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彭云佳專訪】30 多年前，在補習班
打工、街道上發宣傳單、廚房裡準備餐點的熱
血逐夢的身影，張義雄現在搖身一變成為精英
國際教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創辦
人，他 1993 年畢業於本校水資源與環境工程
系，隔年開設國高中文理補習班，數十年來規
模拓展至 30 餘家托育中心、16 所幼兒園、19
家補習班及 4 家長照機構等事業。
　近年張義雄研發「智慧托育系統」，被譽為
「智慧托育之父」，自創業以來，他也不斷以
進修學位精進自己，陸續獲得本校管理科學
系管理碩士、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教育
碩士、政治大學教育系教育博士、臺灣大學
EMBA 國際企業碩士、去年剛取得本校資訊工
程系博士學位，又繼續攻讀本校英文博士班。
活躍社團活動 奠基創業能力
　回首在淡江念書的時光，張義雄笑說自己其
實是個校園風雲人物，大一參與了野百合學運
還有罷免大三水環系學會會長，後續也成功選
上了下任會長，與皆是學長姊的幹部們共事，
那時的經驗讓他獲益良多，其任內發行一本空
前絕後的彩色水環系刊，印刷費用高達 12 萬，
他自豪地表示：「我沒有用到系上任何一毛錢，
全是透過拉廣告贊助完成。」
　他想方設法，友情邀請臺北縣縣長到校演
講；向臺北縣政府籌措到 80 萬經費，舉辦全
臺第一屆環保營隊，他與團隊合作無間，完成

任務，辦理這些社團活動的寶貴經驗，深刻影
響了他後續創業的能力。
　在大學的輝煌事蹟之前，他曾有過一段苦澀
過往，高中畢業時並未考取心中第一志願，因
此畢業後選擇先服兵役，沒想到唸大學時的女
友父親曾對他說：「當完兵再回來念書是第二
等。」兩人的戀情在畢業畫下句點，讓他備感
不解，為何如此否定一個高中畢業後還會想再
回校園讀書的人，他感慨道：「這句話潛在地
加深我後面對於讀書的執著。」
突破舒適圈 跨領域學習
　畢業後張義雄從未停止自我成長的腳步，為
了讓經營更步上軌道，進入本校管理科學碩士
班學習管理學知識；為了讓教學更專業化，修
讀中等教育學程，學習當個好老師，平時工作
中時常遇到學生有心理問題，或是學習障礙，
如過動與注意力不集中，經常需要與家長們溝
通，又進修一個心理諮商教育碩士，連結到更
多心理諮商資源，讓專業人士處理學生心理輔
導或家庭諮商，使家長對自己的信任度更高。
　張義雄表示，研讀心理諮商後改變了許多，
學會溝通中的「傾聽」、「同理」，向來很習
慣當領導者，他打趣道：「我以前一個小時
內如果沒有講到半個小時，根本是難過得不得
了！」但學習心理諮商後，能夠一個小時完全
只聆聽對方說話並理解、感受他人的處境，更
順利帶領團隊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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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托育 全球創新領導品牌
　公司七年前開始經營托育中心，當時所有同
仁持反對意見，著急問他該怎麼辦，張義雄說：
「不懂很簡單解決，我有頭腦可以想，我有嘴
巴可以問，我有眼睛可以看。」訪問了一家私
托和公托後，發現托育人員經常要到教室用手
觸碰幼童的鼻子，擔心他們窒息，他不禁思考
「這樣的工作壓力也太大了吧！」
　「公司的戰略佈局需要隨著政府政策、社會
趨勢發展。」張義雄說明，臺灣政府提出「五
加二產業」計畫，其一就是「智慧機械」，加
上新北市政府致力於推動「智慧城市」，但從
未有人提出「智慧托育」概念，據他觀察，幼
兒托育行業更需要，他秉持降低夥伴工作量的
初衷，從此決定朝智慧托育發展。
標準化訓練 教育服務業
　「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其實在教育上。」
這是他決心經營教育事業的初衷，不管是托
幼、長照、補習班，這些跨界、跨域的不同事
業，對張義雄而言都是服務業，「服務業最重
要的是做到標準化，標準化來自於優良且步驟
化的教育訓練。」因此他總是鼓勵夥伴持續
學習，當踏入跨界事業時，如不懂相關專業知
識，可以第一，派遣夥伴進修；第二，延攬外
部人才，透過招募新血，引起「鯰魚效應」，
帶動團隊成長，同時公司與多所大專院校簽訂
產學合作，共同培育人才。

