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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1月8、9日，BSI英
國標準協會臺灣分公司稽核小組組長黃賜虔帶
領團隊來校進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107學年
度外部稽核」，起始會議於首日上午在驚聲國
際廳舉行，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主持，國際事
務副校長王高成與一級單位主管出席，現場與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莊希豐表示，本校自2013
年參與個資稽核，每年定期舉辦內外部稽核，
至今已有兩次通過驗證的經驗；BSI公司此行
稽核驗證採行BS 10012：2017之國際標準，對
於新版的個資安全標準和新增規範，校內也有
稽核人員取得轉證資格後，先於2018年10月協
助各單位進行內稽；此次感謝BSI團隊來校給
予協助，讓全校個資能受到妥善的保護。
　9日外稽結束會議中，黃賜虔首先肯定本校
同仁在個資管理的表現，此次外稽發現7個改
善事項，並提出強化業務資料流向之調整、再
確認個資處理法源依據，以及再確認單位間風
險評估值的對應等建議，最終宣布「此次轉版
順利成功！稽核結果為建議發證。」莊希豐感
謝BSI的用心指導和同仁們長期對個資保護相
關工作的投入，因應明年個資換證、今年第四
季將邁入重審，期待2020年能持續獲得認證。

個資外稽圓滿落幕

合，持續與校友聯繫，並勉勵維護高品質，達
到「小而美」。
　會中，主管們分享假期心繫校務，構思第五
波，也獻上祝福。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
校長莊希豐、總務長羅孝賢、資訊長郭經華、
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全發院院長包正
豪、成教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等人亦獻
上「豬年」吉祥話祝賀。
　生肖屬豬的莊希豐說，年節前後與校友會接
觸，會長們反應希望淡江能再多一點行銷；並
以「金豬」做字尾接龍，「金豬報喜，喜迎

光年，年年如意，意氣風發，發財開源，源
遠流長，長命百歲，歲歲平安，安康運長，
長佑淡江！」羅孝賢祝大家諸事吉祥，並表
示行政支援教學，新的一年會更努力開源節
流。周湘華代表台北校園獻上祝福，盼豬年
推廣諸事順利。

▲本校一年一度的新春團拜茶會2月15日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登場，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
連線，由校長葛煥昭帶領4位副校長及一、二
級主管、教職同仁等近百人互道恭喜，迎接
豬年到來。（攝影／羅偉齊）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開工新氣
象！本校一年一度的新春團拜茶會2月15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登場，與臺北、蘭陽校園
同步連線，現場春聯海報、財神爺氣球、紅
燈籠裝飾和「吉」字擺桌等，巧思布置充滿
年節氛圍，4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教
職同仁等近百人互道恭喜，迎接豬年到來。
校長葛煥昭祝福新的一年諸事順遂，淡江運
勢昌隆，第五波發展燦爛輝煌，也盼同仁們
共同盡心，爭取豐收。
　葛校長致詞分享《Cheers》雜誌日前公布
2019年第23屆「企業最愛大學生」本校蟬聯
22年私校第一，全國第八名，相較去年進步
一名；他說：「豬」代表吉祥、福氣與豐
收，期許各單位同仁們一齊努力，替淡江傳
播好名聲、永續發展。
　董事長張家宜致詞，以日本吉祥話「豬突
猛進」鼓勵大家秉持「野豬精神」，勇往直
前地邁向目標，期許淡江第五波階段在未
來能夠開源節流，教學單位與產業界緊密結

團拜賀吉祥「豬突猛進」

　要先「立長志」，即早探索

自我性向和能耐，才不會三心

兩意，遊走在天邊的彩霞裡。且

「立志要趁早」，時間永遠是不

會等人的，它永遠是人類最有限

的資源。

－開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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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本報訊】本校校長葛煥昭率領國際長陳小
雀、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員林玉屏於1月18日
在香港海華服務基金舉辦「淡江大學與香港多
所中學聯合簽約典禮」，與18所中學結盟，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首席副組長馬湘萍、香港淡
江大學校友會會長葉雅琴、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主席梁冠芬皆出席活動。葛校長致詞特別感謝
香港校友會促成母校與香港中學的聯繫與交
流，期望簽約後能與結盟學校共同舉辦教師工
作坊或學生體驗營隊等活動，進一步增進彼此
情誼，期許未來有更多的港生來校求學。
　目前校內有2千名境外生，其中港生有360
人、占18%，排名僅次於陸生、成為第二多的
境外生族群。本校108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
獨招生報名中，港生報名比例達72.5%，期待
藉由結盟吸引更多優秀港生來校升學。梁冠芬
表示，希望簽約後可提供學生多元升學機會，
更期待學成返港後，校友會提供就業協助。
　2014年9月，本校首次與香港14所中學結盟
簽約。此次，在本校香港校友會熱心協助下，
再度與其中9所中學續約，且新增與9所中學簽
約。葛校長一行人在本校日文系校友馬湘萍陪
同下，走訪景嶺書院、匯知中學及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等地，與景嶺書院校長楊明倫、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代理處長高銘村等校友會面。

