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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認證 淡江企業最愛

量化數字之外 張貴傑淺談質性研究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每個學系都有
一道光，你追逐的是哪一道？本校將於
3月4日下午1時起，在淡水校園舉辦「逐
光—2023淡江大學學系博覽會」，提供高
中學生、教師與家長，一次認識8大學院
41學系的特色、課程與就業發展，讓高
一、高二學生先行探索未來方向，高三學
生在選填志願前再次檢視興趣科系、不同
科系的備審資料準備方向及面試注意事
項。歡迎有興趣者踴躍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ebK8Z）
　本次博覽會將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除各學系攤位展覽，1時30分起在有
蓮國際會議廳先進行學校簡介、活動說明
及各學院介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活動新增「教務長小講座」及「國際處專
區」，呼應108課綱並呈現本校國際化特
色。去年大受歡迎的「校園導覽」活動也
增加場次，讓學生及家長們對於淡江的學
習環境、特色場域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教務長蔡宗儒說明，「教務長小講座」

淡江相伴 陪高中生追逐最亮的光

用藝術呈現生活
LIFE IN COLOR

　E-BUS來了！因應臺灣2030年市區公車

全面電動化之目標，本校教職員與學生重

要通勤路線，淡水客運紅28直達線電動公

車，2月21日開始正式上路，本校另一條

重要路線紅27公車也規劃隨後跟進。根據

環保署統計，電動公車較傳統公車可減少

近一半碳排量，本校與淡水客運透過運具

轉型合作，為本校永續校園、淡水地區永

續發展共同努力。（文、攝影／陳嘉雅）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

發展中心2月23日中午12時，邀請教心所

所長張貴傑，以「數字之外：淺談質性研

究」為題進行分享，近40名教師參與。

張貴傑首先提到，對於「Rea l i t y（真

實）」的認知，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有

著不同的解讀，而產生了不同的研究

取向；質性研究較為主觀，重視具有獨

特性的經驗，重視個別差異、歷程且互

為主體，即使是個人的意識，仍會造成

實際上的影響；而量化研究則是較為客

觀，重科學實證、反覆驗證及推論。

　接著張貴傑說明關於

質性研究的發展歷程、

典範的轉移、研究方法

的種類、選取與執行，

以及信度、效度的測量

等基本概念。至於什麼

樣的研究適合以質性方

式進行，他列舉兩種型

式，其一是「探索型研

究」，就是沒什麼人做

過 的 研 究 ； 其 二 則 是

「在量化研究探尋了非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你未來的夢

想，希望建立在校學習創新創業嗎？歡迎報

名「淡江大學2023創新創業競賽」，讓研究

發展處協助你實現「創夢」。

　為推展學校研發成果產品化，提升創新創

業教學實踐成效，研發處每學年均會舉辦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近日同時

於遠見、Cheers兩雜誌公布的「2023企業

最愛大學生排行榜」中，排名私校第一。

此為繼2020年之後，重回雙榜魁首，令教

職員生、校友振奮不已。

　根據遠見雜誌於2月20日公布的「2023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名單，本校於

校際排名中，名列榜單第九名，為私校第

一，在睽違兩年之後，重回私校衛冕者寶

座。同時，在2月出刊的Cheers雜誌，本校

