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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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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花歌聲歡送退休同仁
　人力資源處1月17日舉辦「110學年度第一
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校長葛煥昭、
董事長張家宜、三位副校長何啓東、莊希
豐、王高成、退休同仁聯誼會理事長馮朝剛
等近百位同仁到場歡送。（文／姚順富）

國際處包場邀境外生看電影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1月19日舉辦「2022淡
江大學境外生寒假包場看電影活動」，播放
電影《Gucci：豪門謀殺案》，逾百名境外
學生參與，國際長陳小雀、境輔組組長林玉
屏特別到場一同觀賞。（文／姚順富）

TQM訓練分享永續與實務
　品質保證稽核處1月14日舉辦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邀請企
管系副教授涂敏芬、圖書館秘書李靜君及資
訊處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進行分享，逾
200行政人員參與。（文／鄭佩維）

人資處行政人員職能培訓
　人力資源處1月11日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
程「永續發展的知行之策—初階研習」，邀
請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說明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以及本校編製永續報告書的意
義、歷程及內容，近500教職員參與。

環安中心簡易濾水器DIY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環安中心1
月7日舉辦「資源再利用，手作DIY~自製濾
水器，簡單又省錢」活動，利用寶特瓶、紗
布、細沙與活性碳製造出簡易濾水器，近20
位師生參與。（文／鄭佩維）

USR植物拓印專屬餐墊 
　USR「農情食課-無毒、有機印象淡水」
計畫1月17日舉辦「敲打植物拓印專屬餐
墊」教學，邀請專業講師彭玉彰授課，透過
小鎚子以不同力度敲打葉片印壓造型，依喜
好創造出專屬野餐墊。（文／林雨靜）

員福會苗栗遊山玩水享美食
　員工福利委員會為鼓勵員工走出戶外、享
受大自然，1月8日舉辦苗栗一日遊，近70人
參與。活動安排參觀龍騰斷橋，至客家文化
園區感受客家文化並享用客家美食，還到明
德水庫貼近自然，欣賞美景。

本學期加退選3月1日展開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將於111年3月1至7日
辦理網路「學生加退選課程」，各年級加退
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網址：
http://esquery.tku.edu.tw/acad )「選課、考
試、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

AI創智學院再報喜
奪亞洲設計賽首獎

　【本報訊】1111人力銀行日前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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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人力銀行於1月21日舉辦
「2022企業最愛大學調查」記者會，邀請本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致理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分享辦學成果。 本校由校長葛煥昭、秘書
長劉艾華與會，說明本校順應趨勢，積極與產業

張炳煌個人書法展

淡江辦學績優 持續超越

接軌以培育學生具備競爭力。葛校長感謝各界肯
定讓本校為企業最愛的常勝軍，以三化教育理念
和三環五育的課程設計，培養學生成為具八大素
養之心靈卓越人才，本校以「AI+SDGs=∞」來
培養學生未來能力，更攜手29萬位校友，透過產
學合作、企業實習等方式與母校密切合作，讓學
生成為價值型人才並發展出無限可能。

2022《CHEERS》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本校連續25年私校第一

　【本報訊】《Cheers》雜誌於2月17日公布
「2022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本校
在「2022年2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總排行為
全國第10 、第25度蟬聯私校第一。 
　秘書長劉艾華表示，感謝各界肯定讓本校能
連續25年榮獲企業最愛，本校秉持樸實剛毅校
訓、三環五育課程，培育學子成為具心靈卓越
之人才，除專業課程的學習讓同學能在專業領
域上有所發揮之外，經由社團課程和企業實習
的方式，幫助學生累積問題解決和團隊溝通能
力，成為職場上不可或缺的利器。劉艾華指
出，在獲獎的喜悅之餘，本校在高等教育經營
與開展更須因應趨勢進行調整，近年來學校各
種表現都突破以往，更以「AI+SDGs=∞」來
說明「人工智慧」及「永續發展目標」是本校
校務發展的核心理念與方向，期盼與所有師生
共同打拼，讓淡江持續超越。
　本次調查以歷年《天下雜誌》2000大企業人
資主管為調查對象，調查期間自2021年11月8
日至2021年12月3日止，總計發出3,076份邀請

信件，回收89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29.16%。
2022WRWU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本校非醫學類私校第一
　 【 本 報 訊 】 2 0 2 2 世 界 大 學 網 路 排 名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WRWU）於2月出爐。 本校表現為全國非醫
學類私校第一、在全國排名第15、亞洲排名
274、全球排名1101，其中三項評比 與全球大
學相較，「Impact」743名，「Openness」1875
名，「Excellence」1758 名。 而國內大學排入
全球1000名學校分別為：臺大第150名、清大
第436名、成大第444 名、中央第658名、臺師
大第683名、中山第777名、臺灣科大818名、
興大第 926名、中國醫大第928名。全球大學
排名請見WRWU網站。（網址：https://www.
webometrics.info/en/Asia/Taiwan）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由西班牙教
育部高等學術研究委員會主持，自2004年起，
由Cybermetrics實驗室（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
會）評比各國大學的網路學術研究資料表現，
是現行對全球大學的教育綜合評鑑之一。

