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姚順富專訪】本校人工智慧學系副教授鄧有光於9月8
日起兼任蘭陽校園精準健康學院及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籌備
處主任，鄧有光到本校任教後，即被賦予重要任務，籌備精準
健康學院，設立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已報請教育部核准，
112學年度正式開辦，將分為「智慧經營組」與「精準健康
組」，招生2組各15名碩士生。鄧有光表示，已積極準備招生
宣傳，期望為國家培育精準醫療人才。
　鄧有光為本校資訊工程學系學、碩、博士，曾任聖約翰科技
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系（現樂齡福祉與健康促進系）的創系功
臣，自身專業即是人工智慧，認為資訊工程與人工智慧是進步
的科技工具，能快速且大量地處理資料並提升工作效率。鄧有
光強調，精準健康學院的設立是淡江踏足健康領域的重要里程
碑，代表學校發展更為多元，透過精準健康學院的平臺，將整
合更多的產學資源，有助於本校與地方的連結與發展。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第三項為「健康與福祉」，
看準高齡健康市場未來人力需求，設立於蘭陽的高齡健康管理
學研究所，結合「智慧分析」、「健康管理」及「產業管理」
等三大領域專業課程，重點發展「經營管理智慧化」及「健康

管理精準化」。鄧有光表示，因應社會高齡化趨勢，需培養具
有高齡健康、高齡福祉科技、高齡福祉產業等高階管理人才。
　課程規劃除核心課程外，另有3項專業領域課程，分別是產
業管理、智慧分析及健康管理領域，經由健康經濟、人力資
源、機器學習、雲端應用、高齡生活品質測量評估、老人用藥
等課，讓學生具有多項專長，安排學生到健康管理產業實習。
　臺灣將在2025年正式成為「超高齡社會」，每5人中就有1人
為65歲以上的長者，如何面對少子化及人口老化，為亟需討論
及面對的議題。鄧有光說明，高齡人士將面對許多健康照護
問題，現今社會顯得人力資源匱乏，一位醫護人員必須長期面
對、需要照顧多位長者的情況，若能藉由AI科技介入，將可消
化許多問題。
　目前精準健康學院籌備處已設立，相關儀器設備也進入請購
程序，預計將設置一間智慧照護長者服務模擬教室，及研究展
示區。鄧有光強調，除了校內的籌備工作，目前最重要的是對
外招生，加強在地連結。
　今年3月，本校已與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院，簽署結盟意向書，並進行「研究」、「建教」、「產學」

等多方面合作，強
化師資、提供實習
場域，提升研究量
能 都 是 很 好 的 資
源。除此之外，也
已和長照科技相關
公司，宜蘭當地多
家長照機構進行洽
談，拓展建教合作
資源，推廣招生訊
息。
　鄧有光預估，人
工 智 慧 是 未 來
醫 護 產 業 升 級
的關鍵，目前大部分的高齡服務產業屬於人力密集產業，其中
包括很多重複性高或低技術水準的工作內容，在少子化及高齡
化的嚴重衝擊下，勢必需要科技介入，以提升高齡健康服務的
品質及量能，這也是目前專注的研究與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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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祥慨捐百萬助研究林健祥慨捐百萬助研究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今年創所第40週年，於9月24日晚間
在台北國軍英雄館軍友餐廳設宴歡慶，席開21
桌，210位師生所友共聚一堂。所友會理事長
黃介正於開桌後當場宣布：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理事長林健祥捐款100萬元，立時歡聲雷動，
全場校友們起立敬禮，現場HIGH翻天。
　勸募人黃介正是戰略所第一屆校友，曾任所
長，為現任副教授、所友會理事長。他表示，
林健祥一向支持戰略所，也曾捐獎學金。在林
健祥擔任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期間，他
擔任總會常務理事，兩年前所友會特聘林健祥
為唯一榮譽會長，關係更為熟稔。所慶當天兩
人比鄰而坐，提及所友會經費透支，即將辦理
「外交與國安決策模擬營」，希望詢求支持，
林健祥當場慨捐百萬元，希望捐款八成提供教
學研究，二成給所友會作為活動費用，並在簡
訊中寫道：「開心！記住『無我為人』。」令

