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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23(一)
5/24(二)
5/25(三)

15:00

校務
研究中心
MS Teams

校務研究中心主任張德文
校務研究視覺化模組應用於系務推
動工作坊

5/25(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

經濟系主任林彥伶
該怎麼放最後一顆石頭?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更正啟事
本報1142期演講看板，「國家永續發展系列
論壇」主講人 陳永康應為前國防部副部長。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5/23(一)
15:10

水環系
MS Teams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長
鄭清宗
清潔生產

5/24(二)
14:10

物理系
MS Teams

臺灣師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沃龍
哈伯困境與暗能量

5/25(三)
10:10

管科系
B713

中國人壽訓練主管劉美惠
我的人生零極限

5/25(三)
15:10

俄文系
L303

財團法人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行政
專員戴偉丞
我冷，我驕傲

5/26(四)
12:10

電機系
驚聲國際廳
MS Teams

麥迪遜數據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邱志威
AI跨域研究工作坊- AI 成功四要素

5/26(四)
13:00

航太系
MS Teams

中央研究院院士葉永烜
The Titan Story

5/28(六)
08:30

資工系
線上

大數軟體執行長丘祐瑋
網路輿情大數據分析–創造數據新
價值 (https://reurl.cc/e3DGA7 )

德法土國際文化萬花筒
　境外生輔導組5月18日透過MS Teams舉辦
本學期第二場國際文化萬花筒，邀請國企一
曾芷妍、方柔亞以及外交二阿梅德來分享他
們國家的當地文化特色。（文／侯逸蓁）

境外生華語朗讀演講競賽
　境外生輔導組5月12日線上舉辦「境外生
華語朗讀及演講比賽」，希望藉此提升他們
對於華語使用的熟悉度，增進他們了解中華
文化及臺灣民俗風情。（文／鍾子靖）

視障中心就業轉銜座談會
　視障資源中心5月17日透過MS Teams舉辦
就業轉銜座談會，邀請心路基金會職管員廖
彩伶與就服員吳娸瑄說明相關資訊，並與在
場學生進行交流。（文／黃偉）

楊淳皓分享教學研究升等
　教發中心5月13日透過MS Teams舉辦升等
講座，邀請宜蘭大學通識中心主任楊淳皓主
講「如何聰明地準備教學研究升等」，分享
準備教學研究升等經驗。（文／彭云佳）

謝昀澤說明虛擬資產密碼
　經濟系5月13日邀請安侯企管公司數位安
全顧問服務部營運長謝昀澤，主講「元宇宙
之下虛擬資產的未來密碼」，介紹NFT造成
的影響和應用案例。（文／彭云佳）

黃建達介紹醫保穿戴裝置
　5月12日，電機系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人
工智慧物聯網精進社」邀心動生技公司資深
工程師黃建達分享「醫療保健穿戴裝置」的
智慧醫療應用。（文／侯逸蓁）

邱佳吉談商用不動產轉型
　企管系主任張雍昇於5月16日下午1時邀請
國泰人壽不動產副理邱佳吉，主講「商用不
動產實務」，說明疫情影響下，巿場更著重
電子商務與物流。（文／方健霖）

周宏達用3D技術造元宇宙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5月17日邀請福倈鷹
航拍資訊總經理周宏達主講「以實境掃描技
術打造自己的元宇宙」，鼓勵學生多關注並
嘗試學習相關技術。（文／黃國暉）

林啟耀解析社群大數據
　5月17日，資工系邀源大數據科技有限公
司總監林啟耀介紹「社群大數據的分析方法
與應用」，說明社群數據與傳統數據的差
異，並結合時事分享實際案例。

農情食課用在地食材燉飯
　USR農情食課計畫，5月13日在達文西樂
創基地舉辦「馬偕醫師的美味餐桌─香料時
蔬海鮮燉飯」課程，教導如何運用在地食材
做出美味營養的燉飯。（文／黃偉）

李麗娟教你提升學術影響力
　圖書館參考組5月17日「如何善用資源提
升您的學術影響力」課程，邀Elsevier核心研
究方案顧問李麗娟分享。（文／黃國暉）

填答期末教學評量抽獎金
　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
跑，品質保證稽核處針對教師教學進行問卷
調查，完成問卷者可參加現金抽獎。

　【本報訊】AI創智學院日前與精誠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華碩雲端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將
以AI為核心，共同在AI技術與跨領域應用、
技術移轉、政府計畫申請等方面，結合雙方資
源共同培育人才。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表
示，本院開設AI相關的證照課程，幫助師生累
積人工智慧教學研究能量，並增進學生就業競

