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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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二)
12:00

教發中心
I501

國企系主任孫嘉祈
EMI 全英語授課經驗分享: 商管學
院課程為例

3/24(四)
12:00

教發中心
I501

化材系教授鄭東文
教學特優教師教學分享：腳步輕鬆
上講台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21(一)
15:10

水環系
E787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謝禎濤
ISO14000環境管理系列標準介紹

3/21(一)
19:00

榮譽學程
B712

視障資源中心資深工程師張金順
遇見淡江角落•幸福啟程—視覺無
障礙服務概念落實分享

3/22(二)
14:10

水環系
E829

師大英語系退休教授戴維揚
工程學系的學生如何學習英文

3/22(二)
15:10

統計系
B516

元大投信基金經理人曾逸江
全球ETF發展趨勢

AI創智學院三喜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即將步入
職場的社會新鮮人發揮所長，畢業後能順利與企
業接軌，本校與新北市政府將於3月23日上午10時
在學生活動中心及海報街共同舉辦「2022淡江大
學校園就業博覽會」，近百家廠商進駐，提供近
4,800個職缺，讓學生從中了解當前職場趨勢，亦
可自備履歷至現場，讓你畢業即就業。

淡江羅許合作智慧醫療

　此為新北市政府今年首場校園就業博覽會，
新北市青年局特別規劃設置「青年服務主題
區」，強化在地青年服務，包括青年就業服務
專區、青年創業餐車、履歷健檢、VR科技求
職專區等多元攤位，更邀請市長侯友宜參加
「市長與學生青年交流」講座，分享自身職涯
發展，與學生交流就業問題。當天也將舉辦名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世界不斷地往前，
社會資訊流通與科技快速擴展持續發生，如何
透過創新教學協助學生因應此潮流變化，同時
充分運用科技工具跨域自主學習，「希望就讀
各學系的學生，都能夠確實發掘與增顯自身能
力，寬廣視野並強化實力，成為一個全面性的
通才。」本校日前通過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
學習創新計畫」第一期補助，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表示，希望藉由課程的創新與翻轉，協助淡
江的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教育部因應疫情影響下的社會、科技、經
濟、環境與政治等「疫後新常態」與銜接108
新課綱的大學學習，以小規模試驗性計畫，引
導大學校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積極創
新大學學習路徑與組織，強化課程教學品質，
培養人社領域學生核心素養、運用科技工具進

素養導向創新計畫 涵育學生永續力 

執行長代表雙方簽約，將透過「研究計畫」、
「產學合作」、「教職申請」及「建教合作」
四大主軸，提升雙方醫療及學術軟硬體實力。
　葛校長致詞時說明，淡江大學和羅東博愛
醫院都成立於1950年代，雙方的創辦人都來
自於宜蘭羅東，且都有為宜蘭在地服務的精

神，同時稱許博愛醫院的優
異表現，不僅獲得許多醫療
和品質的獎項，更得到SNQ
國家品質標章肯定，希望簽
約之後能充分合作，培育智
慧醫療照護人才，強化在地
服務，共同創造淡江、醫院
與宜蘭的三贏。許執行長表
示，羅東博愛醫院近年來除
了扮演好醫院角色，更重新
定位布局，朝健康管理平台
邁進，希望能夠在治療疾病
之餘，還能傳遞健康資訊，
延伸健康照護，此次與淡江
合 作 ， 相 信 能 有 更 多 的 助

行探索與統整，以利有意義的溝通與反饋。
　何啟東說明，本校計畫定位「涵育永續
力：揚帆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之新旅」，結
合「素養導向」與「永續發展」，培養學生具
備「系統思考」、「評估未來」、「價值反
思」、「策略規劃」、「共同協作」、「批判
思考」、「自我覺知」、「問題解決」等永續
力，更輔以智慧科技加速學習效果；首先規劃
大一必修課程「探索永續」，讓學生入學時即
能培養永續概念，同時依各學院特色搭配「數
位人文」、「循環經濟」、「多元敘事」等主
題加以融合，奠定基礎。其次開設14門永續發
展課程，透過「科技融入」、「多元議題」及
「跨越領域」等方式，創新或翻轉課程內容，
讓學生修習時能充分感受與傳統大相逕庭的學
習體驗，更能透過自主學習及場域實踐鋪陳社

