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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商管學院新設２研究中心
　商管學院於12月1日起新成立「策略

價值管理與ESG永續發展研究中心」與

「經濟倫理研究中心」，皆為任務導向

型研究中心。（文／高瑞妤）

2校友獲閱讀誌好書獎
　法文系校友夏曼．藍波安《沒有信箱

的男人》、中文系校友曹馭博《夜的大

赦》，12月3日獲「Openbook閱讀誌」

年度中文創作好書獎。（文／林芸丞）

柏麗梅談博物館策展
　歷史系於12月1日在I501舉辦「歷史、

文化創意、與博物館的交匯工作坊」，

十三行博物館館長柏麗梅分享該館近年

策展內容。（文／宋品萱）

評量尺規高中諮詢工作坊
　招生策略中心12月6至8日「大學招生

專業化發展計畫-審查評量尺規高中諮

詢工作坊」，邀請高中教師與本校各學

系招生種子人員交流。（文／潘劭愷）

陳美伶分享地方創生經驗
　文學院「創意城鄉」課程，12月2日

邀請前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以「HOLD

住人 打造永續地方創生」為題，分享

地方創生經驗。（文／姚順富）

淡江音樂季首場鋼琴聯彈
　通核中心與文錙藝術中心，12月7日

在文錙音樂廳聯合舉辦「2022淡江音樂

季」首場音樂會「以琴會友～鋼琴聯彈

之夜」。（文／朱映嫻）

Mentee幫新聘教師解惑
　教發中心12月6日舉辦「111學年度

Mentee教師座談會」，邀請資深教師解

答新聘教師課堂問題，協助他們在教學

現場更為順利。（文／黃庭瑀）

e筆書法比賽 林承昕掄元
　文錙藝術中心主辦的「2022年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e筆書法比賽」，12月03日

舉行決賽，由本校尖端材料科學學程三

林承昕拿下冠軍。（文／陳楷威）

林秀怡提醒懂得保護自己
　視障中心12月5日舉辦「心理與社會

適應講座」，邀請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

會種子講師林秀怡，分享關於「跟蹤騷

擾防制法」相關內容。（文／吳沂諠）

劉晴雯籲用樂觀面對人生
　視障中心12月6日舉辦「聽障者的一

封信」活動，邀請聽障者清華大學資源

教室輔導員劉晴雯分享，介紹聽障者的

特質以及自身經歷。（文／吳沂諠）

期末教學評量即日起開跑
　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囉！品保處針對教師教學進行問卷調

