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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不用怕 各項防疫措施保障師生安心上課
因

應新冠肺炎疫情，本校於3月2日開學日同時

同時，校方也為了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罩。至於有與外單位合作、跨校連結之活動，延期

別，包括一般活動、社團課程皆可照常舉辦，但務

另外，學務處也鼓勵學生出門前自主體溫管

啟動各項防疫措施，包括校園內設立12個體

特別訂立相關規範，對於活動的舉辦擬分為4個類

閉、舉辦活動之規範等，讓師生能安全、安心地

必做好衛生防疫工作，如有必要者請攜帶口罩，而

理，秉持生病不上課的原則；學生進入各棟大樓前

取消。100人以上的「室外」活動雖可照常舉辦，

通過）；來校上課學生也會實施點名並進行拍照，

溫量測站、自主健康管理、室內運動場館暫時關
上課。

校長陳建民指出，開學後學校啟動各項防疫措

施，並持續衛教宣導，包含戴口罩、清潔消毒、室
內通風、勤洗手等防疫作為；各班級每日皆需進行

超過100人以上的「室內」活動，建議延期舉辦或
但務必做好衛生防疫工作，如有必要者請攜帶口

舉辦或取消。

皆需先量體溫，並取得當日的體溫貼紙（表示量測
以做為需進行疫調時的資料。

線上健康通報，以即時掌握學生身體健康狀況；每
棟宿舍各設置3間防疫寢室，以備不時之需。所有

訪客、廠商入校也需進行體溫量測；健身房、游泳
池等密閉運動空間將暫時關閉；各辦公處室洽公則
需戴口罩進入。

而為了學生安全，校方也針對學生上課、防疫

宣導、場館使用、疫情通報程序等訂出十餘項的防
疫措施，其餘疫情通報與處理流程則按中央疫情中
心的指示與流程辦理。

本校成立遠距視訊面試中心 考生免台金來回奔波

109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管道，於4月17日首次在本校試辦

離島大學面試，共有3位考生參加臺灣本島各大學4個校系視訊

面試，面試情況良好。

此次的視訊面試，縣長楊鎮浯除到場為面試考生「打氣」，肯定成立遠

距視訊面試中心，縣長也盼本校繼續推廣視訊面試，希望來年有更多離島學

子可以擴大參與。

為便利金門考生參加臺灣本島各大學校系之視訊面試，本校成立金門地

區遠距視訊中心。縣長楊鎮浯由校長陳建民、主任秘書蔡宗憲、教育處長羅
德水陪同到場勉勵考生，預祝考生可以考上心目中的理想校系。

楊鎮浯表示，金門大學是金門地區的最高學府，為地方培育優秀人才。

對於金大避免離島考生來回奔波於台金參加面試，節省考生住
宿與交通費，成立金門地區遠距視訊中心，表示肯定，他同時
也祝福考生能順利考上心中的理想校系。

校長陳建民指出，今年為本校第一年試辦與台灣各大學個

人申請第二階段遠距視訊面試，截至17日，總共有6位考生參與
6個校系視訊面試。

參與的金門高中考生說，視訊面試除節省交通住宿費用

外，疫情也是其考量選擇遠距視訊的原因，視訊面試不僅交通
較便利，僅需提前一小時到金大等候視訊面試，避免飛機無法
如期起降風險，又可免除現場面試之壓力，不易緊張，鼓勵下
一屆的學弟妹可以利用此視訊面試管道參與個人申請面試。

由

金大僑鄉研究 再獲國際權威學術機構認證
本 校 主 編 的 《 海 外 華 人 研 究 ( Tra n s l o ca l C h i n e s e : E a st A s i a n

國際期刊。2018年，《海外華人研究》的編輯部移設金門大學，突顯其僑

（Scopus）正式收錄在該機構資料庫當中，不僅讓校方在該領域深耕再獲國

國際權威的學術機構短期內接連地收錄《海外華人研究》，除認可該刊

Perspectives》，日前被全球最大同儕審查索引摘要資料庫

鄉研究的特色。

際認證，也進一步提升金大在國際的能見度。

近年來在學術品質提升的努力之外，也顯示海外華人議題在研究趨勢上的重

除成立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之外，並於2018年設立校級「閩南文化與僑鄉

華人社會，也重視自由

陳建民校長表示，金門是僑鄉，理所當然非常樂意推動僑鄉研究。本校

數位典藏中心」，積極耕耘該特色領域的學術研究。今年3月中旬校方接獲

歐洲科學基金會（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通知，已將該刊收錄在
歐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索引(ERIH PLUS）後，這是再度獲得Scopus資料庫
收錄，不僅確認《海外華人研究》刊物的學術位階，也認可金大在僑鄉研究
中的重要性。

