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於109學年度設立AI創智學院至今，成
果頗豐；這一年期間於70週年校慶之際舉辦實
境場域的啟用儀式外，並與台灣微軟進行AI雲
端戰略結盟簽約，引進294門數位課程以輔導
學生考取26種AI國際證照；此外，與穩懋半導
體、信邦電子、翰可國際、南僑集團/南僑投
資控股、新日興集團/新日興、優派國際、聯
邦商業銀行、亞新工程顧問、豪紳纖維科技、
神通資訊科技，以及晶實科技共11家企業進行
「與領袖企業策略聯盟簽約儀式」、和宜鼎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詮欣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
能股份有限公司、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
及精英國際教育集團5家智慧產業公司組成策
略聯盟；同時與台灣微軟合辦工作坊、於校內
啟動AI種子教師培訓、開辦微學分課程等；而
宏泰集團、協易機械、海基會、永平高中、醒
吾高中、安康高中、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
立新聞部「消失的國界」團隊等，也都陸續來
校參訪。
　截至目前，AI創智學院共培訓微軟種子教
師199人次、取得微軟證照之種子教師為139人
次、109學年度第二學期修習微學分學程達822
人次，並且通過微學分課程取得證書有669人
次，110學年度更擴大辦理AI種子學生領袖培
訓，讓更多師生加入AI行列。AI創智學院院長
李宗翰表示，AI創智學院因有人工智慧學系的

加入，已從虛擬學院轉變成實體學院，感謝校
長葛煥昭的支持，讓本校能在人工智慧趨勢中
整合校內相關資源，早先成立AI創智學院並受
到各界關注，陸續到校參訪了解本校在人工智
慧產業的教學和研究實力。
　 該 院 設 立 有 5 A I 學 程 、 4 應 用 平 臺 、 4 遠
端 課 程 、 4 實 境 場 域 ， A I 學 程 方 面 提 供 人
工智慧（AI）/人類智慧（HI）、物聯網
（IoT）為核心、數據科學（Data Science）、
雲端（Cloud）/霧（Fog）/邊緣（Edge）
計 算 ， 以 及 創 新 與 創 業 （ I n n o v a t i o n  & 
Entrepreneurship）；應用平臺則有載量資料平
臺、證照認證平臺、產學研應合平臺、資料寶
庫平臺；遠端課程準備微學分課程、以實整虛
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高中加值課程；實
境場域展示實作體驗室（Hands-on Lab）、展
示場域、證照考場、魔鏡之旅、職涯導航、
Q/A互動、虛實混搭的體驗場域。李宗翰指
出，AI創智學院成立以來，邀請水環系教授張
麗秋擔任載量資料平臺執行長、企管系教授楊
立人擔任產學研應合平臺執行長，希望透過他
們人工智慧和專案管理的學術專長來經營應用
平臺，此外，隨著課程陸續展開、AI種子教師
培力，現今也擴及到種子學生的培訓，進而輔
導AI國際考照，除了為校內師生增能AI實力，
進行跨領域的課程設計來豐富課程內容外，也
能讓師生與產業接軌，深化師生的實務應用。

　AI創智學院接下來持續開辦AI課程，實境場
域的證照考場即將完備，讓校內師生透過線上
教學方式培養AI實力，並能在學校中即可就地
考照。李宗翰鼓勵，現今是企業數位轉型的重
要契機，任何人都有機會參與其中，本院開設
的AI課程豐富多元，讓非資訊相關科系師生也
都能學習進修，歡迎多加使用，並請密切關注
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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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音樂著作的詞與曲係屬兩個獨立的
著作，如果都要利用，應分別取得詞與曲
之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2.（　）地圖、圖表、科技工程圖都是圖形
著作的一種。

