。該紀錄片由大傳系教授王慰慈帶領
學生團隊歷時8個月，紀錄8位大淡水地區為環
保和生態環境教育盡心盡力的人士。
　何啟東感謝所有參與計畫的教師和學生，付
出時間和心血拍攝出8部優質紀錄片，並透過
USR計畫把淡水的文化與淡江做連結，「希
望大淡水的拍攝計畫能一直持續下去，讓所有
淡江的學生們，大一是淡江人，大四變淡水
人，從深耕淡水到扎根地方，共創淡水城。」
　黃瑞茂稱許王慰慈推動紀錄片不遺餘力，尤

培養優質教學助理

達文西手作紙黏土 捏出創意驚喜

全國e筆書法賽下戰帖 歡迎各方高手一較長短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 e 筆書法」比賽又來了！獎金豐
厚，喜歡書法的同學們千萬不要錯過！該比賽由
文錙藝術中心、財團法人麗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
中華民國書學會共同主辦，即日起開放報名至11
月30日止，凡30歲以下（81年10月1日後出生）學
生皆可報名；經評選後預計錄取50位學生進入決

找工作就像求交往

1.下載並登入 淡江ｉ生活  

2.點選體溫實名制

3.點選掃描QRCODE

4.排隊時可先完成掃描

5.登錄過體溫可不用再量測

快速進入樓館有撇步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29(五)
19:30

管科系
D508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黃正忠
台灣邁向淨零碳排放的挑戰

本校近四年大學日間部新
生註冊率一覽（百分比）

110 99.86

Alma使用者會議凝聚共識
致詞時指出，Alma平台符合目前圖書館對
於科技與雲端的需求，透過其應用程式界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可
進行延伸功能的使用，算是個「成長的有機
體」，獲得許多世界知名大學如麻省理工學
院、哈佛、牛津、劍橋等採用，但由於國內使
用時間仍短，希望透過使用者會議的召開以
凝聚共識，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同時提升

Alma在臺灣地區的服務
品質，促進圖書館的業
務發展。
　 使 用 者 議 題 交 流
前，宋雪芳先提出「速
度」、「穩度」及「解
決問題即時性」三個問
題，接著由各校提出相
關使用經驗與問題的分
享，包括引進Alma系統
後的優點，包括共建共
享、大數據的目標性分
析及統計的運用、程式
的功能與服務的擴充引
領館員的成長、成本的
降低、與校務系統及單

一認證系統的介接、查詢他校館藏更為方便、
借還書免換證等，當然也有館員的持續教育訓
練、薦購的功能過於簡化，無法配合學校政策
進行更新、專業特色的介接、整合介面資源的
功能、館際代借代還的政策依據、維護費用增
加、速度慢、個資資安保存等議題。不過各校
對於引進Alma系統多表示肯定態度，也希望藉
以提升圖書館的功能性，讓所有的讀者有感。
　本次會議更與原廠（Ex Libris）副總裁暨亞
太地區銷售副總裁Osher Gilinsky透過視訊進行
溝通，由宋雪芳代表提供各使用學校於目前遇
到的問題。Osher Gilinsky回應近年該公司持續
與臺灣用戶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也特別安排
與臺灣相關的服務團隊出席本次會議，希望藉
由交流了解用戶們的需求及問題。「關於用戶
所期待的教育訓練，我們很樂意協助安排；至
於連線速度與穩定度，後續也將由專人協助，
透過比較有結構化的方式來處理；其餘問題則
交由相關單位優先處理，希望能與臺灣用戶
共同成長。」之後Osher Gilinsky與「Ex Libris
國際使用者交流會議」（IGeLU）主席Dave 
Allen共同分享Alma用戶群組運作及合作經驗，
並由代理商飛資得系統科技公司總經理江思嫺
進行簡報，說明系統未來發展。

賽，並於12月11日以數位e筆進行決賽。
　書法比賽分為初選和決選兩階段進行，初
選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
gzeYv7 ），參賽同學須將作品存成圖檔，以
電子郵件傳送至 c111640@mail2.tku.edu.tw，
方完成報名手續。決賽地點位於本校淡水校園
商管大樓 B218電腦教室，入選通知將於12月3

日以 e-mail 寄出，入選決賽同學，主辦單位
皆給予交通補助，北北基和桃園市為伍百元，
其他縣市壹仟元。決賽當天上午另有數位 e 筆
講座，讓參加者都有練習和熟悉e筆的機會。
　本次決賽過程採即席創作競賽，第一名頒
發獎金二萬元，第二名一萬五千元，第三名一
萬元，優選五名，獎金五千元，各得獎者將同
時頒予獎狀和數位e筆乙套；得獎作品將由主
辦單位應用於數位書法推廣。

