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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屆系所發展獎勵 化材企管水環航太教心管科財金機械入圍
5.9.2022

【記者高沛生淡水校園報導】第10屆系所發展
獎勵入圍複審名單日前公布，化材系、企管系、
水環系、航太系、教心所、管科系、財金系及機
械系將進入複審，爭取獎勵。複審會議將於5月11
日下午2時起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5、306舉
行，結果將於之後全校性會議中公布，並由葛校
長親自頒獎。

發行所／淡江大學 董事長／張家宜 發行人／葛煥昭 社長／劉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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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本校為獎勵績優系所，促進各系所間良性競
爭，101學年度起舉辦系所發展獎勵活動，入
選系所資格須符合「最近一次教學單位評鑑結
果為通過者」、「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評鑑機構
認證結果為通過，且在認證有效期限內者」以
及「前七年內獲獎未超過五次者」，評審項目
為「教學、研究、招生、募款、整體」，績效

由財務處統籌計算綜合排序分數後，由校長
核定進入複審系所名單。
入圍名單中，化材、航太及機械三系去年
皆獲獎勵，航太系挑戰四連霸，機械及化材
系分別挑戰第四度及第三度獲獎；曾獲獎的
財金系與企管系再次入圍爭取，水環系、管
科系與教心所皆第2度入圍，尋求首度獲獎。

THE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184次行政會議，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說明永
續淡江規劃（攝影／鍾宇葳）

184次行政會議
涵育學生永續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184次行政會議4月
29日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擴大舉行，
由校長葛煥昭主持，四位副校長、一級主管、
學術二級主管、學生代表列席參與，臺北及蘭
陽校園同步視訊。
葛校長首先重申本校防疫措施一直依照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及新北市政府相關
規定實施，也希望教職員工生們能確實遵守，
並做好個人防疫措施；其次談到本校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的重點「AI+SDGs=∞」，指出AI
與SDGs不管在專業、通識或是跨域合作方面
均能有所發揮，因此學校積極爭取相關計畫，
在實施過程中培養學生相關能力，畢業後能直
接與產業及國際接軌；最後他則宣布一個好消
息，本校在2022「THE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中，自去年的601-800名大幅躍進至301-400
名，表示本校持續推動永續發展獲得相當不錯
的成效，他感謝同仁們的共同努力，也希望接
下來能有更好的表現。
專題報告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以「永續•
永續未來」為題，說明永續淡江的規劃，
從「培育永續人才」、「衡量永續指標」及
「創造永續價值」三方面說明學校目前正積
極推動的雙軌轉型與校友鏈結、永續教育與
ESG的結合，同時規劃永續校園環境並涵泳學
生的永續力，希望藉由「雙軌（A+B）」、
「雙塔（通識雙必修）」、「雙軸（AI+永
續）」、「雙語（外語＋程式語言）」及「雙
翼（ESD+SDGs）」建構永續淡江。

國際文化萬花筒
賴佳應談帛琉之美

【記者羅婉瑄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境外輔
導組5月4日18時在驚聲大樓10樓交誼廳舉辦本
學期第一場「國際文化萬花筒」，邀請來自帛
琉的外交三賴佳應分享帛琉的國家特色。
賴佳應首先說明帛琉的位置、人口與歷史，
接著介紹帛琉出生的第一個儀式，也就是「奧
門加特」（0mengat）儀式，這個儀式需持續
三個月，以熱水加傳統草藥洗劑幫新手媽媽洗
澡，目的是讓她的皮膚回到生產前的狀態。
賴佳應談到帛琉的服裝特色，除了草裙、
編織比基尼等傳統服飾外，還有特色穿著「帛
琉錢」，為一款當地的貨幣，黃色是價值最高
的，橘紅色其次；草裙是前後兩片分開，再以
腰帶繫縛於腰上。
最後賴佳應介紹帛琉的觀光景點，她認為水
母湖是最值得觀光客去的地方，數不清的水母
在海中是難能可貴的奇景，到了帛琉一定要去
好好欣賞；另外她還介紹夜市、歷史景點和瀑
布，邀請大家有機會時前往旅遊，並好好體驗
帛琉的文化與美景。

國際文化萬花筒活動，賴佳應介紹帛琉傳統
服飾草裙。（攝影／羅婉瑄）

期中退選

五月

１６

開放

【本報訊】本學期學生期中網路退選，自5
月16日（星期一）中午12時30分起，至5月20
日（星期五）下午20時30分止。每天上午11時
30分~中午12時30分系統維修，不開放退選。
（網址:https://www.ais.tku.edu.tw/Elecos/ ）
期中退選以2科為限，且退選後須符合「淡江
大學學生選課規則」第六條修習學分數之規
定（詳情可至「淡江大學學生選課規則」查
詢）。如無法繼續修習課程，請務必於上述時
間辦理，逾時將不接受以各種理由申請退選。
課務組提醒，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該學
期及歷年成績單，並於成績欄加註「停修」
字樣（請詳「淡江大學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
點」），請同學對於期中考表現不佳之課程，
應努力爭取期末好成績，避免留下紀錄，及退
選後可能造成擋修或延畢。

