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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楊超強
L i g h t - m a t t e r  i n t e r a c t i o n s  i n 
atomically-thin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10/4(二)
14:10

財金系
B713

永豐金證券業務經理陳羽莉
證券市場發展趨勢

10/4(二)
15:10

統計系
B509

群益證券襄理吳佳書
統計人如何為自己加分

10/5(三)
13:10

諮輔中心
HC307

UDB資創國際資產管理顧問公司
董事長李易遠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10/5(三)
15:10

化材系
E787

世界專利商標事務所副所長卞宏邦
化材類專利侵權訴訟實務

10/7(五)
9:30

經濟系
B605

都市蚓農企業社共同創辦人林琬曼
都市叢林裏廚餘養耕循環系統促健
康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0/5(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

教設系副教授曾聖翔、助理教授
邱俊達
創意學習˙設計實作-前瞻教育設
計專題教學經驗分享

10/6(四)
14:00

資圖系
淡水維基館

L522

資圖系助理教授陳勇汀
大數據時代的文本分析

10/7(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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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馬華人維基館》共筆書寫

10/7(五)
12:00

教發中心
I50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學系
副教授黃儀婷
我們是同學也是彼此的教練-啟發
創意思辨與提案能力的課程設計」
講座

10/7(五)
13:00

中文系
L407

兒童文學作家、插畫家、兒歌童詩
作家、蘆荻社區大學講師王金選
中文系深耕文創講座「童詩賞析與
創作」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視障中心講座談情緒出口
　為幫助學生探索情緒及自我覺察，視障中
心9月29日舉辦「找到情緒出口-關於那些
難以言說的心情」講座。（文／林曉薇）

手作索拉花課程引人入勝
　研發處9月29日舉辦「手作索拉花」課
程，邀請蒂蒂花藝工作室創辦人陳頌詩，帶
領教職員生實際手作。（文／姚順富）

歡迎踴躍參加性平講座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將於10月25日，邀請
性平會專家委員黃文智，以「校園性別平
等．三法」為題，剖析性平三法。

淡江之聲雙十節全新開播
　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全新一季節目，將於10
月 10日起正式開播，歡迎鎖定FM88.7準時
收聽。（文／林芸丞）

持續協力數位轉型

教發中心教師經驗分享  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農情食課契作交接

　【記者宋品萱淡水校園報導】台灣微軟新任
總經理卞志祥，9月28日下午5時，率公共業務
事業處總經理陳守正、業務協理楊毓峯及凃天
威一同拜會葛校長，3位副校長、秘書長劉艾
華、工學院暨AI學院院長李宗翰、總務長蕭
瑞祥、資訊長郭經華共同出席，雙方就兩年來
戰略聯盟成果，及未來深化雙方合作，提升資
訊安全並邁向永續減碳事宜，希望在今年11月
11日舉辦的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
中，讓全國大專院校看到淡江的努力。
　本校與台灣微軟2020年11月7日簽訂「AI雲
端戰略結盟」意向書，藉由微軟提供的AI與雲
端服務相關技術，進行校園數位轉型，以MS 
365及Azure逐步將本校打造為臺灣第一所全雲
端校園，並將相關校務資訊系統及核心基礎
架構逐步移至Azure上，除優化行政作業，更
能透過雲端文件管理與協作平台和行動載具連
結，達成「雲地合一」，實踐無紙化、雲端協
作與自動化的永續發展目標。AI創智學院也引
進微軟近300門AI雲端相關領域之專業課程，

學生可以任意時間、任意地點在「微軟專業課
程線上學習平台」自行修課，並可就地考照，
培育未來職場所需的AI雲端跨領域人才。
　近兩年來，本校運用台灣微軟提供的雲端
服務，建置更安全的校園資訊環境，除個人數
位力及組織數位力明顯提升，資料轉移時間縮
短、團隊協作雲端共編也提升工作效率，更有
效協助教師掌握學生
學習狀況，提供適時
適性輔導，確保學生
學習成效。值得一提
的是，受疫情影響，
學生多數時間無法到
校 上 課 ， 本 校 透 過
MS Teams搭配iClass
實施遠距教學，將影
響降至最低，維持學
生學習成效，實施成
效受到矚目；專業課
程學習方面，目前已