產學超越 強化校友鏈結

爭力，透過與兩家公司的產學合作MOU的簽
訂，串聯產業界與學術界資源建立合作平臺，
也讓學生學用合一，為企業留才，達成多贏局
面。精誠資訊為國內知名資訊服務業，為各行
業提供軟體開發和客製化服務；華碩雲端為華
碩發展雲端服務的經營團隊，以自有技術打造
ASUS Digi Stack（ADS）之AI平臺。

淡水文化研討會 共論地方創生經驗

的重要力量，藉由產學計畫，提供務實可行方
案，讓產業界問題獲得解決；水環系教授張麗
秋以「研究與產學經驗」為題，說明以人工智
慧為核心關鍵技術，開發防災工具，整合平臺
強化策略規劃、防救災決策，並運用AI輔助決
策分析，建立即時監測大數據網（IoT）、建
置類神經網路模型，如「智慧城市淹水預報系
統」、「智慧水庫決策系統」皆是應用成果，
研究、產學、
服務、推廣並
肩走，未來持
續培育人才、
發展研究，將
科研與實務結
合。
　提案討論為
「 如 何 提 升
本 校 產 學 能
量」，何啟東
說明，第五波
重要工作即是
緊密鏈結校友
企 業 ， 透 過

AI創智學院與華碩精誠簽訂MOU 深化產學合作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校務研究中心
5月17日下午3時，於MS Teams舉辦校務研究
視覺化模組應用於系務推動工作坊，由稽核長
張德文主持，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一、二級主
管近40人參與。莊希豐感謝校務研究中心3年
來所做的議題和分析，資料庫中有12項校務研
究的數據可以提供參考，還完成了32項視覺化
模組及40多項議題分析，帶給學術及行政單位
很大的幫助。
  張德文首先說明校務研究資料庫目前已開放
12項資料申請，並提到問卷調查工作過去來源
以教師、學生、行政人員為主，在校友方面較
為欠缺，他展示各系所的填答情形，強調目前
要儘快進行的部份，是畢業10年以上校友的問
卷調查，請系所同仁在5月30日截止前儘可能

　【本報訊】5月19日上午10時30分在覺生紀
念圖書館閱活區，外語學院舉辦「外語學院
教授專書發表會」，本次西語系副教授張芸
綺、孔方明、日文系教授曾秋桂、江雯薰、
副教授王憶雲、王天保、俄文系副教授鄭盈
盈共7位發表研究專書，由外語學院院長吳萬
寶主持，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建築系副教授
黃瑞茂、該院教師出席參與。
　何啟東致詞表示，書本是有溫度的，也是
作者研究精華所在，這7位教師專書發表，是
呈現該院品質屋的「培育語言文學文化研究
的專長」精神，為該院師生在語言、文化、
教學上傳承。吳萬寶表示，今年是第三次專
書發表，有西語、日文、俄文教師發表，鼓
勵院內教師撰寫專書，明年將繼續舉辦，歡
迎淡江師生共襄盛舉。
　張芸綺著《基於語料庫之譯者風格研究：
以西譯本道德經為例》，孔方明撰《台灣都
市傳說型錄研究》，曾秋桂撰《村上春樹文

学の挑戦―魅力・装置・震災―》，江雯薰
著《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頻度副詞の研究－
動的事態を表す副詞を中心に－》，王憶雲
著《自然主義の大正時代—岩野泡鳴〈一元

描写〉とその小説を通して—》，王天保撰
《意味拡張の对照研究—日本語．台湾華語

の比較を通じて—》，鄭盈盈完成《俄語空
間前置詞語義из, от, с 描寫與研究》。

張創辦人紀念座談
邀你聆聽淡江故事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學術副校長室
舉辦的「2022淡江大學研發高峰會」，5月17
日中午12時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MS 
Teams同步視訊，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主持，
校內學術一級主管、110學年度本校承接科技
部、一般計畫案專任教師逾160 人參與。何啟
東表示，今年高峰會以「產學」為主題，搭配
校務發展第五波「超越」目標，以及強化校友
產學鏈結，特別邀請三位教授進行專題報告，
分享他們的產學合作經驗。
　電機系教授李揚漢以「透明智慧感測貼片
之ESG系統」為題，談到為實踐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協助國內廠商走向永續投資（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化，與業界產學合作
技術開發，他指出教師同樣需要掌握顧客思
維，依使用者的需求研發產品，並且行銷自己
的研究成果；化材系教授張煖以「智慧化工製
程技術」介紹二氧化碳捕獲與利用、石化廠改
善製程、紙業潔淨製程與智慧生產等成果，她
表示國內產業界以生產製造產品為目標，欠缺
製程技術人力，現今減碳、智慧製造議題引發
產業界技術服務需求，因此基礎知識仍是改革