淡江大學校園就業博覽會3月23日開鑼 近4800職缺等你填
人講座，邀請網路人氣收納整理師于之琳以
「收出六位數月薪？！職涯新選擇─收納整
理師」為題，分享如何連結興趣及志業。
　今年同樣設有校友專區，約四分之一廠商
有校友擔任重要職務，在業界奮鬥有成的學
長姊帶著工作機會回到母校，邀請學弟妹一
同在職場上共創美好的未來。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10學年
度「第12屆淡江品管圈競賽活動」複審會議，
3月16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秘書長劉
艾華擔任召集人，前勤益科大管理學院院長林
文燦、澄清醫院中港分院護理部主任黃麗玲、
中鼎集團品牌管理部經理胡美貞、本校總務組
組長丘瑞玲、淡江時報社專員潘劭愷擔任複審
委員。劉艾華表示，本校注重全面品質管理，
相信每個圈隊都花費了許多心力，「雖然過程
中不見得能增強工作能力，但能掌握本校的品
質精神，也讓團隊更有向心力。」競賽結果將
於4月1日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中揭曉。
　複審共10圈隊參加，進行簡報時均全力以
赴，努力表現。近兩年因為疫情，許多校園事
務均受影響，加上本校近年大力推動SDGs，

品管圈競賽複審 創新永續10強各顯能

獲德國紅點設計獎

教發中心教學分享活動 3教師經驗傳授
林佩蒨談如何玩經濟

　【記者林雨靜淡水
校園報導】教務處教
師教學發展中心特優
教師分享，3月11日
邀請產業經濟系教授
兼系主任林佩蒨分享
「經濟好好玩，好好
玩經濟」。

　林佩蒨首先道出要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
效，要讓學生「有感」並覺得所學「有用」。
她在「有感」中體驗遊戲的經濟學理論，係利
用簡單的撲克牌遊戲來模擬股票市場交易，黑
牌與紅牌分別代表賣方與買方進行喊價競標，
她邀請現場教師們體驗過程，並在其間將顏色
反轉，將買家賣家身分互換，藉以探討經濟學
中的「供需模型」以及每個人能接受的「價
格底線」等問題。如何讓學生認為所學「有
用」，林佩蒨則透過讓學生學習製作介紹鴻海
MIH電動車平臺動畫，在課程當中結合經濟與
科技與多元發展。
鍾志鴻引領體驗混成教學力
　【記者鄭佩維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3月
15日舉辦特優教師教學工作坊，邀請教科系助
理教授鍾志鴻以「混成教學力：讓教學1+1大
於2」為題，帶領在座教師運用線上教學工具
搭配課程，逾20位教師參與。
　鍾志鴻說明本次主題為「將敘述性課程與課
堂實作連結，讓整體成效能達到大於2」，他