　張義雄持續專心經營他的事業集團，提供各
年齡層所需要更完善的服務，也常在淡江校園
中徵才，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他對在校
學弟妹們建議：大學生有四大必修學分課程，
不只專注在自己的系所，跨領域、跨學程學習
來增廣見聞；其次是社團，課外活動能夠累積
經驗值，磨練自己的實力；如有機會打工或是
企業實習，則可以開始經濟獨立，培養儲蓄習
慣；最後提到感情，要能勇敢地表達喜歡，也
要努力地練習愛情，學習從挫折中成長，離成
功之路也就不遠了。

趙雅麗闡述元宇宙到元語言
　【記者林芸丞、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大傳系於 5 月 27 日舉辦「2022 跨域敘事研討
會—數位轉型 跨域不凡」，以 Google Meet 線
上會議室分為 A、B 場次隆重舉行，並同步於
YouTube 直播。研討會邀請本校大傳系榮譽教
授趙雅麗以「元宇宙到元語言的傳播光譜：意
義科學的觀點」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約 50
位院校師生與業界精英，共同參與。
　上午的「傳播工作坊」由創造智能科技公司
總經理林慧珍、鏡傳媒技術長兼 REA Dr. 總編
簡信昌、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蔡惠如及中國
文化大學副教授江淑琳等人，分享傳播領域的
專業，下午的論文發表則由香港中文大學、銘
傳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等校研究生接連
發表，本校大傳系主任唐大崙主持開幕。
　趙雅麗發表專題演講，她認為元宇宙能成為
當今搶占話語權的題材，乃是因為它是用來描
述現實宇宙的新宇宙，具有跨界、跨域的範
式，跟「元語言」用來描述「對象語言」的語
言，具有異曲同工的運作功能。唐大崙補充說
明，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跨域敘事」，是極需
在語言表達上有魅力，又在心中有強烈好奇心
的跨域學習動機下，才能扮演好的一種說故事
的能力。趙雅麗教授點出了語言意義建構那一
部分需要的理論基礎，扮演領路人的角色，也
給有志傳播工作的所有成員一個重要方向。

產經系研討經濟兼顧永續
　【記者陳子涵淡水校園報導】產業經濟學系
於 5 月 27 日在線上舉辦「2022 環境永續及產
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近 70 位師生線上參與。
研討會以「永續發展」為題，從新冠肺炎疫情
與極端氣候帶來的影響，提倡其重要性和急迫
性，並反思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應兼顧包
容性、環境的永續性及考量跨世代的公平性。
　開幕儀式由產經系系主任林佩蒨主持，她致
詞表示，SDGs 與 ESG 是近年來熱烈討論的議
題，本次會議因疫情關係採線上舉行，感謝各
校學者參加永續與產業發展議題研討，相信大
家都非常關心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如何得兼，
也感謝學者們提出可能的因應作法。
　本次演講邀請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
究員蕭代基教授，以「氣候危機之特徵及其因
應策略：淨零排放、淨負排放、碳預算、碳債
與碳定價機制」為講題，其長期投注於永續發
展、綠色經濟、環境保護、資源保育與災害防
救等方面的政策與管理之經濟分析與政策規
劃。蕭教授提出如何決定達到 2050 年淨零排
放目標，積極作法是碳稅、而非碳費，2022 年
4 月 28 日立法會議中提出，將審慎評估碳稅
推動的必要性。碳稅的稅額高低與稅收用途，
將影響減碳效果與產業國際競爭力。

當代會計研討 AVM 系統
　【記者陳品竹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與《當
代會計》期刊編輯部於 5 月 28 日早上 9 時在
台北校園Ｄ 508 舉辦「2022 當代會計研討會」，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改採線上與實體同
時進行，研討會共計收錄 21 篇發表論文，議
題豐富，涵蓋 COVID-19、審計、資訊、風險、
公司治理、ESG、薪酬與盈餘管理等。
　開幕式邀請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致詞，
他表示，此次研討會邀請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
吳安妮擔任主講人，分享其研究作業價值管理
系統（AVM），引領「智慧製造」之數位管理，
AVM 已協助許多企業建立成本與管理制度，
提升國際競爭力，也能見識會計學在智慧製造
領域的數位應用模型。
　吳安妮為亞洲第一位同時榮獲 AAA 管理會
計終身貢獻獎與傑出國際教育家雙殊榮的傑
出學者，主講「作業價值管理（AVM）引領
數位整型及管理」，本次會議亦頒贈吳安妮
「2022 穩懋當代會計學者」榮銜。

