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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蘭陽校園自2005年起招生，12年來
堅持「三全」特色，以全英語授課，採行
全大三學生出國赴姊妹校留學，以及全住
宿學院，期以培育全方位菁英人才。特色
（圖／遠距組提供）
鮮明，近年報到率一路上升到96.3%。

本校網路校園於2002年成立，從遠距教學
到磨課師（MOOCs），加入全球開放教育
行列，並致力發展本校課程特色。2014年至
今，7門磨課師課程已上架至各學習平臺，
累積逾6,100人修習。

磨課師翻轉數位學習

三全特色蘭陽招生活招牌

全球394WRWU五年最佳
（圖／本報資料照）

新春團拜迎金雞
運勢Good!Good!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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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 7 日熱鬧登場，張校長 ( 中 ) 率
領淡水、蘭陽（左下圖）、臺北（右下圖）
3 校園同仁們一同祈願，喜迎雞年。（攝影
／盧逸峰、圖／蘭陽及臺北校園提供。）
【本報訊】開工新氣象！本校一年一度的
新春團拜茶會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登場，
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連線，現場「金雞報
喜迎新春，邁向淡江第五波！」標語、財神
爺、炮竹裝飾等，巧思布置充滿年節氛圍，3
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教職同仁等近百
人互道恭喜，迎接雞年到來。校長張家宜幽
默地，以趣味故事祝福新的一年，淡江運勢
如「國際化雞」的雞鳴：「Good！Good！
Good！」也盼同仁如公雞般勤奮早起「聞雞
起舞」，堅守工作崗位。
張校長致詞時，感謝去年同仁辦理66週年
校慶之辛勞。再次強調校友共同募款興建的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後，意味校園硬體設
備完備，正式邁入第五波階段，期許各單位
持續充實軟體，準備國際研討會，邁向新境
界。張校長分享閱讀《全員經營學：翻轉企
業的DNA》一書後，贊同其精神與淡江DNA
「全員參與」相呼應。以該書推薦文「價值
翻轉，能耐翻轉，經營翻轉，全員翻轉」期
勉，盼望藉由集思廣益訂定目標，跳脫既有
的校務發展計畫，打造集體智慧的第五波。
會中，主管們分享假期心繫校務，構思第
五波，也獻上祝福。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願本
校未來「燦爛輝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幽默分享，在日本千年古廟看到的標語，
新的一年要多說「是」、「感謝」、「對不
起」、「好的！馬上做」，笑翻全場；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指出蘭陽校園的成立是本
校第四波開端，該年（2005年）與今年皆是
「雞年」別有意義；工學院院長許輝煌、成
教部執行長吳錦全、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
潘慧玲、財金系系主任陳玉瓏、大陸所所長
郭建中等也送上「雞年」吉祥話祝賀。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國大陸
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郭建中將出任金管會轄下的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董事長一職，他於7日在本
校新春團拜會中分享，「年後因應金融界人事
異動而獲選出任新職，其原因在於淡江校訓
『樸實剛毅』，且學生向來為企業最愛，再加
上淡江人耐操、校譽更是獲各界肯定。感謝長
官、同仁的照顧和提攜，在借調前夕，也恭祝
大家順利邁向第五波。」
曾兩度擔任大陸所所長的郭建中，擁有英國
蘇賽克斯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專長
是中國大陸經貿專題研究、中國大陸國有企業
改造、臺灣產業經濟變遷，也曾出任台灣智庫
執行長。

喜迎春節
境外生尬才藝

【記者趙世勳、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為讓
校境外生感受春節氣息，境外生輔導組於上月
13日在福格飯店，舉辦「金雞迎春－105學年
度境外生春節師生聯誼餐會」，校長張家宜、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僑委會政務副委員長
田秋堇、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副司長藍先
茜、國際長李佩華等逾330位師生共襄盛舉。
活動由醒獅團開場，陸友會、港澳會、外籍
生聯誼會、僑聯會等社團精心準備長笛演奏、
歌唱、扯鈴、舞蹈等節目，境外生們卯足全力
演出，充分展現各國文化特色，馬來西亞同學
會更應景帶來新年歌曲表演。
過程穿插的摸彩活動，祭出平板、腳踏車等
好禮，緊張刺激的抽獎，為活動掀起一波波高
潮。提供與會者「行李秤」禮物，更讓學生直
呼，旅行秤重更便利。來自澳門的會計四梁美
怡：「能看到不同國家的境外生上台表演真的
很精彩！而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同學一起合
唱各國語言的歌曲。」