查，即日起至12月26日上午10時止。

葛校長訪美 姊妹校+1

暖心淡江人 暖述猴硐事

首屆微學程成果展 通核中心邀你愛通識

理學院AI研習會
分享新世代科技醫學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與姊妹

校交流，凝聚校友向心力，校長葛煥昭11

月25日至12月9日，偕同董事長張家宜、

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校友總會總會長

林健祥、商管學院院長楊立人、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國際暨兩岸

交流組組長朱心瑩，赴美參訪姊妹校強

化雙邊交流，與美洲地區校友餐敘，更於

12月5日與林健祥母校麻州大學羅爾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簽訂

學術交流協議書，締結姊妹校。

　本次參訪活動，葛校長一行人共參訪

加州州立大學諾斯里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加州州立大

學長堤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舊

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西佛羅里

達大學（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麻州大學羅爾分

校及新澤西州立大學（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與各

校討論強化學術交流、雙聯

學制等事宜；探視本校交換

生及大三出國生，關心其學

習狀況，以及優華語計畫在

西佛羅里達大學及新澤西州

立大學的推動情形，並給予

鼓勵。

　校友部分，一行人到訪當日，即受到南

加州（洛衫磯）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吳典

龍與校友們的熱列歡迎。隔日拜訪校友林

子序及段相蜀企業，晚間則與南加州校友

會逾60位校友聚餐，會中頒發感謝狀予吳

典龍感謝其付出，同時頒發當選證書予新

任會長方惠蘭，期許繼續支持母校；11月

30日則與北加州（舊金山）淡江大學校友

會逾80位校友聚餐，遠居北卡羅來納州的

英文系校友吳秋煌特別出席，並贈送「馬

到成功」緬甸玉雕刻精品給張董事長，

祝福母校校務蒸蒸日上；12月7日與美東

（紐約、新澤西）校友會校友聚餐，熱情

交流中期待明年召集50名校友再邀校長一

行人返紐約團聚。

　12月7日校友午宴後，校長一行人在校

友陪同下拜會駐紐約臺北文化經濟辦事

處，李光章大使於座談中，讃許本校國際

化及海外華語教育的耕耘，期盼未來共同

合作推動與海外高等教育機構交流。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

AI永續發展研習會由物理系主辦，11月

29日上午10時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5、

HC306，分別邀請鴻海集團研究員，臺灣

大學物理博士陳國進主講《An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achine Learning量子機器學

習》和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陽明交通

大學醫學系教授陳亮恭主講《超高齡社會

的人工智慧應用》，逾30人參與。

　陳國進介紹量子計算遠遠超越經典計

算，其運用於機器學習及當前進展不可

限量。他表示，運用量子計算之機器學

習，有更高的可訓練度，使得到的結果具

有更高辨析度。尤其運用在複雜化學系統

的模擬、加密破解、數據搜索、最佳化等

實境中，都優於經典計算表現。「未來

5-10年，在量子電腦上計算有望運行更多

優於經典計算的演算法。在物理系統的研

發上，臺灣在離子阱、超導和光量子系統

中都有不同團隊投入，並已組成量子國家

隊。值得一提的是，淡江物理系也是其中

成員之一。」

　陳亮恭分享在AI發展下，醫療體系運作

出現重大轉型，面對全球人口高齡化，AI

的創新發展提供更精準健康平台，能早期

偵測身心功能是否衰退，及早介入服務，

達成全民精準健康長壽目標。他強調最不

好的不是死亡，而是失智和失能，因此需

要提前預防，VR遊戲、跳舞機是不錯選

擇，因為動腦又活動筋骨，還能交朋友。

「即使有AI介入，我們的目標仍在治療，

AI不是用來炫技，只是其中一項方法。」

西雪梨大學師生來訪 交流永續感受臺灣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12(一)
15:00

全英中心
L305

英文系助理教授黃翊之
英語簡報實務技巧工作坊
（場次二）

12/13(二)
13:00

全英中心
O502

銘傳大學講師林浩然
藉新聞提升語言及視野

12/1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江佩勳
C h i r a l  M a g n e t i z a t i o n  a n d 
A s y m m e t r i c  D o m a i n - W a l l 
Propagation in Hydrogenated CoPd 
Thin Films (Implication for Spintronic 
Dev ices wi th  Dzyaloshinsk i i–
Moriya interaction)

12/13(二)
14:10

水環系
E829

環保署綜合計畫處博士張志偉
國際環境監測現況與趨勢

12/13(二)
14:10

財金系
B713

統一投信專案經理林良一
ETF的綠色浪潮

12/13(二)
15:00

歷史系
HC105

玉康創意整合行銷創意總監何曼禎
朝=潮：故宮90週年乾隆潮新媒體
藝術展

12/14(三)
13:00

海下中心
HC306

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張清風
海洋臺灣的永續發展

12/14(三)
13:10

航太系
守謙有蓮廳

NSPO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吳宗信
Taiwanese dream to space

12/14(三)
14:20

海下中心
HC306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中心研究員兼執
行長劉家瑄
臺灣海洋環境的挑戰

12/16(五)
14:10

資工系
G315

金管會主任秘書蔡福隆
金融科技之資安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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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學 院 物 理 系 主 辦 A I 永 續 發 展 研 習 會 。 
（攝影／羅婉瑄）

本校與麻州大學羅爾分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締結
姊妹校。（圖／國際與兩岸事務處提供）

「返照」成果展，學生透過創作呈現猴硐礦工生命
故事。（攝影／陳國琛）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與工學院水環系及土木系，12月