管科國際研討會與越南印尼姊妹校合辦

▲正在修習第3個博士的張義雄，認為企業的
核心競爭力，就在教育。（攝影／舒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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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國樑古典詩創作 崔子淵奪冠
　【記者王薇婷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主辦第
12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頒獎典禮暨立
夏詩會」，於5月28日上午10時起在覺軒花園
舉行一整天。來自全國各校的投稿作品共191
件，由本校國企二崔子淵拿下第一名，中央大
學呂牧昀取得第二名，本校中文三鄒沅峰為
第三名。蔣國樑家屬代表劉曉鵬教授頒獎並
表示：「真的非常感謝普義南老師，十年如一
日，他所做的遠遠超出我們家屬的期待。」
　熱愛古典詩的蔣國樑曾在本校旁聽詩選課，
他去世後，家屬捐款於中文系設立「蔣國樑先
生古典詩創作基金」，鼓勵學子創作，並且從
第二屆開始舉辦立夏詩會，讓國內對古典詩有
興趣者齊聚交流，也促成各校詩社的誕生。
　上午的立夏詩會抽出韻目「上平六魚」及題
目「淡江道中」，即來淡江的路上。由左詞宗
陳文峯詞長和右詞宗何維剛詞長（中研院博士

後研究員），從36件作品中各選出前15名，去
除重複共計19件作品入圍。本校參加者中文一
許乃勻表示：「第一次參加立夏詩會，和更多
來自不同地方喜歡古典詩的人進行交流，是很
難得的體驗。」
　下午由各校詩社吟唱表演，包括本校驚聲詩
社、東華大學東吟詩社、彰化師範大學詩詞吟
唱社、中央大學鳴皋詩社，在典禮中帶來精彩
表演。本校驚聲詩社中文一莊乙倢分享，這次
表演有些緊張沒有發揮到最好，期待未來更多
練習後，可以呈現更精良的表演。
　奪冠的崔子淵表示，雖不是中文系，但一直
以來熱愛中文，也修過普義南老師的詞選課，
第一次投稿蔣國樑創作獎，感謝老師的指導。
普義南表示：「蔣國樑古典詩創作獎是目前國
內最大的古典詩文學獎，這項聯誼活動將大家
聚集在一起，一同交流古典詩。」

航太系大師演講 邀中研院院士葉永烜探索土衛六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於5月
26日下午13時舉辦「國際大師演講」，因應
防疫需求改由Microsoft Teams線上舉行，邀
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兼中央大學天文所教授葉
永烜，以「The Titan Story：卡西尼—惠更斯
（Cassini–Huygens）任務的回顧及未來土星
系统探索的前瞻」為題，分享卡西尼—惠更斯
號探索土星系統緣由，航太系系主任蕭富元、
助理教授汪愷悌等師生超過百位線上參與。
　葉永烜說明，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和歐洲太空總署（ESA）如何合作
進行土星探索，也介紹卡西尼號和惠更斯號的
主要任務和太空旅程，以及土星近年的動態。
葉永烜指出，該任務是近期與阿波羅、航行者
及哈伯太空望遠鏡齊名的太空任務之一，探索
環繞土星運行的土衛六衛星（又稱為泰坦，
Titan），卡西尼號探測器拍攝了土衛六表面
有史以來解析度最高的圖像、惠更斯號大氣
探測器2005年1月14日降落在土衛六，發現其
上許多地表特徵，似乎是由過去某個時刻的
流體所形成，土衛六也是太空探測器所登陸
到距地球最遠的天體，他解釋，土衛六表面與

展，特舉辦2場Keynote Speech深入探討。
　Keynote Speech由管科系教授李培齊、時序
時主持，分別邀請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春田分
校教授Te-Wei Wang（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Springfield）講述「社群媒體上的假訊息及惡
意訊息在知識分類的意義及可能未來研究的方
向」，印尼穆罕莫迪大學Dr. Heru Kurnianto 
Tjahjono，講述「學習領導與管理以支持永續
發展」。
　本次研討會內容分為人力資源（Human 
Resorce s  Modera tor）、財金與運籌管理
（Finance & Logi s t ic s）、跨文化（Cross 
Culture）、行銷（MarketingModerator）、科
技（Technology Moderator）五個分類進行發
表，邀請國內、外學者與會發表論文。陳水蓮
表示，在此次研討會中對於管理科學與經營決
策能有更寬闊視野。

