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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資格考高於全國通過率

與中華電信攜手助盲 創造就業機會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為整合學校各項資源，協
助大一新生對大學學習及生活做好準備，培養具備適應大
學學習及生活所需的各項能力，本校將在特色核心課程中
的學習與發展學門，首創「大學學習」必修2學分課程，98
學年度起大一新生皆須修習，由大一導師為任課教師、相
關單位支援，帶領新生快速認識、適應大學環境、課程，
進而培養新生成為學習自主及思考獨立的大學生。

校長張家宜表示，大學與高中的學習方式不同，透過
「大學學習」課程，在導師的帶領下，可減少適應的困
難、縮短融入大學生活的時間。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也指
出，導師是學生學習及心靈上「亦師亦友」的引領者，除
提供學生有效率的學習方法及自身經驗外，也讓離鄉背井
的學生感受到關懷。

負責規劃該課程的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李麗君
表示，「大學學習」包括「認識大學與本系」、「認識與

應用淡江大學各項資源」、「學習風格與策略」、「生活
與心理適應」、「大學生涯規劃」等單元，主要的授課內
容規劃除課堂講述外，亦有小組討論、線上學習、實地參
訪、活動參與、校內外演講等，「透過導師的帶領、輔
導，讓新生學會善用校內資源，懂得提早規劃大學生活，
並由導師擔任未來就業及生涯規劃的諮詢角色。」

曾獲得優良導師的經濟系教授廖惠珠提及，有了這個
多元的學習課程，學生從高中邁進大學的學習之路更有方
向，新生可了解其所選科系是否感興趣，導師亦可在與學
生訪談時，討論其生涯規劃。中文一藍芹翊表示，剛開始
進入淡江時，除了文學館外，其他館都不清楚在哪，只能
像無頭蒼蠅一樣自己胡亂摸索，有了這門課，未來的學弟
妹在導師的幫助下認識本校環境，除可善用學校各項資源
之外，在專業學習或修課方面更有方向，生涯規劃亦有人
可諮詢。

最熱門碩士班：企管系

工學院全數通過工程認證 畢業生受惠

首創大學學習課程 98學年度大一生必修
 導師與相關單位 帶領新生適應、規劃大學生活

       文錙盃書法賽 語獻所李中然奪首獎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書法研

究室及中文系合辦第1屆「文錙盃學生書
法比賽」，日前成績出爐，語獻所碩四李
中然自51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奪得首獎，
獲得獎金2萬元，第2、3名分別是中文四
絲凱郁、教科一楊濠傑，各獲獎金1萬、
5千元，將於本週四（11日）下午3時在文
錙藝術中心頒獎。

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表示，此次參

賽者的水平普遍很高，許多同學在決賽
時，表現穩健，頗有大將之風。

李中然以隸書呈現孟浩然詩作〈與諸
子登峴首〉，博得讚賞，評審之一的中文
系系主任崔成宗指出，李中然的作品筆意
蒼勁、結構完整，韻味十足。李中然表
示：「書法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獲獎是種
肯定，未來也將持續這項興趣。」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日前公
布通過97學年度「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名單，工學院自
94學年度土木系、機電系通過認證起，至今已全數通過！
甫分別於95、96學年度成立的資網所及機器人工程碩士班
也通過此次認證，工學院院長虞國興指出，本校工學院畢
業生學歷具有國際效力，在就業及深造上更有保障。

虞國興表示，雖院內全數系所通過工程教育學會的認
證，但工學院仍秉著持續改善的精神，進行多項計畫，97
至101學年度的「5年師資延攬計畫」，發展各系所特色、
師資結構平均分配、改善生師比。而經費三年輪流分配計
畫及教學實驗室總體檢，在不增加經費及空間需求、人員
編制原則下，集中資源以滿足各系購置大型設備的需求，
改善各系經費短缺問題，並將於今年暑假新設置機電系
「CNC電腦切割實驗室」、建築系「木工實習工場」、

更新航太系「綠色能源實驗室」，期望學生在擁有優良的
學習環境外，將來就業時可以較易與業界接軌，更具競爭
力。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98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
教師資格考試日前放榜，本校應屆實習生中等學程通過率68.8％、
國小學程通過率為91.3％，高於全國中小學程通過率63.7％，成績亮
眼。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游家政表示，為使學生更具實戰經驗，98學年
度將新增「教育專題」課程，由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儒傑
擔任授課教師，內容包括國語文表達能力加強、自傳履歷撰寫、面
試及試教技巧指導，加強教師甄試及檢定實力的培養。