主編劉名峰教授也表示，《海外華人研究》原為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

學會的機關刊物，於2015年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荷蘭學術出版公司Brill
簽約，並轉型為全英文的半年刊，成為學術界中極少數以華人移民為對象的

要性。而台灣不僅是個
與人權，可以透過《海
外華人研究》在國際學
界喚起對華人處境的重
視。未來，僑鄉與海外
華人研究的課題會更受
重視，本校也將結合各
界力量共同推廣和深化
僑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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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獎助計畫執行成效 縣府蒞校訪視

金

門縣政府跨處室組成訪視考評小組，首站

神，並希望在楊縣長所推動財政紀律的原則下，持

府獎助大專校院建校基金計畫執行成效。雙方就

校長陳建民指出，近年校方持續向教育部積極

巡迴本校實地考評，以瞭解各大學執行縣

未來將針對旅台鄉親的子弟，持續透過各項

續發揮並擴大計畫執行效益。

就讀優惠措施及教學設施、設備提升來吸引返鄉

計畫效益與未來方向進行意見交流，對108年度

爭取提高教學與研究補助經費，使其與台灣其他國

引入，塑造出一個多元學習、國際化的學習環

學社會責任與公部門智庫角色的扮演。

透過縣府計畫型經費補助，對金大生源維繫以及各

計畫執行成果皆表達肯定，未來也將更聚焦在大
這次實地考評，本校由校長陳建民率校內

一、二級主管與會，縣府則由秘書長陳朝金與

立大學學生的平均補助額度能達相同水平。現階段
項獎助措施的提供，有相當的助益。

就讀。此外，也將同時透過更多僑生、境外生的
境，藉由教育的介面讓更多人認識金大、認識金
門，並與縣政府共同行銷金門，讓世界能更認識
金門。

多位處室主管出席。雙方針對108年度計畫執行

成效及大學社會責任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並
朝持續發揮計畫綜效的方向，討論未來各項合
作計畫。

縣府秘書長陳朝金就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方

向提供構想，他建議各項與地區產業、金門酒廠

的可能合作，將金大的產研能力向外推展。此
外，也就開辦各項文官專業訓練的可能性提出構
想，協助離島人才養成與蓄積。金門縣政府教育

處長羅德水則強調縣府尊重大學自主自治的精

尋求合作機制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率團拜訪海洋委員會等單位

為 力，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高瑞新、海洋與
提升海洋相關領域的教學、實習與研究能

邊境管理學系主任馬祥祐與新聞中心主任劉燈鐘
拜訪海洋委員會、高雄港務警察總隊、海關等單
位，針對我國海洋與邊境現況進行交流，盼透過
各種合作機制，共同致力在該領域的學術和實務

因

能力提升，積極培育更多的優秀人才。
高瑞新一行人與海洋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長沈
建中、海洋資源處長黃振德、海域安全處長姚洲
典、高雄港務警察總隊長蔡鴻義、高雄港務公司
主秘林麗美、高雄海關關務長蘇淑真等主管座
談，強化合作關係。

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高瑞新表示，台灣海洋立
國理念逐步發展，海洋與邊境管理的議題日益重
要，而金大則是國內唯一同時設立海洋與邊境管
理學系及海洋事務中心的大學，近年來校方每年
均舉辦多場次的國際海洋論壇、學術研討會，並
推動海洋知能講座及中小學海洋教育宣導，並出
版海洋叢書和舉辦數十場親海（水）活動，均取
得很好的成果。
高瑞新期盼，未來能和相關政府單位、學術
機構和民間產業加強合作，共同為我國的海洋研
究及培育優秀的海洋人才而努力。
海邊系主任馬祥祐表示，該系培養學生具備
海洋、邊境和管理方面的多元性知識，感謝各政
府部門和機關企業的協助，目前該系與相關單位
的合作案，包括學生校外實習和參訪、委託研究
和活動案、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等等。同學們可
透過各項研討會和活動參與，提升學生的海洋專
業學習知能，協助他們提前熟悉職場運作。

