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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20(二)
13:00

數學系
S433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廖軒毅
A graphical formula in deformation 
quantization

9/20(二)
14:00

財金系
B712

群益金鼎證券資深副總裁李魁榮
2022國際金融景氣循環的投資策
略

9/20(二)
14:10

物理系
S215

陽明交通大學電物系博士後研究員
李泳霆
S t r u c t u r a l  c h a 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s 
o f  t h e  c h a r g e - d e n s i t y -
wave material 2H-NbSe2

9/20(二)
15:10

統計系
B509

英方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綺珍
創新設計對生活的思考

9/21(三)
15:10

化材系
E787

化材系助理教授楊延齡
人工智慧在化工學術與產業上的應
用

9/22(四)
12:00

外語學院
圖書館2樓

閱活區

英文系助理教授吳凱書
詩歌節系列專題演講「愛、死、與
老年困境:Derek Walcott晚期詩歌評
介」

9/23(五)
12:00

外語學院
圖書館2樓

閱活區

日文系副教授顧錦芬
詩歌節系列專題演講「日本近現代
詩選賞析」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19(一)
19:10

榮譽學程
B712

中華履行公益服務協會理事長
湯幼竹
啟動創造力

9/20(二)
10:10

資圖系
淡水維基館

L507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在地國際·數位共筆」工作坊
2:Wiki語法進階

9/20(二)
12:00

教發中心
I501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USR融入數位人文科普教育-以淡
水維基館為例

9/23(五)
12:00

教發中心
覺生國際

會議廳

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符碧真
2022淡江大學教學實踐研習週-教
學實踐研究常見問題剖析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視障中心創意英文開課
　視障資源中心將於9月20日起開設「創意
英文課程~古往今來—生活好物怎麼來？」
課程，邀請英文系講師林敘如，將日常生活
用品的演變，透過課程呈現這些日常生活用
品的演變，內容活潑有趣。（本報訊）

謝宜良分享一良茶屋經驗
　USR農情食課計畫，9月15日舉辦「北海
岸飲食印象文化系列-石門一良茶屋x硬枝
紅心阿里磅紅茶」活動，邀請一良茶屋主理
人謝宜良，為教職員工生分享家族茶師與人
文精神之間的故事。（文／姚順富）

蕭妘羽教你巧手編織網袋
　研發處9月15日於達文西樂創基地樂舉辦
「手作網袋編織」課程，邀請校友蕭妘羽帶
領學員們編織，採用對地球友善的方式，製
作既環保又設計感十足的時尚編織袋，逾50
位教職員生報名參與。（文／姚順富）

本校姊妹校突破250所

徐彥萍陳家逵許哲嘉待敲金鐘
佛羅倫斯攝影展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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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6次行政會議

開幕式暨國際詩歌節詩集書展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外語學
院、覺生紀念圖書館和世界詩人運動組織、
淡水文化基金會等共同主辦的2022「淡水福爾
摩莎國際詩歌節：國際詩歌節詩集書展」，9
月16日上午10時於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行開幕
式，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外語學院院長吳
萬寶、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淡水區區長巫宗
仁、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許慧明、世界詩人
運動組織亞洲區副會長李魁賢等近百人參與。
　陳小雀致詞表示，詩歌是美學之首，也是
一座行動圖書館，蘊含著人類深遠的智慧，
「詩歌節是淡水地區的文化資產，很高興能夠
主辦今年的詩歌節活動，不僅與在地共同提升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化為本校三化
教育理念之一，自創校以來即持續與國際接軌
交流，國際化程度在國內評比經常名列前茅，
迄今已締結252所姊妹校，除達到250所的里程
碑，更與不少國外大學積極洽談合作，朝260
大關邁進。目前本校共有逾1,700位境外生就
讀，在校園中常可見到他們的身影，另開設近
500門的全英語授課課程，除了提供境外生修
習，也持續為培育雙語人才奠基。
　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說明，儘管近2年多
來受到疫情影響無法進行交流互訪，締結姊
妹校的數量仍可達到20校之多，原因有三，其
一是透過線上方式更聚焦於學術交流的即時溝
通，利於雙方達成共識；她特別感謝國際處同
仁皆願意配合時差因素，於對方學校上班時間
進行會談，讓任務更能順利完成。其二是積極
配合政府政策如「臺美教育倡議」、「台歐連
結獎學金」、「優華語」等計畫，爭取機會與
國外大學合作；更依循張建邦創辦人的「藍海

