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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西雪梨大學短期課程結業式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26(一)
19:00

通核中心
B712

資工系特聘教授張志勇
AI平民化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李小娟談如何撰寫好履歷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12月20日舉辦境外

生職涯輔導系列講座，邀請淡江大學香

港校友會會長李小娟，分享如何撰寫好

的履歷。（文／侯逸蓁）

The Greatest Show 3.0 
　國際處境輔導組12月16日舉辦「最卓

越ㄉ演出The Greatest Show 3.o」境外生

才藝比賽，14組同學參賽，展現歌唱、

舞蹈、樂器演奏等才藝。（文／黃偉）

國際處冬至暖送湯圓
　國際處12月22日中午12時舉辦「境外

生節慶文化活動-冬至送暖」活動，國

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與國際長葉劍木邀

請境外生一起吃湯圓。（文／侯逸蓁）

U-start邀你一圓創業夢
　112年度的U-start創新創業計畫開始受

理第一階段申請，歡迎邀請想完成創業

夢的同學踴躍組隊，於112年1月1日至2

月24日提出申請。（文／陳楷威）

期末考試1月3日起展開
　期末考試將於112年1月3至9日舉行，

日間制學士班由教務處統一排考，進修

學士班則由授課教師於考試週自行排

考，或在原上課時間及教室上課。

張大千書畫特展 文人雅士爭睹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儘管是近10度

低溫、飄著細雨的淡水，喜歡書畫大師張

主任張炳煌多年來用心經營，近年來更符

合本校第五波「超越」的精神，接連舉辦

于右任、溥心畬及張大千個展，讓全校教

職員工生得以親見大師作品；葛校長進一

步說明，本校藝術教育近年來更與發展願

景「AI+SDGs=∞」結合，如e筆書畫技術

正積極朝「智慧e筆」方向研發，藝術教

育符合SDG11「永續城市與社區」，讓學

生的藝術涵養持續與時俱進；中華海峽兩

岸文物交流促進會理事長王水衷表示，之

前與本校合辦「松風水月—溥心畬書畫特

展」大受好評，本次再次合辦張大千書畫

展，希望再次引起共鳴，他特別感謝本校

重視人文藝術發展，及收藏家們大方出

借，希望大家把握時間好好欣賞。

　　策展人張炳煌說明，本次展出書畫大

師張大千的山水、花卉、神像、人物等繪

畫作品、書法作品、扇子雅品書畫及使用

之文房百餘件，其中最為特別的，是張大

千為夫人徐雯波手繪於旗袍上之荷花，荷

葉及花朵均栩栩如生，令人驚艷。本次特

展展期至112年1月12日，週一至週六上午

9時至下午5時開館，週日及1月2日休館。

國家永續發展系列論壇 
談海洋臺灣永續與挑戰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12/28(三)
15:10

戰略所
T1201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
學程助理教授森亞博
安全同盟在對手影響下的困境：中
國大陸利用臺美非正式安全同盟的
影響

12/30(五)
14:10

資工系
G315

財金公司副總經理陳昌脩
金融資安資訊分享及分析中心之現
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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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千書畫特展吸引不少藝術愛好者前來觀展。（圖／秘書處提供，攝影／潘劭愷）

111學年度大學校院圖書館館員實務分享座談會於本校舉
行，主題「型塑場域，學習無所不在」。（攝影／潘劭愷）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海

下中心與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學會聯合舉

辦的國家永續發展系列論壇，12月14日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主題為「國家

安全x企業社會責任：海洋臺灣的永續發

展與挑戰」，逾60人參與。

　主題演講由臺灣海洋大學前校長張清

風以「海洋臺灣的永續發展」為題，從

海洋生物的演變與海權競爭講起，說明

海洋資源的豐富與重要性。並提及臺灣

海域面積廣大，更處在重要戰略位置，

為交通航運樞紐，對國內外社會經濟有

重大影響力。接著談到環境議題，因工

業發展所造成的全球暖化、魚類過度捕

撈與人為污染等問題，使海洋受到嚴重

國家永續發展系列論壇第七場，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討論臺灣海洋的永續與挑戰（攝影／潘劭愷）

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 本校連續兩年勇奪非醫學類私校榜首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根據國際知名出

版商Elsevier官網，美國史丹佛大學團隊於

10月公布最新的「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1）榜單，共

有1592名台灣學者上榜。本校入榜「終身科

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1）」23位，較去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覺生紀念