6至17日聯合舉辦2022年澳洲姊妹校西雪

梨大學學生淡江短期研習課程，12月6日

上午10時30分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7

會議室舉辦開幕式，學術副校長許輝煌、

工學院院長李宗翰、土木系系主任楊長

義、西雪梨大學學術顧問Dr. Robert Salama

及11位學生等到場參與。

　許輝煌首先歡迎西雪梨大學師生來到臺

灣，期許他們透過課程以及與淡江學生

之間的互動，更加了解臺灣文化，希望

將來可以至澳洲拜訪；第4次到訪臺灣的

Dr. Robert Salama，表示非常開心再次來到

這裡，除了感謝本校安排了豐富的行

程，也相信學生們會喜歡這些課程及

參訪活動；接著由水環系副教授李柏

青說明本次課程概要，希望透過各種

水資源的處理、水力、風力等自然力

的運用，搭配相關設施的參訪，協助

同學們了解永續的重要；西雪梨大學

的學生們也紛紛表示，來到臺灣十分

開心，希望可以收穫更多專業知識，

並期待與淡江同學們的交流。

　本校與西雪梨大學2018年簽訂姊妹校，

2019年國際處與工學院水環系及化材系

曾為該校安排夏日課程，互動密切，近

期疫情趨緩，出入境開放，兩校實體交

流活動得以重啟。該校榮獲2022年THE

大學影響力排名全球第一，本次活動以

「Innovative Education 2022: Clean Water」

（2022創新教育：乾淨的水資源）為主

題，安排6場講座及4場參訪，針對水資

源與環境生態科技、風工程與全球永續

未來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搭配安排參

訪翡翠水庫和直潭廢水處理廠，以印證

水循環相關系統運作。另安排校友企業

宗瑋公司參訪行程，以及淡水紅毛城、

雲峰茶坊、石門嵩山、九份等在地文化

名勝，希望協助學生認識臺灣、淡江校

友企業，同時感受臺灣文化。

澳洲西雪梨大學師生蒞校，將進行為期12天的研
習課程。（攝影／潘劭愷）

本學年起畢業學生

通核中心「就是愛通識微學程成果展」，於黑天鵝展
示廳熱鬧開幕。（攝影／鄧晴）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由通識

與核心課程中心主辦的「就是愛通識微學

程成果展」，12月5日至8日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行。5日中午12時舉行開幕式，學術