４校友入選哈佛評論臺灣百大企業領袖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由境外生輔導組
舉辦的「Chat corner」活動， 每週一到週四中午
12時至下午4時，在驚聲大樓10樓國際處大廳重新
開放，分別安排西、日、泰、俄、英、德等六國
語言交流桌，讓本校生與外籍生進行交流，除學
習各式語言，還能拓展視野，歡迎有興趣的同學
踴躍至現場報名參加。

USR計畫「公益契作生產交接」儀式，將契
作稻米進行交接。（攝影／林芸丞）

　【記者吳映彤淡水校園報導】USR農情食課
計畫，9月27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公
益契作生產交接」儀式，計畫主持人管科系教
授牛涵錚、共同主持人教務長蔡宗儒、經濟系
主任林彥伶、石門鄉嵩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王綸、富邦人壽富康通訊處協理林培才、蔡秋
凰、三芝區芝青工作室江育誠等逾20人到場參
與。現場分別由王綸及江育誠，將收成的「千
歲米」及「富康米」移交給林彥伶及蔡秋凰，
順利完成契作交接。
　本校經濟系與富邦人壽富康通訊處有感於三
芝石門地區獨特水梯田農作經營方式，受農業
全球化及機械化衝擊，發展逐漸困難，希望透
過契作方式予以支持，遂於去年分別與嵩山社
區發展協會與芝青工作室簽約，用實際行動支
持在地農業，更在時間許可下實際參與農作，
讓學生們及公司成員更加了解在地農業文化。
　林彥伶分享，參與契作讓她與學生對於石門
的百年梯田及農業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也結
交不少在地朋友，未來將持續盡一分心力；蔡
秋凰則是感動於農情食課團隊與在地青農的付
出，認為臺灣就是需要一股傻勁，若每個人多
走一里路，多出一分力，就會有更多傳統能夠
被看見並傳承下來；牛涵錚除了感謝計畫伙伴
們幾年來的協助，也希望能號召更多人共同努
力，一起永續在地農業並發揚光大。

女聯會教師節美食饗宴 謝師擇食舞動愛

符碧真分享如何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9月
23日邀請臺灣大學師培
中心教授兼教育發展中
心 副 主 任 符 碧 真 ， 以
「淡江大學教學實踐研
習週—研究常見問題剖
析」為題，分享如何撰
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
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學術副校長許輝煌及逾50位教師參與。
　符碧真首先說明「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與
「科技部計畫」的差異，前者著重於改善各學
科的教學，解決教學現場碰上的問題，並從中
檢視其是否具有效性與立即實用性，後者則著
重於學術上的探討與知識進展能否有新的發
現。她認為研究過程應緊扣教學目標，注意兩
者間內容上差異，才不會因此偏題失焦；接著
分享國內外學者提出常見問題並提供解方，如
「欠缺問題意識」應以解答為研究起點；「欠
缺具體研究問題」須清晰並有效改善問題；
「欠缺創新與延續價值」應從前人研究文獻思
考新議題，加以延伸創造特殊性，藉以提醒教
師應更有方向性調整教學模式，提高其領域之

專業性，進而培養優秀人才。
從體驗中實踐 廖育卿分享通識教學經驗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9月
27日邀請110學年度通識教育優良教師日文系
副教授廖育卿，以「通識教育裡的理想與實
踐：結合語言學習與文化體驗」為題進行分
享，逾50位教師到場參與。
　廖育卿提到，因修習日文通識課程學生來自
各學系，程度不一，如何增加其學習動機相
形重要；她會透過「點」、「線」，「面」的
教學方式，引導學生從單字認識日本生活，並
將文法應用至生活，透過活潑的應用方式，協
助他們學習文法更上手。另外她則試著帶領學