圖書館12月16日下午2時，於淡水校園圖

書館學研創享區，舉辦111年大學校院圖

書館館員實務分享座談會，主題「型塑場

域，學習無所不在」，全國各大專校院書

館員、本校教職員及學生近30人參與。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致詞時說明，該座談

會係希望各學校圖書館館員，能夠針對業

務上的執行經驗進行分享與交流，已行之

多年且成效良好，本次的主題在於「圖書

館如何能更充分的支援教學，提供師生一

個更有溫度的環境，進行知識的分享與連

結，提升圖書館利用及使用者滿意度」。

　原任職本校大傳系的臺灣大學新聞研究

所助理教授蔡蕙如，以「從『容器』到

『充電器』：圖書館課程合展的跨領域學

習之旅」為題，分享她在淡江授課時，如

何與圖書館合作，讓學生透過主題成果展

的規劃與執行，學習如何利用圖書館的資

源與設備，延伸自身的課程學習，擴充對

知識探索的想像。「或許一開始時學生們

都會叫苦連天，但最後他們都會認為這是

十分難得的學習經驗！我很開心淡江能有

這樣一個可以與各學系合作，提供學生資

圖書館員
實務座談

源與支援的圖書館，讓教師跟學生們都能

擁有難忘的知識互動體驗。」

　圖書館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則以

「從『推手』到『攜手』：圖書館 x 課程

合展的點、線、面」為題，從圖書館員的

角色，分享在苦思如何推廣閱讀之際，因

緣際會與各學系合作進行課程展示的歷

程，除了提供各學系師生們一個展示學習

成果的機會與實踐場域，同時也開啟了圖

書館空間及資源活用的另一扇門。「我們

很感謝能有這個機會，不僅活化圖書館空

間與資源的被運用，也讓館員們藉由活動

學習各種領域的知識豐富視野，更讓他們

因為跨出這一步而結交不少夥伴，最重要

的是，協助學生擺脫學習的框架，展現無

比的創意與潛力，為圖書館的未來走出一

條更精彩的道路。」

　交流時間，各校圖書館員也踴躍分享經

驗，如搭配服務學習課程、協助教師舉辦

主題書展、將場地租借給學生舉辦成果展

等，討論熱烈。最後由典閱組組員陳芳琪

與黃莉庭，帶領製作策展小物「圖書館風

蝶谷巴特聖誕吊飾」，藉以增加展覽的趣

味。會後館員們大方給予回饋，包括從活

動得到不少圖書館空

間活化的啟發、發現

圖書館員也能創造各

種可能性等，也期許

自己能夠透過更多創

意與努力，讓圖書館

變得更好。

 本校分享課程合展經驗

衝擊，如北極冰帽縮減、海平面上升、海

水酸化與海洋汙染等問題，如何讓海洋永

續發展也成為重要課題。在碳排方面，以

個人平均碳排量來說臺灣算排碳大國，政

府「2050淨零碳排」政策，在於促進提高

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其中風力發電也成

為發展重點，惟能源永續與環境保育間

的均衡，也是值得思考的議題。「臺灣

是一個海島，我們看到的是『海』還是

『島』?」張清風強調，因應海洋面臨問

題，我們應加強推動「頂尖的海洋科學科

技」與「海洋生態」、「水產養殖」、

「漁業資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並培育

國際級海洋人才，以達成永續海洋目標。

　專題分享由臺灣大學海洋中心執行長劉

家瑄以「臺灣海洋環境的

挑戰」為題進行分享，提

到臺灣海洋因地貌豐富，

提供許多能源與資源的開

發潛力與機會，但各有其

需要面臨的挑戰，包括技

術面、經濟面與環境生態

的考量。另外，臺灣海洋

空間的規劃、使用及管理

尚在起步階段，急需政府

及產業界共同努力，才能

儘早完成。

年公布數據21位，成績再躍進，連續兩年

排名非醫學類私校榜首。

　校長葛煥昭表示，本校今年在多項世界

性的學術排名皆有進步，展現出軟實力。

本校定位為「重視研究的教學型大學」，

今年有434篇學術期刊研究論文通過專任

教師研究獎勵，預計將發出1,800多萬元的

教師研究獎勵金，未來會在教師研究成就

上給予更多獎勵，鼓勵教學研究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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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萬名科

學家中遴選出世界排名前2%的頂尖科學

陳妤亭談ISO14064碳排盤查

大千作品的人潮，仍是絡繹不絕地湧入文

錙藝術中心，爭睹難得一見的名家鉅作！

本校文錙藝術中心與中華海峽兩岸文化資

產交流促進會，12月15日聯合舉辦「鑠古

燦今—張大千書畫特

展」，開幕式於上午

10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文錙音樂廳

同步視訊。董事長張

家宜、校長葛煥昭、

立法院前副院長鍾榮

吉、國科會前常務次

長陳德新、淡水區區

長巫宗仁、本校一、

二級主管、書畫藝術

家及愛好藝術者逾400

人參與。

　張董事長致詞時表

示 ， 張 建 邦 創 辦 人

在創校50週年時推動

「 校 園 藝 術 化 」 ，

特別成立文錙藝術中

心，希望藉以培養淡

江人藝術內涵，她特

別感謝文錙藝術中心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環境保護及

安全衛生中心12月21日舉辦環境教育講座

「ISO14064碳排盤查標準簡介」，邀請高

齊能源科技環境教育講師陳妤亭進行相關

說明，董事會主任秘書黃文智、稽核長

張德文、學務長武士戎及教職員逾90人參

與，臺北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總務處專員楊信洲說明，本課程為「企

業面臨的碳議題」的延續，希望同仁們在

認識碳議題與減碳現況後，對於本校即將

於2023年啟動的碳盤查依據，ISO14064-1

的相關內容能有所認識，並共同推動。

　陳妤亭首先提到，「碳盤查」即在調查

組織單位相關排放溫室氣體的數量，並

對ISO14064-1的標準新舊版本差異（將溫

室氣體排放，依組織／營運邊界設定成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能源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及「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

