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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111人力銀行於1月6日公布「2022
企業最愛大學調查」結果，本校在整體總排行為
全國第7，私校第一，與去年全國第8和私校第2相
較，各進步一名。本校除持續產學合作，於全國
首度開辦AI創智學院、人工智慧學系、教育與未
來設計學系，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三化
教育理念維持教學品質，在疫情期間，3天內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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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千多門線上課程，且110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
新生註冊率達99.86%，培養學子具洞悉與創造未
來的跨領域能力，是深受企業主肯定私立大學。
本次調查時間2021年10月13日至11月30日，針
對有選才、用才權力的企業負責人、主管以及人
資進行抽樣調查，有效問卷為3,612份，在95%的
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正負1.63。
（資料來源／《2022升大學指南》雜誌）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破千萬

本校首批129學生
考取AI-9005證照

【本報訊】AI創智學院於110年11月20
日、11月28日、12月4日開設「微軟AI-900
證照輔導工作坊」課程，本校各院學生129
名於110年12月5日通過「Microsoft Azure AI
Fundamentals」證照，成為本校第一批擁有AI
國際證照的學生，他們不但取得國際證照、修
課證明外，也符合 ACE 大學學分的資格。
Microsoft Azure AI Fundamentals又稱AI900，該課程是採用微軟教材熟悉Microsoft
Azure平臺和該平臺內的AI工具，並帶領學生
進行「影像辨識」、「機器學習」、「客服機
器人」，以及「文字情緒分析」4種實作，增
加學生對人工智慧的認知概況和工具應用，適
用於具有技術和非技術背景的學生，不需要資
料科學和軟體工程經驗也能了解人工智慧的發
展。本次取得微軟AI-9005證照的各院學生人
數為文學院5人、理學院2人、工學院59人、商
管學院52人、外國語文學院6人、國際事務學
院4人，以及教育學院1人，總計129人；想要
與他們一樣取得國際AI證照嗎？110學年度第
二學期將繼續開辦證照輔導課程，歡迎密切
注意活動報名系統。（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王彩樺讚淡江環境
放心女兒快樂學習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讓女兒來到
淡江大學讀書，在這邊自由快樂多元的學習，
我很放心。」藝人王彩樺日前接受資管系採
訪，談到目前就讀資管系女兒的學習情況及本
校的學習環境，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王彩樺表示，歷史與規模兼具的淡江大學，
長期深耕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化，擁有豐富
多元的課程規劃和一流的師資陣容，連續24年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校畢業生更是難得
的領先指標。校園風景的優美與教學設施的完
善讓她非常滿意；認為女兒在這裡與優質同學
一起學習，應該能夠
收穫滿滿，成為未來
社會優秀人才。相關
影片請詳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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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日前公
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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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補助金額達1,703萬3,040元，較去年補
助828萬980元成長逾倍，顯示去年本校專任教
師的學術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更是體現第五波
「超越」的精神。
本次學術期刊論文共獎勵153位教師366篇論
文，總金額1,558萬2,840元，其中SCI及SSCI收
錄309篇、A&HCI收錄3篇、ESCI收錄16篇、
THCI、TSSCI收錄36篇、本校出版期刊收錄2
篇，其中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106篇；學術性
專書通過14件14人，總獎勵金額65萬5,000元；
Scopus資料庫收錄之學術期刊論文、研討會論
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35件16人，總獎勵
47萬6,000元；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12件6人，
創作展演國家級1件、體育競賽國家級11件，
總獎勵31萬9,200元。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說明，本校是「重視研

究的教學型大學」，所以他自2019年起每年持
續召開「研發高峰會」，讓全校專任教師就
「國際鏈結」、「招收國際研究生」及「深化
研究主題」進行充分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同
時透過無上限的研究獎勵，透過研發平臺進行
團隊整合等優化研究環境，激勵教師研發能
量，「從教師們在論文發表及與國際學者共同
發表的篇數，還有論文或專書被引用數均大幅
提升的情況來看，的確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後
將持續舉辦，協助更多教師提升學術研究的質
與量。」除此何啟東也提到112學年度起，將
依教師意願將教師評鑑類型分為「學術研究
型」、「教學實務研究型」與「產學應用研究
型」，並提供適當協助與獎勵，讓他們在各自
擅長領域努力，提升學習效果與研究品質。
去年學生在全國性運動競賽交出漂亮成績
單，體育長陳逸政感謝專任教師們無償擔任校
隊教練的付出與指導，還有學生們的努力，
「為了強化並提升學生實力，我們特別規劃專
長班，以訓練課程結合練習方式進行，成效也