淡江301-400排名大躍進
【本報訊】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於4月28日
公布「2022 年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Impact
Rankings）」（簡稱「2022 THE影響力排
名」）中，本校在全球排名為301-400名、國
內排名第十，與去年全球601-800名相較，一
次進步300名，也是國內所有公私立大學進步
幅度最大的學校。
「2022 THE影響力排名」是依據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重要內涵評量各大學對社會的
關鍵影響，淡江以「AI+SDGs=∞」為中長程
校務發展，並依據利基及現況，擇定有SDG4
優質教育、SDG6潔淨水與衛生、SDG7可負
擔的潔淨能源、SDG8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SDG11永續城市與社區、SDG12負責任的消費
與生產，以及SDG17夥伴關係，持續永續實
踐。從排行來看，SDG4為全國第1、全球排
名101-200；SDG7為全國第2、全球排名21；
SDG6為全國第3、全球排名69；SDG8為全國

第3、全球排名201-300；SDG11為全國第3、
全球排名101-200；SDG12為全國第4、全球排
名101-200，由此顯見本校「AI+SDGs=∞」
的成效，於課程設計、人才培育、社會參與
等均受到肯定。同時，淡江也將ESG（E，
Environment、S，Social、G，Governance）納

入校務永續性趨勢指標，將於111學年度8月1
日起，在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下擴編為
「淨零碳排推動組」（E）、「社會實踐策
略組」（S）、「韌性治理規劃組」（G）之
3組，宣示來推動本校於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
的目標，持續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重點為AI+SDGs=∞，將AI作為核心發展數位
轉型技術，提高行政效率，朝永續發展目標前
進，「希望透過本次簽約展現雙方共同推動企
業轉型的決心，以落實產業升級為目標，為企
業轉型及產學合作奠定基礎。」平鎮工業區服
務中心主任張筱玲指出，工業區時常需要研發
和製造的新觀念，感謝本校為工業區注入創新
技術和觀念，期望產學未來能夠密切合作，創
造雙贏。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理事長沈柏延
分享，「五加二」核心元素是數位經濟力量，
數位經濟是全球發展最為迅速的產業，葛校長

黃瑞茂團隊參與瓦集瓦籍藝術計畫 精進研究力講座
域」，指向某種階段性「共同生活」之生命實
踐，同時也包含了對「無法共同生活」之種種
緣故的反思。受到疫情影響，黃瑞茂與張立群
透過視訊與實體模型解說進行溝通與討論，由
參與的成員進行模型建造。

黃瑞茂團隊參與瓦集瓦籍藝術計畫所製作模
型成品。（圖／黃瑞茂提供）

陳彥翎籲重視海洋永續 讓海好有魚
【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環安中心5月5日下
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環境教育講座，
邀請海好工作室環境教育講師陳彥翎，主講
「永續海洋之海好有魚」，近70人到場聆聽。
陳彥翎提到自己身為自由環境工作者，透過
生態數據調查、日文口譯與日本交流、平面設
計與插圖等工作，推廣並落實環境教育。接著
說明漁業可分為漁撈業、水產增殖業、水產製
造業，其中漁業又細分為沿岸、近海、遠洋、
養殖，她認為「早期漁業是辛苦且高危險的職
業」，如今雖技術經過不斷演進越來越進步，
依然是高風險行業。陳彥翎提到魚撈業中，有

環境教育講師陳彥翎呼籲大家要有永續海洋
意識並確實實踐。（攝影／羅婉瑄）

淡水校園：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5/11(三)
12:00

5/11(三)
18:00
5/13(五)
12:00

漁法三要素「找魚／探魚、集魚、捕魚」，網
漁具的種類則有千萬種，包括流刺網、三層刺
網、拖網類等，其中三層刺網雖被政府限制使
用，依然無法被完全禁止。
「一午、二鯧 三鮸、四嘉鱲」，陳彥翎分享
大家過去會以俗諺判斷魚的好吃與否，並指出
櫻花蝦、小魚乾、海苔的鈣質，其實都比魩仔
魚還多，顛覆大家認知。如今人們要面對海洋
污染、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魚越來越少的同
時，生存環境也受到極大影響，切開魚甚至能
看到瓶蓋、蔬菜梗、子彈等物，真正落實保育
並不容易，「利用資源的人，也能是永續與
保育的推手。」最後她特別提醒，選購海鮮前
可參考《臺灣海鮮選擇指南》列舉之紅燈（避
免食用）、黃燈（斟酌食用）、綠燈（建議食
用）魚種，並遵守「三選三減三不」原則，強
調「沒有永續的漁法，只有永續的意識」，希
望大家共同維護海洋永續。資產組組員林芷芸
認為最令她驚訝的是魩仔魚由三種小魚組成，
最震撼的是魚類體內竟然發現子彈，對海洋生
態真的很不好，讓她有了去淨灘的想法。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演講人 / 講題

