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於1月
23至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五屆世界青
年領袖論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
李佩華，以及各院師長皆出席開幕，李佩華勉
勵在場的各位青年領袖，並期待透過此活動
促進與加強本校與國際間的交流與互動。這
6天的活動中，有來自英國Oxford大學、韓國
Chung-Ang、Dankook、Kyung Hee 3所大學、
泰國Bangkok大學、俄羅斯Far Eastern Federal、
Moscow State 2所大學、印度Jawharlal Nehru
大學、日本Josai、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Waseda 3所大學、馬來西亞Sunway、
Tunku Abdul Rahman 2所大學、澳洲Western 
Sydney大學等10國16所學校參與共發表34篇
論文，本校亦有12同學參與（其中6人為外籍
學位生），另有友校6位同學報名參加，探討
「全球治理與民主」、「全球文化」、「全球
經濟與社會」、「全球糧食與環境」等，除了
論文的發表研討之外，主辦單位安排了中國武

　【本報訊】1月19日，本校海洋及水下科技
研究中心與遠東集團相關企業的「竹風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進行產學合作簽約儀
式，雙方由竹風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執
行長吳水在、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劉金源代表簽約，邀請本校研發長王伯昌主
持見證，透過此簽約內容，雙方將進行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及技術服務工程計畫，推動之
風力發電計畫。
　吳水在肯定該中心團隊之專業，也希冀藉
由本案能促進民間企業與大專院校之產學合
作。王伯昌致詞時時感謝劉金源能有效整合
本校教師資源，希冀藉由教師各領域專才納
入該中心團隊提供其專業能力，除精進教師
本身知能，亦能提升本中心團隊競爭力，並

藉由承接計畫案達到實質之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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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旺年運，茍日新！在巨幅喜慶
圖騰與滿桌吉慶象徵的氣氛中，逾百位教學
與行政一二級主管與教職員等26日上午十時
參與本校開春團拜，此為首次在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舉行，場地新穎賀語熱絡，一片新
象。台北校園與蘭陽校園亦同步進行團拜，
日文二王凱瑋也在導盲犬黑麻糬帶領下入
場，眾人呼聲「旺來福」！本校不少導盲犬
今年成為校園吉祥物。
　帶領團拜的張家宜校長致詞時指出，國內
高教面臨兩大衝擊，一是少子化，一是高教

經費難題。首先感謝同仁努力下，深耕計畫
本校所獲補助8,907萬與教學卓越計畫相近，
所有158個學校皆獲補助，但是整體補助經
費縮小。寒假時參與在深圳舉行的泰晤士高
等教育亞洲大學峰會，更發現從全球競爭來
看，臺灣高教排名入列越來越艱難。
　張校長指示深耕計畫要落實的重點，第
一項是教學，將持續整合為大一至大四課
程學習鏈，且系主任甚至可巡堂了解教師
上課情形；並且凸顯本校的八大素養獨具的
特色，應在學生畢業時可顯現出八大素養的

價值與意義。第二是國際觀的強化，本校教
師研究表現不能停滯退步，往後新聘教師更
需重質不重量，以助研究加值。關於創辦人
捐贈的貓熊講座，本學期可規畫邀請，希望
107學年起大師來到淡江。接續，校長邀請
與會者分享賀語，肖狗的祕書長何啟東，祝
福十全十美；新任教育學院秘書黃麗徽以本
次主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祝大
家事事順心。另外，現場還有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也祝大家有
「GoGoGo」精神。