產學合作、課程改革等方式，共同創新產學
鏈；並提及112-11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產學
主軸，規劃延續特色發展與創新雙軌並行；
最後談及110學年度迄今研發處及人資處修
正、提升產學能量相關法規與措施。Q&A則
由研發處以書面方式回復化材系教授許世杰
所提出「研發處在處理政府或其他單位分包
案有沒有作業處理細則？」之問題。

張建邦創辦人逝世4週年，圖書館將舉辦紀
念座談會。（圖／本報資料照）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張建邦創辦人
已逝世4週年，但其對淡江的貢獻卻仍然持續
留在校園中、教職員工生及校友們的心裡。覺
生紀念圖書館5月24日至26日下午12時10分將
於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2樓舉辦「給
未來的你～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邀請
貴賓透過小型座談方式分享張創辦人的故事與
回憶，傳承其前瞻思維與開創精神，期望凝聚
校友與在校師生的向心力，進而成為學校追求
卓越、從心超越的最大支持者。
　活動將由董事會秘書黃文智擔任主持人並
進行引言，以紀念館展示內容區分成「宇宙
內事，皆己分內事」、「從知識到視野」、
「給未來的你」三個場次，分別由前校長林
雲山與英文系退休副教授周新民、前國際事
務副校長，董事戴萬欽與覺生紀念圖書館館
長宋雪芳、董事長張家宜與教設系教授陳國
華分享創辦人的故事與回憶，並與現場及網
路來賓進行互動。現場規劃參加人數為15人，
其他人可透過MS Teams遠端同步參與，一起
深入了解淡江的歷史脈絡，喚起淡江人的共
同回憶與目標，同時傳遞實事求是的教育精
神，獻給所有在人生旅程中尋找未來的你。
有興趣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歡迎踴躍
參與。（網址:https://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lhx2022052426 ）

外語學院7教師

2022淡江大學研發高峰會

收集問卷數，讓問卷能達到有效份數，同時也
預告「就業學分學程之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
將規劃於8、9月進行。接著張德文介紹平台操
作方式，同時展示18項議題分析及14項校務統
計的視覺化模組內容及說明其應用。
　張德文特別指出，校務中心每年都會請各行
政一級單位提供全校性相關議題15到20個，經
過評估並與提案單位溝通後再決定進行研究之
議題，並於完成後將報告提供各單位參考，通
常不會有例行性調查，所以學術單位若認為相
關議題可能需要長期調查，可透過相關業務之
行政單位向校務研究中心提出，將研議進行的
可能性。他也希望能有更多長於統計專業的人
才，能共同參與視覺化模組研究，相信研究內
容會更加豐富，對學校會更有幫助。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5月16日下午
2時在YouTube頻道，新北市政府政風處與本
校土木系、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聯合舉辦
「111年新北青年工程倫理線上廉政論談」，
針對工程人員在執行業務時可能遇到衍生法律
責任、工程品質、道德困境等問題，本次以民
間和公共工程曾發生過的相關案件為題，邀請
專家學者以不同面向進行實務討論。
　本次座談由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兼工程法
律研究發展中心主任范素玲主持，因應防疫需
求，新北市長侯友宜、法務部廉政署署長鄭銘
謙、本校工學院院長李宗翰以事先錄製影片
開幕致詞，范素玲、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朱惕
之、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組長檢察官陳錫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匡偉、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法官林勇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企劃處處長羅天健，共6人擔任與談人，他們
以「只是誤植數據怎麼那麼嚴重？」、「我可
以於設計時使用特定材料嗎？」、「技師章留
在營造廠代蓋章會構成偽造文書嗎？」3個案
例進行交流，希望藉此奠基和引導現職人員或
未來從業人員有正確的價值判斷。
　工學院李宗翰院長表示，本次講座的主要目
的是為了引導土木與建築群科系的學生能在未
來就業時，針對工作能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並瞭解未來可能衍生的一些法律問題。本次
講座已置放在新北市政府政風處YouTube頻道
中，歡迎上網瀏覽。

產官學線上共同探討工程案件問題

聯合發表研究專書

稽核長張德文（上中圖）向與會教師說明校
務研究議題及統計資訊視覺化內容。（活動
截圖／林靖諺）

學習華語感受臺灣  美國務院NSLI研習班 結業式離情依依

2022淡江大學研發高峰會，邀請（上圖左起）電機系李揚漢、化材系張
煖、水環系張麗秋三位教授進行產學經驗分享。（攝影／吳岳軒，李揚漢照
片／本報資料照）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美國
國務院合作的NSLI春季班高中生華語獎學金
研習班迎來結業式，由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
於5月13日下午7時舉辦線上結業典禮。學生
們以自導自演的影片展示學習華語的成果，
回顧在寄宿家庭的情景，學生們也紛紛發表
感言分享這一段學習過程，表達依依不捨。
　參與典禮的除19名美國高中生外，華語中
心的行政老師、輔導員、語伴老師和校內中