放」等3範疇及6類別）進行說明，以及

溫室氣體的盤查參考依據、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GHG Protocol）相關內容、以

及針對範疇3提供的計算和報告準則。

　陳妤亭表示，碳盤查的原則在於「相

關性」、「完整性」、「一致性」、

「準備性」及「透明度」，用來確保

溫室氣體資訊之真實性與公正基礎，強

調進行盤查時最好是「有憑有據」，透

過實際單據提供相關數據，邊界的設定

則應與財報一致，且不要重複計算；若

無法完整呈現時，應在能力許可的範圍

內，儘可能接近真實情況。

　最後陳妤亭說明盤查作業流程，包括

「邊界設定」、「排放源鑑別」、「排

放量計算」、「產生盤查報告書」及

「進行內外部查證」，並說明如何評估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之顯著性原則，

以決定是否進行盤查之依據。
ISO14064碳排盤查標準簡介課程，邀請陳妤
亭進行說明。（攝影／潘劭愷）

旅行也能談永續
陳盈潔經驗分享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共

同科「創意城鄉」課程，12月16日邀請台

灣永續旅行協會理事長陳盈潔，以「全球

永續旅遊管理實踐入門」為題進行分享。

　陳盈潔首先說明，聯合國在2015年提

出了永續發展目標（SDGs），而永續旅

遊，早在2008年已有初步概念，其意義就

是「旅行時設法降低對於環境和社會的衝

擊，並促進旅遊地經濟發展」。當時推

動永續旅遊，因著眼於全球有十分之一

的工作，屬於廣義的旅遊產業，全球永

續旅遊委員會（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 GSTC），為建立全球民眾對於永

續旅遊的共同認知，制定了旅遊目的地準

則（GSTC-D），提供任何旅遊目的地可

追求實踐的最低標準。該準則由「永續管

理」、「社會經濟衝擊」、「文化衝擊」

以及「環境衝擊」四個主軸組成，適用於

各型態旅遊產業。

　目前為全台唯一的GSTC認證成員的陳

盈潔指出，儘管許多旅遊產業打著永續旅

遊的旗號，但是多數業者不清楚甚至不了

解，因此需要依據準則來進行認證，尤其

是銜接全球旅遊產業時，被認證的業者也

同時跟上全球的商機，例如：臺灣業者在

booking.com刊出房源，就會被要求勾選各

項永續旅遊指標。因此她提醒，「旅遊業

者須取得永續認證，才能稱自己為永續旅

遊產業」。她預告永續旅遊產業與認證工

作，正逐漸成長，歡迎有心年輕人加入。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理事長陳盈潔，分享永續
旅遊的推動。（圖／馬雨沛提供）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2022澳

洲西雪梨大學淡江短期課程結業式」12月

16日舉行，國際事務副校長陳小雀、水環

系系主任蔡孝忠、副教授李柏青出席參

與，歡送西雪梨大學師生。陳小雀致詞時

表示，自2019年夏日課程成功結束後，感

謝西雪梨大學師生再度來訪，相信他們透

過參訪及課程，拓展視野之餘也獲得美

好回憶，希望這些知識對未來發展有所

幫助；李柏青提到，透過課程，同學們可

以發現「水無處不在」，而自來水產業除

了達到環保作用，同時也是一項人類的革

新。「課程結束並不是終點，期許與同學

們來日再相見。」西雪梨大學學生也逐一

分享他們在臺灣的所見所聞、對於水資源

和其他SDGs議題的想法，同時認為臺灣

人友善與溫暖讓他們更加喜愛這塊土地；

領隊教師Dr. Robert Salama除了稱許學生們

的分享，也感謝淡江提供這麼棒的學習環

境及非常週到的安排，讓他們擁有一個值

得回憶的豐富體驗。林志鴻募款助學
　【本報訊】前蘭陽副校長，國企系教授

林志鴻，本學期得知4名分別就讀本校碩

士班及大學部的境外學生，因自行負擔學

費或家庭經濟狀況受疫情影響，須透過打

工自籌學費及生活費，生活困頓，特別進

行募款，分別獲得王志成先生及財團法人

嘉義市福添福社會福利基金會各捐贈10萬

元，補助其學雜費，鼓勵學生努力向學。

師生收穫滿滿感謝淡江安排

「2022澳洲西雪梨大學淡江短期課程結業
式」，大家開心合影留念。（攝影／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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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者除入榜「終身科

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1）」23位，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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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較去年更為燦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