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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11(五)
12:00

教發中心
I501

產經系主任林佩蒨
教學特優教師教學分享：好好玩經
濟，經濟好好玩！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8(二)
14:10

水環系
E829

能邦科技顧問董事長朱文生
2060年以後的地球

3/8(二)
14:10

財金系
B713

美而快國際總經理王志仁
電子商務趨勢分享

3/8(二)
15:10

統計系
B516

唯晶科技集團策略長黃玓曼
VR/遊戲生活與經濟發展

3/11(五)
10:10

資工系
E787

資策會智慧系統研究所經理王文男
邊緣計算-縮短智慧（運算）的里
程數

溝通表達問題解決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淡水開港
160年，重點研究暨USR計畫特舉辦特展暨音樂
會，3月7日上午10時在驚聲大樓2樓文錙音樂廳，
舉辦精彩的開幕式，將由文、外語學院教師們，
組成「文五合音」合唱團，身著歷史服飾，穿越
時空，娓娓演唱出淡水自己的歌，並首播運用陸
海空拍攝的《淡水開港160年》影片，特展則在場

樸實剛毅獎助學金 年逾2億助生就學

外以虛實整合方式，展出3檔各具特色主題VR
聯展，讓觀眾了解北臺灣400年來歷史發展。
　特展與音樂會由資圖系教授林信成策展，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究室和淡水維基館主辦、
文錙藝術中心合辦，3檔VR聯展分別是《基淡
雙城400年》、《河海山城老淡水—蔡坤煌攝
影》與《淡金海岸石滬群》，並有導覽員負責

好書不孤單 邀大家一起Openbook

黃鳳苓談影片創作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2月
21日起舉辦「春風和暢-竹林雅集2022年詩書
畫聯展」，展出竹林雅集成員繪畫、書法、陶
瓷藝術等近120件作品，其中還包括運用e筆創
作。3月2日上午10時30分舉行開幕式，前駐巴
拉圭大使劉廷祖、真理大學前校長林文昌、臺
北海洋科技大學副校長陳合成等出席參與。
　竹林雅集會長章然表示，成員們因共同興趣
而結合，透過展覽除了分享各自努力成果，也
在於傳承中華藝術文化，歡迎有興趣的人一起
加入；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提到，文錙藝
術中心除了提供藝術教育的培養與實踐場域，
也致力於與科技的結合，希望能讓藝術有多元
的呈現。
　策展人駐校藝術家沈禎說明，「竹林雅集」
係於民國75年由已故書畫名家姚夢谷邀集一群

竹林雅集詩書畫聯展 筆墨揮灑春風和暢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為獎勵學生學習、
協助不同學業成就及經濟不利的學生，本校設
置「樸實剛毅獎助學金」，提供逾200種獎助

　校內外獎助學金的種類繁多，申請條件不
一，為方便學生能快速查找出符合自身條件的
項目，更避免急需協助者因未能掌握足夠資訊
而錯失機會，因此結合校訓設置「樸實剛毅獎
助學金」，並對應就學的四個階段，以增加辨
識度，分別為：「璞玉入學待雕琢」（入學之
初），包含有蓮獎學金、王紹新獎學金等多
項獎勵優秀新生的入學獎助學金傲視全國；
「堅實學習漸茁壯」（成長茁壯的大二、大三
就學階段），超過60項獎助學金讓學生能安心
學習專業；「剛強專業迎挑戰」（兼容並蓄
階段），逾60項實習、服務學習及各項獎助學
金，獎勵學業優秀表現，引領學生站上巨人的
肩膀與超越自己的起點；「堅敢弘毅淡江人」
（學涯同心學成階段），支持學生勇於追求學
涯成就，協助其畢業後成為具有超強競爭力且
具卓越心靈的尖端人才。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說明：「我們校友在各
領域的表現皆非常亮眼，他們透過捐款回饋母
校、照顧學弟妹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佩。」管理
科學系校友徐航健2020年暖心捐款1億2千萬元
成立「有蓮獎學金」，110學年度起嘉惠淡江

