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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28(一)
18:00

觀光系
B713

觀光系助理林錦蓮
「背起行囊看世界-我在澳洲念書與
實習」

11/28(一)
19:00

通核中心
B712

和泰汽車公司人才發展室高級專員
張家榦
簡報溝通與創意

11/29(二)
12:00

通核中心
I201

中華民國高齡金融暨長照跨領域發
展協會秘書長張淑敏
跨「活躍樂齡工作坊」-「幸福獨
居，互助共老」不是夢！

12/02(五)
10:00

資圖系
B113

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
中心資深資訊工程師張鐘
資圖系數位人文支援人文學研究與
教學專題演講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女聯會義賣永續又公益
　女教職員聯誼會提倡愛物惜物的環

保生活，11月21至2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

舉辦「我的舊愛 你的新歡-二手衣物義

賣」愛心義賣活動。（文／林芸丞）

EMI幫你精進英文簡報力
　全英中心為協助學生改善英文簡報

技巧，舉辦「英語簡報實務技巧工作

坊」、「英語簡報急診室」，報名詳情

請見活動報名系統。（文／林芸丞）

國際處蝶谷巴特手作坊
　國際處11月23日舉辦「蝶古巴特-森

林系木盒手作活動」，邀請妘羽工作坊

負責人蕭妘羽，指導學生們製作精美手

工木盒。（文／林曉薇）

黃培育創作音樂會汫療癒
　文錙藝術中心11月23日舉辦「【汫】

黃培育創作音樂會」，由經濟系校友黃

培育，搭配琵琶梁家寧、大提琴王鈺淩

兩位演奏家共同演出。（文／朱映嫻）

翁玉蓉教你如何寫好論文
　圖書館11月23日，安排服務參考組翁

玉蓉分享論文撰寫、架構與準備方法，

期盼協助學生對論文寫作要領能有更進

一步認識。（文／高沛生）

資管系與９企業合作實習
　資訊管理將與勤業眾信、臺灣中小企

業銀行、中國信託、遠傳電信等9家知

名企業合作，擇優錄取學生，安排於下

學期到企業實習。（文／黃茹敏）

研發處開設3D列印課程
　研發處11月24日舉辦「3D列印掌上小

鋼珠迷宮台」課程，邀請科普飛行隊品

牌執行長周文祺，教授如何設計及製作

掌上小鋼珠迷宮台。（文／姚順富）

水環系團隊青力崛起佳作
　水環系學生陳致慧、吳宜安、蕭彤

羽，參與環保署舉辦的「青力崛起-土

水事 我們的事」青年創意徵選競賽，

獲行銷推廣類佳作。（文／姚順富）

淡江音樂季12月7日登場
　通核中心及文錙藝術中心「2022淡江

音樂季」微學分活動來囉！12月7日晚

上7時「以琴會友～鋼琴聯彈之夜」，

12月28日晚上7時「長笛、小提琴、雙

簧管、與鋼琴之夜」。相關資訊請詳通

核中心網頁，或洽詢通核中心張助理，

校內分機2125。（文／朱映嫻）

徐航健助學生專心課業

方君竹談資訊識讀

６校校長學者專家跨域交流分享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創新技

術發明獎牌再添金銀！電機系副教授紀俞任

團隊「天線模組」，與化學系教授陳志欣團

隊「可用於水中汞離子感測之液晶液滴高分

子凝膠薄膜」，在行政院跨部會與中央研究

院合辦的「2022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

教學特優教師分享 紀慧君樂當學生最忠實的反對黨

淡江銘傳致理合作
共推北海岸地方創生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11月21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

