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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國際 智慧雲端 永續未來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10(四)
10:00

教發中心
I601

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
副教授黃淑玲
從教學設計到成果評估：學習成效
看得見

11/10(四)
11:30

商管學院
I501

研究暨產學組組長暨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潘伯申
商管學院「多元與創新」教學研
習：產學合作新趨勢：中小企業 
ESG 轉型所帶來的高教創新良機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兩岸中心討論未來趨勢
　本校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0月28日，

在臺北校園D508會議室，與中共研究

雜誌社聯合舉辦「中共『二十大』後未

來發展趨勢論壇」。中心主任張五岳表

示，希望能透過這次的論壇，進行有效

的雙向對話。（文／林祐任）

葉劍木分享國外留學體驗
　國企系副教授孫嘉祈「管理學」全英

語課程，11月2日邀請國際長葉劍木分

享至澳洲雪梨科技大學，獲得休閒、運

動暨觀光系碩、博士的求學過程，努力

學習、工作和旅遊，實際體驗國外留學

生活。（文／吳岳軒）

吳振碩談產險知識與應用
　財金系教授顧廣平「綠色金融與市場

趨勢」講座，邀請泰安產物保險科長吳

振碩，說明強制汽車保險法對現今社會

的影響，並宣導道路交通安全與交通事

故處理的重要性，呼籲同學如遇交通事

故，要懂得捍衛權益。（文／蔡怡惠）

施義芳籲重專業養智慧
　歷史系副教授李月娥10月25日，邀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施義芳，以「大學要學什麼？董事長

開講！」為題，講述大學應該要學習什

麼，鼓勵學生在大三應擬定好人生方

向，並學好專業領域的知識，培養過生

活和做人做事的智慧。（文／宋品萱）

淡江歡度72週年校慶

幫你線上了解淡江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共議少子化因應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長葛煥昭

於10月29日在淡水校園舉行之「教學與行政

革新研討會」開幕致詞中指出，本校今年在

多項世界性的學術排名皆有進步，展現出本

校的軟實力。他勉勵同仁們持續攜手精進，

於少子化的高教環境中，努力共創榮景。

世界大學評比報捷頻傳 校長勉同仁持續精進

111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共同探討「淡江第五波：永續發展之少子化
因應作為」。（攝影／揭維恆、楊孟璇、陳國琛）

全球前2%科學家

本校獲節能金獎

蕭瑞祥介紹圖書館「高效率磁浮離心式
冰水主機」。（攝影／潘劭愷）

校慶蘭花展總冠軍，由桃園四倍體蘭園
「秋石斛蘭」贏得。（攝影／陳楷威）

淨零碳排好開始

校慶慶祝活動一覽表

時間 活動名稱及地點

9:00 校慶慶祝大會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10:15 校友總會會館揭牌儀式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1

10:30

歡迎校友返校活動暨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會員大會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有蓮廳
金鷹校友返校歡迎會暨
聯誼餐敍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405、406

11:35 校友聯誼餐敍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樓

12:20
樂遊AI 永續學教
工學大樓3樓AI創智學院
實境場域

13:30
自己的紀念品自己做～
療癒盆栽DIY～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2樓大廳

　葛校長指出，本校在2023 QS世界大學

排名、2023 THE世界大學排名及《美國新

聞與世界報導》2023全球最佳大學排名等

三項評比都有進步，雖未能反映在招生表

現，但非戰之罪。「學生人數規模雖縮

減，如果能夠好好經營，成效將更好。」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歡慶本校

創校72週年！學務處11月5日上午9時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行校慶慶祝大會，將

頒發第36屆淡江菁英金鷹獎、捐款感謝

獎，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信邦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紹新、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致詞，並與貴賓、

校友、各一二級主管及教職員生一同慶祝

本校72歲生日。

　金鷹獎係表揚校友對國家、社會、人

群及母校之卓越貢獻，本屆共6位校友獲

獎，分別是飛資得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創辦

人兼董事長，資工系及管科所校友邱方

孝、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全球行銷長暨台

灣區總裁，大傳系校友曹世綸、中冶環境

造形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建築系校友郭

中端、依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化材系

校友陳清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長，管

科所校友謝俊宏及宜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機械系校友簡川勝。

　接著頒發捐款感謝獎予管科系校友徐航

健、信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數學

系校友王紹新、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會計系校友陳進財、翰可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化材系校友陳洋淵、