做好防疫準備 本校演練遠距教學停課不停學

應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本校在三月底之際已

步及非同步方式進行，並應用校園數位教學與多種

作坊的檔案上傳至網路平臺供老師們進行準備遠

人員流動所帶來之潛在風險，避免校園出現群聚感

合遠距教學則是配合調整時段或地點，利用疫情結

此外，在清明假期前學生會也主動針對學生

率先進行校園防疫超前部署，以期有效降低

染之可能性。自4月8日起施行為期兩週的全校性
調整授課方式及線上遠距教學活動演練，原則上學
生可不用來校，以模擬實際停課不停學狀況。

由於本校教職員工生人數接近五千人，幾佔

金門常住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清明假期台金班
機往返人潮多，傳染風險也因此相對提升，且金
門的醫療體系在處理新冠病毒所需動用之資源與
能量也相對有限。基於保護師生與地區居民健康
的社會責任，並在不影響學生學習權益之前提
下，本校選在4月初選擇進行大規模演練線上遠

距教學，除緩解假期之後人員集中返金的情況之
外，也為之後若因疫情發展而出現持續性線上遠
距教學的情境做好準備。

這次的線上遠距教學之演練也已根據教育部

的相關規範完成遠距教學演練通報。教學分為同

線上平臺來進行課程教學、互動及成效衡量。不適

距教學時之參考。

束後的假日或課間進行補課。

進行線上遠距教學的意願進行調查，並獲得學生

27日舉辦三場「遠距教學工具工作坊」，針對各項

態調整，並依最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

而為舉辦此次演練，校方也已於3月25日至3月

線上平臺之操作進行教學與使用上的分享，並將工

高度認同。未來將根據此次演練結果進行各項動
部的通報隨時進行各項校園防疫工作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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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有您 許峻岷、李能緣、王中聖捐贈本校防疫物資

疫

情延燒之際，在地鄉親金門縣商業會前理事長許峻岷、旅台鄉親李能緣以
及本校校友王中聖紛紛捐贈各種防疫物資給予校方，以協助本校防疫工作

之用，為此校長陳建民特別表達感謝之意。

金門縣商業會前理事長許峻岷在2月底時，捐贈金門大學優質酒精一批，

於日前還獲悉校內各體溫量測站亟需額溫槍，但無奈市面上的額溫槍十分的

緊缺，隨即特別商請醫事器材的友人多方幫忙，籌尋16支額溫槍捐予本校，
以便協助學校有效紓解等候量測的人流，幫忙學校做好防疫的工作。

本校校友，現為金門小英之友會秘書長的王中聖，在本校開學前夕，捐

作為學校清潔與防疫所用。他表示，金大是優質的國立大學，也是金門地區

贈口罩800個與抗菌液一桶，提供學校作為防疫與消毒所用。王中聖表示，身

的鄉親，能略盡棉薄之力為金大和來自各地的同學服務，是他的榮幸；對於

校捐贈原物料及製造商均來自於台灣的國產口罩800份及次氯酸消毒液一批，

最高學府，有來自台灣和全球各地優秀的學生在此求學，而他身為金門在地
這次疫情來勢洶洶，希望金大同學在金門能健康平安的學習，未來他將投入
更多的協助，幫助學校全面提升防疫的能力。

而金門縣籍旅台鄉親李能緣繼105年捐贈金大200萬元之後，在疫情爆發

之際又捐贈額溫槍，協助金大防疫。李能緣在105年捐贈校方200萬元以後，

為校友，他希望學弟妹在金門都能健康平安的進行學習，此次以校友身分回
主要是考量母校開學在即，大批學弟妹將返回學校。加上學校平時即有許多
訪客外賓，應會有許多臨時性的需求，因此特別準備一點心意回饋母校。

對於各界的物資捐贈，校長陳建民特別表示感謝，他說，此次新冠病毒

肺炎的疫情對臺灣和全球都帶來很大的影響，全臺各級學校都延後開學上
課，而面對不斷蔓延擴大的
疫情，全校師生都要有高度
的警覺性。因此為了要防範
新冠病毒，校方也已召開數
次防疫與工作協調會議，同
時也針對環境整潔、安心就
學等措施進行妥善規劃。對
於各界捐贈的物資，校方也
會妥善運用，讓學生在校內
安心上課。

金大為3座雕像戴上花帔口罩 提醒學生防疫
因

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斷延燒，不僅全國延後開學，且人員進出
頻繁的各大專院校的校園防疫同樣備受關注，本校在4月時剛剛結束為