喜歡詩詞書畫的同好所組成，成員們在山水、
人物、花鳥、詩詞、書法方面各有精通，獲得
國內外藝術獎項無數，也經常透過聚會舉辦聯
展，共同推動藝術教育；因多數成員的子女都
曾就讀淡江，也讓他戲稱為「淡江家長會」，
與淡江淵源深厚。接著他提到本次展覽除了傳
統水墨畫，另有水彩、油畫、陶瓷等不同型式
的作品，「正因成員們都擁有深厚的藝術底
蘊，才能將其活用於不同創作與創新方式，做
出更多結合時代精神的呈現。我希望大家在欣
賞作品的同時，能夠體會傳統藝術精神的重
要，只要基礎扎實，便能結合各種不同創意，
做出更多元創新的藝術作品。」他也鼓勵大家
多從事藝術創作，在過程中可以享受滿滿的正
能量，有益身體健康。
　退休同仁郝蕙蘭曾擔任文錙藝術中心秘書，

今天特別返校觀展，「我有
空一定會安排回來看展，除
了跟老朋友敘敘舊，參觀作
品之外，還能再次感受淡江
生活，這些都能讓我獲得滿
滿正能量。」知名紀錄片製
作人，資圖系校友史祖德也
特地到場支持參展的母親林
韻琪，「從小就受到媽媽作
品的耳濡目染，對於藝術及
影像的感受相對較為敏銳，
也是選擇從事影像工作的原
因之一。」他鼓勵學弟妹有
空可以多多欣賞藝術展，對
於影像視覺構圖能力會有一
定程度的幫助。

淡水開港160年特展暨音樂會 文五合音邀您共唱淡江人的歌
解說。
　音樂會部分由林信成分別蒐集8首校園民歌
和國台語經典老歌，將歌詞重新改編，融入
淡水歷史文化與風景民情，成員除文、外兩
院教師外，另邀請多位神秘嘉賓共演，鏈接
淡水在地文化，實現校友李雙澤「唱自己的
歌」的理念，精彩可期。

　【本報訊】秘書處3月2日公布「第12屆品管
圈競賽活動」初審通過名單，包括五虎圈、台
北蛋黃圈、青春安居圈、迴圈、救火圈、圈什
麼圈、會快圈、蓋世無雙圈、錢錢圈、蘭陽
轉圈圈共10圈進入複審，將於3月16日（星期
三）9時40分至16時30分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一
較高下，同時開放全校教職員生觀摩學習，
意者請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
　進入複審團隊中，蘭陽校園繼夢圈、三全圈
之後成立「蘭陽轉圈圈」，成員中逾半首次參
與品管圈活動，帶有傳承意味。本次活動主題
為「縮短校外人士校園空間尋找平均時間」，
圈長護士俞彥均說明，蘭陽校園112學年度將
增設「精準健康學院」，並推動多元創新事
務，與校外單位合作機會增加，希望從建立
「友善校園」開始，讓初次到校拜訪的外賓可
以快速找尋到目的地。
　總務處「圈什麼圈」從校務發展永續目標
「AI+永續=∞」出發，以「提升淡水校園再
利用水量64%」為題，希望能夠增加淡水校園
水資源的「再利用量」，將校園內的雜排水或
雨水就近收集、處理並回收使用。圈長約聘行
政人員林芷芸說明，他們透過雨撲滿收集校園
內的雨水，處理後就近澆灌植物，實踐「永續