宗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化學系校

友林健祥等捐款人，感謝各界對於本校的

捐贈與肯定。

　慶祝大會後，各單位接續舉辦多項精

彩活動，課外組在海報街舉辦校慶園遊會

Cozy Market，活動贈品使用社團博覽會主

視覺帆布為材料，重製成環保收納袋，

創造舊物資的新價值；書卷廣場安排不插

電表演「蛋包飯野餐音樂會」；AI創智學

院及工學院在工學大樓3樓AI實境場域以

「樂遊AI，永續學教」為主題，舉行「體

感式智慧互動牆」啟動儀式，讓全校攜手

「穩懋」實現永續場域，現場同時發行限

量NFT，彰顯AI+SDGs=∞淡江永續精神與

AI學習的產學合作成果。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HC301舉行

「校友總會會館」揭牌儀式、中華民國校

友總會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校

友返校活動暨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員大

會、金鷹校友返校歡迎會暨聯誼餐敘、校

友聯誼餐敘，以及各系所舉辦校友聯誼等

活動，邀請大家一起同樂。 

蘭花展 蕭瑞祥邀大家療癒一下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11

月3日至5日上午9時至下午17時，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校慶蘭花展「淡蘭香韻」，

展出來自全國各地蘭園精心栽植的305盆

蘭花，董事長張家宜也於11月4日親往觀

賞，並開心與總冠軍蘭花合照。

　總務長蕭瑞祥表示，「每年非常期待蘭

花展，在幽香中享受蘭花的美麗與優雅，

可紓解不少壓力。」鼓勵教職員工生撥空

前往，還可選購蘭花盆栽回家好好欣賞。

　評審委員召集人，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

會競賽部副執行長葉慶泉說明，本屆參展

蘭花分成「蝴蝶蘭」、「仙履蘭」、「嘉

德利亞蘭」及「其他類」4組，由120名評

審依序評選出各組獎項及總排名，總冠軍

由桃園四倍體蘭園鍾鳳謨培育的「秋石斛

蘭」贏得，原因為「花量多且花期一致，

在秋天仍能維持豐富葉量，十分難得。」

　【記者黃偉淡水校園報導】111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10月29日上午9時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行，本次主