因此活動主題多與其相關，例如「台北蛋黃
圈」引進圖靈證書、「蓋世無雙圈」及「救火
圈」則積極推廣電子書及O365系統、「圈什
麼圈」則著眼於水資源再利用。
　複審委員講評時，除肯定本校持續推
動品管圈活動的用心，呈現全面品質管
理特色與持續改善的認真態度，也給出
「主題選定應明確、具體化」、「呈現
前期活動追蹤及下期活動主題」、「真
因驗證數據來源要一致」、「效果確認
應並陳活動前後數據」、「多蒐集有效
樣本」、「簡報內容宜重點呈現」、
「簡報創意應與活動主題呼應」等建
議，並鼓勵有機會多跟企業及各級學校
合作，擴展影響力並樹立指標。劉艾華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83次行政會議3月
11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由校長
葛煥昭主持，四位副校長、一級主管出席，臺
北及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葛校長首先提到本年
度學測報名較去年減少12,155人，指示各單位
努力強化招生作業與錄取後的學生聯繫；其次
感謝全校同仁努力，讓本校在近兩年有顯著進
步，接連通過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計
畫」、「臺灣優華語計畫」及「素養導向高教
學習創新計畫」，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大有
助益；他也期許藉由透過「申請計畫案」、
「募款」、「推廣教育」及「資產活化」等方
式改善本校資金結構，讓淡江變得更好。
　專題報告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張德文以
「第三週期校務評鑑實施作業教育部大專校院
分析報告」為題，首先說明校務評鑑目的與理
念、第三期校務評鑑與前期的差異、本校預計
受評時間及相關作業時程；其次說明相關作業
規劃及自主檢視，建議112年10月開始撰寫自
評報告書，113年1月底完成初稿，3至5月展開
自評作業（含訪視），6至7月修訂並定稿，8
月報部。接著說明教育部於110年8月31提出之
大專校院分析報告，針對各校的學校概況及學
生學習過程與成效進行量化和質化資料分析，
建議各單位參考業務相關資訊並適當因應。
　會中共通過4項提案，其中「淡江大學教師
教學獎勵辦法」教學優良教師獎勵條件，明訂
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案且通過校內初
審報教育部方認列，因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複審委員者不在此限，以及各單位可推
薦特優教師候選人計算方式。會前進行頒獎，
體育事務處副教授黃貴樹及軍訓室蘭陽校園組
教官吳杰雄擔任109學年度個資管理稽核小組
稽核員，獻替良多，特頒發獎牌以資鼓勵。

學系博覽會亮明燈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3月15
日舉辦創新創業研習營系列課程，邀請大傳系
講師，知名編劇林其樂以「如何編導創意故事
性短片」為題演講，透過10個國家短片行銷廣
告，講述說故事技巧。
　 「 給 我 一 個 故 事 ， 我 就 能 舉 起 整 個 地
球。」林其樂首先指出，拍影片的目的，除了
說明創新創業的點子，更是為了吸引觀眾，讓
其故事產生用途，她表示寫故事須做到「破除
障礙」、「建立連結」、「激發想像」、「觸
動心靈」及「描繪願景」五件事。接著提到構
思影片前，要先準備5W1H，清楚了解產品特
性及市場需求，以確定核心價值和品牌定位，
「好的故事要找出明確方向，才能帶領讀者進
入故事劇情。」
　接著林其樂將創新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
「憑著感覺走」，除了「產品」本身創新，也
能在概念上有所不同，賦予其新的意涵及使命
感，且故事是「事實加上情緒」，所以要讓故
事有溫度；第二階段是「左腦動起來」，思考
其目標群，來決定代言人說明產品；第三階段
為「故事劇本企劃」，以什麼是故事的提問，
說明故事就是「故意搞點事出來，故事就是事
故」，並提到非常實用的「靶心人公式」，是
編劇的必備知識。最後則傳授製作產品影片的
技巧，及集資
影片策略。
 

指引高中生共逐光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醫療財團法人
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執行長許豪一行人，
3月18日下午3時蒞校，與本校簽署結盟意向
書，簽約儀式於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校長葛
煥昭、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蘭陽副校長林志鴻
及一級主管，教師代表出席，並由葛校長與許

益，提供宜蘭居民更優質的健康服務。
　本校因應大學前瞻變革與國家產業發展
需求、配合學校重點規劃政策與國際發展趨
勢，將申請籌設「精準健康學院」，下設
「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及「智慧照護產
業學研究所」，期望培育結合AI科技、具備
照護應用能力、健康管理應用能力及科際整
合能力之中高階管理人才；羅東博愛醫院則
是宜蘭縣規模最大的「區域教學醫院」，以
打造「宜蘭人的醫院」為目標，為設有44個
專科、近1,700名員工的優等區域教學醫院，
更是宜蘭縣急重症的後送中心、轉診轉介中
心及社區導向醫療中心，目前積極推動全人
健康照護，希望透過提供卓越健康促進服務
模式，讓宜蘭縣民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
　典禮後由工學院暨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
帶領參觀AI創智學院實境場域，展示本校結
合AI和SDGs發展永續成果，增進羅許基金
會對本校AI相關學術能力之了解，期能實際
應用於創新轉型合作，提升未來雙方研究能
量，創造智慧醫療和永續健康的雙贏成果。