黃介正十分感動。
  所慶當天邀請校長葛煥昭、林健祥、前總統
府國策顧問張京育等貴賓致詞。葛校長讚戰略
所延續40年屹立不墜，為淡江教育典範；林健
祥對戰略所40年來團結一致的精神，能維持不
變，深為感動；張京育更勉勵戰略所，續以
「國家之干城」與「學術之重
鎮」自居，期在詭譎多變的國
際世局裡，為國家培養承先啟
後的智者。
　所長翁明賢亦回顧40年來教
育英才各項發展，並提出建設
戰略所願景報告。會中溫馨安
排施正權、何思因兩位教授榮
退儀式，由博班校友王信力及
博五白石千尋分別致詞感謝恩
師指導，會中亦安排頒發獎學
金給碩士生，林芷亘獲大中獎

學金；蔡秉言、龔鈺翔、徐傳儒獲戰略所所友
會獎學金，各獲獎金及獎狀殊榮。
　為擴大慶祝，戰略所編撰《肆秩運籌帷幄：
淡江戰略、四十不惑》紀念文輯，邀集13位所
友與4位博士生共同撰寫，對中共戰略思維發
展與我國的國防戰略等領域，提出專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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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系辦城市外交論壇
　【本報訊】新北市政府秘書處與本校外交與
國際關係學系於 9 月 29 日合辦「2022 新北市
城市外交論壇」，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105
與 Google Meet 同步線上參與。邀請日本臺灣
交流協會副代表服部崇博士、新加坡駐臺北商
務辦事處副代表王宗翰、荷蘭在臺辦事處資深
政策事務官溫麗颯（Lisa Laeven）、本校全球
政經系教授蔡錫勳、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盧業
中、臺北大學永續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塔瑪
娜等大師開講。從地方政府、外交官、學者三
方的角度，分享拓展國際關係的新趨勢，共同
探討全球 Urban Diplomacy 外交軟實力。

　【潘劭愷、記者黃偉淡水報導】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於9月23至24日，分別於淡水與大稻
埕舉辦「百年古蹟教堂走讀速寫」活動，透過
教堂與古蹟的巡禮，帶領學生了解近代發展，
以及當時建築特色與在地關聯，教職員生逾20
人參與。通核中心主任戴佳茹說明，兩地為近
代北臺灣發展的重鎮，馬偕與李春生則為代表
人物，深刻地影響臺灣歷史，透過走讀方式來
場在地行旅，從古蹟與建築中有更多的認識。
　9月23日下午1時30分，活動從淡水長老教會
展開，建築系教授黃瑞茂從建築設計的角度說
明長老教會與偕醫館的建築特色與當時文化的
關聯，同時提醒「淡水是個建築博物館，有
空可到處走走，尤其在夜間走訪馬偕街及真理
街，可感受到另一分不同的美。」接著真理大
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系教授蔡維民帶著大家

沿著真理街漫步，參觀位於淡江中學與真理大
學的古蹟與建築，包括大教堂、馬偕墓園、八
角樓、女學堂、婦學堂、馬偕故居、牛津學堂
等，搭配說明馬偕在淡水傳教的歷程與軼事。
　9月24日下午1時30分於大稻埕展開，參訪濟
南教會、李春生紀念教堂、大稻埕教會等古
蹟，從中了解一百多年前大稻埕情景與生活。
　活動首先參觀濟南教堂，說明歷史，李春生
紀念教堂，導覽員說明貴德街當時是洋人區，
也曾經是相當重要的茶葉街，最後到了大稻埕
教堂，為馬偕所建造，與淡水教會同屬北臺灣
地區僅存日治時期的長老教堂之一，同時也說