品管圈競賽 10圈複審對決

在學時應重視培養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與校務研究中心共同規劃，針對畢業
滿1年（108學年度畢）、滿3年（106學年度）
及滿5年（104學年度）的畢業生，分別調查其
流向追蹤，分析報告於上月出爐，結果顯示：
109年畢業生至110年10月，已有68.7%校友就
業，53%校友為畢業後1個月內即投入工作，
甚至23.66%的校友畢業前已有專職工作。其中
約54.93%畢業生在校所學專業知識對工作有幫
助，其次為建立人脈37.51%。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
本次問卷主要內容為：畢業生就業流向、工
作狀況、職業類型（畢1、3）、行業類別（畢
5）、求職所需時間、是否擔任部門主管、平
均每月收入、工作地點為何、就業條件、具體
之專業能力、工作整體滿意度，並重視其學習
回饋、工作內容與在校所學相符程度、對工作
有幫助之學習經驗及應加强之能力。另對畢業
滿1年學生增加調查：企業雇主單位、對系所
開設專業課程看法、通識課程對畢業校友的助
益程度、八大素養對畢業後發展的幫助程度、
畢業校友與母校之互動與看法。以瞭解畢業生
現況與感想，提供作為母校辦學及校務發展改
善、各系所課程規劃之參考。
　調查顯示，在畢業（或退伍）後1至2個月內
找到工作調查顯示，大學部畢業生46.99%、碩
士畢業生30.46%、博士畢業生13.79%。畢業前
已有專職工作的大學部畢業生16%、碩士畢業
生47.54%、博士畢業生79.31%。畢業生進修或
考試後，對薪資待遇、職務升遷或工作滿意度
是否有幫助的調查中，大學部畢業生66.67%持
肯定意見、碩士畢業生有68.93%、博士畢業生
則高達76.93%認為有幫助。
　另外，約六成二畢業生對目前工作傾向滿
意，四成畢業生認為工作內容與所學專業訓練
課程相符。至於除專業知識外，應加強學生哪
些能力？其中「溝通表達」及「問題解決」兩
項能力為本校畢業生所重視，溝通表達能力文
學院畢業生重視達63.23%、其次為教育學院佔
62.80%，而理學院50.45%、工學院59.76%、商
管學院59.63%、外國語文學院54.88%、全球發
展學院58.45%，皆超過五成。另一項問題解決
能力，以教育學院畢業生60.75%認為最重要，
其次為工學院58.62%，其他依序為全球發展學
院59.19%、文學院58.03%、商管學院56.93%、
理學院54.86%、國際事務學院54.06%及外國語
文學院53.67%。

緬懷吳嘉麗
開拓性平路
淡江不缺席
性平路上的開拓者：
婦運先驅在淡江暨吳嘉麗教授紀念展
　【本報訊】放眼全球，「性別平等」可謂
世界各國跨世紀的共同議題。民主社會如臺
灣，從婦女意識覺醒、婦女權益爭取到性別
平等落實，亦是一條漫漫長路。慶幸的是，
臺灣婦運與性平交織於民風、階級、種族、
城鄉、世代等脈絡中，仍能長保生生不息、
永續發展的活躍力量。
　 圖 書 館 今 年 特 別 舉 辦 「 性 平 路 上 的 開
拓者：婦運先驅在淡江暨吳嘉麗教授紀念
展」。循著「時間軸」的時序，對照臺灣在
性別平等史頁的重要事件，梳理淡江人在婦
運與性平史上的脈絡與付出，藉以紀念性平
路上的永恆鬥士--吳嘉麗教授，同時呈現
本校落實性平教育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5 性別平等」的努力。
　回首來時路，淡江人扮演開拓與倡導的角
色，既是披荊斬棘的勇士，也是果敢堅毅的
實踐家。1970年代民歌時期，楊祖珺為救援雛
妓，舉辦臺灣首場戶外慈善演唱會；1980年代
吳嘉麗及李元貞兩位教授對婦女權益提升及
性平政策的推動，到本校持續於女性研究及
性平教育積累的成果，皆體現淡江人積極奉