生實際探訪日式建築與
古蹟、藉由課程所學製
作小組報告、增加課堂
分享與回饋；也透過觀
摩茶道展演與體驗，讓
學生在文化中學習；更
藉由課後加分機制鼓勵
學生以日文寫出感想與

回饋，從實踐中結合語言學習與文化，結果不
僅讓她翻轉填鴨式教育，更激發出學生學習動
機。最後她建議通識教育應以「廣泛」而非

台灣微軟新任總經理卞志祥（中右）一行人拜訪葛校長（中左），討論
深化雙方持續合作推動數位轉型事宜。（攝影／連慧榕）

Chat Corner重新開放 學生樂享外語交流

有逾3,000人修習AI雲端專業課程，並有360人
考取相關證照，實際參與微軟相關課程與場域
訓練之總人次已超過5,000。該項目也成功吸
引境外生關注，成為國際招生亮點。
　葛校長當日下午2時30分，全程參與「資訊
安全宣導講習暨MS 365訓練」，聽取本校與
台灣微軟合作數位轉型優化成果與未來規劃。

（左起）校友王紹新、卓永財、洪嘉聰、藍俊昇入選《哈佛商業評論》
臺灣百大企業領袖。（圖／本報資料照、洪嘉聰照片截自聯電網頁）

女聯會教師節美食饗宴活動，參加同仁在體育處副教授趙
曉雯的帶領下隨歌曲起舞，氣氛熱絡。（攝影／陳嘉雅）

地方創生展現新頁

台灣微軟總經理卞志祥拜會葛校長 交流戰略聯盟成果

淡
江
微
軟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哈佛商業評論》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台灣企業領袖100強」評
比，於9月公布2022年臺灣前100強領袖名單。
本校校友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上銀集團總
裁卓永財、聯華電子董事長洪嘉聰及慧洋海運
董事長藍俊昇分別入榜。
　數學系校友王紹新連續兩屆入選《哈佛商業

評論》百大企業領袖，帶領公司轉型，跨足
汽車、航太、醫療、健康照護、綠色能源等
行業，以客製化線材、分散風險方式經營，
重視技術及研發，獲利率創新高。去年起更
捐助本校1500萬元獎助學金，幫助經濟不利
學生及入學獎學金，回饋母校不落人後。
　會計系校友卓永財33年來用心經營，立足

臺灣，以HIWIN自有
品牌行銷全球，精密零
組件產業為其核心競爭
力，重研發及產品，屢
獲產品創新獎及傑出企
業獎項，創新專利多達
34件。創立上銀碩士論
文獎，每年補助上千萬
元，獲國立清華大學名
譽博士，更提供本校會
計系學術發展經費，與

機械系產學合作開發新產品，成效卓著，已連
續4屆上榜。
　會計系校友洪嘉聰以財務專長出身，曾獲選
亞洲半導體業最佳財務長，結合人脈與資金，
2008年擔任聯電董事長後，對技術及產業趨勢
亦相當嫻熟，選擇正確的高產能利用率晶圓製
造，優化產品組合，使公司業務大幅成長，目
前是全球第三大晶圓代工廠。對本校會計系長
期捐贈清寒獎學金，幫助經濟不利學生，更常
匿名捐款，2021年也獲清大頒授名譽博士。
　企管系校友藍俊昇1999年創立慧洋海運集
團，為臺灣最具規模的散裝船隊之一，他嫻熟
各地法規，經營團隊隨時掌握世界各地產業動
態，包含匯兌變化，也引進節能環保船隻，服
務全球客戶重視效率，蟬聯多年散裝船運獲利
王。他熱愛家鄉澎湖，興建星級飯店以興盛觀
光事業，曾任本校澎湖校友會會長，協助母校
不遺餘力。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女教師聯誼會
9月28日中午1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11
學年度教師節美食饗宴活動，董事長張家宜、
校長葛煥昭、前校長趙榮耀、林雲山、張紘
炬、3位副校長及教職員工逾160人參與。
　女聯會理事長，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
致詞時表示，女聯會是張家宜榮譽理事長創
立，在歷任理事長的努力下愈來愈具規模。女
聯會除了重視教職員工的權益，更呼應學校
AI+SDGs=∞概念，積極推動永續校園發展，
餐會使用的餐點，也特別選擇淡江校園內及大
學城美食讓大家享用。葛校長則說明「地方
創生」源自於日本，目的在於「解決都市集
中」，一般比較落後、貧窮的地方，較少有就
業機會，缺乏年輕人的勞動力，為了消除這個
問題，需要結合地方的特色吸引他們回歸，
「大學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可利用其學術專