期兩週的大規模遠距教學演練，為了在學子返回校園之際持續宣導戴口罩防
疫的重要，特別發揮防疫創意，讓校園內三座大師雕像化身防疫大

的演變，用不同的呈現方式，不同的角色扮演，也
期待透過精神面的加持，陪伴著金大的學子與老
師們，安然渡過這一波的疫情危機。

使，挺身而出做足戴口罩示範，提醒每一位學子要保護自己，也保
護他人。

校長陳建民表示，金大榕園內的這三尊大師雕像，分別是黃

廣志前校長、漢貴恩教授以及鄭愁予大師，三人在金門大學的成
長與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中，對學校都有著極其重要之貢獻。而
三座雕像分別散落矗立在榕園的各角落，因為疫情的影響下，校
方希望可以透過具有金門風格的花帔口罩，協請三位大師們來幫
忙宣導一下，希望藉此持續提醒著路過的莘莘學子們，別忘記在
努力用功之餘，還是要記得需做好防疫工作，戴口罩、多洗手、
盡量不聚集，以維個人與整體校園的健康。

在疫情持續緊張的當下，三位大師的風範也隨著時空環境不斷

為何要睡覺？ 釋惠敏為本校師生宣講睡眠與禪定

本

校「通識領袖講堂－僑領講座」課程，日前邀請法鼓文理學院校長釋
惠敏主講「為何要睡覺？睡眠與禪定」，主題十分具有亮點，也吸引

金大師生到場聆聽。

釋惠敏認為，睡眠佔據人生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過去農業社會是「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現代社會中則因「人造光」而打亂了生理時鐘，以致
延後了睡眠機制。

釋惠敏強調，人的一天生活作息，上午應多接觸陽光，白天適時工作與

運動以培養晚上的睡意。此外，飲食規律並善用午間小休息但避免超過20分

鐘；不熬夜工作，睡到自然醒，晚上避免咖啡因或酒類飲料，睡前
避免看電子螢幕或處於強光或五光十色的環境。而體溫下降是入睡
的要素，室溫應維持18至26度，熱水澡至少在睡前30分鐘洗。如
此的晝夜作息節奏是促進身心健康的生活習慣。

副校長陳奇中表示，釋惠敏校長是跨領域的學者，畢業於臺

北醫學院藥學系後，又至日本深造，取得了東京大學文學碩士及
博士的學位，在瑜伽行派、禪定學、梵文、人文與科學通識、佛
學資訊等皆有深入的研究，並有著作十餘本，更曾榮獲教育部優

秀教育人員的殊榮，2011年也獲頒中國文藝協會第52屆「文藝獎
章」文化教育獎。非常感謝在疫情尚未穩定時，蒞臨分享睡眠與
禪定的主題，令人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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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我都能堅強且溫柔的改變那些不完美

致也期待有著完美的最終章，成為你心中獨一無二的人生。我是國立金門
親愛的同學們，期末將至，即將邁向嶄新的開始，即使沒有未完待續，

大學第十屆學生會會長黃依晴。
大學四年在金門的日子僅有兩年半，大二那年至國立成功大學交換一
年，這段時間除了學習少不了課外活動的參與，從營隊與系會等組織認識
了擁有相同理想的人，透過交流與合作更加深我對學生會的熱忱。因此大
三上學期至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交換，加入華師學生會新聞台擔任監
製與影記，在最精華的階段選擇離開了舒適圈，面對各種衝擊與挑戰，然
而，這些過程使我在大四這年選擇投入學生會。
還記得接下學生會的初衷是要讓金門大學越來越好，且更讓大家知道
金門大學學生會。
因此這一年學生會從不缺席提倡各種公共議題的關注，像是參與臺灣
青年民主協會舉辦的2020總統論壇、返鄉列車記者會等活動。
我們亦成為臺灣學生聯合會會員校，積極參與各種交流、研習等活
動，增進自身能力之外，亦讓其他大專院校了解金門大學目前的現況。
金大學生會擁有八大部門，秘書處、財務處、總務部、新聞部、學權
部、活動部、公關部、社務部，透過各部門的努力與付出我們在這一年做
了許多改革。我們取消全校迎新毛毛蟲踩街活動，因應遠東航空的停飛與
2020總統大選，學生會推出寒假返鄉專車，減少同學返鄉過年的辛勞，以
及創新歷年與校長有約和與學務長有約的活動方式，溫柔且堅強的與校方
進行有效的溝通，改善學校的不完美。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學生會寒假開始不斷的更新最新消
息，並彙整同學意見與校方進行討論，期盼能不影響同學們學習權益之
下以適當方式進行教學，因此金大超前部署實施遠距教學且成效顯著。
學生會今年的金韻獎歌唱比賽暨校園演唱會也因應疫情指揮停辦，並隨
時依據政策向學校爭取應有的權益，像是恢復全校性畢業典禮、量測體
溫取消等。
秉持著服務同學的熱忱，即便今年學生會面對各種挑戰與改變，我們
仍不畏艱難為大家爭取權益，我們不被困境打敗，仍積極保持與對外的連
結，像是致力於學權議題的提倡，停車場調
查、宿舍滿意度調查等，參與校園鑫馬獎公益
活動、野百合30週年紀念活動、響應國際丹寧
日、與成大學生會進行交流活動等。
如今，任期屆滿將至，學生會仍持續致力
於學生權益的議題，以及新年度的活動規劃。
期盼同學們能更加關注與參與學生自治活
動，改善校園需要你我一同努力，適時捍衛自
身權益，學生的權益只有累積沒有奇蹟。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學生會，在這裡我們是
一群沒有領薪水的人，卻努力為大家著想，但
始終無法被理解，學生會絕對是能讓人成長的
地方。