獻的精神。
　活動將於3月8日上午10時30分在總館2樓閱
活區開幕，聚焦「婦運先驅」、「女科技人」
和「淡江女力」三大主軸，以海報展、沙龍講
座、書展及電影欣賞等形式，一起回顧淡江人
投身於臺灣婦運與性別平等發展的多種樣貌。
從淡江女力看世界璀璨—
我就是咖意你，慢讀談心啡你莫屬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採編組舉辦的師學愛閱，為緬懷本校女力先
驅-化學系榮譽教授吳嘉麗，特別推出「從淡
江女力看世界璀璨-我就是咖意你，慢讀談心
啡你莫屬」活動，吳嘉麗教授為臺灣婦運界發
起性別平權運動者、資深婦運健將，長期倡議
婦女權益與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本期活動與博客來網路書店合作，提供精
選世界各國的偉大傑出女性的相關書籍逾300
本，主題包含性平、女力、冷萃、咖啡等，邀
請教職員生參與閱選布置師學櫥窗，每人更可
從選書中預約3本，由圖書館優先入藏，提供
借閱。參加者更可獲贈茶包、咖啡包、文具等
小禮物，歡迎攜伴參加。活動將於3月7日至3
月25日在圖書館一樓師學櫥窗持續展開，有興
趣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校園」的理念，為此他們也特別安排節能組同
仁加入，希望透過他們的專業提升活動成效。
　軍訓室「青春安居圈」則關懷學生賃居安
全，以「降低學生校外賃居處所逃生設備不合
格率」為題，希望能夠改善學校附近老舊公寓
改建的學生租屋處逃生設備不夠齊全的問題。
圈長教官葉育青表示，這是軍訓室的重點工作
項目，希望能夠藉由活動，協助學生與房東溝
通，共同解決相關問題，也希望強化房東與學
生們「安全居住環境」的概念，達到雙贏。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2月22日至3月21日在總館2樓學研創享區舉
辦 「2021 Openbook好書獎」書展，展示該獎
項包括中文創作、翻譯書及生活書三大類得獎

書及入圍作品共121冊，期間圖書都可外借，
典閱組邀請教職員生們閱讀精選好書。展場另
有「一點行動」，邀請參觀者從SDGs17項指
標中「點」下最留心的議題。
　年度中文創作《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
除了記錄、揭露瓦斯行業的時代與興衰、行規
與潛規則，更有生命連結與情感；年度生活書
《親愛的圖書館》透過追查失火真相作為全書
主線，穿梭於圖書館的前半生與火災後的重生
與變化；年度童書《沒有字的明信片》雖不在展示
之列，但藉由六雙不同顏色、大小的木屐演繹家中
每個人的情緒，讓人讚歎繪者的說故事功力。

EMI研習工作坊

　【本報訊】2月17、18日，本校全英語教
學推動中心與澳洲昆士蘭機構（Queensland 
Institute Pty Ltd）合作，舉辦「全英語授課
（EMI）教師研習工作坊」，本次採線上視訊
方式，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與16位教師一同
進行研習活動。王高成表示，透過此次工作坊
除了讓校內教師學習全英語授課的教學要領，
還能了解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的教學
模式，相信對本校EMI種子教師有所幫助。
　本次工作坊籌辦人、全英語教學與學習組組
長林銘輝說明，這次研習主要是培養本校教師
增進全英語授課的知能和教學策略調整，全英
教學組將持續開設全英語授課相關課程和成立
教師社群，歡迎全校教師踴躍參與。課程中，
澳洲昆士蘭機構研習講師Fiona Wiebusch先說
明EMI的基本理論後，接著介紹課堂互動方
式、實際教學操作等，讓教師能建構自身的師
生互動模式，以利運用於自身課堂之中。