蓮國際廳舉辦「111學年度有蓮獎學金頒

獎典禮」，由校長葛煥昭主持，行政暨蘭

陽副校長林俊宏、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

雀、各相關單位一二級主管及受獎學生，

逾300人一同見證管科所校友徐航健回饋

母校，嘉惠學弟妹。

　「有蓮獎學金」係徐航健以其母親為

名，捐款新臺幣1億2千萬元所設立，在於

鼓勵學生就讀淡江，並在求學路上可以無

後顧之憂的全心學習。此獎學金自110學

年度起每年頒發2千萬元，連續6年，獲獎

之一般生學士、碩士、博士班新生及境外

生碩士、博士班新生，每名20萬元入學獎

學金，另境外生學士班獲獎者，每名2萬

元獎學金。今年為第二次頒發，經由獎助

學金委員會決議，共有一般生70名、境外

生碩博士班12名，以及境外生學士班112

名獲得此項獎學金。

　葛校長恭喜獲獎同學，表示「有蓮獎學

金」是目前全臺大專校院單一獎學金總金

額最高者，經過學校嚴格篩選，獲獎學生

在入學成績都有非常優異表現，徐航健自

小家境並

不富裕，

但依靠自

身努力，

在有所成

就後，依

然力行簡

樸，熱情

回 饋 母

校，為本

校 校 訓

「樸實剛

毅」的具體實踐者。期許獲獎學生，入學

後在三環五育的培育下，對捐贈者心存感

激，妥善運用這筆優渥獎學金，成為具備

八大基本素養的心靈卓越淡江人。

　來自菲律賓的理學院應用科學博一歐茲

比（Carl Osby M. Mariano）表示，會選擇

來臺就讀，是因為臺灣有先進的創新科學

與技術，臺灣人民也樂於助人，這筆獎學

金讓他生活不虞匱乏，可以專心完成博士

學位，一圓他的科研之夢；法文一林彥廷

感謝師長推薦及徐航健學長慷慨捐贈，讓

獲獎學生可因此減少學費帶來的負擔，也

能利用獎學金精進學業或學習其他技能，

不僅提供了實質幫助，精神上也勉勵他們

奮發向上，朝著自己的理想與目標前進；

戰略博一吳佳幸感謝師長的肯定，如同千

里馬遇伯樂的知遇之恩，也感謝自己在學

習過程中堅持追求學問、一絲不苟的態度

與精神，誠如徐航健學長設立獎學金時對

學弟妹想要傳達的訊息；在學習過程中，

所上師長及助理總在第一時間給予最實質

的協助，如同在家以外的父母，因此她真

誠地向徐航健學長及所有給予幫助的師

長、同學們說聲謝謝。

　【潘劭愷、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

由臺灣通識教育策略聯盟暨品質策進會

（簡稱通識聯盟）籌辦，本校教務處通

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教育學院及海洋與水下科技研究中心聯

合主辦的「2022 通識、教學實踐研究與

STEAM教育國際研討會暨臺灣通識教育

策略聯盟暨品質策進會＠淡江大學大會」

11月18、19日於本校淡水校園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舉辦，主題為「高等教育的轉化及

大學通識教育與STEAM的對話」，本校

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國立中正大

學紫荊講座教授江宜樺、多所大學校長及

逾200名全國各大專校院教師學生及美國

學者參與。

　葛校長致歡迎詞時首先介紹本校現況、

三化理念、教育使命及當前努力目標，感

謝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參與，分享通識教

育、教學實踐研究及STEAM教育的寶貴

經驗，希望大家能夠滿載而歸；通識聯盟

理事長，本校電機系講座教授，海下中心

主任劉金源接著說明，通識教育是大學教

育之基礎與核心，也是專業教育的基石，

面對當今科技快速的發展與環境的變遷，

大學教育在培育學生人文環境關懷與跨域

整合的能力更顯重要。研討會本著資源共

享的理念，融合通識教育、教學實踐研

究、STEAM 教育，希望讓不同但相近領

域的學者專家們得以進行跨域溝通與交

流，激盪出更多火花。

　校長論壇由江宜樺主持，他

表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及通識

課程的改革從20多年前開始受

到重視，近年來因大學校院的

各自發展而產生變化，希望藉

由 本 次 研 討 會 共 同 探 討 。 引

言人葛校長以「高等教育新格

局—變化與轉化」為題，從少

子化問題及因應、辦學績效，

談到如何透過第五波、雙軌轉

型、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構建本校的新格

局；國立政治大學校長李蔡彥、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校長許泰文、中華大學校長劉維

琪、亞東科技大學校長黃茂全、大葉大學

副校長葉釋仁則針對學校治理、通識教育

等主題進行分享。交流時間則針對「社會

最新趨勢如何納入各學系的學習規劃」、

「AI與通識教育的結合」及「108課綱與

大學教育的連結」等問題進行交流。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農情食

課」、文化大學「共創光明頂」及致理科

技大學「駐點滬尾共創綠色旅遊新價值」

USR計畫，11月22、23日共同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舉辧「北海岸跨校永續實踐聯