繼續蟬聯私校之冠，為26年來紀

錄保持者。

　校長葛煥昭表示，本校表現受

到遠見及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畢業

生調查的肯定，表示本校的努力

在畢業生的表現中充分展現於職

場，確實值得欣慰。事實上，本

校今年在QS、THE及《美國新聞

與世界報導》三項世界大學排名

亦均有所提升，表現十分優異。

本校將以「AI + SDGs =∞」之

治校理念為努力目標，以「雙軌

轉型、數位轉型、永續發展、韌

性治理」為策略工具，貫徹三化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教

育理念，持續提供學生優良的學

習環境，並努力創造特色，強化

教學創新。

　 除 校 際 排 名 ， 遠 見 「 學 科 領

域排名」依據「學科別」，分為文法商

類、理工類、民生類，共三大類九個分

榜，評選前5名的畢業生；本校於「社會

人文類」、「商管類」皆拿下第5名，

可看出校友們在專業上的軟實力。若從

「產業表現」排名上來看，本校校友在

三大產業中，於金融服務業、傳統製造

業出線，分列第3名、第7名，皆為私校翹

楚。而在Cheers雜誌「5大產業最愛」排

名中，本校今年在金融業名列第5名，並

且有12%受訪者對本校畢業生在工作表現

上超乎預期，在此題項名列全國第10名，

為全國唯一入榜的私立大學。

　遠見報導中提及「畢業生母校的聲譽、

校風，甚或校友氣質與態度，也愈來愈

成為企業選才的指標。」在職場包括工

作態度、團隊合作能力及領導力，亦是

企業主所重視的。尤其本校畢業生在金

融業表現排名特別突出，在雙榜上皆有

名，且商管類畢業生表現於遠見學科領

域排名第5，顯見本校商管人才的表現特

別傑出。作為72年歷史的綜合性大學，近

30萬校友的表現在企業選擇新鮮人時，所

產生的加分效果，力量不可小覷。

將由他親自
駐點，為學
生與家長說
明本校在教
學上的創新
與改變，及
在 1 1 2 學 年
度開始推動
的 彈 性 學
制，學生可
在 自 主 學
習、跨領域
學習獲得更系統性的輔導，幫助學生更
容易斜槓專長，強化未來競爭力；「國
際處專區」則是充分呈現本校「國際
化」特色，希望讓學生與家長透過CHAT 
CORNER體驗、了解與姊妹校交流（交
換／留學）情形、學長姐的經驗分享等
方式，提升對於國際學習的興趣。
　「隨著社會的變遷愈來愈快速，如何
更有系統的協助學生多元學習，快速習

得符合疫後新常態社會需求的最新科技
與資訊相形重要，本校目前在AI與永續
的基礎設施與整合執行經驗在國內居領
先地位，定能提供更有力的協助。」蔡
宗儒肯定並感謝各學系的準備與努力，
也期許各學系能更強化與高中的連結，
讓更多高中師生認識並了解本校特色與
優勢，增進學生報考與就讀意願，引導
學生，追逐人生中最亮的那道光。

「創新創業競賽」，今年活動以「AI的

創新加值、永續的創業加速」為主題，

總獎金高達15萬元，報名時間自即日起

至3月15日下午5時止，歡迎對創新創業有

興趣的本校教職員生、校友及企業人士

踴躍組隊報名，報名及詳細資訊請至活

遠見 
Cheers

常多，但是我們想要理解深度的內涵發生

了什麼，想要從數字之外，知道數字裡面

的內涵，包含過程，個人內在的理解」，

例如脫離網路成癮的行為研究，校園霸凌

中導師對於「霸凌」的知覺理解。都可以

用質性研究方式進行。

交流時間中，在場教師提出關於「內容分

析的關鍵字設定與探勘」、「如何選取具

有代表性的樣本」以及「訪談中如何避免

引導」等問題，由張貴傑一一回復並提供

建議。日本政經所助理教授徐浤馨分享，

自己本身就是進行質性研究，今天聽到講

者提到關於質性研究的注意事項、指導學

生研究的概況，部分其實跟自己進行「歷

史研究」的方法類似，有種熟悉感。「進

行質性研究的方式可能不盡相同，但如何

取得第一手資料很重要，透過訪談或田野

調查都是重要的途徑。」

文錙藝術中心「LIFE IN COLOR」展，透過多元
藝術媒材呈現豐富生活。（攝影／鄧晴）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