答案：1.（○）2.（○）

　J.K.羅琳前些時候攤上了事兒，因為自身
遭家暴及性侵的陰影，主張保留生理性別
的空間，遭到跨性別認同者的撻伐，稱她
是「厭女症」，雙方的認知不是「生理性
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差
異，J.K.羅琳也不至於甘冒大不韙去攖多元
性別之鋒。有意思的是本名Joanna的J.K.羅
琳，當年出版《哈利波特》時，為避免有
些讀者排斥女性作家，在出版社的建議下
取了個看不出是女性的J.K. Rowling，可見
根深柢固的觀念才是真正難以克服的不平
等！這就值得提到2019年（中譯本2020，
商周出版）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
（Caroline Criado Perez）的《被隱形的女
性》（Invisible Woman: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了。
　作者指出生理和心理的性別差異讓女性
的人生體驗和生活經驗與男性大不相同，
然而世界一直是以男性為本，男性是人類
的預設值，從而造成各式各樣的「投射偏
誤」（projection bias）。這自然不是什麼
新鮮觀點，長期以來甚至不特別關注性別
議題者也知道這種偏見的存在；這本書特
別之處在舉出具體數據、案例，說明這種
偏見如何在日常生活、工作場域、產品設
計、醫療、公共生活各種領域造成女性
「資料缺口」，從而形成各式各樣的統計
上的「誤區」；作者進而呼籲在建造、規
劃與發展我們的世界時，必須考量女性與
世界最重要的三個主題，即：女性身體在
各種生活數據上的「消失」的現象、女性
面臨社會與心理上的暴力威脅、以及社會
觀念下女性負責處理善後，乃至日益嚴重
的無薪照護工作處境。
　這些都是「大哉問」，談何容易！當陳
粒唱著：「盼我瘋魔，還盼我孑孓不獨
活；想我冷艷，還想我輕佻又下賤」（歌
曲：「 易燃易爆炸」），不就道出了其間
的荒謬與無奈？學校相較於職場，性別算
是相對平等的，但卻也時不時冒出引發軒
然大波的歧視言論，性別平等不是一蹴可
及，法律的規範與保障是消極的，如何解
除千百年來觀念上所形成性別不平等的魔
咒，路還遙遠著呢！

　國家產業創新獎由經濟部每兩年舉辦一
次，有產業創新奧斯卡獎之稱。宜特科技
憑藉著創新的服務模式提供專業的解決方
案，以及扮演電子產業躍進背後的重要推
手，於326件競爭者中雀屏中選。宜特董事
長兼總經理余維斌(本校物理系畢，亦為第
30屆金鷹獎得主)表示，宜特很榮幸獲頒國
家產業創新獎，是宜特成立27年來莫大的榮
譽。這是全體員工努力打拚的成果，將所
有榮耀歸於團隊。未來將持續走在產業前
端，提供更多完整解決方案，期與客戶共
同成長，再創高峰。（資料來源／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

校友動態

智慧財產權Q&A

宜特科技獲頒第7屆
國家產業創新獎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 與 學 生 會 合 作 ， 學 生 若 有 任 何 疑 問 可 向
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活動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
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和學生
之間溝通。

　本校於109學年度設立教育與未來設計學
系，於110學年度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註冊
率達100%，該系主要是培養具有前瞻未來思
考、設計思考、教育方案設計與管理、學習設
計，與社會設計專業能力的人才﹐透過未來思
考與設計思考，培養學生領導能力、學習設計
能力與社會設計能力，從而利用設計前進新興
組織、以設計去改變社區與社會。教育與未來
設計學系系主任鄧建邦表示，本系註冊率能達
100%可能是個偶然的機運，剛好疫情限制大
家的國際移動與留學機會，但從較大的社會脈
絡來看，恰好反映了在全球化與後疫情的年代
中，隨著AI越來越進入人類的生活日常、整體
社會和民眾都在求變，在這樣的氛圍下需要有
什麼能力來回應整體的變化，本校新設立的人
工智慧學系，和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是可對
應快速社會變遷，從淡江作為一個知識生產的
載體，來提供一個配套解決方案。
　因此，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著重於「專任教
師帶導之群組小班制之專題與實作」、「多元
的跨國移動學習機會」，以及「豐富的策略聯
盟夥伴與實習」3項特色，鄧建邦指出，一般
提到「設計」會聯想到的是美術方面的物件製
作，「設計」應作為「Design」，也就是從了
解問題和需求、分析和測量該問題、了解該問
題的因果假設、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等，這些
行動都需要回應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所產生的各
種問題；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人類生活不斷發
生變化，從教育現場、到企業組織、到城鄉的
社區生活，以及全球社會的變遷，都極須發展