明教堂的建築風格與特色，協助大家更加了解
其與在地的淵源。行程最後安排速寫藝術家邱
俊誠帶領，描繪大稻埕古往今來的歲月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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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教授薛
宏中、助理教授李啟正及理學院應用科學博一
許誌恩，共同發表論文「新的原子震盪計算
方法：以鹽與鉛鈦氧化薄層的原子為例」，
刊登於英國物理學會期刊「 Journal of Physics: 
Condensed Matter」，其影響係數為2.745。
　他最新投稿一篇論文題目：「硫化錫晶體中
向列的電子與聲子動力學」，也成功被美國物
理聯合會「Applied Physics Letters」接受，其影
響係數為3.971，即將刊登。
　本學期剛從碩一直升博一的許誌恩，原本英
文程度就不錯，大一念彰化師大數學系，大二
轉入本校物理系，大三升大四時完成此篇論文
投稿，他在大學時即修習研究所課程，為專心
做研究，已經把博士班課程修完了，被物理系
主任莊程豪喻為學術研究的「新星」。
　許誌恩坦言，是運用本校超高速電腦跑出來
的數據，分析出結果。實驗室設備幫助很大。
目前也與成大和台科大研究團隊合作其他實驗
主題，「因淡江資源豐富，設備完善，實驗都
是利用學校電腦完成，同時有優秀的教師，所
以留在淡江。將來想到國外做博士後研究。」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主任陳
曜鴻與兩位校友，就讀成大博士班的饒師維、
在生技公司工作的歐陽諺，和基隆長庚醫院眼
科醫師劉春甫，共同利用斑馬魚，研究抗白
內障藥物的新方法，於上月發表在國際知名
期刊—美國紐澤西醫學院的Translational Vision 
Science & Technology（TVST）期刊，其影響
因子為 3.283（2021）。
　當年唸化學系大學部的饒師維和碩士班歐陽
諺，找出研究方法及實驗數據，共同完成此論
文，陳曜鴻表示：「白內障是慢性疾病，導致
發病原因很多，目前手術治療最有效。」所以
與劉春甫合作，找出有效藥物與治療方法。
　陳曜鴻指出，實驗過程在本校化學實驗室完
成，利用紫外線只照斑馬魚的右眼，以左眼作
為對照組，患上白內障再找出最有效的藥物。
　饒師維大三時為論文前半部分打下基礎，甚
至利用海綿，讓斑馬魚只露出右眼，同時海綿
可以吸水讓魚活著，為此研究建立方法。歐陽
諺則在饒師維畢業後接手，將過程中魚眼的水
晶體一一拍照觀察，分等級建立量化數據，以
分析出最有效的藥物來治療白內障。

經濟系師生洲子灣淨灘
　【記者林育珊淡水報導】經濟系及「經探號」
團隊近幾年持續舉辦「永續的 100 個行動」，
這學期剛開學再度帶領近 30 位學生，於 9 月
24 日早上前往淡水洲子灣海灘淨灘。本次活
動和海洋大學海洋廢棄物研究中心及「動手愛
台灣」團體共約 60 人一起，大家共同努力，
風雨無阻，最終撿獲 579 公斤的漁網、酒瓶、
保麗龍及塑膠飲料瓶等垃圾。
　經濟系主任林彥伶親自帶隊前往，她說明，
每學期都舉辦洲子灣淨灘，兩年前曾與動手愛
台灣一起合辦過百人淨攤，希望激起更多同學
對海洋環境生態保護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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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技能隨時做中學運用技能隨時做中學