中心2月17日上午10時30分，舉辦「LIFE 

IN COLOR」開幕式，本次展覽由藝術家

許璧翎擔任策展人，三位藝術家彭雄渾、

許璧翎、江義政透過自身獨特、豐富的生

活經驗，將其落實於藝術，展出包含水

彩、粉彩、油畫、壓克力、帆布、多元媒

材等藝術品逾40件。本校董事長張家宜、

臺灣藝術創生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永萍、

林口會會長李天任、戰國策副董事長張美

惠等逾60人參與。

　許璧翎指出，藝術的作用也在於達成精

神層面的滿足，不單純是個展，同時也是

跟觀者的互動；她也特別說明，自己以日

常生活點點滴滴的感受作為創作的發想，

透過不一樣的方式予以呈現，並介紹其中

以象形文字的紙雕方式所創作的心經；彭

雄渾則以個人的觀點分享如何欣賞抽象

畫，「抽象畫就像穿衣服，只要喜歡這件

衣服就會買就會穿，不用在意看懂與否，

只要知道喜不喜歡就好。」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說明，本次展

覽主題圍繞在「色彩」，希望帶給大家不

同的感受；張董事長強調，本校十分重視

學生的美學涵養的培育，因此即使沒有

藝術相關科系，還是於2000年成立這個中

心，定期舉辦展覽。「有時間的話我都會

儘量來觀賞每個展覽，有機會聽到藝術家

本人的創作理念與說明就會更好，因為這

是看展最大的收穫。」

　資傳一蔡詠惠分享，自己本來就很喜歡
鮮豔的色彩，本次展出的作品帶給她鮮活
的感受；日文四魏翊茹表示，看到鮮豔色
彩時心情就很好，「自己也會忍不住想了
解，藝術家們創作當下在想什麼，才會呈
現這樣的作品。」「LIFE IN COLOR」展

期至3月29日，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

5時，週六、日及2月27、28日休館，2月

18日補班、3月18日春之饗宴配合開館。

境外生強化競爭力
23人通過AI-900

2023創新創業競賽 邀你一圓創業夢

企業最愛私立大學生排名
大專校院 遠見 Cheers

淡江大學   1   1
  逢甲大學     2     2  

  中原大學     3     4

  輔仁大學     4     3

龍華科技大學     5     8

  東吳大學     6     5
（製表／淡江時報社）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1(三)
10:00

管科系
B713

台灣大車隊副董事長李瓊淑
關鍵時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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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報名系統，或逕洽研究發展處副理賴維

得，02-26215656分機2307。

　競賽分為兩組，參賽隊伍均須有指導老

師及隊長，隊員至多8人；「創新組」徵

求本校師生團隊具創新性的技術或創意之

作品參賽，指導老師及隊長必須為本校教

職員及學生；「創業組」徵求校友及校外

企業具可創業的產品或服務之作品參賽。

E-BUS永續淡水
淡江淡水客運聯手

永續系列課程再開
用英文認識SDGs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距離聯合

國2015年宣布的「2030永續發展目標」，

時間業已過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持續

開設系列課程「用英文認識SDGs–世界

動起來」，將於3月15日至5月17日，每週

三晚上6時，帶領大家透過英文閱讀看世

界，觀察世界各國如何將想法付諸行動，

把SDGs實踐於生活，有哪些值得我們參

考，臺灣又可以朝哪些方向努力？每週課

程將針對不同議題進行討論，歡迎有興趣

者，踴躍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Nqr5Zx ）

　授課教師，英文系講師林敘如說明，本

學期課程特別針對之前的內容進行調整，

讓大家能在兩小時內讀完講義內容，不會

感到負擔；同時加入近期發生的事件與資

訊，像是根據新面向所推出的服務及議題

的後續發展等，豐富課堂資料，歡迎有興

趣的教職員生，一同到教室或在MS Teams

上，一起認識SDGs。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與AI創智學院於111年12月24日