策略」，尋求非熱門國家的潛力大學合作，不
僅增加交流文化的多元性，更寬廣學生的國際
視野。其三是本校特色吸引國外學校；例如越
南多所大學對本校的商管學院學系興趣濃厚，
便在當時擔任駐越代表處科技組組長，本校學
術副校長許輝煌的引薦之下與本校建立合作關
係。除了數量的增加，陳小雀也強調「姊妹校
的締結，在強化學術交
流之餘，更重要的是讓
雙方都能有所收穫，共
同成長。」
　 甫 上 任 的 國 際 長 葉
劍木表示，目前本校正
積極與印度、印尼、捷
克、非洲等地區大學洽
談姊妹校事宜，但如何
在簽約後進行實質的交
流，協助雙方學生及早
適應環境，安心穩定的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9月13日中午12時15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111學年度第1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
會」，由校長葛煥昭主持，教務處、學務處、
總務處、圖書館等相關單位代表出席，與學生
及家長進行交流，逾70人參與。

葛校長致詞時說明，本校是最早招收身心障礙
生的大學之一，積極建設無障礙校園以支持學
生順利學習，視障資源中心也會給予各種輔導
與協助，家長們可放心讓他們在淡江學習與成
長；接著由各行政單位說明各項對於身心障礙
學生的協助事宜，包括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

分與考試、社團活動、醫療防疫、住宿、
諮商職涯及學習，以及學習資源運用等，
歡迎學生們多多利用，有問題也可以向相
關業務單位反映，將儘速協助處理。
　 專題分享邀請定向行動師王明俊以
「大學—新生活的開始還是換個地方過日
子？」為題，提供學生與家長如何面對大
學生活的建議，他指出，身心障礙學生在
以往的求學階段，不論是在學校、家庭都
受到很好的保護，但是在大學將會面臨很

葛校長許身心障礙學生安心學習的校園

淡水文化，也達到大學融入社區發展的社會
責任」；巫宗仁即時吟唱李白詩作〈月下獨
酌〉，優美歌聲博得熱烈掌聲；許慧明期許
詩歌節能夠一直舉辦，讓更多人看見淡水文
化；身為淡水忠寮人的李魁賢則希望能有更
多年輕人投入傳統詩歌文化，使其傳遞下去
並發揚光大。
　贈書儀式由許慧明及李魁賢代表贈送本校
共321冊圖書，包括歷年詩歌節的詩人著作、
各種詩集、以及李魁賢個人詩集、著作、譯
作、回憶錄及個人珍藏詩集，由陳小雀代表
接受，並頒發感謝狀予以感謝。
藝術新視界：明日的圖像與色域想像展
　【記者莊庭如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文錙

藝術中心主辦，世界詩人運動組織、本校
外國語文學院、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阿
波羅畫廊合辦的2022淡水福爾摩莎藝術節
系列活動「藝術新視界：明日的圖像與色
域想像」，9月16日下午1時在文錙藝術中
心舉行開幕式，學術副校長許輝煌、淡水
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許慧明、世界詩人運動
組織亞洲區副會長李魁賢、阿波羅畫廊總
經理張凱迪、參展詩人及藝術家近50人共
襄盛舉。
　本次展覽共展出84件作品，風格多樣，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中
心將於9月19日至23日舉辦「2022淡江大學教學
實踐研習週」，透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成果分
享，協助更多教師共襄盛舉，藉以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發現並改善教學上的問題，更有系統的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歡迎全校教師踴躍參加。
　本校為注重研究的教學型大學，近年來持續推