　【記者陳品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管科系於
5月28日上午9時起舉辦管科與經營決策國際研

美臺等7國共談AI與永續
討會，今年研討會申請到教育部新南向「強
化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交流計畫」政策，和

印尼姊妹校穆罕莫迪大學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Yogyakarta（UMY）及越南
胡志明市經濟大學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o Chi Minh 
City（UEH）合辦，因疫情
影響，採取線上方式進行，
當日與會人數超過120人。
　研討會由越南胡志明市經
濟大學教授Quoc Bao與本
校管科系主任陳水蓮主持開
幕，陳水蓮表示：「研討會
將發表30多篇學術論文，來
自美國、臺灣、印尼、越
南、印度、蒙古、中國等
7個國家」，  AI和永續發

人工智慧 x 機器人工作坊
　【記者吳岳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
於 5 月 28、29 日在 E819 舉辦「人工智慧 X
機器人工作坊」，兩天工作坊由電機系教授
許駿飛帶領，讓 25 位學生能運用人工智慧技
術熟悉機器人的控制應用。
　兩天的行程中，28 日說明人工智慧和機
器人技術，並以組建機器人、程式語言來控
制機器人前進、左右轉等動作，讓參與者熟
悉運用 Arduino 實驗板結合感測器，完成智
慧型機器人防撞與循線等控制應用；29 日則
以 Jetson Nano 實驗板，結合攝影鏡頭，搭配
Jetbot 教學套件，完成 Jetbot 機器人能避開障
礙物等應用，許駿飛現場指導學員使用邊緣
計算設備、攝影機等與人工智慧計算器協作。
參與者電機一李庭如、江智真、陳虹蓁均表
示，這兩天工作坊能將過去所學的程式語言
和機械控制的基礎融會貴通，從許教授的指
導中對每個人手中的機器人控制產生興趣。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教授
陳志欣實驗室專題生邱軍豪及謝佳勳，於去
年就讀本校化學系時，研究高亮度下高效
率之OLED 主發光體材料，撰寫論文：「A 
phosphorescent OLED with an efficiency roll-
off lower than 1% at 10 000 cd m-2 achieved by 
reducing the carrier mobility of the donors in an 
exciplex co-host system」，今年3月發表於J. 
Mater. Chem. C, 2022, 10, 4955.國際知名學術
期刊。陳志欣表示，邱軍豪及謝佳勳非常認
真做實驗，為開發OLED材料的穩定性，在高
亮度性下也可以穩定運作，經過縝密的實驗

步驟細心求證，得出結果。該期刊為英國皇
家化學學會出版，其影響因子為7.393（2021-
2022）。
　陳志欣表示，已算在該領域影響力相當高期
刊。邱軍豪目前就讀陽明交通大學材料所，謝
佳勳就讀臺灣科技大學材料所，謝佳勳坦言，
透過網路新聞的啟發，改成現今的題目。邱軍
豪表示，做研究曾遇上挫折，透過整合此前在
做的研究資料，慢慢找到新題目可以用的數
據。謝佳勳和邱軍豪都認為，這篇論文成功發
表在國際期刊，對他們日後研究或是其他方面
都有很大的幫助。

陳志欣邱軍豪謝佳勳研究上國際期刊

地球類似，有深度200公尺的甲烷海洋、大氣
層有很多帶正電或負電的大質量離子，土衛二
Enceladus的地下海洋與塵埃粒子構成的e環，
春分時可見土星環上下起伏的影子，土衛八
Iapetus前後一黑一白和獨有的環赤道山脈，土
星磁層由土衛二Enceladus噴出的水分子構成，
土星環中有著像飛碟的小衛星存在等有趣的自
然現象。

　葉永烜主要研究彗星物理、太陽系及行星起
源、太陽系電漿物理、行星大氣，本場演講
中，葉永烜除了介紹該任務的突破外，也向與
會者分享當時任務的喜悅和合作，他表示，科
學家雀躍的原因，不僅是讓人類對太空有著突
破性地認識外，也讓未來的星際旅行有著更多
的可能，人類在追尋生命起源的道路上，又向
前進了一大步。