共同為境外生開設，以全英文授課的微軟

「AI-900 Workshop」專班，1月14日在線

上進行證照考試後，該班24位學生中，23

人成功通過考試，獲得該項國際證照。

國際副校長陳小雀說明，該課程符合學校

「AI+SDGs=∞」的發展願景，之後將持

續舉辦，成為常態課程，並列入深耕計

畫，「我們另外設定了KPI，同時加強宣

傳，希望學生參與課程的人數以及證照考

試的通過率能夠倍數成長」；國際長葉

劍木表示，AI-900課程提升了學生的硬實

力，且AI為目前本校積極培育學生的基本

素養之一，相信對境外生們在未來就業有

一定的幫助。

　來自美國的數學三譯文達分享，高中時

很少有機會去深入學習與電腦及軟體相關

知識，覺得這次機會十分難得，透過課程

的學習，使他在電腦能力上增加許多自信

心，同時理解現今AI科技擁有的可能性，

希望將來學校能夠再次舉辦類似的課程與

活動，並期許自己能夠增進數學、電腦等

相關技術；來自巴拉圭的國企四雷德風

說，「完成課程學習及證照考試後，讓我

更加認識AI，並且為將來的學習履歷，增

添一件特殊的經歷，我希望之後可以參加

更多與AI、管理及物流運作等和科系相關

的證照課程，豐富自己的歷程。」

OPENBOOK好書獎特展 歡迎一起閱讀各類好書 豐富內涵
　【記者陳楷威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

圖書館與台灣閱讀推進協會，即日起至3

月15日，在圖書館二樓學研創享區，共同

舉辦「2022Openbook好書獎」特展，展出

獲獎的好書30冊，包括獲得「年度中文創

作」的法文系校友夏曼．藍波安《沒有信

箱的男人》、中文系校友曹馭博《夜的大

赦》，以及獲得「年度生活書」的土木系

校友鍾永豐《菊花如何夜行軍》，本本精

彩，展出期間也歡迎借閱，喜愛閱讀的你

千萬不能錯過。

　夏曼．藍波安為達悟族人，藉由家族口

述的傳說，《沒有信箱的男人》描繪出原

住民受殖民者所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而

沒有文字的達悟族人只能用著外來者的文

字訴說著他們所經歷的一切。也向大眾揭

開原住民族受殖民者的侵踏對待。

　曹馭博的詩集《夜的大赦》，則帶出

「詩」在黑夜的遮擋下，才得以自由地被

創作的感慨。「黑暗能包容一切，在裡

頭，萬丈皆能互文，我們的傷口終將相

認。」作者藉由書中詩句的提示，讓人

們藉由讀詩、創作詩來擁有揭開內心的勇

氣，並在詩中找尋未來的方向。

　 《 菊 花 如 何 夜 行

軍》是鍾永豐從社會

運動到政治實踐期間

的散文集錦，回顧1950

年代以來的臺灣現代

化及工業化歷程，以

理解一個內山農村的

本我，以及各種自我

的形成，用著犀利卻

感性的文字，在音樂創作之外，呈現出的

另一種精彩。(圖／圖書館提供）

用文字影像說新聞
歡迎加入淡江時報

　【本報訊】《淡江時報》招募文字和攝

影記者，邀請想體驗新聞工作的同學，透

過文字、攝影記錄淡江大小事，實現記者

夢。凡大一、大二及碩一同學，全校不限

系所，只要對新聞採訪寫作、新聞攝影有

興趣、想認真學習者，歡迎加入我們，讓

你不用進入職場就可累積傳媒實戰經驗。

　現任文字記者，英文四彭云佳分享，

「在時報二年，我爭取了不少報導機會，

從演講、活動到人物專訪，都鍛鍊著用字

遣詞、邏輯組織、採訪應對等能力，讓大

學生活增添更多色彩」。現任攝影記者，

大傳三黃偉分享，「加入時報，因為出任

務而接觸許多有趣的活動，且獲得學長姐

指導，讓我學會不少技巧，面對狀況也能

隨機應變，大幅提升攝影的實戰經驗。」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月24日止，有興趣

者請至淡江時報社（傳播館Q301室）或上

網（網址：https://reurl.cc/Y86oza ）、掃描

QR Code填寫報名表，報名攝影記者另須

備妥個人作品。3月8日及16日中午12時10

分將在Q306舉辦「招生說明會」，誠摯邀

請同學們到場，並踴躍報名參加。

教發中心邀教心所所長張貴傑介紹質性研究。（攝影／林芸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