海洋生態保育不缺席 本校師生積極參與慈堤淨灘
以

「慈堤夕照、鸕鶿歸巢」而聞名的金門著名
觀光景點「慈湖海堤」，長年飽受海漂垃圾

的危害，為留給遠道而來的遊客一個乾淨清潔的

景緻，不留下髒亂。

灘活動，以實際行動清除慈湖海灘海漂垃圾，一

金門海岸環境優美，但

好印象，本校積極參與湖峰公共事務協進會的淨

會長楊家聲指出，

起為地區環保工作出一份心力。

常見海漂廢棄物，破壞海洋生態，該會為落實社

乘著金門連日陰天細雨、天空難得露出陽光的

會公益服務的推動，長期協助金管處認養維護慈

空檔，湖峰公共事務協進會邀集在金門工作的台灣

湖海灘的環境，定期利用假日淨灘。

原住民朋友、湖峰志工、金門大學生物資源利用實

楊家聲表示，這十年來，金門大學賴盈璋老

驗室及進修推廣部學生，前往慈堤外側淨灘。

師長期率領生物資源利用實驗室學生協助淨灘、

括保麗龍、廢棄漁具、玻璃瓶、塑膠袋和瓶罐等人

學生的保護環境的意識，一同為海洋生態保育盡

眾人撿拾沙灘垃圾，把不屬於海灘的東西，包

應英系與進修推廣部學生亦共襄盛舉，藉此啟發

為及海漂垃圾全部清理掉，讓慈湖海岸只留下美麗

維護用路人安全 金門青商會與
本校陽光天使社攜手擦亮路口反光鏡

金落」，出動近50人將金門各社區路口的反光鏡擦亮，維護用路人的
門國際青年商會與本校陽光天使社合作，舉辦「擦亮世界的角

安全。
道路上的反光鏡，是民眾駕駛行駛在路上，轉彎、通過無號誌路口
時，觀察對向有無來車的重要設施，在山區道路更是必備的道路設備。
為讓路口反光鏡不因骯髒而影響功能，金門青商會日前與本校陽光
天使社共同舉辦「擦亮世界的角落」。參加活動的50位成員提著水桶、
拿著抹布，齊心協力擦拭全縣各道路反光鏡，並於行走期間撿拾路邊垃
圾，維持環境整潔。
金門國際青年商會會長陳瑋欣表示，很開心今年度能與金大陽光天
使社共同為社區貢獻心力，帶領更多金門青年致力於志工服務，發揮青
年影響力，也期盼藉由公益活動擦亮反光鏡、清除道路垃圾，來引導民
眾共同來維護，切切不要去損傷破壞，並維持道路清潔。
陳瑋欣說，為讓路口
反光鏡不因骯髒而影響
功能，青商會日前串聯
全國會員走出戶外，於全
台22個縣市368個鄉鎮舉
辦「擦亮世界的角落」活
動，當中金門共完成32面
路口反光鏡擦拭。未來會
持續邀請金門大學參與，
一起為台灣的永續發展做
努力。

一份心力。

本校櫻花盛開

本

歡迎民眾賞花打卡

校校園內種植的一百多

株櫻花，在今年3月初

同時盛開，身置一大片的粉紅
櫻花林之中，不僅讓人心曠神
怡，更是舒壓休閒的好去處。

校長陳建民表示，校園內

的櫻花品種屬於吉野櫻，於前

年10月起在壽與國同、大學池
旁大量栽種，由於氣候和土質
環境良好，吉野櫻生長適應良
好，春天滿園櫻花盛開，熱情
洋溢迎接返校上課的同學，也
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提供舒展
身心靈的戶外好去處。

陳建民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期間，每個人都要盡量做好
防疫工作，在身處大自然的燦
爛櫻花林中，有很好的心情療
育作用。陳建民說，這一片櫻
花林是紓壓和休閒的戶外好場
所，校園中的櫻花盛開時間約
會在4月中旬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