動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效也在歷年通過審
查的計畫數中充分呈現，從107年度的9件到
110及111年的超過40件，表現十分亮眼。本次
研習週邀請到110學年度38件結案計畫、1件2
年期USR計畫期中報告，以及109學年度3件
展延計畫，包括工程、商業及管理、人文藝
術及設計、教育、通識課程（含體育）、民

生、數理等學門及USR與技術實作專案；共41
位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進行成果分享，另
外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師培中心教授符碧真，以
「教學實踐研究常見問題剖析」為題，提供其
連續3年通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經驗，提醒
如何避開地雷，順利通過計畫，有志申請計畫
的教師千萬不能錯過。

葛校長（中）頒發獎牌給體育處副教授黃貴
樹（左）、趙曉雯（右）。（攝影／黃偉）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第186次行政會
議，9月16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由校長葛煥昭主持，三位副校長、一級主管、
董事會主任秘書出席，臺北及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葛校長表示，本校本學年度招生已受到少
子化不小的影響，接下來的情勢只會愈來愈艱
難，希望各學院系所能夠理解學校的整體考
量，全力配合招生規劃，同時積極思考建立屬
於自己的創新特色教學來吸引學生就讀，因應
接下來的衝擊與挑戰。
　專題報告由學術副校長許輝煌以「提升研
發能量與推動永續發展之策略」為題，從永續
校園的角度說明如何提升研發能量，奠定更深
厚的基石。另外則透過永續中心推動「永續校
園治理」六大計畫，達到「地球永續共生」、
「你我共好世界」及「永續教育平台」三大目
標；行政暨蘭陽副校長林俊宏則以「少子化
衝擊下，本校教學與行政資源之因應對策」為
題，從世界知名私校的現況談起，歸納出「財
務健全」、「小而有特色」、「教學、研究品
質好」、「學生畢業率高」、「學生畢業後成
就高」及「募款實力雄厚」等特色，規劃本校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如何從教育、人力、總務
及財務4個項目著手進行瘦身，朝「規模最佳
化的大學」目標邁進。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
授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淡江大
學環境永續暨管理系統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草案，廢止「環境永續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及「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委員會
設置辦法」，「淡江大學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
法」修正草案，「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
法」第四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以及配合「科
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修
正相關法規名稱及條文（或規定）6項提案。
　會前進行頒獎，體育事務處副教授黃貴樹
及趙曉雯，擔任第48屆員工福利委員會義務幹
部，匡助良多，由葛校長頒發獎牌以資鼓勵。

淡水福爾摩莎國際詩歌節開幕 雅士齊聚淡江

　【記者吳映彤淡水校園報導】111年度考選
部辦理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諮商
心理師」於9月放榜，本校教育心理與諮商所
共有33位校友上榜，創新歷年紀錄。極為難得
的是，其中有22位是今年的應屆畢業生，羅迦
馨、讓德惠甚至在3年內畢業並如願考上。他
們邊實習邊寫論文，還要準備考試，一試上
榜，十分了得。
　教心所所長張貴傑分析，前幾年該所校友上
榜人數平均20人左右，而今年激增到33人，人
數卓越成長，開心的表示「這屆報考的幾乎都
上榜了！」他說，今年第一次採電腦考試，學
生們的成績反映出三年在學期間不斷努力的成
果；當初逼他們組成小組讀書會，發揮學習社
群的力量，讓準備變得十分扎實。他尤其稱許
畢業校友陳煒幫了同學大忙，去年考上心理師
之後，目前於本校諮輔中心擔任心理師，他把
完整筆記在雲端分享，除了即時更新，還主導
其中一個小組讀書會，成員全數上榜。