　「重要的是並非學了多少，而是所學有無用
處。」獲得教學特優教師榮銜的林佩蒨，很在
意學生學習的反應，會不會處理資料、會不會
用模型？不是只有考試，要能好好運用各種技
能，隨時做中學。
　學期中遇到疫情，學生透過線上做報告，找
到實證數據，畫成圖表，製成影片與海報，報
告時能看圖說故事，林佩蒨教同學們，對研究
主題的地理位置、人口研究、產業結構、總體
經濟狀況，「現在學知識也需要學技能，展現
在報告上，才是真正的應用。」如果能學習
動畫或其他APP加入更好，符合年輕世代圖像
學習。林佩蒨笑著說，有學生反饋，花在學習
製作動畫上的時間，比花在讀經濟學還來得
多。如同華麗大冒險。
　課堂上可能會遇到昏昏欲睡的學生、放棄未
出席的學生，林佩蒨提出看法，也許學生志向
並不在此，另有學生在課堂積極舉手發言，但
考試成績並不理想，可能紙筆評比未能反映學
生程度。師長們需要開另外一扇窗，學生們自
主討論，或合作，或站台報告，或動手蒐集資
料分析，這些表現也是不容小覷的。即使考
試不理想，但反映出學生的積極與努力，不讓
他們喪失學習的樂趣。她也常在課堂上辦比
賽，刺激學生們的好勝心，激勵學習動力。
　在多年教學經驗中，林佩蒨提到，曾有學
生給她的反思深植心中，她曾遇過18歲剛進
大一，經學校健康檢查卻發現得了癌症的同
學，其實人生無常，對一般年輕學子而言，學
習的機會太唾手可得，若是機會沒了呢？這種
想法會改變自己，也能適度引起同學思考。那
位生病學生曾向她說，雖然需要治療，但他更
想來學校上課，林佩蒨在他身上感受不到驚
慌，即使病痛坐著都難受，甚至治療中嚴重脫
髮，仍到班上課，因著他的正向學習，林佩
蒨激勵班上其他同學們。那位學生因治療過
程，後來還是選擇休學，最後學生的媽媽來校
辦理退學，才知孩子過世了。
　她思考，也許學生們在課堂上表現出厭學或
是無動力，可能是身不由己、有其他更想做的
事。林佩蒨提到，在教學上應傾聽學生們的想
法，有的學生很珍惜學習機會。從教學上，更
希望同學們可以學習好技能，掌握好也可以維
生，因為這個世代機會很多，出路廣泛，並不
限於過往的朝九晚五。（文／蔡銪晟）

蘇政華獲環境設計評圖貳獎
　建築碩三蘇政華以「CYCLING-CITY」作
品在「第七屆可及性設計學生競圖」中贏得貳
獎。該獎項是臺灣可及環境設計協會舉辦，競
圖的重點在於都市、環境、景觀、建築等空間
內展現出可及性設計理念與想法。蘇政華表
示，本次設計藉由整合臺北市區中的腳踏車系
統、辦公大樓以及開放空間，讓人在城市生活
中透過騎乘自行車，發現在城市中穿梭的樂趣
與驚喜，而不再只是在大眾運輸時，帶給人點
到點有目的性及效率的移動。（文／高振元）

▲林佩蒨鼓勵學生學習技能，從生活中找實例▲林佩蒨鼓勵學生學習技能，從生活中找實例
來研究。（攝影／陳嘉雅）來研究。（攝影／陳嘉雅）

▲化學系饒師維、歐陽諺以魚眼研究治療白內▲化學系饒師維、歐陽諺以魚眼研究治療白內
障藥物，刊登國際期刊。（圖／化學系提供）障藥物，刊登國際期刊。（圖／化學系提供）

▲▲大稻埕走讀活動，速寫藝術家邱俊誠指導大稻埕走讀活動，速寫藝術家邱俊誠指導
學生如何速寫。（攝影／黃偉）學生如何速寫。（攝影／黃偉）

▲▲淡水走讀活動，由建築系教授黃瑞茂帶領。淡水走讀活動，由建築系教授黃瑞茂帶領。
（攝影／吳岳軒）（攝影／吳岳軒）

　【本報訊】本校重點研究計畫「建構地方創
生平台生態系」，在文學院文化創意學分學程
「創意城鄉」課程中，規劃「2022地方創生系
列講座」，邀請前國發會主委，臺灣地方創生
基金會董事長陳美伶等創生人士進行分享，首
場演講9月30日下午2時於化館C423，由淡水
商圈文化觀光協會理事長盧育佑，以「學習型
城市—淡水商圈的韌性共學」為題，分享疫情
下，商圈如何透過淡水產官學界協力共學。