頁陸續改版，讓反向連結數值竄升，進而帶動
Impact指標。」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自2004年起，由
Cybermetrics 實驗室（該單位附屬於西班牙
國家研究委員會）每半年提供一份高等教育
機構的學術排名報告。根據WRWU網站資料
（www.webometrics.info/）顯示，世界大學網
路排名指標是觀測全球大學的資料庫、
Google scholar、Ahrefs、Majestic及Scimago
等重要網路搜尋引擎和獨立訊息供應
商，其提供之學術資料和網
站數據作為評比要項，每年1
月與7月更新排名。

淡江兩年
排名表現比較

( 資料來源／ WRWU 網站）

全球
第394名
亞洲
第39名

第448名
第72名

全國
第6名

Presence

私校
第1名

2017年1月排名

第7名
第1名

Impact
54名

196名

淡江4項指標表現

496名
Openness

2016年7月排名

978名
Excellence

Cheers 企業最愛私校 20度蟬聯 第一

2017年企業最愛大學生Top10

【記者林妍
君淡水校園報
排名
學校
導】《Cheers》
1
成功大學
雜誌於2日公布
2
臺灣大學
2017年「企業
3
交通大學
最愛大學生」
4
清華大學
調查結果，本
5
臺灣科大
校在整體表現
6
臺北科大
排名為全國第
7
政治大學
九，更是20度
蟬聯全國私校
8
中山大學
第一。
9
淡江大學
在「新鮮人
10
中央大學
表
現超出企業
(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
預期Top 15」
項目中，排名
排名
學校
第四、私校第
1
成功大學
二，超越臺
大。調查報告
2
逢甲大學
指出，本校彈
3
臺灣科大
性辦學、多角
4
淡江大學
經營成效顯
5
臺灣大學
著，因而長年

新鮮人表現超出企業預期Top 5

(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

稱霸企業最愛。
調查指出，72.6%企業認為具備「企業實習
經驗」有助於提高錄取率，第二個決定因素才
是「面試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更有近六成
企業希望新鮮人「具備跨領域專長」，皆顯示
企業看重新鮮人是否對職場生態和工作本質有
具體理解。此次調查邁入第二十一屆，針對
2016年天下雜誌2000大企業人資主管進行問卷
調查，調查時間自去年11月21日至12月23日，
回收84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44.53%。
大傳系校友、深石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
銷主任段采伶表示：「一直都以母校蟬聯私校
第一感到光榮。大學利用暑假期間進入媒體實
習，豐富了實作經驗，讓自己在讀書時，就能
擁有在職場上磨練的機會。此外，系上的課程
不斷訓練自己『獨立思考』和『溝通』能力，
畢業後在職場上省去了許多溝通上的磨合，並
在遇到問題時，更能勇於面對及解決。」

1111雇主滿意調查 本校坐穩私校亞軍

1111人力銀行於上月20日公布「2017雇主最
滿意大學」問卷調查，本校整體表現和去年相
同，坐穩「私立大學」第二名，一、三名分別
由中原、逢甲大學奪下。本校在「北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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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昂首好禮驚喜連連

郭建中出任
聯徵中心董座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世界大學
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2017年1月份最新排
名於日前出爐，本校全球排名第394名、亞
洲第39名、全國第6名，穩座臺灣私立大學
第一，也是全國唯一進入前400大的私校，
為近5年來表現最佳的一次。
與去年7月世界大學網路公布排名相較，
全球排名由第448名躍升至第394名，亞洲
排名由第72名提升至第39名，全國排名由
第7名上升至第6名。在4項指標表現中，僅
「Presence」由31名略退至54名，其餘3項
指標皆進步，「Impact」由254名上升至196
名、「Openness」由599名大幅提升至496
名、「Excellence」由984名略升至978名。
由秘書長何啟東帶領的66週年校慶校級網
頁改版專案小組，即以提升世界大學網路排
名作為目標。資訊長郭經華分析，「近期的
66週年校慶，各單位舉辦相關學術、校友及
國際性大型活動，加上教學與行政單位的網