　【記者宋品萱淡江校園報導】第57屆金鐘獎
入圍名單於9月7日公布，大傳系校友徐彥萍以
《茶金》入圍戲劇節目編劇獎，大傳系校友陳
家逵以《四樓的天堂》入圍戲劇節目男配角
獎，物理系校友許哲嘉以《捕鰻的人》入圍一
般節目類導演獎，10月21、22日在臺北市國父
紀念館將舉辦頒獎典禮。
　徐彥萍編劇為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劇作與創作
專業研究所碩士，《茶金》（Gold Leaf）為公
廣集團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製作，重金打造臺
灣首部海陸腔客語劇，以1950年代為背景，述
說客家人在爾虞我詐的茶產業中辛苦打拚，創
造經濟奇蹟的故事，以「茶」杯裡的漣漪，震
盪出大時代裡的「金」。此次《茶金》與《俗
女養成記2》、《逆局》、《斯卡羅》及《華
燈初上》等知名影集共同入圍戲劇節目編劇
獎，競爭可謂激烈。
　陳家逵畢業後於臺北藝術大學繼續進修，獲
劇場藝術研究所碩士，此次在《四樓的天堂》
飾演女主角的閨密，與吳慷仁、李銘順、章廣
辰、劉冠廷以及薛仕凌一同入圍戲劇節目男配

角獎。他多年來參與多部電視劇（包括茶金和
俗女養成記）、電影、舞臺劇演出，曾以《台
北歌手》入圍第53屆金鐘獎最佳男配角，及
2018年Asian Academy Creative Awards最佳男配
角，本次入圍金鐘獎再獲肯定。
　物理系校友許哲嘉拍攝《捕鰻的人》紀錄
片歷時5年，於2021獲得第23屆台北電影節最
大獎百萬首獎，及最佳紀錄片和最佳攝影獎，
《捕鰻的人》拍攝鏡頭對準蘭陽溪口每年逐鰻
而居的捕鰻人，拍出一部中年男人成長傷痕的
生命之詩，入圍代表作品再次受到評審認可。

（左起）大傳系校友徐彥萍、陳家逵，物理
系校友許哲嘉分別入圍第57屆金鐘獎戲劇節
目編劇獎、戲劇節目男配角獎及一般節目類
導演獎。（圖／截自三人臉書）

本校於6月2日凌晨4時30分與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簽訂優華語計畫
及學術交流MOU，締結為姊妹校。（圖／淡江時報資料照）

包括各式畫作、數位雕塑、投影藝術、碳畫、
還有透過e筆呈現的詩作等，策展人本校西語
系副教授林盛彬說明，策劃這個展覽，正是基
於對目前亂世現象的體認，「每一個時代都有
其先驅，從風格觀念相異的藝術家間，看見藝
術家對至善至美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追求，所激
盪出的想像與表現方法，或可為藝術的價值與
理想，開啟另一扇可以看見不一樣風景的門
窗，甚至於為人心的不安帶來盼望與愛。」
　「藝術新視界：明日的圖像與色域想像」展
期自9月13日至10月18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
5時，每週六、日及10月10日休館，另視疫情
狀況彈性調整。

教學實踐研習週 41位教師成果分享 符碧真教你如何通過計畫

第14屆淡品獎開跑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
核處9月15日上午舉辦111學年度「第14屆淡江
品質獎」活動說明會，由秘書長劉艾華主持，
各一級單位代表、有興趣參與「淡江品質獎」
活動之教職員逾40人參與，臺北及蘭陽校園同
步視訊。第14屆淡江品質獎將於即日起受理申
請，相關資訊請參閱品保處網站。（網址：
http://www.qa.tku.edu.tw/main.php ）
　劉艾華表示，淡品獎是本校重要活動之一，
也是各單位檢視實施TQM的最佳方式，參
加過程雖然辛苦，但也非常值得，他希望各
單位可以多多報名，把最優秀的成果展現出
來；稽核長張德文依「活動緣起」、「設立目
的」、「執行組織」、「獎勵方式」、「活動
流程」及「評審標準」6大項目進行說明及重
點提示，鼓勵各單位「早申請、早獲獎、早安
心」；第13屆品質卓越獎得獎單位資訊處由資
訊長郭經華經驗分享，他提供「把平常在做的
事情有系統地呈現出來」、「志在得獎表現決
心」、「透過check-point檢視完稿」及「善
用協助工具」4大重點，並提醒複審時應注意
「回復評審意見」、「強化PPT報告」及「充
分利用海報展示成果」，最後也大方提供成果
報告相關檔案，希望參賽單位都能有好表現。