在他們優異表現中顯現出來。」此外，體育處
更鼓勵教師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4年來成
績斐然，今年更有16件申請案，占全體專任教
師的50%，「我們希望透過教學實踐研究提升
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強化學生在體育方面的
素養，協助他們達到樂活健康的目標。」

助獎學金。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工學院院長李
宗翰、文學院院長林呈蓉、機械系主任吳乾
琦、校友服務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工學院
師生逾150位，一同出席見證王紹新回饋母校
的心意。王紹新以「新境界新競爭．面對未來
的新思維」為題進行演講。會後，由
李宗翰代表致贈感謝狀，感謝他無私
的奉獻。
何啟東介紹王紹新的創業心路歷
程，並持續不斷學習帶領公司進行各
項轉型創新，度過各種難關，成為工
業型、客製化領域的連接線器、線束
之大廠，何啟東致贈王紹新印有「樸
實剛毅」小書包和三協成酥餅，祝福
學長事事順心。
王紹新以疫情改變人們原有的生活
校友王紹新返校演講並親頒獎學金予機械碩二阮翊翔 樣貌開場，說明變化已是常態，並從
（左圖）和尹祚晨（右圖）。（攝影／林薏婷）
電動車、智能生產、機器人、自動駕

補助項目 109學年度 110學年度
學術期刊論文 7,501,980元 15,582,840元
學術性專書 450,000元
學術期刊論文
或學術性專書 245,000元
被引用次數

655,000元

創作、展演及
84,000元
體育競賽

319,200元

總金額

476,000元

8,280,980元 17,033,040元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處，製表／淡江時報社）

駛、疫情新經濟世界趨勢中，介紹信邦電子均
在這些趨勢中提供電動車充電樁、無人機、倉
儲自動化設備等終端應用。王紹新提及，須對
大環境的趨勢保持敏銳的觀察，用最快捷和最
有生產力的方式去嘗試新事物，不要框住自己
的想像，培養自己足夠掌握新科技的發展趨勢
實力和應變能力，運用創意和想像力，將所學
知識運用到不同背景，並聆聽學會採納不同觀
點。
演講後，師生熱烈提問，如「企業轉型的
應對方式？」、「如何鼓勵員工進行內部創
業？」等問題，王紹新一一答覆並指出，世界
變化快速，希望大家能勇於接受挑戰，因為放
棄會失去機會和人生所提供的豐富經驗。
演講前，王紹新由李宗翰陪同拜會校長葛煥
昭，葛校長除感謝王紹新持續對母校的支持，
雙方也針對疫情影響下的教育與產業現況進行
意見交流。

圖書館課程合展 秀機器學習浪漫文學
統計系「機器學習應用大未來」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助理
教授謝璦如開設「機器學習」課程，1月5至
7日於圖書館總館2樓學研創想區，舉辦「機
器學習應用大未來」主題海報暨書展，謝璦
如表示，希望學生透過展覽練習口語表達能
力，講解學習成果外，也期望他們能將理論
運用在生活，因本校館藏資源豐富，此項專

「機器學習」課程解析小篆
字體。（攝影／楊孟璇）

案需要搜尋許
多資料，圖書
館文獻能提供
查閱並運用在
組別作品中。
此次展出學
生作品主題多
樣化，包括電
商推薦商品、
人機博弈、自

動駕駛、人臉辨識、AI語音辨識等，達到精
確判斷、自動化及安全等貢獻。「個人化商
品」因疫情導致電商崛起，根據用戶的興趣
特點和購買行為，利用機器學習精挑細選方
式，推薦其感興趣的訊息和商品相當適用。
「未來技術」關切近幾年機器能否超越人類
的議題，人機博弈以深入研究ALPHA GO訓
練模式，以監督學習、策略網路應用機器在
棋局策略上，做出精確、合理的判斷。

西語系「西班牙語文學經典賞析」
【本報訊】2021年是西班牙浪漫主義作
家貝克爾（Gustavo Adolfo Bécquer, 18361870）最具代表作《抒情詩選》和《傳說故
事》出版150週年，本校「西班牙語國家文學
名著賞析」課程與覺生紀念圖書館合作以浪
漫主題，在圖書館2樓學研創享區舉辦合展，
於110年12月24日至30日期間進行導覽說明。
由西語系助理教授李文進指導「西班牙語