106年度歲末聯歡翻轉Go旺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採訪】106年度歲末
聯歡會於2月8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學習
與教學中心舉辦，以「學教深耕翻轉未來，淡
江有Go旺」為主題，並準備精彩演出與全校
教職員工、退休人員同歡。前校長、資工系榮
譽教授趙榮耀與前教育部部長、淡江大學講座
教授吳清基等貴賓也共襄盛舉。
　校長張家宜感謝同仁過去一年的努力和付
出，並分享在深圳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
峰會中了解到臺灣的大學在亞洲排名普遍下降
情形，鼓勵同仁，「不能只維持原來的水準，
要持續進步，在有限資源下，發揮最大效用，
希望淡江有更長足躍進，祝福大家狗年旺旺，
十犬十美。」隨後，張校長宣布編制內同仁
將比照公立大學於107年調薪3%，1~2月調薪
差額將於3月薪津補發。此外，人資處發文表
示，其他約聘人員自107年8月1日起調薪3%。
　會中，張校長頒發105學年度教師專題研究
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者績優獎、105學年
度教師評鑑傑出獎、105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獎、106年度資深職工服務獎、105學年度優良
助教及優良職工獎。接著，帶來「歲末祥獅獻
吉瑞」、「淡江丁酉收穫滿」、「雅音繞樑慶
豐年」、「師生齊心『抖』『熱』『鬧』的舞
龍舞獅表演、抖肩熱舞等精彩表演，而民歌穿
插活動間，讓臺下同仁們歡聲四起。摸彩活動
更是不容錯過，每位同仁都緊盯得獎號碼，幸
運得獎者皆歡喜不已，而最大獎張創辦人獎3
萬元，本次由資管系副教授梁德昭獲得，「在
淡江任教多年，一中獎就是最大獎，真是受寵
若驚。」節目尾聲，公布明年歲末聯歡的主辦
單位將由校服暨資發處與國際處聯合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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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2018年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
會」將於3月2日（週五）起一連舉辦三天，此
次活動由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統籌規劃執行，本
校中華民國校友總會、菁英校友會聯合承辦，
活動主題定為「憶68，淡江人、寰宇情」及
「心在淡江、意在超越」，希望能彰顯淡江樸
實剛毅及自我突破的態度為聯繫本校世界各地
校友情誼，預期參與人數超過千人。
　3月2日下午3時30分舉辦聯誼茶會，接著於
晚間6時進行歡迎晚宴，欣逢創辦人張建邦90
大壽，主辦單位特別邀請張建邦創辦人蒞臨。
〈張建邦創辦人與淡江波段發的發展〉特刊，
請見二、三版。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
彭春陽表示：「誠摯邀請校友撥冗出席，齊聚
為創辦人祝壽，當天預計席設百桌，目前已確
定邀請法文系校友崔麗心擔任主持人。」
　3月3日當天配合母校每年一次的春之饗宴
活動，一整天的行程相當豐富，上午9時於淡
水校園同舟廣場有趣味活動，10時舉辦嘉年
華會，11時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春之饗
宴及午宴，接著於同場地舉辦世界校友會雙
年會及淡江論壇，晚宴則於6時在紹謨體育館
七樓舉行。3月4日則安排參訪蘭陽校園、宜蘭
特色景點、高爾夫球敘，校友們可自行選擇
參加，活動內容相當豐富，精彩可期，詳情
請見2018雙年會專屬網站。（網址： http://
www.pickafun.com/2018tku/）或洽校內分機
8122~8127。

能源及環衛外稽通過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能源及環境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外部稽核於1月15日到校
進行，針對淡水、臺北、蘭陽三校園進行稽
核。經外部評審稽核後，本校通過能源及環
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外部稽核，肯定本校的
表現，如積極投入資源改善學校能源系統，
並擴大能管推動系統，持續有效推動能源管
理運作，其中體育館照明改善工程，節省了
電力60875度等；外語大樓5樓冷氣汰舊換新工
程節省電力760度／0.5月，目前正在進行中的
商管大樓教室智慧化節能控制系統工程，和
圖書館3樓和體育館的照明改善，估計節能省
電效果會更顯著。本次，也同時針對三個校
園中提出改善建議，如臺北校園將有健身承
租戶進駐，應將緊急應變納入改變討論。

　去年世大運舉重金牌女將郭婞淳在紹謨體育館打破
世界紀錄，本校為留下永恆印記，採取郭婞淳及其教練
林敬能的手模，並邀請藝術家林舜龍協助製作成琉璃藝
品，盼這股正向力量能持續鼓舞更多學子。上月15日，
本校校長張家宜和郭婞淳在同一場館4樓大廳為手模揭
幕，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副校長戴萬欽等師長皆出
席見證。展場除了手模，並以郭婞淳打破世界紀錄之姿

作為主視覺，另陳列出賽所用的槓鈴。張校長表示，郭
婞淳的努力有目共睹，在淡江以破世界紀錄佳績勇奪金
牌是非常美好的事。她透過苦練、毅力創下之成就，更
帶來令人敬佩的運動家精神，值得我們學習效法。郭婞
淳說：「世大運對我具有深刻意義，感謝淡江提供優質
場地，讓我有機會締造歷史性的一刻，也很開心留下手
模、記錄這場賽事。」（文／李欣倪、攝影／吳冠樑）