多新的挑戰，對於學生來說，也是很好的學習
成長機會。他特別以實例說明，鼓勵學生們，
在能力可及的情況下，要勇於嘗試不同的生活
與學習型態，若學校提供過多的保護，教授跟
同學也對這些學生有較多的包容與協助，容易
讓自己產生既定「就是需要別人幫助」的想
法，態度相對也會比較保守與負面，「人生總
需要一些改變，你的道路才會更開闊，生活才
會更自在、自信並快樂。」他也提醒家長應該
放手讓孩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才不會只是換
一個地方過日子而已。
　綜合座談中，王明俊建議是否可以請公車
業者增設「視障學生優先上車」的告示，另公
車有些高低落差的部分，可能還是會造成視障
學生的困擾，希望可以多多關懷並提供簡單協
助。總務處回應將儘速與公車業者討論。

學習，則是另一門重要的功課。他指出，國際
處扮演的角色，便在於協助與聯繫的部分，交
流組可以協助學院系所進行學術交流的媒合與
聯繫工作，境輔組則可協助境外生的生活及學
習輔導，「當雙方的學生有了良好的體驗，學
校之間自然會有更好的交流，也更有利於國際
學生的招募，這是我們所樂見的。」

本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由校長葛煥昭
主持，與學生及家長面對面交流。（攝影／鄧晴）

33人考取諮商心理師

資管系雲馥數位

　【記者黃茹敏淡水校園報導】雲馥數位公司
總經理曾遠航校友帶領多位主管們，於9月12
日上午10時在B302A，與本校資管系主任施盛
寶進行產學合作簽約儀式。將透過共同開設的
「企業雲端應用趨勢與實務課程」，整合學校
及產業資源，相互提升實力。施盛寶表示，希
望學生好好學習，雲馥數位非常有心也願意回
饋，目前已有多位專題生在該公司服務，有機
會一起參與成長。
　曾遠航畢業於資管系、資工系碩士班，雲
馥數位公司成立於2017年，3年內兩度獲頒微
軟最佳合作夥伴獎，員工數自60人增加至110
人，業績也增加5倍。他說明「企業雲端應用
趨勢與實務課程」由該公司高階主管鄒昆廷、
康麗芳等分享最新產業知識、科技與趨勢，
企業永續與雲端ERP、雲端基礎概念、微軟
power platform常見應用、企業永續結合機器
人流程自動化、Microsoft Azure 管理工具、操
作方法、網路安全性及常見解決方案。「同學
選修此課程有機會加入實習生計畫，提早進入
社會，與雲馥一同站在時代的尖端，贏在起跑
點上。」　

雲馥數位總經理曾遠航（左）與本校資管系
主任施盛寶（右）進行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共同培育雲端專業人才。（攝影／舒宜萍）

e筆機器人挺新鮮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為展現在地
國際、智慧未來及雲端永續大學城之理念，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與歐洲文教交流基金會將於
9月20日至10月1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聯合舉
辦佛羅倫斯攝影展（Florenc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n Florence）系列活動，歡迎有興趣的
教職員工生踴躍參觀，享受這場文化與科技的
饗宴。
　該展覽為義大利Bianco基金會所推廣，除了
用鏡頭呈現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之美，更
安排多場講座與課程，從多元角度帶領大家深
入了解這個城市。展覽中特別首次安排跨域呈
現，除了用e筆動態描繪出佛羅倫斯著名的百
花大教堂，還有可愛機器人Zenbo擔任會場開
幕、導覽及Q&A問答，展現本校國際在地化
特色，讓大家飽覽文藝復興發源地—佛羅倫斯
之建築、飲食及民風等文化之美。

教心所創歷史新高

攜手培育雲端人才

淡水福爾摩莎國際詩歌節開幕式於本校圖書館2樓閱
活區開幕。（攝影／潘劭愷）

葛校長籲建立特色

「藝術新視界：明日的圖像與色域想像」於文
錙藝術中心舉行開幕式。（攝影／陳國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