【記者楊喻閔
淡水校園報導】
105年度歲末聯
歡會於上月19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行，由資訊處
舉辦，以「猴塞
105 年度歲末聯歡會，上月 19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登場，
雷啟動智慧i校
資訊處同仁舞力全開。（攝影／陳柏儒）
園，雞昂首邁入
傑出獎」、「104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
淡江第五波」為主題，全校教職員
「105年度資深職工服務獎」、「104學年度優
工、退休同仁及眷屬聚首，座無虛
良助教及優良職工獎」獎項，表揚為淡江付出
席。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感謝同
心血的同仁。 接著，資訊處同仁帶來熱舞「舞
仁的努力付出，今天退休同仁也返校
力全開」；「體力全開」邀同仁上台玩「抖抖
聚餐敘舊。期許成教部未來在長期照
樂」計步器大比拚；「藝力相聲」藉一來一往
護、樂齡活動努力發展，而守謙國際
的相聲描述淡江歷史；「嗓力接唱」由中正高
中心今年落成後，本校將邁入第五波
中熱音社演唱「對你愛不完」、「愛你一萬
階段，盼同仁共同思考發展目標，祝
年」等歌曲，豐富節目，博得滿堂彩。
福雞年行大運、雞運旺旺來。」
摸彩活動資訊處特別加碼驚喜獎，同仁緊盯
主持人戴上可愛的小雞頭飾，呼應
得獎號碼，驚喜連連。最大獎張創辦人獎3萬
「雞」年，逗趣模樣，讓觀眾們笑
元，由教務處專員周依蒨獲得。最後，資訊長
聲四起！張校長頒發「104學年度教
郭經華以擲骰子橋段，公布明年歲末聯歡主辦
師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
單位將由學教中心接棒。精彩圖輯請見四版。
者績優獎」、「104學年度教師評鑑

區排行榜更是拿下第三名，僅次於國立臺灣
大學、政治大學；其中，各產業雇主最滿意
大學表現，本校在「財經學群」排名第四，
在「外語學群」、「文史哲學群」、「管理
學群」排名第五，畢業生表現優質。
調查說明，高達9成5的企業願意進用大學
「新鮮人」，主因以「年輕有幹勁」、「具
創新思考能力」及「積極有企圖心」為主；
在評估用人標準與表現，首重「熱誠與抗壓
能力」，其次「溝通合作能力」。面對瞬
息萬變的職場，調查發現，欲增進學生就業
力，以「增加至業界的實習課程」61.5%比例
最高，其次是「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執
照」52.1%，且舉辦校園徵才（34.2%）比例也
不低，顯見企業認為實習、證照、校園徵才
三管齊下，有效推動競爭力。
此調查與《時報周刊》合作，自2016年12月
1日至20日，以網路問卷方式，針對有選才、
用才權力的企業主管進行立意抽樣調查，回
收2,239份有效問卷。

戴萬欽率榮譽學程生
泰姊妹校拓國際視野

【本報訊】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秘書詹盛閔於上月21日至25日，率領榮譽學程
8名學生，赴泰國姊妹校曼谷大學（Bangkok
University）與宋卡王子大學（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拜會交流。該兩所大學皆
為本校於近兩年簽訂之泰國姊妹校，且本校目
前南向發展重點目標為：增收學位生、推動雙
學位合作及加強和校友的聯繫及合作，此行有
助於業務的推動。
訪問團在曼谷大學及宋卡王子大學皆受到師
生熱情的接待，曼谷大學由副校長Dr. Siriwan
Ratanakarn接待、設宴，且特地為代表團分
析「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前景」為題的專題講
座。宋卡王子大學則由助理校長Dr. Kewlin
Thammasitboon接待主持座談及午宴，該校另
安排教授為代表團講授「泰國文化與社會之特
色」，團員收穫豐碩，也為學生拓展新視野。
本校泰國校友會亦設宴接待代表團，由創會
會長賴敏智贊助餐費，名譽會長張華國夫婦、
現任會長詹鎮綱夫婦及執行秘書李仙琴皆與
會，現場共10位校友及伉儷出席。同學與校友
學長們相互被熱情所感動，交誼且合唱校歌等
歌曲，校友們相約將於3月組團返校參加春之
饗宴。

榮退茶會 張校長感念同仁辛勞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上月10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本次榮退人員共28位，其中15位出席，校長張家宜、
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3位副校長等逾百人到場祝福。張校長分享，
「想起與同仁的回憶感觸良多，感謝各位的付出，祝福健康自在地享受退休生
活，持續支持淡江發展、給予建言。」林雲山歡迎退休同仁加入聯誼會，並感
謝其在研究教學上不遺餘力，將大半人生奉獻，淡江才有現在聲望。
會中張校長致贈紀念品，也邀退休人員分享在校時光，中文系教授張雙英朗
誦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感嘆儘管時空會變，但曾相處的時光，會在心裡
留下痕跡；物理系教授林諭男感激學校大力支持研究設備；化學系教授王文竹
則表示，最享受與學生相處的日子，並不忘對教師評鑑制度提出建言；英文系
人資處於上月 10 日舉行「榮退同仁歡送茶會」，張校長（前 教授邱漢平感謝同仁營造和諧的工作環境；歐研所教授馬良文感性地說，「我
喜歡臺灣及淡水，未來決定讓孩子留在這裡求學，這裡就是我的家！」
排左五）、退休同仁以及主管們合影留念。（攝影／蔡晉宇）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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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淡江校友，我相當引以為傲。
淡江人EQ高，因此在「穩定度與抗壓性」
較他校高，做事態度也較他校學生認真。
企業大多以「做事態度」為主要指標，
因此做事態度佳即成功了一大半。
－科見美語創辦人侯登見