本校與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簽訂結盟意向書，由葛煥昭校長
（右）及博愛醫院許豪執行長代表雙方簽訂。（攝影／潘劭愷）

會覺察、社會參與及社會創新的學習歷程。
　何啟東強調，儘管計畫重點對象在於人社
領域學生，但對於理工領域的學生而言，也
可藉由相關課程的修習，發現隱藏於傳統知
識中的新世界，補強自己身處現代社會所必
須具備的人文涵養。「這是符應淡江『承先
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靈卓越人
才』的教育使命。」
　本校近年在校長指示下陸續申請並通過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計畫」及「臺灣優華語
計畫」，另有科技部第三期「大學與地方政
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
及「永續發展整合研究」111年度計畫業已送
審，除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更積極融入地方
創生，推動永續發展，朝「智慧大淡水，共
創大未來」及「AI+SDGs=∞」的目標邁進。

參加說明會之高中生一起觀看學系介紹並交
換意見。（攝影／潘劭愷）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每個學系
都有一道光，你追逐的是哪一道？」教務處
招生策略中心3月12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逐光-2022年淡江大學學系博覧會」，呈
現本校8個學院41個學系特色、課程及未來發
展等資訊，吸引逾1,200名學生及家長參加。
　活動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國際會議
廳開幕，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介紹本校歷史、
學校特色和發展情況，他表示淡江會陪學生
「從第一哩路到最後一哩路」，從準新生到
找好工作，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考慮淡江。與
會學生及家長們可選擇聆聽各學院院長的介
紹，前往各學系攤位了解更多相關資訊，或
是參加校園導覽，了解淡江環境。
　招生策略中心主任李美蘭感謝同仁的努力
籌備及各學系的支持，有不少學生及家長特
別從全國各地前來參加，更有人一早自高雄
搭車北上，讓她覺得感動。大甲高中高三陳
威霖覺得學系攤位解釋得很清楚，特別是從
企管系及西語系學習到一些面試技巧；桃園
永豐高中高三王以安對於教設系很感興趣，
特別到場了解學系特色及未來發展；學生家
長蕭先生對於本校校園環境印象深刻，「這
是我第一次到淡江，覺得淡江設備先進，校
園很漂亮，建築都很有特色。」

　【本報訊】本校AI創智學院實境場域之室內
空間設計再傳捷報，獲得2022德國紅點設計獎
（2022 Red Dot Award），預計將於6月20日
舉行頒獎典禮。
　 A I 創 智 學 院 實 境 場 域 由 虛 室 亦 白 國
際 設 計 事 務 所 設 計 ， 以 「 S T R I N G S  o f 
CREATIVENESS」為名，獨特的曲線型動線
導覽設計，受到評審肯定，目前規劃「魔鏡
之旅」、「職涯導航」、「Q/A互動」、「虛
實混搭」，以及「實作體驗室」來展示本校
AI技術應用。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表示，
很高興實境場域能再次獲獎，德國紅點設計獎
為世界四大國際設計競賽之一，感謝學校的支
持；同時，AI創智學院持續推動微軟Azure AI 
Fundamentals（AI-900）國際證照課程，日前
培育的種子教師也開始投入相關輔導工作，預
計本學期將與高中學校合作試辦AI線上教學，
滿足高中生探究AI新知。微軟認證課程採線上
教學，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參與，課程詳
情請見活動報名系統。