郭婞淳手模揭幕 見證世大運舉重破世界紀錄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上月16日，人
力資源處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6學年次
第一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本次退休有14
位同仁，出席茶會為8人，校長張家宜、退休
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人資長莊希豐及3
位副校長等長官皆到場祝福。校長張家宜致詞
時表示，感謝榮退同仁的付出及貢獻予淡江，
本校能有現今的規模，全倚靠過去大家一同的
努力，也祝福榮退同仁能享受退休生活，持續
支持本校發展。 
　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歡迎退休人員
加入聯誼會，更感謝張校長的美意，使該會成
為學校正式組織之一，希望大家有空多回校相
聚並貢獻己力，提供自身教學及行政經驗回饋
學校。本活動承辦人李彩玲表示，當天除了逾
90多位師生到場祝福，校長也致贈禮物給予榮
退同仁，並邀請退休人員上臺致詞感言，感謝
大家的熱情參與。參與歡送茶會的退休同仁，
化材系教授陳錫仁分享，感謝淡江提供美好的
教學、研究環境，讓學術生涯得以在助理教
授、副教授及教授生涯三階段得以盡情發揮。

榮退茶會歡送退休同仁

1 月 16 日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榮退茶會 14
位同仁。（文／趙世勳、圖／陳美聖提供）

海下中心攜手竹風電力共創風力發電

海下中心主任劉金源（左）與遠東集團相關企
業的「竹風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執行長
吳水在（右）進行產學合作簽約儀式，由研發
長王伯昌見證（中）。（圖／海下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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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青年領袖 兩岸東西文化論壇@淡江

助生與台積電合作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德文四溫
守瑜一出生即罹患「玻璃娃娃」罕見先天性遺
傳疾病，努力向上學習的她，日前在視障資源
中心協助下，申請台積電的產學合作計畫，擔
任校園服務代表。
　視障資源中心輔導老師張閎霖表示，「此合
作計畫從2013年開始，讓身心障礙的同學可至
本中心進行其能力所及之工作，像是點字、文
書、在學助理及部分的行政工作等等，最多曾
有21位同學加入工讀行列，未來也將會持續進
行。」

106年度歲末聯歡會中，學教中心全體人員為
本校教職員工表演抖肩舞，精彩的演出讓大家
紛紛拿起手機拿拍照留念。（攝影／吳冠樑）

旺年運茍日新團拜賀禧
本校狗年新春團拜茶會於23日上午10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同
仁相見互道恭喜，期許新年新氣象。（本照為全景照片，攝影／吳冠樑）

文錙中心為小小孩導覽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1月18、19及23日開放給鄧公國小的學生參
觀並進行導覽，此次展覽「我們被蒸發了」參
展人呂麗華於鄧公國小任教，所以特別對於鄧
公國小的學生進行畫作的導覽，呂麗華也親自
到場對學生進行指導，透過引導的方式教導學
生作畫的方式以及畫作的意境。
　協助導覽的文錙藝術中心的中文三曹雅晴表
示「這次帶著國小三四年級的學生，在文錙
藝術中心導覽，可以發現到若是運用到較為艱
澀的用詞時，會導致導覽的困難，進而調整型
態，利用問答等互動的方式讓小朋友可以專心
之外，尚可讓不曾參觀過藝術中心的學生，能
夠增進對於藝術類的興趣。」

　【記者楊喻閔臺北校園報導】臺北校園為
活用地下一樓多年沒有使用的游泳池場地，
將租借場地給健身中心使用。總務處組長丘
瑞玲表示，「希望藉由活用場地，不僅鼓勵
師生多多運動，也讓附近居民能使用校園空
間，達到友善校園的目標。」

臺北校園健身房開張了

　德文系與俄文系為讓高中生體驗外國文化，
同時推廣本校外語學院特色，於1日聯合舉辦
「德俄文化營」，共吸引14所學校，逾40位
高中生來校參加。學員們對營隊的活動都給予
高度肯定，徐匯中學賴同學表示，藉由參加這
個活動認識了許多關於德國與俄羅斯的種種，
增廣了不少見聞，希望有機會能進入淡江大學
學習更多；淡江中學的王同學對於俄羅斯的食
物感到興趣，也感謝主辦單位的用心，收穫滿
滿。（文／本報訊、攝影／吳冠樑）

歐盟論壇反思臺灣現況
　歐研所於1月22日至24日舉辦「2018歐洲聯
盟論壇暨冬季研習營」，本次邀請產官學界專
家進行專題演講，包括歐盟文化外交、薩米一
世紀、中東歐政經觀察、俄國文化創意與早期
臺俄關係等主題，歐研所所長陳麗娟表示，本
校歐研所是國內唯一擁有最完整歐盟與俄羅斯
領域師資與學制，歐研所長期舉辦研習營就是
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歐洲研究行列。參與者德
文三李昀倢認為不僅可了解他國同時也反思臺
灣的狀況。（文／本報訊、攝影／黃耀德）