日政所辦日美澳印首腦會談　 

　美國總統拜登 5 月 20 至 24 日首次訪問亞
洲，23 日訪日時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印度
太平洋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簡稱 IPEF），本校日本政經研
究所據此，於 5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舉
辦「日美首腦會談・日美澳印（Quad）首
腦會談中的台灣『戰略同盟』」座談會，因
應防疫需求改為線上舉行。（文／莊庭如）

邱志威談 AI 成功四要素
　本校電機系於 5 月 26 日中午 12 時舉行「AI
跨域研究工作坊」，因應防疫需求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Microsoft Teams 線上同步舉行，
由麥迪遜數據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邱志威以
「AI 成功四要素」進行說明，逾 30 師生參
與。（文／陳映樺）

林明延分享社群聆聽
　5 月 31 日下午 2 時，資工系邀請意藍資
訊有限公司數據分析師林明延介紹「社群聆
聽與網路輿情分析」，因本校防疫需求改為
線上舉行，資工系系主任林其誼等超過 40
位師生線上參與，林明延說明，社群資料是
網友們在社群網站上留下數位足跡，如貼
文、留言等，將這些公開內容進行資料分析
即是「社群聆聽」。（文／本報訊）

新日興集團談未來智能發展
　機械系於 5 月 26 日下午 13 時 10 分舉辦
「新日興集團的未來發展與智能規劃」講
座，邀請新日興集團總經理翁世錦進行分
享，超過 60 位線上參與。翁世錦歡迎有意
願或有興趣想在精密工業發展的學生，可加
入新日興大家庭，以深入了解永續發展。
（文／侯逸蓁）

教設系舉辦未來學成果展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攜手新北市私立淡江
高級中學，自 110 學年度起在高一新生的人
文社會班中，全臺首度合作開辦「未來學」
特色課程，於 5 月 27 日下午 13 時在班上舉
辦第二學期成果發表會，這次以「2050 年
未來的外送車輛」為題，讓 20 組學生手作
實體未來的外送車輛的樣貌，並以口頭報告
的方式說明對該車輛的看法。

劉美惠創造人生零極限
　管科系企業經營講座於 6 月 1 日早上 10
時舉行線上演講，邀請中國人壽訓練主管劉
美惠主講：「我的人生零極限」，勉勵同學
活出成功的自我，把自己當成企業經營，持
續學習與應變，每一天都認真活在當下。
（文／陳品竹）

http://tkutime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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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短波

王文進懷念鹿橋與顧獻樑世紀友誼
　《未央歌》已出版55年，中文系校友、東華
大學榮譽教授王文進特撰專文紀念，提及1975
年，作者鹿橋曾與本校建築系前系主任顧獻樑
走訪淡水。他倆早年為同窗好友，王文進與前
歷史系友李利國租了艘渡船，招待顧獻樑和鹿
橋伉儷環遊淡水河，遠眺觀音山色。鹿橋回憶
當年在耶魯大學時，最積極催促《未央歌》出
版的就是顧獻樑。而今兩位辭世多年，昔日
「山水煙波，古寺茶香」50年縈繞不去。特別
是細讀書中描述的熾熱青春，深藏著對那時代
人物氣度神采的懷念與景仰。（文／舒宜萍）

　

學程加油讚

教育心理健康與科技碩士學分學程
　為因應網路數位科技而產生之網路諮商模
式，教育學院新設立「教育心理健康與科技碩
士學分學程」，結合數位科技與心理諮商之需
求明顯增加，我國衛生福利部特訂定「心理師
執行通訊諮商業務核准作業參考原則」，修習
此項學程，可強化學生就業職能。
　凡本校碩、博士班在學學生，對教育心理健
康與科技有興趣者均可申請修習。於每學期開
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修習學分學程申
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或教育科技學系備查。本碩士學分
學程最低修習總學分數為12學分，其中至少6
學分，為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開設課程，至
少6學分為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開設課程。
　修畢學程規定學分數，即可至教心所或教科
系網站下載「碩士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填
妥並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向教心所或教科系
提出學程認證申請。凡修畢最低應修習學分
數，且成績合格者可申請學程審查，經審查通
過後，再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碩士學分學
程證明書」。
　申請本學分學程前，如已於教心所或教科系
碩士班，修習並通過本學分學程指定之科目，
亦可列入審查。學生修讀本學分學程之修業年
限，依本校學則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本學分
學程開課科目名稱及學分數，以教心所與教科
系公布之修習課程表為準。

▲管科系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臺等7國學者線上共同
討論AI與永續發展」。（圖／陳品竹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