新的跨域專業能力，本系可以培養學生具有領
導力、學習設計能力與社會設計能力來回應變
動的社會，簡單來說，不是以「物件」為主，
而是強調「以人為中心」的設計學系。
　為了搭配這些能力的養成，鄧建邦說明，透
過理論性課程、有方法的課程、大一到大四的
實作專題課，並以「小班、實作、陪伴、共
學」的學習精神，在理論課程上有專業老師的
投入，共學則是學生自主學習的主動回饋。
　鄧建邦認為，本校學生八大基本素養是作為
設計者很重要的部分，作為一個好的設計者除
了美學涵養外，須具備洞悉未來，本系結合未
來學和未來思考，提供未來學師資藉此培養具
未來素養和設計思考的機會，未來在課程以外
的實作中，會讓策展的師資帶領學生進行策展
訓練，將設計作更寬廣的界定。
　「To be Change Maker」是鄧建邦對學生的
期許，也是對應到學生職涯發展，他提到，透
過這組專業能力的扎實訓練，協助學生可以達
成跨國工作移動、解決問題，以及願景企劃與
專案執行的能力，大一到大四的實作專案專題
安排下，在接近一個教育與社會議題「匠師」
的陶養過程中，不只熟成學生的專業力，為進
入企業與社會組織工作鋪路，更透過多元跨文
化的接觸、跨國移動，來鋪成臺灣新世代未來
跨國工作移動能力。
　作為新創學系，鄧建邦希望能將教設系之學
系平臺化，讓更多人了解教設系，並從中累積
學生相關成果，讓大家了解教設系所培養出的
人才的獨特性。

多益大勝利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The new project manager should adapt _____ 
to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and unexpected 
challenges that arise.
　(A) readily (B) ready (C) readiness (D) readying
2.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Dinosaur Theme 
Park _____ its hours until 10:00 p.m. on the 
weekend.
　(A) extends (B) extending (C) extensions (D) 

extendable
3._____ to e-mails as soon as they hit the inbox 
and ask questions if anything is unclear.
　(A) Response (B) Respondent (C) Responding 
(D) Respond
4.Not everyone attended the supper. Absent 
members with _____ engagements were Angela 
McCarthy, Guo-ming Chu, and Simon O’Hara.
　(A) timely (B) prior (C) late (D) overdue
5.If you _____ at Terminal 4, we will send 
someone to pick you up.
　(A) arrives (B) arrived (C) are arriving (D) 

would arrive
6.Food industry is _____ pressure to drop junk 
food advertisements.
　(A) under (B) within (C) among (D) through
7.The hierarchy _____ the company was complex.
　(A) within (B) on (C) until (D) by

【答案及解析】

1.【答案】(A)，副詞readily修飾動詞adapt。

2.【答案】(A)，Dinosaur Theme Park是主詞，

空格要填動詞。

3 . 【 答 案 】 ( D ) ， 本 句 為 「 祈 使 句 / 命 令

句」，要用原形動詞開頭。

4.【答案】(B)，(A)適時的(B)先前的(C)晚的

(D)遲到的。Engagement=約會。

5.【答案】(C)，一般條件句，if 子句可以使

用現在進行式，表示「目前的動作」或「未

來的計劃」。

6.【答案】(A)，片語：under pressure=受到壓

力。

7.【答案】(A)，公司【內部的】階級組織很

複雜。

BookReview
書名：被隱形的女性 : 從各式數據看
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 消弭生活、職
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
作者：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
譯者：洪夏天
出版社：商周出版
ISBN：9789864778539
索書號: 544.52 8554

被隱形的女性
導讀／中文系副教授 殷善培

　日前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新生註冊率公布，本校註冊率達 99.86% 為近年新高，其中新設立的人工智
慧學系、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的註冊率也表現亮眼。面對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發展趨勢、社經
環境的變遷，如何描繪和掌握未來環境的變化，其跨領域整合、國際溝通、團隊協作等多元能力，將成為面
對快速變化社會的解方。本校新設立的 AI 創智學院、人工智慧學系、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透過專業知識、
專題實作、產學合作、國際互動、陪伴共學等學系涵養，培養學子具備跨域能力來因應社會趨勢，使他們能
跨越校際和領域，成為勇於探索及引領創新的人才。本報於本期進行新學系介紹，帶領讀者認識 AI 創智學院、
人工智慧學系、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文／陳子涵、圖／本報資料照）