術入門課程，以及文化參訪活動，包括故宮博
物館、九份老街、士林夜市、黃金博物館、
台北101、華山文創園區等地。為期六天的論
壇，擴展了青年的國際視野之外，也有機會了
解臺灣的歷史文化。
兩岸青年東西文化論壇談8主題

　【本報訊】國際處於1月30至2月4日4舉辦第
9屆「兩岸青年東西文化論壇」，本次來自中
國大陸校院有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13所大學

和泉州第七中學，共55位師生參與，與本校44
位同學研討，共發表43篇論文。本次論壇中分
為「東西思想」、「傳媒文化」、「傳統文
化」、「東西文學」、「庶民文化」、「經貿
文化」、「古典文學」，以及「社會發展」8
個主題，兩岸青年交流不同觀點，其中更舉
辦「我們要什麼生活」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激盪出許多創見的火花，讓與會人
員收獲滿滿。

視障資
源中心

寰宇千人心向淡江

第五屆世界青年領袖論壇於1月23至28日在本校舉行，共有來自英國、韓國、印度等10國之大
專校院學生，來校參與交流。（圖／國際處提供）

《Cheers》企業最愛：淡江蟬聯私校第1

　【本報訊】《Cheers》雜誌日前公佈2018
年，第22屆「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此
次整體排名由成大奪冠，本校以均衡表現的
高評價排名全國第9，第21度蟬聯私校第一，
並在私校9大能力指標評價「專業知識與技
術」、「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抗壓

性與穩定度高」、「具有創新能力」、「人際
溝通與團隊合作」、「具有解決問題的應變能
力」、「能跨領域並融會貫通」、「數位應用
能力」等8項中奪下冠軍，「具有國際觀與外
語能力」獲得亞軍的超優異成績。
　本次調查是天下雜誌針對2017年2000大企業
人資主管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時間自2017年
11月20至2017年12月15日止，共寄出2038份問
卷，回收88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43.42%。調
查顯示，去年因台灣經濟成長率2.6％，股市
創28年來新高，經濟局面好轉，反映在企業的
招募規劃。79.2％企業表示將依一般性補缺招
募新鮮人，這個比例較前兩年都高。
　然而對於選才，因為人才赤字、學用落差及
企業文化營造等原因，有6成以上企業表示將
「降低選才標準，進來後再培訓」。在這個前
提之下，除了學歷之外，「解決問題的應變能
力」、「人際溝通能力」與「外語能力」是企
業最希望新鮮人在學期間可以培養，實習經驗
則有利於新鮮人的求職，當然要注意的是應對
進退的能力，不要有太強烈的個人主張，以免
成為主管的頭痛人物。
　這段期間也有其他相關調查，包括《遠見雜
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果，本校排名
全國第9、私校第2，次於逢甲大學，另外在人
文社會科類別的排名第4。1111人力銀行「企

業最愛大學評比」結果，本校於「雇主最滿意
大學」私立一般大學排行榜中獲得第3，次於
中原大學和輔仁大學；在學群排行榜方面，本
校於「管理學群」與「財經學群」中排名全國
第3、「資訊學群」與「外語學群」中排名全
國第4、「文史哲學群」排名全國第5。
泰晤士亞洲國家大學排行 本校於301-350區間

　【本報訊】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
（The Higher Education）於7日公佈2017-2018
全球最佳大學排名（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18），計359所大學，臺灣地區31所學校上
榜，臺灣排名最高為臺灣大學（26名），私校
排名最高為臺北醫學大學（83名），本校排
名在301-350區間，與朝陽科技大學、銘傳大
學、嘉義大學、高雄大學等校並列。特刊主編
表示，臺灣的大學上榜數提升是好消息，但學
校表現持續低落則令人憂心，必須想辦法解
決招生問題，臺灣必須在教學和研究環境有
根本的改變，才能從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本校去年排名為251-300區間，此次評比成
績，除被引用（Citations）分數下降外，其他
各項成績包括產學合作（Industry Income）、
國際化（International Outlook）、被搜尋
（Research）、教學（Teaching）等分數均提
升，顯示本校努力被肯定，惟其他學校的進步
不容小覷。

《Cheers》雜誌日前公布「2018年企業最愛大
學生調查」中，本校均衡表現的高評價排名全
國第9，第21度蟬聯私校第一。（資料來源／ 
《Cheers》雜誌、製表／淡江時報社）

《Cheers》9大能力指標看淡江
淡大21度蟬聯私校第一

專業知識與技術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具有創新能力 

抗壓性與穩定度高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具有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

能跨領域並融會貫通

數位應用能力

1st

1st

1st

1st

1st

1st

1st

1st

1st

2nd

德俄文化營高中生喊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