本校與香港18中學結盟

▲本校於1月18日在香港海華服務基金舉辦
「淡江大學與香港多所中學聯合簽約典禮」，
由本校校長葛煥昭（前排中者）與香港18所中
學簽約結盟。（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於1月18日
上午舉行院長交接典禮，由機械系教授李宗
翰接任工學院院長，逾50位師生參與。學術副
校長何啟東致詞感謝前院長許輝煌兩年半的
貢獻，也肯定李宗翰的傑出表現；更以曾經擔
任院長的身分，期許工學院持續提升、更進一
步。許輝煌表示，借調越南擔任科技參事是人
生不同的歷練，希望透過臺灣科技實力，促進
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跟交流。李宗翰勉勵自己
在現有基礎上，引領工學院邁向更好的發展。
典禮最後邀與會人士團拍，活動圓滿結束。
（新任工學院院長李宗翰專訪請見三版。）

李宗翰新任工學院院長

▲工學院院長交接典禮於1月18日上午10時在
E680舉行，監交人何啟東副校長（中）、移
交人許輝煌院長（左）、接交人李宗翰院長
（右）。（攝影／潘劭愷）

　【本報訊】為強化校友鏈結，校長葛煥昭、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
行長楊淑娟於1月19、20日赴上海參與大陸校
友會活動。1月19日華東校友會舉辦新春聯誼
會暨會長交接典禮，葛校長頒發證書給新任會
長邱素蕙，大陸校友總會總會長莊文甫贈送墨
寶祝賀，華中校友會會長張義信致贈吉祥金豬
禮品，感謝邱會長對華中校友會的協助。海外
校友出席熱絡，華北校友會會長楊國棟、華南
校友會會長王裕總、海峽校友會會長黃天中、
大陸各校友會代表等，約200人參加。
　葛校長表示，「邱素蕙會長過去的殊榮與資
歷，足夠帶領華東校友會未來的發展。」並強
調，「校友是母校重要資產，最堅強的後盾，
校友們在各行各業傑出表現，讓淡江蟬聯21年
排名企業最愛的私立大學。更重要的是校友無
私奉獻，出錢、出力、出時間，特別感謝莊總
會長全心投入、積極整合，使得大陸地區校友
會發展迅速。」最後葛校長鼓勵校友參加明年
2020年在休斯頓舉辦的淡江校友雙年會活動。

▲本校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校服
暨資發處執行長楊淑娟赴上海與校友團聚。
（圖／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鏈結華東校友會
葛校長上海授證邱素蕙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1月8日，本校
人力資源處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
度第1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本次共有21
位同仁退休，其中8位出席茶會。校長葛煥昭
感謝同仁多年來對淡江的付出，祝福大家有美
好的退休生活。董事長張家宜感謝曾經一同打
拼的夥伴，也感謝人資處沿習14年舉辦榮退茶
會的傳統，使退休同仁們都能光榮離校。
　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表示，歡迎同
仁加入退休人員聯誼會，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活
動，更歡迎大家返校擔任志工、回饋學校。今
年退休的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白方濟以流利
的中文感謝校長、同仁、學生的支持與鼓勵，
「在校任教和求學時間加起來約50年，退休即
是邁入人生另一個階段，也祝福其他同仁有美
好的退休規劃。」
　未來學所副教授陳瑞貴表示，從民國61年踏
進淡江，對學校一直有深厚的情誼。他分享
去年重拾攝影的熱忱，「透過鏡頭發現淡江
『變』得不一樣了，包括新建物的落成及外在
環境的改變。多年來在淡江感受最深刻的是，
學校在現今劇烈變動的世代下，持續撰寫著高
度創新的未來，在掌握趨勢脈動中蛻變。」

▲1月8日，本校人資處在覺生國際廳舉辦107
學年度第1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共有21位
退休，其中8位出席茶會。（攝影／李祈縈）