　盧育佑經營自家品牌「醍醐大師」外，有感
近年商圈深受疫情衝擊，擔任商圈理事長，與
店家一起振興淡水老街觀光與經濟。目前參與
學習型城市計畫，與本校教師們合作，共同安
排數位轉型課程，店家們反應良好。授課教
師，大傳系助理教授馬雨沛說明，本校向來積
極投入在地共榮，尤以USR各項計畫著力甚
深，師生們透過各自學術專業，從多元角度推
動地方創生，近年來成果豐碩大。　

地方創生講座 邁向地方創生講座 邁向永續淡水永續淡水

張育瑋談金融保險趨勢
　【記者方亭筑淡水校園報導】財金系教授顧
廣平於 9 月 27 日下午 1 時在商管大樓 B713 室
主持「綠色金融與市場趨勢」講座，邀請智匯
保險經紀人高階經理，財金系校友張育瑋主
講：「金融保險的趨勢與展望」，介紹保險產
業發展方向，分析保險商品購買行為之利弊，
並以自身經驗分享投入保險業的心路歷程。
　張育瑋以食衣住行育樂的基本需求，帶領同
學對金錢規劃實務面的思考，引出投身保險產
業的初衷，以少子化和高齡化的趨勢，說明勞
保危機和未來中年人口的經濟壓力；以保險學
的大數法則，解釋多數人的少量付出，避免少
數人權益受限的核心理念，說明未來調漲健保
費之必要趨勢。

黃政嘉創霹靂布袋戲品牌
　【記者宋品萱淡江校園報導】歷史學系兼任
副教授李月娥於 9 月 27 日下午 3 時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辦演講，邀請霹靂國際多媒體品牌
總監黃政嘉，主講「霹靂集團的品牌創新與再
造」，講述霹靂布袋戲從清朝到現代的歷程，
近 70 位同學到場聆聽。李月娥表示：「想要
創新，就必須先了解其歷史。」
　「不被社會所期待的行業，做出了社會不
敢期待的成果。」這是黃政嘉父親黃強華對
霹靂布袋戲產業的定論，《霹靂布袋戲》是台
灣霹靂國際多媒體於 1998 年創立，表演舞台
一路從野台、電視、電影到如今的國際舞台
Netflix，抱持著反骨、深情、不服輸的精神，
成功登上影視娛樂最高殿堂。黃政嘉從小就生
活在充滿布袋戲的家庭裡，布袋戲代表著她與
家人們之間的羈絆，因此使霹靂布袋戲從臺灣
走向國際，亦成為她的目標。

學程加油讚

　人物短波

企管系永續治理學分學程
　為順應時代趨勢並配合產業需求，以培養淡
江大學學生具備永續治理能力及遠見之跨領域
專業能力，企管系設立淡江大學永續治理學分
學程。本學程參與之教學單位包含商管學院企
管系、產經系、經濟系、財金系、國企系、運
管系、公行系，及工學院水環系。
本學程應修學分總數：至少需修滿 21 學分，
全學年科目僅修單學期不予承認。學生修習學
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 9 學分不屬於學生
主修系、所、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科目。學
生得依學校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但不得以選修
本學程課程作為申請理由。
　學程業務由企管系承辦。每學期開學前，由
企業管理學系公告學程開設與承認課程；學生
必須依學校規定之時間內完成選課。修畢本學
程規定之最低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申
請學分學程前如已修習學程指定科目，亦可列
入審查），得檢附學程學分證明書申請表及歷
年成績單正本，向企管系提出認證申請。經審
查通過後，由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永續治理
學分學程證明書」。
　招生名額無名額限制，凡本校二年級以上之
在學學生，對本學程有興趣，且前一學期學業
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者，均可申請修習。

▲▲蘭陽校園蘭陽校園精準健康學院籌備處主任由人工智精準健康學院籌備處主任由人工智
慧學系副教授鄧有光接任。（攝影／吳岳軒）慧學系副教授鄧有光接任。（攝影／吳岳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