大淡水環保志 紀錄淡水環保推手群像
其在淡水談環保不容易，所以看到紀錄片中，
有許多為生態環境教育付出心力的人們，他深
刻感受到「教育孩子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
透過學校教學、生態導讀等課程，讓更多小
朋友們關心土地，進而發揮影響力。王慰慈
說明，學生一開始對「環
保志」的主題很沒方向，
透過這幾部紀錄片的受訪
者，王慰慈想讓學生們知
道環保的多重面向。
　8部紀錄片主角分別為
《綠色米倉—新北市八里
區 米 倉 國 小 》 林 愛 玲 、
《 海 流 之 向 》 劉 金 源 、
《 綠 電 推 手 》 許 慧 明 、
《妘遊戲》蕭妘羽、《河

盼》陳建志、《淡我身在城市中—淡水公司田
溪程氏古厝》謝德錫和姚莉亭、《無患子的自
然走讀》鄭文欽以及《老城故事—淡水忠寮社
區》的李鎮榮，雖然在環保上付出領域不同，
卻是實實在在關心土地的人。

USR辦公室「2021大淡水環保志」紀錄片成果放映發表會，拍攝團
隊與出席環保人士大合照。（攝影／戴瑜霈）

　【本報訊】全英語教學推動中心籌備處10
月17日舉辦「全英語教學助理研習營」，全程
透過MS Teams以英語進行，20位教學助理參
與。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致詞時說明，本
校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補
助，為使全英語教學（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EMI）課程發揮教學效益，特別
補助授課教師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
TA）期望這些由國際事務學院EMI授課教師
舉薦的助理們能認真研習及協助教學。
　活動籌辦人英文系副教授林銘輝說明，為使
EMI課程順利推動，TA的養成相當重要，該
研習營目的在於專注培養其心態、知能、英語
溝通力，以從旁協助EMI課程教學之展開，他
也鼓勵EMI TA未來多參與中心舉辦的研習及
社群活動，以精進學科專業及英語力。
研習營由EMI專業講師張育聖擔綱主講，從人
格特質、學習風格、及真實案例切入，並藉由
活動帶出EMI TA之責任與角色，及如何協助
EMI課程之教學互動與科技教育應用。參與的
教學助理們大多肯定活動的內容，感謝主辦單
位的安排及講師的分享，讓他們能夠學到更多
協助教學方法及工具的應用，也更清楚在課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將會好好的將其運用在課堂
上，協助教師們提升學生們的學習成效。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10月19日線上舉辦「履行的意義」職涯座談，
邀請保聖那管理顧問公司資深顧問曾安立講解
如何寫好履歷的撇步及面試技巧。
　曾安立首先從活動以線上舉行的形式切入主
題，提到疫情之下，除了學校轉用線上上課的
方式，企業也紛紛採取線上面試作為第一次面
試的形式，鼓勵大家應習慣在線上課程時打開
鏡頭，減少使用視訊的陌生感。
　接著曾安立請同學多思考「未來想做什
麼」，良好的事先規劃相對會更有利；其次則
是「自我分析」，對個人愈了解，愈有利於行
銷自己；最後則是「企業研究」，透過企業背
景調查，減少產生想像跟實際工作的認知落
差，也可以在面試時展現對該公司的了解。
　曾安立特別提醒，「一份履歷多投」是許多
求職者的弊病，建議可以為有興趣報考的公司
客製化履歷，「履歷就是一份情書，感覺對了
才有約會的可能，所以履歷上的資料愈接近公
司理想的條件，獲得面試機會就越大。」而大
學剛畢業的新鮮人因為沒有工作經驗，所以自
傳就是公司能更有效了解應徵者個人特質及經
歷的方式，同學可以花更多心力在上面，發揮
個人優勢。

曾安立教你寫情書

林佩蒨寓教於遊戲
　【記者呂奕淩淡水校區報導】教發中心舉
辦創新教學觀課交流活動，邀請產經教授林
佩蒨開放「經濟學」課程，3位教師參與。
　林佩蒨於課程中帶領學生進行「買賣遊
戲」，剛開始學生尚未進入狀況混亂喊價，
在她的指導下慢慢步入正軌；第一輪結束後
林佩蒨要學生掃描QRcode記錄成交資料，並
在下回合開始前讓買賣雙方交換身分，讓學
生在不知情的狀況下以不同身份完成遊戲。
　林佩蒨說明，遊戲目的在於了解學生是否
清楚教師上課內容並能實際運用，也在測試
修課學生的反應及數理能力，不僅藉由遊戲
方式驗證學生學習成果，還能啟發他們學習
如何因應未知狀況。