國家文學名著賞析」課程，本次除紀念貝克
爾，也挑選智
利外交官詩人
聶魯達（Pablo
Neruda）、哥
倫比亞作家馬
奎斯（Gabriel
G a r c í a 「西班牙語國家文學名著
M á r q u e z ） ， 賞析 」課程展出經典作
以 及 墨 西 哥 女 品。（攝影／林薏婷）
作家艾斯奇弗（Laura Esquivel）3位西語文學
作品；聶魯達為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
奎斯以《百年孤寂》獲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
艾斯奇弗著作《巧克力情人》將飲食和情感完
美結合的當代小說，並改拍成同名電影。該課
程學生以海報展示對其相關作品的詮釋，典閱
組也提供《聶魯達回憶錄》共31項推薦書籍和
DVD，供參觀者覽閱。

統計系日文系頒發獎學金
藝人王彩樺稱許淡江校園環境良好，可讓女兒放
鬆自在學習。（圖／截自王彩樺受訪影片）

朱百鏡談社區互動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心所
於1月6日中午12時在ED201，邀請建築系助理
教授朱百鏡，以「製作地景地圖-USR經驗分
享」為題進行分享，現場逾15位師生參與。
朱百鏡曾在中原大學執教，他帶來與社區
互動案例，說明帶領學生進入社區，讓他們
直接面對面採訪、觀察當地所發生的人事時
地物，深入了解社區創建歷史後，再以小組
討論相互梳理蒐集的資訊，並發揮創意發展
屬於當地的地景地圖。他指出，學生透過調
查過程能夠深化自身知識性及敘事力，在實
際製作過程中以2mx2m紙張大小畫出地景架
構，幫助學生從實證方式說明社區現象。產
經三魏雋庭分享，「原本以為老師案例分享
會是製作地圖，結果是帶領學生實地走訪，
有超乎對這場演講的想像，也對社區整體營
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統計系教師系友獻愛心 頒15項獎學金

日文系頒獎助學金 鼓勵學生積極向上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12月30
日舉辦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系內獎助學金頒贈
典禮，頒發教師及系友捐獻共15項獎學金，37
名學生獲獎，總金額達25萬9,500元。領獎學
生們起身向在座提供獎助學金的教師、校友
們鼓掌點頭以示感謝之意，並分別準備感謝
卡，於領獎時回贈頒獎人，場面溫馨感人。
統計系主任楊文感謝學長姊的大力贊助，
學生若有困難都可向系上尋求幫助。系友樂
嘉耕分享太太名義提供獎學金，有證照即可
申請，希望同學在畢業前獲得證照更加分；
凡仁慈獎學金是系友胡淑貞在學時向班上同
學募款幫助有需要的同學，畢業後繼續小額
捐獻以助學弟妹；系友蘇友德和蔡仁貞伉儷
已退休，但他們表示愛淡江的心永遠都在。

【記者邱若惠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110
年12月28日中午12時在T505舉辦「110學年度
上學期日文系系內獎學金頒獎典禮」，由日
文系系主任曾秋桂頒發董振瑞育英獎學金、
錦松照才獎學金、昭治盛和台日友好勵志獎
學金、體育獎學金、淡江大學似鳥國際獎學
金以及經濟不利助學金，共23位。
曾秋桂致詞表示，獎學金是鼓勵學生在就
學期間認真努力學習，也希望不會有其他因
素中斷學習，期許獲獎的各位能善用這筆獎
學金，不辜負捐款人的用心並感謝他們的付
出，日後各位有能力的時候也回饋社會，以
達到一個善的循環。獲獎者日文四張雅婷、
劉冠伶均感謝系上教師協助與鼓勵，往後當
有能力時也會幫助其他人。

統計系（左圖）、日文系（右圖）頒發獎助學金，鼓勵學生向學 。（攝影／舒宜萍、邱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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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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踴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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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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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1/10(一)
9:00