　【本報訊】本校AI創智學院實境場域之室內
空間設計繼獲2021美國謬思設計賽銀牌（Muse 
Design Awards）之後，再獲得2022亞洲設計大
賽首獎（Asia Design Prize 2022 Grand Prize），
本次以「STRINGS of CREATIVENESS」為
名，由虛室亦白國際設計事務所設計，運用
曲線創造獨特參觀動線、公共休息區 ，並規
劃「魔鏡之旅」、「職涯導航」、「Q/A互
動」、「虛實混搭」，以及「實作體驗室」呈
現相關AI技術應用外，展現人類在人工智慧發
展的前瞻性。 
　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感謝校長葛煥昭的
大力支持、董事長張家宜參與設計建議，讓AI
創智學院能獲得兩次空間設計大獎，李宗翰表
示，AI創智學院持續培育AI種子教師、推動企
業AI轉型服務以外，未來將製作更多元數位教
學課程，讓校友、高中生能多元選修，並將實
境場域打造體驗場域沉浸式互動空間，以提供
更多AI應用展示，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亞洲設計大賽（Asia Design Prize）是由日韓
共同推動，為亞洲指標性設計獎， 透過評選
競賽方式來挖掘出具有新穎概念及創意發想的
設計作品外，也讓世界各地設計師為社會問題
帶來設計解方，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傳捷報，教育部日前公布109年度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名單94件中，本校有
7件計畫入選，全國第一！學術副校長何啟東
感謝教師們的積極申請，讓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申請人數成長6倍，績優計畫也由1件成長至
7件，「有效連結教師個人研究與學生學習育
成」成為特色亮點。
　本次包括通識類（含體育學門）學動組教授
黃谷臣、教育類教心所副教授張貴傑、工程類
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資訊系教授郭經華與
林其誼、大學社會責任專案語言系（現英文
系）副教授謝顥音及課程所（現教設系）副教
授黃瑞茂。其中黃谷臣、林其誼、謝顥音及黃
瑞茂均為首次通過即獲選績優計畫，呈現出優
異之教學品質。
　何啟東首先感謝教發中心每年推動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的用心，規劃相關的課程與工作坊，
並提供他們在計畫申請的建議與協助，還有受
邀教師們的無私經驗分享，加上iClass夠幫助
教師掌握學生學習進度與成效，讓教學實踐研
究得以在短時間內順利推動，並獲得優異成
果。「令人振奮的是，本校除了申請與通過的
量逐年增加，各學術單位均做出相當的貢獻；
而提出申請的教師資歷，也跨越不同級別，從
新進到資深均有，讓我們看見大家都在教學路
上，為了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共同努力，淡江
的教學實踐研究DNA，已然成型。」

葛煥昭校長（左2）於「企業最愛大學調查」
記者會中分享辦學成果。（攝影／林薏婷）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10年度歲末聯
歡，1月27日下午1時30分於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本次活動由秘書處規劃，校長葛煥昭、
董事長張家宜、前校長林雲山、4位副校長、
一、二級主管、專任教職及退休同仁參與本次
活動，儘管因應疫情關係進行固定座位等安
排，仍不減參與人員滿滿熱情。
　葛校長感謝秘書處在疫情期間規劃活動的
辛苦，人資處與協力單位的支援，讓活動順

作品多元風格創新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主任張炳煌1月16日至2月16日舉辦「墨見雲
山～張炳煌書法大展」，展出50幅新創作品，
以山水景色和古人書齋為主題，將作品尺寸縮
小並精緻化，希望將「書法」搖身一變，融入
居家擺飾，跳脫以往書法作品體積大又占空間
的印象，這個想法似乎也引發兩岸收藏家們的
共鳴，開幕前已被搶購半數展品。
　長久以來致力於推廣書法創作的張炳煌，發
現到現代人裝潢風格逐漸走向精緻化，所以這
次個展除了改變作品體積，張炳煌還選擇特別
的書寫紙和裱框，希望作品能符合精緻路線、
變成時尚的居家擺設。「我一直希望書法能夠
跟生活空間結合，而不是個僅限於博物館和美
術館的收藏品。」張炳煌還透露，未來想舉辦
研討會，邀請許多室內裝潢的設計師，讓他們
發現書法成為居家擺設的美，進而推廣書法，
拉近書法與民眾之間的距離。