企管系教授汪美伶
教發中心 特優教師教學分享：坐而言不如起
I501
而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執行經驗
分享與反思
英文系
CL404

英文系副教授齊嵩齡
111年度三全學院住宿書院活動－藝
術語音導覽

教發中心 宜蘭大學通識中心主任楊淳皓
I501
如何聰明地準備教學研究升等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大地國際酒店協理周哲逸
專業形象養成術－打造專業及自信
的個人風格

5/9(一)
13:00

企管系
B302b

5/9(一)
15:10

水環系
E787

安侯永續發展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
黃正忠
ESG

5/10(二)
10:00

經濟系
線上

台灣講茶茶業集團執行長湯
家鴻3%的影響力-創新茶產業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LYX20220510

5/11(三)
10:00

是IT領域的專家，希望增加與淡江的產業合作
機會。聯嘉光電總經理黃昉鈺期許未來企業推
行ESG、IOT等AI相關技術時，能與淡江有更
多合作和互動。
研發長楊立人說明，本校配合政府「連結
未來」、「連結全球」與「連結在地」之策略
與「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邀請相關產業企
業代表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以呼應，未來將協
助輔導簽署企業加速產業轉型與升級。他指出
到目前研發處正執行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
產業輔導創新計畫」，自111年度起，由本校
教師及顧問輔導並訪視平鎮
工業區136家企業，進行實
質產學合作，為期3年；另
與嘉威會計師事務所將針對
500家企業客戶舉辦產學合
作說明會，實質輔導與協助
其申請政府計畫，鏈結實質
產學合作；另積極規劃與中
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企業會
員之技術合作、企業輔導、
本校與12所企業共同簽訂「五加二」產業產學合作意向書，共同推動企業轉型，由葛校長（前排左4）代表簽約。
合辦課程及企業實習事宜。
（圖／秘書處馮文星提供）

【本報訊】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師生
團隊，參與由細着藝術主持的《瓦集瓦籍
Wagiwagi》藝術計畫，與建築系兼任教師，建
築師張立群合作設計並製作實體模型，該模型
將於印尼爪哇島的瑪賈連卡（Majalengka）建
造，團隊共製作兩個模型，其中一個將送至德
國參加卡塞爾文件展（2022.6.18-9.25）。
該藝術計畫嘗試從非人類中心的視角探討島
嶼生態系統，其中包含多組藝術家對陽光、植
物和土地等自然環境議題回應的創作，以及建
築空間內的基礎系統設計，其關照範疇，以自
然生態中的土地、植物、陽光為文本，從自然
環境激發探索生活場域的詮釋，尋找這爪哇
島的面貌與意義，可能是在辨識、探掘、 建
制、抵抗、磨合與協商中營造出的另類「場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5/10(二)
14:10

（製圖／淡江時報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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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二)
12:00

本校與12單位簽訂產業產學聯盟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經濟部
工業局平鎮工業區服務中心、嘉威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聯嘉光電、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等12所企業
及政府單位，5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守謙會議
中心有蓮廳，共同簽訂「五加二」產業產學合
作意向書，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
各學院院長、各系系主任與企業代表逾200人
出席，由葛校長與企業代表共同簽署。
葛校長致詞時說明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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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三)
10:10
5/11(三)
10:10
5/11(三)
11:10
5/11(三)
13:10
5/11(三)
13:10
5/11(三)
16:10
5/11(三)
18:30

通核中心講師胡延薇
通核中心
青銀共榮系列演講：人際關係與情
B115
緒管理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天文所助理研究員陳科榮
現代宇宙學的創生

永續中心 前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
海下中心 國家永續發展系列論壇：烏俄戰爭
驚聲國際廳 給臺灣的啟示
全英中心 英文系助理教授張介英
L410
中英新聞專業播報技巧
管科系
B713

勞動部督察白明珠
疫情下的投資與掃描

永續中心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教授黃千芬
海下中心 國家永續發展系列論壇：水聲在國
驚聲國際廳 防及海洋環境監測之應用
全英中心 英文系助理教授張介英
L410
中英新聞翻譯實作
化材系
E787