　【記者高沛生淡水校園報導】2022淡水地方
文化參訪實務經驗研討會，由本校「淡水好生
活-學習型城鄉建構」計畫舉辦，5月14日上

午9時以線上座談的形式進行，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黃麗鈴、臺灣大學
城鄉所教授王志弘等逾200人參與。

　 建 築 系 副 教 授 黃 瑞 茂 開 場
中提到，研討會邀請許多過去
30年來在淡水從事地方創生的
工作者，希望藉由他們經驗分
享，豐富大家在淡水參與地方
創生的認識。何啟東表示淡江
大學創校72年來，便致力推動
社會責任與培養傑出人才，期
望對淡水地方創生有所貢獻。
他感謝所有與會工作者對淡水
的付出，也希望持續共同為淡

水發展努力。
　王志弘指出，數位導覽作為一種新型態的社
會行動，如何與在地文化巧妙結合，持續影響
到該區域的未來展望，將是身為地方創生工作
者必須重視的議題；黃麗鈴則期盼能持續與淡
江大學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引領更多人認
識淡水獨特的人文風情和歷史脈絡。
　會議主題包含「物件自導探索」、「地方文
史導覽」、「場館設施導覽」、「街區創生導
覽」等四大項目，上午場的「物件自導探索」
談到如何以實體書、繪本等形式與地方歷史文
化結合，下午場則以地方文史、場館設施、街
區創生三個層面的實務經驗，讓地方工作者們
互相交流學習，分享實踐地方創生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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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模組應用 讓校務資訊更易懂

外語學院於圖書館閱活區舉辦教授專書發表
會，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右4）、外語學院院
長吳萬寶（右3）與出席專書著作教授合影。
（攝影／林薏婷）

文學伴們一同參與。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感謝
所有教師及同仁的努力，維護整體團隊的健
康。他表示，因疫情關係在安全考量下，只好
採取線上結業式，希望同學們諒解，「大家在
臺灣最安全的時候進入，卻在臺灣最危險的時
候離開，相信這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經驗。」
他歡迎高中生們日後有機會再回到臺灣，也許
疫情解隔後，能更清楚瞭解臺灣生活的美好。
　美國隨隊教師Emma Benack感謝本校參與人

員，雖然疫情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本校依然安
排給學生豐富的學習經驗，讓他們更加了解臺
灣文化，更容易結交臺灣朋友，並表達：「學
生們的中文能力確有大幅的提升。」她也感謝
所有的寄宿家庭，「把學生們當做自己的家
人，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們真的很幸運。」最
後期許學生，即使離開臺灣也要繼續努力學習
中文，並將在臺灣習得的新視角和思考模式，
運用在未來的挑戰上，勇敢獨立。

教科系學術研討會
探討疫情科技學習
　 【 本 報 訊 】 本 校 教 科 系 於 5 月 1 3 日 舉 辦
「2022疫情下的科技與學習」學術研討會，因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和防疫需求改
為線上舉行，學者專家、系上師生等超過200
人次線上參與。本次安排2場專題演講、共發
表12篇論文，討論虛擬實境教材應用、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等主題。
　研討會由教科系主任王怡萱主持、教育學院
院長潘慧玲以事先錄製影片開幕，影片提及，
全球受到疫情影響，讓科技與學習快速發展，
科技領導已是重要議題，這次研討會各界人士
相互交流疫情下科技與學習的教學策略、技術
發展、應用現況等各面向內容，以回饋至政
策、教學上，感謝學校的支持，祝福活動圓滿
順利。專題演講中，君邑資訊有限公司執行長
李燕秋分享「疫情下的教育科技輔助教學」、
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人
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執行長朱蕙君介紹「線上
互動教學的技巧與課堂經營模式的建立」。

教科系線上學術研討會，教育學院院長潘慧
玲致詞。（活動截圖／林薏婷）

本校遠距教學至學期末
　本報訊】考量近日疫情，本校遠距教學延長
至學期末，畢業考及期末考取消統一排考；除
課程外，其他如考試、畢展、活動、會議等仍
可實體舉行；上課教室（含電腦教室、語練教
室等）仍開放給原課程教師和學生使用。
　教務處提醒，本校遠距授課統一使用MS 
Teams，請教師勿使用其他軟體，且應兼顧教

學品質及學習效果。考試方式得由授課教師與
學生討論達成共識後，以實體或規劃線上討
論、線上測驗、作業報告繳交等多元評量方式
實施；若採線上考試，應儘量在原上課時間舉
行；若與學生討論後仍採實體考試，對無法到
校考試者，應另有替代方案。相關措施將持續
依主管單位最新規定滾動式調整，公告於校首
頁之「防疫及通報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