歡送21榮退同仁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世界大學網路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WRWU）2019年1月份最新排名出爐，本校全
球排名699、亞洲139、全國第10、繼續穩坐私
校第一。在4項指標表現中，「Presence」420
名，「Impact」340名，「Openness」1004名，
「Excellence」1,336名。
　該排名自2004年起，由Cybermetrics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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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術資料和
網站數據作為評比，每年1月與7月更新。此次
國內其他大學排名多數下滑，共18所學校排入
前1,000名。

本校蟬聯WRWU全國私校第一

▲107年度歲末聯歡會於1月31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行，由校服暨資發處、國際處共同帶來精
彩演出。（攝影／黃柏耀）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07年度歲末
聯歡會於1月3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共同
帶來精彩演出與全校教職員工、退休人員同
歡。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
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副校長王高
成、蘭陽副校長林志鴻等貴賓也到場共襄盛
舉。葛校長感謝同仁，且在四位副校長的帶領
下，在教學、研究、行政、產學、推廣教育、
國際事務皆有傑出表現，勉勵同仁一年的辛
勞，「下一年繼續為第五波發展努力，預祝大
家中大獎、新年快樂、諸事順遂。」
　董事長張家宜上臺致詞，感謝大家在過去一
年的努力和付出，「今年首次以董事長身分參
加，感謝這一年葛校長和淡江團隊的打拼，面
臨未來挑戰，淡江將以『精緻卓越』、『小而

美』為目標，董事會也會全力支持各位。祝大
家豬年吉祥、諸事順利！」
　會中，葛校長揭曉第12屆淡江品質獎由商管
學院獲獎，而淡江品質績優獎由外國語文學
院與人力資源發展處獲得。並頒發106學年度
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者績優
獎、教師評鑑傑出獎、教學特優教師獎、資深
職工服務獎、優良助教，以及優良職員、工友
獎。活動帶來戰鼓齊鳴雙獅耀、吉里巴斯舞逢
春、龍吟虎嘯新氣象、萬旗飄揚樂逍遙、傳奇
巨星舞告讚等精彩表演，動感歌曲穿插其間，
讓臺下同仁們歡聲四起。摸彩活動更是不容錯
過，每位同仁都緊盯投影螢幕，幸運得獎者皆
歡喜不已，而最大獎姜名譽董事長獎3萬元由
人資處專員胡麗嬌獲得。節目尾聲，公布明年
歲末聯歡將由文錙藝術中心與品保處接棒。

歲末聯歡會境外生校友秀才藝博滿堂彩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第12屆淡江品
質獎經過受評單位簡報、實地評審及複審會
議，評定卓越品質獎由商管學院獲獎、品質績
優獎由外國語文學院、人力資源處獲獎，且
於1月31日歲末聯歡會接受表揚。本校品質保
證稽核處於1月17日上午9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辦「第12屆淡江品質獎複審」，商管學
院、外語學院、人資處3組簡報，由校內外10
位評審委員進行提問、實地訪評。秘書長暨淡
品獎評審小組召集人劉艾華說：「本校自1992
年開始推動全品管，並於2006年推出第一屆淡
品獎，至今邁入第十二屆。淡品獎為淡江奠下
良好基礎，期待參賽單位能展現最好一面。」
　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簡報說明，以「六系一
體、群策群力、齊步並肩、永續向前」展現院
內6系連結及永續概念。未來積極落實大學社
會責任，在國小開設外語課輔班；定期舉辦高
中生營隊；促成企業參訪及鏈結。商管學院院
長蔡宗儒簡報說明，面臨少子女化、學校補助
減少等挑戰，將活化招生策略、充分地與策略
聯盟高中合作。未來持續促進與海外姊妺校合
作碩士學位計畫、成立全英語教學學程，以及
開設境外專班等策略。人資長林宜男簡報說
明，以「領導承諾、全員參與、全程管理、事
實依據、顧客滿意、持續改善」六大精神展現
全品管；謹慎選用、培育、留任人才，並強化
服務品質、提升員工知能、建構合理福利。

商管學院獲卓越品質獎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1月9日，本校總務
處、建築學系及環境教育推動工作小組合作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山水之間的城
市遊學：2019校園規劃設計展與環境教育研討
會」，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創系副教授顏
名宏、本校課程所教授陳麗華、副教授張月霞
等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分享美感教育、課程設計