　【舒宜萍臺北
校園報導】台北
市 校 友 會 2 月 2 5
日 晚 間 7 時 邀 請
黑鳥映畫有限公
司負責人、西語
系校友黃鳳苓進
行「刻畫記憶的
影片世界」主題
演講。黃鳳苓表示，念書時就很愛攝影，也是
「Bee Toast」樂團的貝斯手，常在各地演出，
喜愛Beatles的歌曲「black bird」，以此為創業
公司名。
　黃鳳苓很愛動腦創作，她會構思適合的腳
本、選角、選地點、拍攝、後製、剪輯到配
音，「當完成作品時會非常有成就感。」以婚
禮為例，她會事先將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以微
電影手法拍攝，更能將當天婚禮前的影片當場
快剪出來播放。她建議大家，現在很多款手機
的錄影效果不錯，隨時可以為自己或親友留下
影片或圖片記憶。
　她分享曾為高中生拍攝競選班聯會長廣告
片，以俊男美女呈獻為學生爭取權益外，更以
驚悚片頭吸引注意，果然達到吸睛的效果。前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校長溫明正表示，黃鳳苓以
攝影創作的一系列故事，都很令人驚艷與佩
服。電算系（現資工系）校友廖逸民常帶著吉
他到處演出，他表示：「很佩服黃鳳苓這麼年
輕，就了解自己的興趣喜好，而且勇往直前的
開創與興趣相符的理想工作。」第一次參加的
財金系校友唐念慈表示，台北市校友會老中青
校友皆有，氣氛融洽、演講精彩，很樂意繼續
參加相關活動。

戰略所看俄烏情勢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事
務與戰略研究所於3月1日中午12時在T306舉
辦「2022烏克蘭危機到俄烏開戰的國際戰略解
讀」線上座談會，共有25位參加，由戰略所
所長翁明賢主持，邀請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秘
書長常漢青、助理研究員秦嗣葵、本校整合
戰略與科技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黃郁文和詹
祥威，針對近期俄烏戰爭情勢觀察分析。
　本次活動先由翁明賢說明俄烏情勢發展，
說明本次戰事自去年就可以看出端倪，戰事
發生以來可看出烏克蘭頑強的抗俄意識、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善用社群媒體向各國尋求援助、傳達奮戰理
念；詹祥威帶領大家回顧俄羅斯與烏克蘭的
近代歷史；常漢青則回望臺美關係；秦嗣葵
則聚焦於這場軍事行動結束後俄羅斯與各國
如何善後局勢的議題；黃郁文認為可藉此關
注臺灣的「全民國防」重大議題。

淡江澳洲線上交流

學金，每年總額超過2億元，讓學生可以無後
顧之憂，安心就學，並在三環五育的課程培育
下，成為具心靈卓越的淡江人。

新生，首屆受獎學生表明這筆獎學金不僅提
供實質幫助，更是精神上無形的支柱，期許
未來自己有能力時，一定回饋母校，幫助更
多學弟妹。信邦電子董事長、數學系校友王
紹新自2020年起，每年大額捐款，為經濟不
利學生、學業成績優異／研究傑出學生、實
習／參賽學生提供多項獎助，期盼學弟妹專
心就學，免於重蹈當年自己求學時必須分心
兼任多份家教，未能有更多時間精進學習的
遺憾。校友們傳承照顧後輩的這份心力，正
持續溫暖激勵著每位淡江人！
　為讓學生快速連結樸實剛毅獎助學金資
訊，學校首頁設有二個明顯的選單位置，網
頁除介紹各獎學金類別、申請條件外，「獎
學金查詢」可依不同條件檢索，「助學金資
訊」則有生活助學金、清寒助學金、原住民
助學金、弱勢助學金、工
讀助學金等五大項。歡迎
有需求的學生至樸實剛毅
獎助學金網頁瀏覽，相關
問題請洽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

本校設置「樸實剛毅獎助學金」，每年總額超過2億元，讓學生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安心就學。
（圖／本報資料照）

文錙藝術中心「春風和暢-竹林雅集2022年詩書畫聯展」，展出近
120件作品（攝影／江彥紳）

（攝影／舒宜萍）

全英語授課教師研習工作坊，臺澳雙方教師共
同線上研習。（圖／全英中心提供）（攝影／鄧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