萬能科技大學教授陳俊瑜
工程倫理與職業安全

全英中心 英文系助理教授張介英
L410
剖析英文新聞寫作
公行系
B713

閃靈樂團主唱／立法委員林昶佐
從樂團主唱到立法委員，青年參與
政治的想法與心得

網路管理組姜美文
5/12(四) 網路管理組
「智能客服機器人問答編寫技巧」
MS Teams
10:00
線上課程
5/12(四)
12:00

通核中心教授干詠穎
通核中心
青銀共榮系列演講：活化大腦的音
B115
樂體操

5/12(四)
13:10

機械系
E787

5/13(五)
11:00

經濟系
線上

天容寶節能科技公司經理莊閔傑
國內外海洋能發展現況與關鍵技術
介紹
KPMG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數位安全顧問服務部營運長
謝昀澤
元宇宙之下虛擬資產的未來密碼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LYX2022051301

淡江音樂博覽會《月光下的祝福》，由「Poorvi
181」樂團擔綱演出。（攝影／陳景煬）

教你論文寫作眉角 文錙音樂博覽會
共譜月光下的祝福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5月4日舉辦首場「精進研究力系列」課程，
由圖書館館員葉景榕主講「論文撰寫眉角」，
近60位學生在U301與MS Teams線上聆聽。
首先葉景榕指出寫好論文五大要素為：閱
讀相關文獻、有完整架構、批判思考、論述時
有邏輯、精簡詞語並正確引文，而一篇完整的
論文應具備開端、主體與結尾，讓讀者完整了
解論文的研究動機、研究主體的論述與結果。
至於如何訂定「研究主題」，她建議結合自身
經驗興趣、社會時事等多方思考後決定，利用
Excel或Google行事曆等小工具掌握進度。
接著葉景榕分享許多學術資源的管道如臺灣
期刊論文索引、華藝線上圖書館等。接著介紹
如何在論文中引用文獻。除了註明出處，也可
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和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等線上工具，當中的論文都已通
過審核，是極具參考價值的文獻，詳閱並參考
格式寫法，可大幅度降低論文撰寫錯誤的機
會。最後可利用「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
統」，檢查論文是否有抄襲的風險。
葉景榕最後提醒大家撰寫論文時勿心急、勿
輕言放棄、勿抄襲。與指導教授保持良好的互
動、善用圖書館的研究資源、和同學們互相勉
勵，漫長的寫論文之旅終會畫下美好的句點。

【記者莊庭如淡水校園報導】文錙音樂中心
「2022淡江音樂博覽會」，5月3日晚間7時進
行第二場《月光下的祝福》，由來自日本的北
印度音樂演奏家若池敏弘、琵琶演奏家梁家寧
及二胡演奏家鍾於叡組成的臺灣印度跨界樂團
「Poorvi 181」擔綱演出。
開場以印度傳統音樂〈Raga Desh Alaap〉拉
開序幕，由艾斯拉吉琴、琵琶及二胡合奏，顛
覆觀眾對於中華傳統絲竹與北印度音樂印象；
接著陸續演奏〈午夜榕樹—哈里庫恩斯〉、
〈綠鸚鵡〉、〈6點半—興南路的黎明〉等
曲，其中〈午夜榕樹—哈里庫恩斯〉以塔不拉
鼓的低沉鼓鳴作為主旋律，並以二胡與琵琶
的音色相互合奏、呼應、襯托、交會，並結合
少見的13拍節奏，演繹出在夜晚寺廟旁的榕樹
下，樹聲沙沙，在月光的照應下展現出朦朧神
秘的詭譎氣息；最後以〈茉莉花〉結尾，由二
胡奏出大家朗朗上口的茉莉花旋律，接著塔不
拉鼓與琵琶的加入相互堆疊，從慢速的16拍節
奏開始增加速度，最後以熱鬧的快板結束，三
方變奏出不一樣的茉莉花，像是印度神話融合
中國民謠，由樂器們訴說一則美麗的故事。整
場音樂會餘韻猶存，讓台下觀眾意猶未盡。

游泳館機車停車場 歡迎多多利用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改善上班時間行
政大樓前因同仁刷卡造成併排停車影響安全，
人力資源處特於紹謨紀念游泳館下方機車停車
場入口處增設差勤刷卡機。日前為便利騎機車
上班同仁，總務處也特別重新規劃該機車停車
場，並裝設監視器確保安全，目前共有61個停
車位可停放，歡迎多多利用。
事務整備組組長梁清華說明，該停車場在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游泳館興建時即已同時規劃，惟距離較遠，
使用狀況較不理想，現因增設刷卡機，同仁
可在刷卡後順便停放機車。刷卡鐘設置處寬
廣利於機車迴轉，吸引不少同仁到此刷卡，
教設系助理周文斐則選擇刷卡後直接停放機
車，然後步行至辦公室，認為多走路有益健
康，「而且下班時可以欣賞觀音山及淡水河
口的黃昏美景，放鬆心情也是不錯的事。」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