合辦椰林講堂 本校備受關注

110年歲末聯歡 熱鬧溫馨永續樂活

教學實踐績優計畫

企業最愛大學調查記者會 葛校長說明AI+SDGs=∞

　【潘劭愷報導】「淡江共同規劃的全國椰林
講堂，儘管曾因疫情一度延期舉辦，但仍順利
達成任務，圓滿舉行。除了讓大家更了解本校
推動通識教育改革的努力，增加能見度之外，
藉由專業人士及學者的分享，也讓參與講堂的
本校通識課程教師們獲得更多啟發，可預見不
久將來的豐碩成果。」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感謝
過程中承辦同仁與專家學者們的努力與辛勞，
也對本校未來通識課程的改革，樂觀以待。
　當通識教育碰到AI雲端，會擦出什麼樣的火
花，呈現出什麼樣的風貌？由教育部指導，臺
灣大學系統、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及臺灣高
教教學專業發展學會聯合舉辦的2022-1「全國
椰林講堂」，1月22日於國立臺灣大學綜合教
學館二樓臺大講堂，採現場與即時連線同步舉
行，本校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通識相
關課程相關教師等出席參與。
　本次講堂特別邀請本校共同規劃內容，以
「當通識教育遇到AI雲端」為論壇主題，主持

人葛煥昭校長開場時指出，目前全球大學與企
業最重視的兩個主題即是「AI（智慧科技）」
與「SDGs（永續）」，AI須與雲端結合，才
能發揮最大效益。「如何培養學生在未來數位
轉型的大加速時代職場中，具備並充分運用AI
雲端的相關知識，同時也能與AI專家進行跨領
域溝通合作能力即成首要目標；教師具備AI
雲端素養可進行跨領域教學、研究、
產學及應用，讓原本專業領域大大加
值；更能將AI當成數位轉型的策略工
具，加速推動SDGs。」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講座教授程海東
與台灣微軟總經理孫基康則分別以
「當『通識教育』和『社群教育』遇
到AI和Metaverse!?：培育二十一世紀
人才，博雅學習與軟實力」及「當通
識教育遇到AI雲端：AI人工智慧對永
續發展目標的影響」為題進行演講，
提到通識教育針對培育博雅「軟實

力」的重要性，探討當教育遇到AI、Metaverse
的轉變與落差；以及分享微軟對AI研究和投
資，如何實現企業社會責任，運用AI科技面對
未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下午則由本校教
設系講座教授吳清基與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
分場主持「通識教育 雲地合一」及「通識教
育精進計畫交流發表論壇」二場座談會。

本校7件全國第一

利進行。他提到近兩年來在4位副校長、各
級主管及所有同仁共同努力下，順利推動諸
項事務，表現令人激賞，「淡江能有如此優
異辦學績效，是創辦人、歷任校長用心經
營、全體同仁、退休同仁及校友共同努力所
累積，期許大家持續發揮愛護學校的精神，
以實際行動支持學校發展，永續超越。」
張董事長則感恩在疫情影響下，兩年後能
重新與大家歡聚，接著感謝校長領導的團

隊，朝著明確目標「雙軌轉型」、
「AI+SDGs=∞」確實邁進並繳出亮
麗成績單，最後提到今年是虎年，淡
江於1950年創校，生肖屬虎，期許今
年學校虎虎生風，大家健康平安。接
著張董事長及葛校長頒發「109學年
度專任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達500
萬元以上績優獎」、「特優教師」、
「服務屆滿40年以上同仁」、「優良
助教」及「優良職工」等獎項。
　聯歡活動由董事會秘書黃文智主

持，充滿活力的聲音加上如珠妙語，讓人充分
感受歡樂氣氛。表演由「祥獅獻瑞賀豐年」鼓
陣與舞獅揭開序幕，「月坡婆娑喜迎春」呈現
優美中東舞技，「永續如意轉乾坤」由秘書長
劉艾華領軍，同仁演出與永續目標狀況劇，搭
配「Kahoot!」軟體提供現場搶答，優勝者可
獲頒獎金；「雅音繞樑慶有餘」由教職員校友
美聲合唱團獻唱，其中〈月亮代表我的心〉特
別邀請張董事長共同演出，獲得滿堂彩；「五
福鈴門行大運」由花式扯鈴社演出，漆黑舞臺
上閃亮鈴影交錯，教人目不暇給；「與您共舞
動滋動」由體育處助理教授趙曉雯與秘書處同
仁帶來活潑的舞蹈，並邀請臺下同仁起身共
舞，只見眾人熱情擺動身體，整個活動中心充
滿健康樂活氣息。明年歲末聯歡將由文學院主
辦，文學院院長林呈蓉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與精彩節目搭配的摸彩也在活動中緊扣眾人
目光，共有逾200個獎項被一一抽出，其中最
大獎姜名譽董事長獎3萬元由法文系退休教師
孫素娥獲得，張董事長親自頒贈。