展暨共創北海岸學術研討會」，展示各計

畫執行成果並分享相關經驗。

　本校學術副校長許輝煌感謝農情食課團

隊，在臺灣農村面臨少子女化及人口外流

問題的時刻，挺身而出了解並嘗試協助解

決問題，他也期許三個計畫團隊的合作，

能引領更多師生了解並投入地方創生；石

門區長林俊宏除了感謝團隊對於地方創生

的貢獻，也希望由持續的合作，將石門特

色向外推廣；本校學務長武士戎也希望藉

由各校師生的合作，確實協助地方創生與

發展，展現韌性的一面。

　研討會除介紹三個團隊計畫內容與執行

成果，另安排相關計畫相關之短論文發

表、淡水、三芝、金山及樹林地區地方

案例、學生參與計劃等分享，並針對「食

農教育-大學素養」、「地方創生-城鄉關

係」、「農村觀光-人口回流&青農創業」

三個主題進行交流討論，互動熱絡。三校

更共同簽訂「北海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跨

校合作備忘錄」，希望藉由相互支援及資

訊分享，讓計畫執行更有效率，為地方創

生帶來更多效益。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

圖書館11月24日中午12時舉辦高效學習力

課程「想像未來的台灣媒體：媒體改革與

資訊識讀」，邀請《記者真心話》主持人

方君竹，帶領教職員生認識與分析媒體亂

象，並提供建設性方案。

　方君竹首先說明媒體識讀的第一課，就

是教導我們要養成「習慣質疑陌生的媒

體」，點出「誰掌握了媒體，誰就可以控

制我們的耳目」的觀點，同時列表說明受

到財團控制的台灣媒體名單；而公營媒體

俗稱官媒，雖有媒體權卻被三權控制，球

員兼裁判的情況下如何監督政府？

媒體識讀的第二課，則是「辨別媒體立

場」識讀術，方君竹提到5招起底媒體老

闆，其中可從官網中的關於我們查到相關

資訊，或直接搜索媒體名稱、背景，也可

以從臉書粉專中的資訊透明度觀察更名紀

錄、成立時間、小編在哪裡；第三課為

「不被帶風向」的風向識讀術，提醒大家

要橫向閱讀各大媒體的新聞，多元觀點相

當重要，有意識地傾聽與自己立場不同的

聲音，才能不被風向帶著走；第四課是

「改變讀者亂象」，方君竹強調，「點閱

是一場社會運動，要改變媒體，就要從改

變點閱習慣開始」，建議讀者用行動支持

如國際新聞、深度調查報導、文字專題等

有用訊息，向探人隱私、八卦、謾罵的訊

息說不，讓自己成為一個好讀者。

資圖四林映辰表示，透過講者的解說，讓

她了解到其實有很多管道可以辨識資訊的

真假，「對於媒體如何影響不同形式的知

識情況下，身為讀者的我們，資訊識讀能

力真的是必須培養的技能。」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博覽會 ３計畫展成果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1/28(一)
15:00

電機系
HC306 
HC307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
研究所講座教授陳鴻震
台灣精準健康產業之推動

11/29(二)
10:10

物理系
HC305 
HC306

鴻海研究院量子計算研究所研究員
陳國進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陳亮恭
《An In t roduct ion  to  Quantum 
MachineLearning量子學習的介紹》
《超高齡社會的人工智慧應用》

11/29(二)
14:00

財金系
B713

萬寶投顧執行長賴建承
如何打造您的證券金融DNA

11/29(二)
14:10

水環系
E829

佳典顧問公司總經理湯可弘
企業淨零轉型路徑規劃與數位碳揭
露系統介紹

11/30(三)
15:10

化材系
E787

R&D Director石健學
UV包裝印刷油墨與食品安全

12/1(四)
18:30

歷史系
B713

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總監劉珞亦
鑑古溯今-法學的應用和法律普及

12/2(五)
14:10

資工系
G315

財金公司組長陳淑媚
金融區塊鏈在金融服務的應用

更多相關資訊，請逕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網址：https://enroll.tku.edu.tw/）

淡江、文化、致理三校USR計畫共同簽訂MOU
強化合作推動地方創生。（攝影／潘劭愷）

111學年度有蓮獎學金頒獎典禮在有蓮國際廳舉行。（攝影／羅婉瑄）

2022 通識、教學實踐研究與STEAM教育國際研討會於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攝影／鄧晴）