資工系
I501

演講人 / 講題
亞太智能機器公司創辦人吳柏翰
TensorFlow從0到1

大愛新聞訪AI系

本校近 2 年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補助一覽

王紹新返母校頒獎學金 分享趨勢新思維
【本報訊】信邦電子集團董事長、數學系
校友王紹新自109年起，每年捐款回饋母校，
於1月6日蒞校演講，並親頒「工學院110 學年
度信邦公司實習獎學金」予機械碩二阮翊翔
和尹祚晨，獲獎者還贈送謝卡感謝王紹新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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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電視臺到校採訪人工智慧學系，訪問學生
學習心得。（攝影／李沛育）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10
學年度在全國綜合大學首度成立之人工智慧
學系，大愛電視之新聞臺於110年12月29日下
午3時到校採訪該系學系特色，AI創智學院
院長李宗翰、人工智慧學系系主任王銀添與
系上師生近20人進行交流，介紹AI系課程內
容和人才培育計畫和分享這學期學習情形。
訪後，則參訪AI創智學院實境場域的設施，
介紹該場域「魔鏡之旅」、「職涯導航」、
「Q/A互動」、「虛實混搭」，以及「實作
體驗室」相關AI技術應用。
這次採訪已於110年12月30
日上午8時播放，新聞採訪
內容請詳QR Code。

網路看更大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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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太系成功試射歐若拉火箭
110年12月18日在沙崙海灘，航太四李玟
儀、陳品彤、航太三張博傑、資工二陳皓圓
成功發射火箭歐若拉（Aurora），搭載其研
發航電設備等，垂直向上距離140公尺。

外語學院介接團隊成果發表
外語學院介接團隊、人文溝通與創意行銷
課程，以及創新創業企業實習課程於12月29
日晚間6時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舉辦期末成
果發表會。（文／林雨靜）

學務處社團指導老師座談
學務處課外組1月4日舉辦「110學年度社
團指導老師座談會」，學務長武士戎特別頒
發感謝狀予110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
選特優社團指導老師。（文／葉語禾）

2022創新創業競賽起跑
研發處舉辦的「2022淡江大學創新創業競
賽」起跑，本年度活動為「AI的創新加值、
永續的創業加速」，即日起開放報名至111
年3月21日下午5時止。（文／鄭佩維）

蘇嘉全分享公共事務管理
歷史系110年12月30日舉辦演講，邀請前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以「公共事務管理的成效
經驗談」為題，分享從政多年經驗與感受，
吸引約60位師生到場聆聽。（文／宋品萱）

陳昱圻談求職最佳攻守
課外組「因社團而職得—110學年度社團
與職涯系列活動工作坊」，111年1月4日由
瑞星管理顧問公司人力招募資深顧問陳昱圻
分享履歷撰寫及求職禮儀。（文／李沛育）

教設系師生共論地方創生
教設系於110年12月28日下午邀請台北藝
術村駐村作家陳韻如分享「透過設計思維改
變地方創生」，分享自身對地方創生的看法
與執行經驗。（文／麥嘉儀）

莊程豪領生訪核能研究所

男女籃晉UBA排名賽
UBA全國大專籃球聯賽1月3至7日，在紹謨
紀念體育館7樓舉辦一般男生組北一區B組預
賽，本校男籃分別以109:35大勝華梵大學、
79:80惜敗醒吾科大、91:73力退金門大學，
100:17擊潰國北教大，最終以3勝1負戰績挺進
北區排名賽。女籃亦於110年12月20日至24日
在國防醫學院舉辦的一般女生組北一區A組預
賽中，以4勝1負成功晉級北區排名賽。
男籃校隊去年在蔡東霖、黃麟翔等主力畢業
後進行戰力重組，其中觀光一張育睿表現出
色，出戰金門大學時狂奪30分奠定勝基。教練
體育處副教授陳建樺表示，每年都抱持奪冠目
標，但隊員流動率高常需時間磨合，他會盡量
讓每位球員都有機會上場，也希望籃球場上的
每一刻都能成為他們人生中的課題，並從中獲
得經驗，期盼球員們日後能以籃球影響更多
人，讓體育更受重視。（文、攝影／姜羿帆）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物理系教授莊程豪12月26日帶領學生前往
新竹，參訪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
所，參觀風力及太陽能發電相關設施，了解
新的半導體材料如何發電。（文／麥嘉儀）

蘭陽校園梅園花開迎春
蘭陽校園梅花開了，梅園內超過200株梅
樹因天候而讓梅花綻顏開放，為賞梅時節揭
開序幕，梅花被作為傳春報喜吉祥象徵，歡
迎到蘭陽校園賞花。

AI系系徽甄選結果出爐
人工智慧學系舉辦系徽甄選活動，AI一郭
傲羲所設計的作品獲選。該作品以圓形和方
形搭配低明度色塊，以機械風手繪書寫「淡
江AI」，呈現該系的學系特色。

期末考自1月12日起舉行
期末考試將於111年1月12至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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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考試請假，須依程序請假。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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