題為「淡江第五波：永續發展之少子化因

應作為」，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

三位副校長與一、二級單位主管、秘書、

教師等，逾250人參與。

　 張 董 事 長 表 示 ， 全 世 界 都 在 重 視 永

續 ， 最 近 史 丹 福 大 學 成 立 永 續 學 院 ，

將相關學系結合在一起，專注於地球、

氣候變遷及社會永續發展；同時在2021

年開始「COLLEGE」課程，重視Civic

（公民的）、Liberal（通識的）及Global 

Education（全球的教育）。「少子化問題

必須正視，我們在以減法的角度思考如何

應對的同時，更要以加法的心態做足準

備，讓學生的心靈、教學品質更精緻卓

越，達成『教育4.0』的目標。」

　葛校長提到，本校在「2023 QS世界大

學排名」、「2023 THE世界大學排名」以

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排

名」中皆有進步，勉勵同仁們要對自己與

學校有信心；其次強調本校是重視研究的

教學型大學，「只要有研究成果，就會獲

得獎勵」；最後重申學校發展的重點，是

將AI與SDGs融入課程，讓全校學生都能

有相關基礎，並能確實跨領域搭配；並與

產學結合，朝「AI+SDGs=∞」的目標邁

進，打造

注重「在

地 國 際

化、智慧

雲端、永

續未來」

的精緻大

學。

　本次研

討會共安

排 7 場 專

題報告，

分別是學術副校長許輝煌「持續超越。突

破困境。精緻卓越」、行政副校長林俊宏

「淡江大學之永續發展─行政體系思維、

體質與經營管理之轉型」、國際事務副校

長陳小雀「少子化下的國際化挑戰─迎風

鷹揚逆勢超越」、教務長蔡宗儒「邁向自

發、互動、共好之永續學新思維」、總務

長蕭瑞祥「總務處因應淡江第五波：永續

發展之少子化作為」、人資長林宜男「面

對少子女化應有之人力規劃與願景」以及

財務長林谷峻「三分之一的挑戰」為主題

進行報告。下午由三位副校長帶領分組討

論，分別以「如何在少子化的困境之下持

續追求學術卓越？」、「少子化下本校行

政資源效能之提升與精進」、「如何因應

少子化下的國際化挑戰？」為主題進行討

論，並發表討論結果。

　閉幕式中葛校長重申淡江當前目標，

是推動AI+SDGs的通識教育、跨域合作，

其次則是強化「三全特色教育」；至於少

子化的影響，他強調「淡江的目標是朝精

緻卓越邁進，需要各單位通力合作才能達

成。」張董事長也預告將規劃至各學院聽

取各系因應對少子化的教學與招生對策；

重點在於「創新課程及教學方式」及「六

年招生規劃」。

本校 2023 世界大學排名一覽表
公布單位 評比名稱 世界排名 全國排名 非醫學類

私校排名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中心 2023 QS世界大學排名 1201-1400
18/26 1▲4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3 THE世界大學排名 1201-1500
18/43 2▲2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2022-2023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1413 15/35 1▲27 ▲1