百人研討環境教育 淡大公車讚抽大獎

▲第三屆淡大公車讚活動邀請到行政副校長莊
希豐（右）上臺抽獎。（攝影／黃柏耀）

及空間規劃等主題，吸引近百人到場聆聽。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致詞表示，「淡江大學實
踐社會責任，校內經濟系、資圖系、建築系、
教科系等系所參與社區共榮、中小學環境教育
及改造計畫，這些互動都很有正面與價值，
也期待大家能從中得到收穫。」指南客運公司
總經理余雅輝說，「指南客運和淡水客運很感
謝淡大師生利用大眾交通工具通勤，也配合交
通部推動的公車進校園政策，才讓我們有服務
的機會，預祝今日活動順利。」會中，「一○
一七、愛搭一起」第三屆淡大公車讚活動邀請
到莊希豐、余雅輝等人相繼抽出iPad、iPhone 
XS等獎品。本次展覽策展人、建築系副教授
黃瑞茂說：「此次活動感謝教育學院和總務處
的支持和參與，歡迎到場參與的師生、建築師
及工作室，期待未來此展也能巡迴全臺。」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為讓境外生感受到新
春氣息，本校境外生輔導組於1月11日在福格大飯店
舉辦「2019境外生春節聯歡會」，校長葛煥昭、國際
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國際長陳小雀、僑務委員會僑教
處專門委員郭淑貞、教育部國際與兩岸教育司教育副
參事朱多銘等人，約350位師生共襄盛舉。葛校長表
示，今年境外生來自74國，他們在社團表現活躍，充

分展現個人特色，為本校帶來新視野。
　活動由醒獅團表演揭開序幕，今年特有氣球開幕儀
式，象徵本校新年新希望及境外生團聚精神。陳小雀
致詞表示，今日境外生團聚的精神展示在春節聯歡會
上，希望大家享受活動節目，也祝福大家新春和氣。
來自澳門的土木三許宇軒說：「每年最期待春節聯誼
會！與朋友相聚，提前感受過年，玩得相當開心。」

境外生春節聯歡會師生350人團聚

（圖／境外生輔導組提供）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WRWU）
全國 Top 10

排名 世界排名 校名
1 105 臺灣大學
2 305 交通大學
3 319 清華大學
4 325 成功大學
5 453 中央大學
6 511 中山大學
7 523 陽明大學
8 621 臺灣師範大學
9 659 臺灣科技大學

10 699 淡江大學
（資料來源／WRWU網站）

　【本報訊】外交部人事異動，本校東方語文
學系（現日文系）校友、駐史瓦帝尼公使蔡明
耀將接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日
前蔡明耀接受外媒電訪表示，現在心情很好、
很高興，但是責任重大也很緊張，要趕快重溫
學習。蔡明耀從事外交工作近四十年，曾任
駐史瓦濟蘭（現改稱史瓦帝尼）大使（2009-
2013）、日本大阪辦事處處長、亞東關係協會
（現已改為台灣日本關係協會）秘書長，也曾
派駐日本東京、菲律賓、馬拉威等地。原已自
外交部主秘一職退休，但去年原駐史國大使陳
經銓病倒，蔡明耀復出擔任駐史瓦帝尼公使；
如今銜命接任駐日副代表，更被外界譽為是
「外交界救火隊」。

蔡明耀將任駐日副代表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Cheers》雜
誌日前公佈2019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整體排名由成大奪冠，本校排名提升至全
國第八，22度蟬聯私校第一，在9大能力
指標中的「抗壓性高」與「團隊合作」獲
得第二、「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獲得
第四，優於頂尖公立大學，反映企業選才
時，畢業生實際表現、校友在業界口碑、
以及長期產學合作模式決定企業的用人評
價。本次調查針對2018年天下雜誌2000大
企業人資主管進行問卷調查，時間自2018
年11月19至12月14日，共寄出2219份問
卷，回收91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41.09%。

▲退休人員聯誼會於1月31日上午11時30分相
約在化學館榕樹下，近160位退休人員聚餐，
董事長張家宜親臨現場，「真的很開心退休
人員回娘家，今年席開16桌，是最多桌的一
年。」並與退休人員共享相聚時光。大家互聊
近況，希望能常舉辦聯誼活動，活絡彼此及退
休人員對學校的情誼。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
林雲山鼓勵退休人員參與校內各項志工服務及
會務工作，藉此增進彼此聯繫，同時協助校務
發展與貢獻。（文／楊喻閔、攝影／黃柏耀）

160退休人員歡聚聯誼

《Cheers》雜誌揭曉2019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全國Top10 校名
1 成功大學
2 臺灣大學
3 交通大學
4 清華大學
5 臺北科技大學
6 臺灣科技大學
7 政治大學

8 淡江大學
9 中山大學
10 中央大學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

淡江人Top8Cheers雜誌
企業最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