副校長許輝煌、文學院、工學院、外語學

院、國際研究學院、教育學院長等人到場

參與，會中進行成果競賽優秀作品頒獎。

　許輝煌表示，大學教育強調跨域、多

元及自主學習，通識教育便是跨域學習

非常重要的部分，期許同學們能夠把握機

會進行多方面的探索與學習，更希望他們

走出教室，前進企業、社區、社會多元學

習。希望能有更多老師以及學生積極投

入；教務長蔡宗儒則讚賞同學們的作品呈

現非常到位，更提到透過「速度與風景練

習曲」，才認識到自己時常搭乘的淡海輕

軌，每一站都有不同的故事，同學們的成

果，讓他非常感動。

　展覽內容包含兩部份，一是「第一屆

微學程學習成果競賽」前三名以

及佳作共16件優秀作品，獲得首

獎的「梨泰院踩踏事件之心理學

分析」為法文四傅亦婷、機械四

林子翔、土木三陳昱昕及風保三

李知靜，在通核中心講師胡延薇

「心理學導論」課程中的共學成

果。二是「認識淡水我的家」主

題展演，展出以輕軌與新市鎮為

題的「速度風景練習曲」、參訪古蹟建

築速寫走讀活動的「百年古蹟教堂走讀

速寫」、展望未來，推演2060臺灣樣子的

「Hometown 2060」，以及關懷弱勢，標

記強化校園安全的「TKU校園踏查」。

節能標竿 淡江金讚
　本校榮獲111年度經濟部節能標竿獎金獎，12月7日由行政副校長林俊

宏代表，於「111年節約能源表揚大會」中，接受經濟部長王美花頒獎。

總務長蕭瑞祥與總務處同仁，也於11月5日校慶當天，在驚聲廣場拍攝影

片，宣示「2050淨零排放，永續校園，AI+SDGs=∞」的決心。（文／潘

劭愷、攝影／秘書處揭維恆、潘劭愷，圖／總務處提供）

返照成果展 用創作分享礦工生命故事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通識

與核心課程中心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身體語言與環境探索」，與臺大創新設

計學院「音樂合作的藝術與實踐」課程、

猴硐礦工文史館合作，將老礦工分享的生

命故事，透過舞蹈與音樂創作方式呈現，

並舉行兩場成果發表「返照」。首場於12

月3日晚上7時在本校文錙音樂廳舉行，教

務長蔡宗儒、通核中心主任戴佳茹、淡水

區區長巫宗仁、平溪區區長曾繁盛、猴硐

礦工文史館理事長林正福、創辦人周朝

南、新北市政府青年局主秘江奇叡、猴硐

礦工文史協會多位成員到場觀展。

　「返照」共安排五組同學進行表演，第

一組《在路上挖》，以舞蹈搭配嘻哈音

樂，演繹礦工的一天，呈現礦工的特殊性

與危險性；第二組《過往雲煙》，以礦工

生活紀錄片為引，用舞蹈還原礦工的生活

與心境；第三組《邊‧線–努力生產‧安

全為先》，以警告標語為題，用舞蹈伴

隨採礦真實聲景，表達礦工在生與死之

專業知能
服務學習

間交錯的心情；第四組《魂‧

離合》，透過五段舞蹈，表達

從都市進入猴硐，藉由靈魂互

動，體會真實的生命意義與價

值；最後登場的《掘‧抉》，

由「身體語言與環境探索」授

課教師，通核中心助理教授吳

文琪親自擔綱，將礦工們從痛

苦、迷茫、壓迫的心境中挖掘

答案，到不斷與死神擦肩而過

的生命抉擇，最終錘鍊出生命

美好的心情轉折完整呈現。

　「音樂合作的藝術與實踐」授課教師，

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助理教授蔡佳芬表

示，透過這次合作的機會，讓學舞蹈與學

音樂的同學有了互相學習的機會，「對於

同學們在創作前，必須先去解礦工的生

活與生命歷程，再結合他們的心境進行創

作，我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學務處 經探號
助猴硐退休礦工圓「大學夢」
【記者林育珊淡水校園報導】「請大家

看著這裡，露出你們最燦爛的微笑，我

們要拍畢業大合照囉！1、2、3，OK！」

穿著學士服，9位猴硐退休礦工們擺好姿

勢，開心又感動地拍下人生中最難忘懷

的大學畢業照！學生事務處12月3日下午

3時舉辦「半日大學生體驗活動」，邀請

猴硐退休礦工至本校體驗大學生生活。

經 濟 系 系 主 任 林 彥 伶 帶 領 學 生 組 成 的

「經探號」團隊，帶著長輩們體驗大學

課程，並身穿學士服參加畢業典禮。

將獲數位學位證書
　【本報訊】本校自111學年度第1學期

（112年2月），畢業生完成離校程序並領

取紙本學位證書後，隔日起10個工作日

內，可在校級信箱中收到數位學位證書。

若仍未收到數位學位證書，最遲應於領取

紙本學位證書1個月內聯絡註冊組申請補

寄數位學位證書。

因應數位化時代、國際人才需求、學位證

書真偽檢驗需求大增，為提供快速便利可

靠之數位畢業證書機制，教育部委由成功

大學建置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證書發證／驗

證系統，提供全國合作大專校院之學位證

書驗證，方便業界快速檢驗數位學位證書

真偽。

數位學位證書為等同紙本證書效力之官方

合法電子文件，與紙本證書具備互補性，

驗證系統架設於教育部，使用者可從電腦

上傳數位證書，即可進行驗證事宜。（網

址https://dcert.moe.gov.tw/upload )。註冊組

提醒，如原紙本學位證書因「遺失」、

「更名」而申請補發，原數位學位證書將

會判定已有新版本，驗證時會出現「驗證

警告」情形，請同學使用最新版本數位證

書進行驗證。

快來圖書館當偵探
　【本報訊】喜歡偵探遊戲嗎？覺生紀

念圖書館典閱組自今日起至12月25日，特

別舉辦「聖誕驚喜：發掘偵探事件簿」

活動，分別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及5樓非

書資料室的聖誕樹下，擺放共100分的禮

包，其中除了有精選圖書及影片之外，

還有一張謎題卡，只要依照指示完成任

務後，還可獲得限量獎品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