（
資
料
提
供
／
品
保
處
）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知名

出版商Elsevier旗下的Mendeley Data發布的

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最新榜單於10月公布。

本校學者入榜「終身科學影響力排行榜

（1960-2021）」23位、「2021年度科學影

響力排行榜」16位，共計28位師生校友入

榜（不重複計算），成績較去年更燦爛。

　 本 校 入 選 「 終 身 科 學 影 響 力 排 行 榜

（1960-2021）」的學者計23名，較去年增

加2名，名單如下：數學系郭忠勝、物理

系林諭男、化學系王三郎、郭豐年、土木

系葉怡成、姚忠達、水環系張麗秋、化材

系何啟東、鄭廖平、葉和明、黃國楨、余

宣賦、電機系許駿飛、李祖添、丘建青、

國企系孫嘉祈、資管系鄭啟斌、徐煥智、

侯永昌、管科系廖述賢、時序時、曹銳

勤、教設系蘇哈爾。

　入選「2021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的

學者計16名，亦較去年增加2名，名單如

下：有數學系郭忠勝、物理系董崇禮、黃

裕呈、李啟正、化學系王三郎、土木系葉

怡成、姚忠達、水環系張麗秋、電機系許

駿飛、國企系孫嘉祈、會計系方郁惠、管

科系廖述賢、曹銳勤、時序時、教設系蘇

哈爾、教科系王怡萱。

　該榜單由美國史丹佛大學根據全球最大

引文摘要資料庫Scopus，從近 800 萬名科

學家中遴選出世界排名前2%的頂尖科學

家，涵蓋22個主學科和176個子領域，分

為「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

2021）」以及「2021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

榜」兩份榜單。分析團隊使用截至2022年

9月1日Scopus作者計算，依總引用次數、

Hirsch h-index、共同作者修正的 Schreiber 

Hm-index、單獨作者、單獨或第一作者，

以及單獨／第一或者最後作者的文章引用

次數等六種關鍵指標進行評分，反映學者

的學術論文影響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恭喜本校榮獲

111年度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金獎肯定！這

是繼106年度獲得銀獎之後更上層樓，也

是本校推動永續校園後首度交出的漂亮成

績單。頒獎典禮將於12月7日舉行，本校

將由行政副校長林俊宏代表前往受獎。

　林俊宏表示，本次獲獎除了代表本校

節能績效獲得肯定之外，也是邁出2050淨

零碳排穩健的第一步。未來除持續依循

「AI+SDGs=∞」的校務發展方向，透過

智慧科技的協助，確實依照「減碳、固

碳、負碳」之技術，做好節能減碳工作，

同時也規劃相關課程增進學生永續素養，

共創永續校園。

　11月2日經濟部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團

隊至本校拍攝節能標竿案例推廣影片，由

林俊宏代表本校分享節能理念及經驗，另

由總務長蕭瑞祥帶領拍攝並說明紹謨體育

館「太陽能光電系統」、圖書館「高效率

磁浮離心式冰水主機」、外語大樓「多聯

式變頻冷氣機」、「能源監控管理系統」

以及「AI用電需量預測系統」運作情形。

　蕭瑞祥感謝總務處同仁的齊心協力、校

友企業信邦電子、源銳資訊的技術合作及

教職員生的配合，也顯示本校在推動節能

的方向正確，未來將持續執行相關措施，

也將持續強化「能源監控管理系統」功

能，將更多教室及樓館納入系統控管，期

能充分掌握並有效節省用電。

虛擬校史館試營運
　【本報訊】為配合本校數位雲端校園發

展，提升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

（以下簡稱校史館）知名度與參觀人次，

覺生紀念圖書館校史組規劃設計「淡江大

學虛擬校史館」，透過虛實整合、數位策

展的方式，打造一個有歸屬感的虛擬展示

與學習空間，透過線上瀏覽與探索方式，

認識本校校史與張建邦創辦人事蹟，進而

增加對本校的瞭解與認同，拓展校史館展

覽服務內容。「淡江大學虛擬校史館」係

依照校史館實體展示空間格局建置虛擬展

場，展品除提供照片或圖檔外，也會搭配

相關網路資訊與影片，提供更加多元與完

整的展示內容。相關資訊請參閱校史館網

頁「最新消息」。（網址：http://archives.

lib.tku.edu.tw/）。

本校28學者上榜

教發中心創新教學有效溝通經驗分享
王秋今分享中文課教學創新經驗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

10月28日舉辦「大學

中文課教學創新成果

分享」講座，邀請清

華大學中文系講師王

秋今，分享創新教學

經驗。

　王秋今首先分享自己對於論文著作的熱

愛，而清華大學的教學主要以論文為主，

所以她決定以論文寫作為課堂主軸。為了

讓學生對中文的印象不再流於傳統的文本

分析，王秋今在課堂中以自然書寫為基

礎，透過單元方式教授大綱、前言、分析

方法等部分，並在期末要求學生交出2,500

至3,000字的論文，希望能藉此為學生打穩

論文寫作的基礎；另花費不少時間說明如

何正確的引用與改寫，並禁止學生使用任

何網路資料寫論文，藉以讓他們習慣引用

期刊、論文等認受性較高的來源。

　「教學相長的意義在於，老師也可以從

學生身上學到意想不到的東西。」王秋

今為了可以跟學生深入討論論文內容，會

要求學生從指定書單中選定書本作文本分

析，再從中找出感興趣的議題延伸討論，

此舉可讓她跟學生就議題能有更深入的討

論，「雖然書本內容是千篇一律，但學生

的觀點卻常常給我不同的驚喜，曾經有理

工科系學生用科學的角度分析原住民的文

化，讓我增加了不少額外知識。」

莊欣華分享如何拆解師生溝通障礙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

11月1日邀請中文系助理教授莊欣華，以

「拆解公式，讓溝通更順勢」為題進行分

享，逾30位教師到場參與。她首先指出，

教育現場上，不可控的主要對象就是學

生，經常無法達到有效溝通，原因可能在

世代間差異、師生立場、語言文化背景

等，造成溝通認知的障礙。為了改善這個

情況，她選擇從「課程設計」方面著手，

以「中國語文能力表達」為例，她會設計

「潮語單元」，了解學生間的共同語言以

及常用詞彙，不僅拉近與學生距離，也能

幫助未來教學上更加游刃有餘。

　如何營造安心與自在的環境也是重要

課題，莊欣華透過加分機制讓學生願意主

動表達想法，以鼓勵代替責備讓學生更樂

於分享；她也培養學生「換句話說」的能

力，從講授的理論或是長篇文章訓練學生

改寫，以提升學生邏

輯思維與表達能力，

同時大幅改善溝通上

中間受到的干擾。另

建議多用正向肢體表

現讓學生感受尊重。

最後則是透過「三明治回饋法」，先肯定

學生用心給予鼓勵，再建議作業需調整的

地方，最後期許他們未來能做得更好。該

回饋法中也讓她發現學生在學習成效上有

大幅的提升，課程參與也有顯著的進步。

（攝影／羅婉瑄）

（攝影／林芸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