諾貝爾得主蒞校
物理年會千人盛況

2017 中華民國物理年會中，諾貝爾物理學獎
得主梶田隆章（左四）與校長張家宜（左二）
和前科技部部長楊弘敦（右三）等人合影留念。
【本報訊】2017年中華民國物理年會於上月
16日至18日在淡水校園舉行，來自美國、英
國、日本、瑞士、韓國、大陸等20多國學者專
家，超過1700位師生來校發表物理科學的最新
發現與交流研究心得；20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得主梶田隆章等5位大師也進行專題演講，中
華民國物理學會理事長林敏聰、前科技部部長
楊弘敦、校長張家宜、理學院院長周子聰、物
理系系主任杜昭宏等人出席與會。
開幕式中由林敏聰主持，並說明本次年會以
「重力波」為題的研究特色；張校長歡迎海內
外學者蒞校，致詞表示，1991年第一屆物理年
會在本校，時隔26年還能在本校二次舉行，深
感榮幸；張校長指出，適逢慶祝66週年校慶之
際，物理系成立53年以來，培育中央研究院院
士吳茂昆等多位傑出校友，並發展同步輻射光
源在材料科學的應用研究等物理系學系特色，
希望藉由本次年會的活動內容讓大家收穫滿
滿。楊弘敦稱許，本次年會以「重力波」為
題，具有意義和前瞻性。

研究獎勵逾1,573萬
258人增研究能量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本校研
究能量，人力資源處日前公布105學年度研究
獎勵通過名單，包括「學術期刊論文」、「創
作及展演」、「學術性專書」、「研發成果授
權或移轉」及「產學研究計畫」，總獎助金
額為15,738,602元，共258人次教師獲獎，將依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規定給予獎勵。
據統計，「學術期刊論文」總計通過429
篇，獎勵212位教師，總獎勵金額14,301,000
元；各學院期刊論文得獎人數，商管學院以
72人居首，其次為工學院71位、理學院36人、
教育學院12位、文學院7位、外語學院6位、全
發院5位、國際研究學院2位、體育處1位；創
作及展演」共8件，獎勵4位教師，總獎勵金額
283,200元；「學術性專書」獎勵14人，總獎
勵金額700,000元，另有2件著作正在審查中；
「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獎勵3位教師，總獎
勵金額14,402元；「產學研究計畫」25位教師
獲獎勵，總獎勵金額440,000元。
以《神經經濟學》一書首次申請，獲得「學
術性專書」獎勵的產經系副教授池秉聰表示，
此書是與博士生共同撰寫，主要介紹經濟學的
新興領域「神經經濟學」，透過科學界的實驗
方法帶領讀者了解人類決策時的生理機制。未
來若有機會，會再撰寫傳統經濟學、或計算經
濟學等領域書籍。資工系教授黃仁俊首次申
請，獲「產學研究計畫」獎勵，他表示，學校
提供獎勵制度鼓勵產學合作，不僅提升學校研
究能量，也有助於國家經濟發展。結合資訊安
全、網路安全專長，已與業界合作多年，目前
執行車聯網計畫，協助廠商開發資安機制、評
估系統安全，未來會持續朝此方向努力。通過
名冊詳見人資處網站查詢。

首次產學媒合會
百人交流智慧生活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校務發展
計畫，研發處於上月6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首
次舉行「產學交流論壇暨媒合會」，吸引近百
人參與。研發長王伯昌表示：「透過此活動的
產業趨勢及研發成果分享，實際促進產學合
作，讓學校與企業了解彼此需求。」
活動以「智慧生活」為主題，威聯通科技與
資工系助理教授陳以錚以「智慧家庭」，介紹
私有雲的物聯網應用及電器特徵的探勘可能的
影響。交通方面，資工系助理教授張世豪及中
華電信則揭露車隊智慧管理及可見光通訊在未
來行車上的幫助。中興保全分享傳統的警衛結
合科技，保全上更便利，未來希望能應用電機
系教授李揚漢之室內混合型的精確定位技術，
提供更多服務。活動設有6個展示攤位，讓產
學相互交流。產學合作組經理陳立德表示：
「與會的工研院經理張震元，對此活動模式大
表驚艷。而透過此活動也促成威聯通科技未來
將提供IoT開發平台，讓本校新創團隊使用，
中興保全也表達樂齡照護的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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