業活絡地方，吸引年輕人回歸」。張董事長指
出，成立女聯會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性別平
等」，「美食饗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活動，
原本預計因應72週年校慶盛大舉辦，但受疫情
影響，只能採取擇食的方式慶祝，期許明年可
以舉辦盛大的淡江宴。」
　接著由陳小雀代表會員致贈禮籃
予葛校長及張董事長，象徵淡江
桃李滿天下，並頒發110學年度第
2學期女聯會獎助學金，電機四彭
曉燕、教設二張寧芸、資圖二黃圻
芸、日文四張瑄庭親自到場領取。
她也說明加入女聯會，可獲得保
冷袋、講座課程、體育課補助等
福利，歡迎呼朋引伴一起加入女聯
會。最後安排歡樂帶動唱，由體育
處副教授趙曉雯帶領大家，隨著時

下流行的歌曲〈愛你〉一起擺動身體，只見現
場眾人隨著輕快活潑的曲調，在趙曉雯的引導
下一起手舞足蹈，更搭配著「讓我心甘情願愛
你」歌詞，共同向長官們「示愛」，氣氛熱
絡，歡笑不斷。

　境輔組組長林玉屏鼓勵同學，不要擔心英文
能力而猶豫，「Chat Corner 」是一座橋樑，
希望讓本地生與境外生，透過面對面的語言交
流進行學習與分享，相輔相成，「人與人的交
流，不在於語言是否精準，更重要的是要帶著
一顆開朗包容、樂於交友與分享的心踏出第一
步，一個溫暖的微笑，便是最好的起手式。」

經濟系校友黃培育最新創作專輯演奏會，開
啟休閒農業營運新模式。（攝影／姚順富）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友音樂
創作人黃培育，9月24日在石牆仔內咖啡舉辦
最新創作專輯「汫」演奏會，活動預定名額20
人，報名滿額。他畢業於經濟系，在校期間曾
一舉拿下第15屆金韶獎創作組第一名、最佳作
曲和最佳作詞共3獎項。
　黃培育畢業後仍住在北海岸，本次演出既回
憶大學的創作時光，也重遇大學以來的粉絲，
攜家帶眷前來；聽眾們一邊品嘗淡水在地餐盒
與咖啡，一邊沉浸在音樂與大屯山農村景致
中。表演結束後專輯迅速被搶購一空，並被粉
絲拿來要求簽名及合影留念。黃培育除了演奏
新曲，熱情與來賓互動，更在安可聲中獻唱。
　大傳系助理教授馬雨沛說明，「農門淡水」
網站由本校重點研究計畫「建構地方創生平
台生態系」補助，為促成淡水城鄉之間合作共
榮有如生態系統的功能而設，因此協助滬尾休
閒農業園區等淡水農業區域，將資源轉化成觀
光、農遊體驗、綠色療癒的場域。平台由大
傳、資工跨系師生共同經營，曾協助南瓜節推
廣、籌劃農樂多山中市集，以及此次老屋演奏
會。後續將推動休閒農業等綠色廊帶發展。
　策展人淡水青年陳維信分享，希望用創意的
方式行銷淡水城鄉，引介有在地文化特色的音
樂創作者，到休閒農業區做專輯發表或宣傳，
開創淡水農業區新的營運模式與節慶感。