　本校於109學年度設立人工智慧學系，於
110學年度開始招收大學部學生，註冊率達
100%，該系以培育將人工智慧運用於機器
人、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晶片設計等領域之
高科技人才為目標。人工智慧學系系主任王銀
添分享，近期因人工智慧趨勢，從大企業到小
公司都面臨數位轉型浪潮，人工智慧、雲端運
算與物聯網等新興科技也成為數位轉型策略的
關鍵技術，因此，透過本系的培育讓學生能學
以致用並發揮於職場上。
　王銀添說明，本系的教育目標主要是讓學生
可運用人工智慧等相關知識來分析和解決相關
問題，同時以問題分析、實驗執行、數據解釋
與推導演繹等方式，規劃與實作人工智慧系
統，因此大一、大二時培養AI專業基礎能力、
大三則開始進行專題實作，以產業內需待解
決問題讓學生進行實務操作，大四則媒合企業
進入實習，他指出，透過專題製作和企業實習

能幫助學生檢視自身的專業能力，學生上臺向
企業主報告專題內容並展示成果，增進表達能
力，也能協助企業招攬人才。
　 王 銀 添 分 享 ， 本 系 強 調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是以
學生為中心，由企業提供的真實問題讓學生進
行討論、運用自身所學的AI專業知識，實際提
出解決問題，來達到自主學習的目的。
　他提及，本系規劃數據工程、機器學習、自
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等核心領域，建立優質
的教學與研究環境，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及創
新能力的人工智慧專業人才，預計於111學年
度增班大學部一班、114學年度成立碩士班、
116年成立博士班；為加深課程內涵，將針對
大四年級與碩士班課程，設計專業實習與進階
選修之課程分流，專業實習課程培養學生專業
就業能力。
　王銀添表示，人工智慧學系為新設立的學
系，現今會先將本系樹立口碑、延攬符合本系
發展需要且具潛力教師、培育學生專業力、與
企業進行產學合作、與國際相近科系交流等，
目前已超過10家企業陸續加入；對本屆學生學
習能力具有信心，希望他們能夠充分發揮所
學，與教師保持互動，將來成為獨立完成任務
及具備團隊合作精神之人工智慧產業人才。

　AI一林郅恒表示，目前大一的課程是基礎課程，課程安排得不錯，老師們上課都很認真的指
導我們，自己是經由「繁星推薦」入學，生涯規劃是能進入人工智慧產業服務，對未來課程
和發展充滿期待，希望能透過系上安排和規劃讓自己的大學生活能豐富精采。
　AI一吳政葶分享，本身對資工相關有興趣加上受到電影中人工智慧場景的影響，因此選擇了
AI系，高中時有撰寫程式的學習經驗，在大一課程能掌握學習的節奏，對系上所安排的課程
整體滿意，也有參加ＡI種子學生領袖培訓，期待未來的發展。
　教設一張寧芸指出，在高中自學的兩年中，老師以方案設計和設計思考方式帶領學生了解
議題的各種面向，選擇教設系則是希望能更深化站在使用者角度思考問題解決方法，並從使
用者的需求出發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自己很喜歡「平面設計共學小組」時間，可以和同學
互相學習外，更從陪伴教師的適時提問引導了解設計的其他意涵，收穫很多。

AI創智學院

人工智慧 
學系

教育與未來
設計學系

AI創智學院 聯盟企業開展產學合作 人工智慧學系 扎實根基強化AI人才 

跨域創新人才培育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 小班實作共學創見多元未來

共學實作啟發智慧大未來

　本校AI種子教師教研社群於9月13日正式啟動，國
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出席，與超過60位現場與線上
之各學院種子教師合影。

　本校AI創智學院與穩懋半導體等共11家企業，於
12月21日上午10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穩懋廳舉辦
「淡江大學與領袖企業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本校於70週年校慶活動中，AI創智學院與台灣微
軟進行AI雲端戰略結盟簽約，校友、本校一二級教
學、行政主管超過300位一同共襄盛舉。

　人工智慧學系之「人工智慧概論」課程中，資工
系特聘教授張志勇以活潑互動的方式，帶領學生認
識人工智慧。　

上課心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