張炳煌「墨見雲山」個人書法展，作品呈現
多元創新風格。（圖／張炳煌提供）

新春團拜迎福虎 葛校長期許同心永續淡江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虎年新
春團拜2月14日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臺北校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今年以
「新春團拜 福虎報喜」為題，祈願淡江在新
一年喜事滿滿。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
3位副校長何啟東、莊希豐、王高成、一、二
級主管及同仁等逾百名共襄盛舉。
  葛校長致詞表示，過去鼠、牛兩年，新冠疫
情為世界帶來不少改變，但本校的辦學績效並
無因此而退步，反而達到「超越再超越」，
都要歸功於全體同仁的努力，同時勉勵各級
主管，新的一年持續帶領團隊確實執行校務
重點發展計畫；接著提到新學期將有一連串
的招生活動，表示忙碌的日子即將到來，鼓
勵同仁們能竭盡所能，為淡江帶來更高的新
生註冊率。最後特別以「五虎崗上福虎生風
長智慧 淡江大學校運昌隆旺永續」，橫批

「AI+SDGs=∞」的對聯，願淡江永續發展。
張董事長肯定過去幾年在葛校長的帶領下，淡
江的發展著實有很大進步，目前淡江許多項目
都處於高峰階段，除了保持，也希望在葛校長
推動的「雙軌轉型」上有更大的突破，為淡江
開創新局。
　接著葛校長邀請生肖屬虎的
同仁分享祝福，工學院院長
李宗翰祝福淡江虎年旺、虎年
發，校運昌隆；外語學院院
長吳萬寶以「江豚遨遊千萬
里 五虎長嘯鎮三崗」對聯祝
賀；總務長蕭瑞祥自稱為「祥
虎」，感謝學校讓自己為學校
「獻瑞」，祝福淡江「永續
『虔』行，如虎添翼，虎年創
造無限大」；日文系主任曾秋

桂分享村上春樹說過的話「人不是慢慢變老
的，而是一瞬間變老的」，希望大家保持年輕
心態面對更大挑戰；總務處出納組組長林雪馨
則以臺語祝福全校「虎咱大家大發財」。活動
最後在大團拍及祝福與歡笑聲中圓滿完成。

境外生春節聯歡會
表演摸彩共享團圓
　【記者鍾子靖淡水報導】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1月20日假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酒店舉辦「淡
江大學2022年境外生春節聯歡會」，校長葛煥
昭、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秘書長劉艾華及
多位院長出席，同時邀請教育部參事邱玉蟾、
外交部研究設計會牟華瑋大使、大陸委員會港
澳蒙藏處專委黃延輝、海基會文教處處長李政
毅等，與境外生們共同感受團圓的熱鬧氣氛。
　葛校長感謝政府疫情控制得宜，趁著大家考
完期末考試，特別安排聚在一起吃頓團圓飯，
提前慶祝農曆新年，希望讓同學們緩和思鄉之
情，感受像家庭般的溫暖。
　現場氣氛熱絡，除了醒獅團的開場，還有來
自港澳、馬來西亞、土耳其、印尼等國家同學
帶來的精彩表演，同時穿插摸彩活動，包括現
金紅包、Apple Watch、藍芽耳機等，葛校長
抽出最大獎現金6000元紅包時，因為第一位幸
運兒不在現場，所以重抽一次，最終花落來自
印尼的企管三王金梅。工作人員也向每位同學
致贈小紅包，祝福來年順順利利。

AI創智學院實境場域室內空間設計獲2022亞
洲設計大賽首獎。（圖／AI創智學院提供）

由本校共同規劃舉辦的2022-1全國椰林講堂，1月22日
圓滿完成。（圖／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提供）

歲末聯歡「與您共舞動滋動」節目中，臺上臺下一起歡
喜共舞，熱鬧樂活。（攝影／黃偉）

本校111年度新春團拜於覺生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臺北、蘭陽
校園同步視訊，共迎福虎。（攝影／黃偉）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製表／淡江
時報社）

《Cheers》2022 企業最愛
私立一般大學 TOP10

   排名     總排名             大專校院

     1     10      淡江大學
2            11                  輔仁大學

3            14                 逢甲大學

4            15                 中原大學

5            18                 元智大學

6            19                 東吳大學

7            21                 東海大學

8            24            中國文化大學

9            25                銘傳大學

10          30                世新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