黃培育專輯演奏會
創意行銷淡水城鄉

2022作伙搭公車
入手iPad不是夢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2022搭公
車上學趣」來囉，歡迎大家作伙搭公車，抽
iPad！為推廣大眾運輸，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生
搭乘公車，實踐綠色交通和永續校園理念，本
校連續第七年與中興巴士暨關係企業合作，舉
辦「第七屆淡江公車讚」活動，自10月3日至
11月25日止為期八週，凡持有效之國際教師證
悠遊卡或國際學生證者皆可報名，活動期間內
搭乘紅27、紅28、紅28直、756及308共5條路
線公車（含專車），總搭乘次數排序前100名
者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iPad 256GB。
　總務處專員楊信洲說明，參加活動者請先成
功加入「淡江大學總務處」社團，持前述之悠
遊卡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登錄，上傳悠遊卡背
面圖檔，並在備註欄註明右下角的10碼識別碼
及FB社團暱稱，手續才告完成。相關資訊請
見「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https://enroll.
tku.edu.tw/course.aspx?cid=AGRX202201）

紅28為本校通勤族重要公車路線之一。（攝
影／黃偉）

「深入」探討為主，同時發揮師生互助關係，
讓學生甘願「學」，教師歡喜「教」。
干詠穎結合傳統與科技 領學生享受音樂
　【記者李意文淡水校園報導】「音樂是時間
的藝術，你如果想要了解它，就要花時間。」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9月29日舉辦特優教師教學
分享，邀請通核中心教授干詠穎，以「用音樂
為校園注入幸福的泉源」為題，分享自身音樂
教學與跨領域教學經驗，近30位教師參與。
　干詠穎首先說明，平
衡專業與通識的重點在
於「深入淺出」，她以
所學知識作為學生「深
入」的鑰匙，再以「淺
出 」 方 式 規 劃 教 學 內
容，透過「換位思考」
鼓 勵 學 生 「 多 聽 多 接
觸」，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面向；還要「跳脫
舒適圈」面對數位教學衝擊，才能更貼近現
狀，引導學生學習；最後分享與多位不同領域
教師協同教學的經驗，共同呈現「敘事力」，帶
領學生走出教室，走訪各地採集樣本，創作淡水在
地音樂，「很感恩有這麼好的場域跟同事，可以讓
我在這裡分享我對音樂的熱愛。」

（攝影／林芸丞）

（攝影／羅婉瑄）

（攝影／陳國琛）

張家宜續任董事長
第14屆董事出爐
　【本報訊】本校董事
會第14屆9位董事已於
日前奉教育部核定，任
期自111年9月30日起至
115年9月29日止，並依
相關規定於9月29日召
開之第14屆第1次董事
會議中，一致票選通過第13屆張家宜董事長續
任第14屆董事長，新一屆董事會將繼續全力支
持淡江大學校務發展，永續高教典範佳績。
　本屆董事分別為張家宜、林嘉政、洪宏翔、
李坤炎、李述德、簡宜彬、戴萬欽、周吳添及
王紹新，其中周吳添與王紹新為新任董事。周
吳添籍貫宜蘭，曾任本校建教中心金融操作實
務班班主任，現任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董
事長；王紹新為數學系金鷹校友，現任信邦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家宜董事長為史丹佛大學教育博士，曾擔
任本校校長、行政副校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等職。擔任校長期間辦
學績效卓著，曾帶領本校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
獎，個人亦獲頒第25屆國家品質獎之卓越經營
獎肯定。

Chat Corner本學期重新開放。（攝影／陳嘉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