創新創業研習課程

183次行政會議
校長指示強化招生

除了感謝評審們的建議，也說明目前品管圈
活動隔年舉辦，往後將延長活動期間，同時
多舉辦訓練課程，以提升活動品質與成效。

葛煥昭校長（右）頒發獎牌給蘭陽校園教官
吳杰雄。（攝影／鍾子靖）

林其樂談創意拍片

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本報訊】本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開跑囉！即日起至4月3日中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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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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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將課堂分為四步驟「課堂解凍」、「課堂中
進行活動」、「課堂結束前反饋」及「離開課
堂後不間斷學習」，其中介紹5種以上工具：
若需點名、分組及抽選上臺，可善用學校既有
資源如iClass，增進師生間互動亦可用線上白

板回答問題。
　倘若需要進一步課
間互動，鍾志鴻推薦
運用Pear Desk將簡報
連動至網頁，可根據
內容選擇出題方式，
如匿名回答、圖畫及
拖曳選項功能。由於

教學工具繁多，鍾志鴻提醒「愛你所擇，擇你
所愛」，教育科技產品無須過多，選擇自己上
手及操作不複雜的工具才不會有壓力。
紀慧君分享如何養成數位敘事力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教師教
學發展中心，3月16日邀請大傳系教授紀慧君
進行教學創新經驗分享，主題為「建立數位時
代的敘事能力：實習媒體學習計畫」。
　紀慧君說明淡江電
視台當時為臺灣第一
個校園實習媒體，以
獨特的「學生自治」
之師徒助理制度，讓
學生由「默會」轉化
為「外顯」知識；強
調「情境知識」—從

做中學，透過製作淡江新聞及校慶大典直播，
接近真實情境建立學生實驗室精神，以及後續
面對數位時代「創新教學」的改變。
　面對數位匯流時代的衝擊與挑戰，除了與業
界合作搭配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讓學
生不只由傳播結合數位，再進而學習設計、工
程等不同領域，再造數位敘事的新媒體時代。
　紀慧君認為要擺脫傳統敘事框架，最好的
辦法是「培養如偵探般的問題意識」，未來的
世界需要把忠實報導的角色轉換為「假想閱聽
人」，學生需要重新裝備自己的能力，兼具訪
問、聲音、想像、圖片以及多媒體操作能力，
也就是角色匯流成「多技能記者」。

出版中心工作坊 共議期刊經營管理趨勢

第12屆品管圈競賽活動複審會議，參賽圈隊於資料審
查中提供評審委員相關說明。（攝影／鍾子靖）

（攝影／鄧晴）

（攝影／鄧晴）

（攝影／楊孟璇）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出版中心3月
17日舉辦「學術期刊經營管理工作坊」，安
排《淡江理工學刊》總編輯，水環系教授李
奇旺、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采琪、
出版中心主任林雯瑤，就期刊經營的不同面
向分享相關經驗，校內各單位期刊編務同仁
近20名參與。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時表示，學術期刊
是支撐研究的要素，淡江有多本期刊持續出
版，有助於提升本校學術聲譽，期望各期刊
能精進品質，同時斟酌適當開放取用；研發
長楊立人也支持期刊持續發展，指出期刊經
營就像創業，需要毅力並不斷創新。

　工作坊首先請與會者分享經營狀況及目前
遇到困難，其中「稿源不足」及「審稿人力不
足」是各期刊共同面臨的問題，李奇旺對此特
別提到「主動出擊」，為應付大量的投稿，
他會邀請不同國籍教授審稿以縮短時間。陳采
琪利用數據圖表講解淡江及他校期刊的發展，
說明各校都有出版量逐年下降的趨勢，相較之
下淡江較為持平，可見淡江期刊都很盡力尋求
出路。林雯瑤分析現下期刊的文章開放使用
（Open Access）情況，建議思考「以電子方式
出版期刊，既可減少印刷支出，還能透過網路
傳播更廣泛使用。」藉此先讓期刊創造並累積
更多影響力，以利獲得收益並永續發展。

創新創業研習
課程，林其樂
分享如何編導
創意故事性短
片。（攝影／
黃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