　【 記 者 吳 岳 軒 、 鄧 晴 台 北 報 導 】 本

校USR計畫「淡水好生活」、「農情食

課」、「淡蘭海陸輕旅遊」團隊，11月

19、20日至臺北松山文創園區參加「2022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博覽會」，介紹三年以

來行動實踐的成果，學術副校長許輝煌特

別到場參與，並感謝計畫同仁的辛勞。

　11月19日由建築系教授黃瑞茂進行教學

實踐績優計畫「就地拼貼術-參與式

的設計工作坊之行動研究」分享，

就「問題意識」、「執行場域」、

「計畫對應SDGs」、「教學研究設

計」、「教學研究歷程」、「教學實

踐成果」、「教學反思與未來計畫省

思」及「執行心得分享」等部分逐

一說明，強調指導教師在實踐場域的

多方重要角色，及「在場」的重要

性。11月20日由「淡水好生活—學習

型城鄉建構計畫』共同主持人，經

濟系系主任林彥伶和經濟碩一朱書宏在

USR TALK，以「時光旅人17」為題，透

過50年前和50年後的時空氛圍，搭配〈平

凡之路〉、〈微光〉等歌曲，共同分享

團隊在柬埔寨的服務經歷。「在臺灣就

醫、喝水、吃東西都很方便，但在柬埔

寨卻不是這樣子，因為他們的近況就像

50年前的臺灣。」柬埔寨的經驗，讓他

們都更懂得珍惜在臺灣所擁有的資源和

社會福利。

  林彥伶認為，每年都能有一次成果交流

滿好的，只是今年淡江展場分散有點可

惜；朱書宏則表示「能將柬埔寨的生活

和經驗帶向其他學校的人分享是滿特別

的一件事，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參加。」

林彥伶（右）與朱書宏在「USR TALK」中，分享
團隊在柬埔寨服務經驗。（攝影／鄧晴）

如何改變媒體亂象

圖書館高效學習力課程，講者方君竹與
參與者交流。（攝影／黃柔蓁）

教發中心邀請特優教師，文學院長紀慧
君分享教學經驗。（攝影／林育珊）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教發中心

11月24日邀請文學院院長紀慧君，以「做

學生最忠實的反對黨：我的教學之路」為

題進行分享，逾50教師參與。

　 要 如 何 成 為 學 生 的 反 對 黨 ？ 紀 慧 君

表示：「做改變命運，不是改善生活的

事」，她認為學生時常透過個人觀點批判

世界，身為老師應該提醒學生「人外有

人、天外有天」，不著眼於固有框架，方

得以看見未來，使學生具備謙卑與自我反

思能力。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將學生

當成消費者，了解他們應具備之能力及相

關特質，設計出「大學四年的顧客旅程地

圖」；最重要的是，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學

生，都應該誠懇地面對，做一個可以「偏

袒」學生的老師，把他們的問題視為自己

的問題，從中反思自己的不足，幫助他們

建立核心競爭力，主動產生學習動機。

　在學習方面，紀慧君說明課程規劃時會

以「問題」為導向，引導學生學習從不同

的面向提出問題，不僅顯示對事物的理解

與關心的程度，展現對既有資料的掌握及

理論發展脈絡的了解，更能培養學生善於

發問與勇於發問的能力。她同時強調培養

學生「跨領域」能力的重要性，建議在課

程融入「教師社群」、「教師共授」、

「建立學程」等方式與課程結合，讓學生

在學習上能有更顯著並完整的收穫。

賽」中分獲金銀牌。今年競賽共有20國、

520件作品參賽，共計310件得獎作品。

　紀俞任感謝學校及研發處在專利申請的

過程中給予不少協助，鼓勵團隊參加台灣

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並給予強力支

持讓該研發成果能夠受到外界肯定，為

校爭光。陳志欣曾於2018年獲得該項比賽

金牌，此次再進帳一銀，他感謝學校提供

資源及場地，也感謝過程中大力協助的系

上學生，「其實只要給學生明確目標和問

題，他們會樂於動手解決，對於他們的成

長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發明競賽 紀俞任穿金 陳志欣戴銀

紀俞任（左圖）與陳志欣（右圖右1）團
隊。（圖／研發處提供）

111學年度有蓮獎學金頒發 近200名學生受惠

2022通識、教學實踐研究與STEAM教育國際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