教學實踐績優計畫
張珩分享USR專案
　【記者謝聿涵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10月
20日邀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聘教授張珩，
進行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分享-大學社會責
任專案，說明如何設計一個可檢視成效的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近30位教師參與。
　張珩首先指出教學計畫的五大指標內容，
「教學課程設計」、「教學過程」、「教學
問卷設計」、「教學成果量化分析」及「教學
成果質化分析」。她進一步說明，「教學課程
設計」的課程階段有專業知識之講述、業界實
務經驗分享、實地實案操作、理論與規劃設計
跟暑期密集授課，儘量達到組內跨學科學習機
會，不斷強化學生們的基礎知識，更藉由實際
操作建構環境認知、瞭解計劃內涵，進而培養
專業執行能力；「教學過程」則是將課程「實
際」導入教學，深化大學與社區合作，使學術
研究與社會議題接軌，鼓勵學生培養專業倫
理，同時深入社會場域、實踐社會責任；「教
學問卷設計」可以透過量化數據了解並掌握學
生相關技能的要領知識，促其提升自主正向的
學習態度，同時以知識分享問題並實踐做出改
變達到能力的養成，呈現產業應用價值型；而
「教學成果量化分析」跟「教學成果質化分
析」非常重要，透過差異比較、整體課程之知
識獲取、態度提升、操作技能對課程素養達成
關係，更能清楚明白課程價值三面向與課程素
養之結構關係。
　張珩最後以自身經驗提出建議，安排密集的
場域式學習，除了讓學生以外來者眼光延伸到
在地的立場思考，同時藉由「現學現賣」讓他
們快速印證所學知識，也能在分組工作中學習
團隊合作及溝通經驗，通常會獲得學生正面的
回饋。當然教師也需要在過程中不斷反思並循
環修正，以期達到最好教學目標。

成大建築系特聘教授張珩分享教學實踐研究
大學社會責任專案經驗。（攝影／鄧晴）

（資料提供／教務處註冊組）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研究發展處
10月20日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手作紙黏土
課程，邀請到資深教師林伊竼帶領同學製作
紙黏土擺飾，近20位教職員生參與。
　與一般黏土製作不同，本次活動製作過程
不須器材輔助，用雙手跟一支牙籤就可以做
出精美的冰淇淋模型。林伊竼首先講解不同
黏土的特性，說明這次使用的紙黏土屬於進
階型使用，風乾速度會比樹脂黏土更快，所
以建議同學日後可以先利用樹脂黏土練習塑
型的手速，再使用紙黏土時會更得心應手。
　捏製作品時，學員們個個聚精會神，用手
和牙籤將黏土慢慢雕塑成自己想要的模樣，
老師則穿梭其中適時提供協助與建議，讓作
品可以順利完成。遠距中心楊靜宜表示，能

在中午休息時間從事休閒藝術活動，可以為
自己注入活力，讓下午更有精神投入工作，
「雖然是較為初階的學習，但在老師的指導
下，短時間就完成一個可愛的作品，還是非
常開心。」

研發處手作紙黏土課程，講師講解紙黏土的
特性。（攝影／鍾子靖）

　【本報訊】疫情趨緩，覺生紀念圖書館10
月25日起，在圖書館大廳入口處舉辦「你選
書•我買單」選閱新書活動，歡迎大家重拾
手翻書籍的熟悉感覺。現場另安排中文主題
展「隱形戰爭-疫情時代下的我們」，蒐錄關
於疫情、核災、資安、戰爭等主題新書，有
興趣的教職員生們，千萬別錯過大好機會。
　圖書館採編組組員林曉惠說明，本次活
動與博客來、大統、文景、亞勃克、知訊
公司合作，提供近3年出版的中、英文新書
2,800餘冊，只要看到喜歡的書，現場掃描
QRCODE，填寫線上推薦單，答完問卷後即
完成推薦並獲得1點，集滿2點還可以獲贈精
美小禮物或點心。

你選書我買單大復活

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左上）勉勵與會教
學助理認真研習。（圖／林銘輝提供）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右一）與Ex Libris副總裁Osher Gilinsky（螢幕右下）
透過視訊進行溝通。（攝影／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