【記者陳宛琳淡水校園報導】由
本校與中華電信聯手開發視障電訪系
統，成立「視障遠距工作中心」，2
日在校長張家宜、APEC數位機會中
心民間辦公室執行長黃少華及中華電
信公司副總經理李炎松的見證下，正
式揭牌啟用。張校長表示，本校多年
來招收盲生及開發盲用電腦，就是希
望提供視障者學習、生活及工作上的
幫助，未來希望能將視障者的工作機
會擴展至各行各業，讓他們有尊嚴地
工作著。

原預定出席的APEC數位機會中心
民間辦公室召集人施振榮因臨時身體
不適，改由黃少華代表，他指出，此

審核整體發展獎補助 教育部週三訪視

（攝影／洪翎凱）

Ms. Q答：為了讓學生擁有最好的教學環境，並提供越來越
方便的評量方式，本校依PDCA流程，進行教學評量如下：P
（Plan）--規劃本校「網路教學意見調查系統」、「教學意見調
查作業系統」；D（Do）--設計問卷，發函並安排學生填寫問
卷；C（Check）--調查統計結果提供任課教師改善教學、續聘
任、獎勵等之參考，並蒐集分析教師、學生意見，提供教學改善、
制度研修，以及相關系統改進之參考；A（Action）--原評量不佳
之標準為3分，96學年度第2學期起，提高為3.5分；並請評量結果
不佳之專任教師填寫「教學檢討改善報告」，須精進教學方法之教
師，則轉介參與相關知能之研習，兼任教師不佳者則不予續聘。針
對評量系統改進之意見，開會討論進行軟硬體之研發與提升。

教學評量是每個學生的權利，為了不讓你的權利睡著，下次記
得按時上網填答，針對教師教學做滿意度評比，或以「輸入」方式
表達教學建議喔！

 Ms. Q       教學評量的品質管理
問：你是否於上週剛完成「教學評量線上填答」

（已於本校第111次行政會議通過，將「教學評鑑」
改為「教學評量」）呢？上網人人會，填答教學評量
有些人則嫌麻煩，ㄟˊ你可不要忽略這個簡單的小動
作喔！教學評量是學生參與把關教學品質的重要方法

之一喔！剛開始實施時，都是在課堂上以書面填答，現在只要有網
路，在規定時間內，你隨時隨地都可上網評量。這樣的方便怎麼來
的？這跟全面品質管理又有什麼關係呢？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6/8 (一)

13:10~15:00

化材系

E83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研所物理組副組長曾錦清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Thermal Plasma Technologies at IHER

6/8 (一)

14:00~16:0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許家榮、陳威宏

酚-腙基配位子與其錯合物研究、高分

子材料應用在功能化塗裝之研究開發
6/8 (一)

14:10~16:00

保險系

B505

前保險司副司長陳源勳

國際會計制度對保險業之衝擊 
6/9 (二)

9:00~12:00

西語系

T508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常世儒

商務口譯實務的見聞和技巧
6/9 (二)

14:00

數學系

S433

清華大學系教授張企

Game Theory：A brief History
6/10 (三)

14:00~16:00

航太系

E830

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教授嚴宗銘

科技人的投資理財規劃
6/11 (四)

10:00~12:00

西語系

T110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常世儒

商務口譯入門
6/11 (四)

10:10

東南亞所

T511

銘傳大學一點研究中心主任俞劍鴻

國際領域暨議題＋至少15個核心元素
6/11 (四)

13:00

機電、資訊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南橋實業家品事業部總經理李孟娜

總裁女人心
6/11 (四)

14:00

保險系

B712

柏祥諮詢顧問總經理侯信良

中國金融保險證照介紹

6/11 (四)

14:10

生科所

S101

陽明大學生化所教授邵國銓

An Adventure with PHB：Discovering 

New PHB Depolymerases and Regulators
6/11 (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

台商在大陸經營遇到的阻礙及失敗的經驗談
6/12 (五)

10:20~12:00

商學院

B302e

國貿系助理教授劉一成

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實證排行
6/12 (五)

14:10~16:00

產經系

B511

高雄第一科大風險管理系教授陳和全

Software protection game and consumer’s behavior
6/13 (六)

9:30~11:30

保險系

D501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執行長邱仲峰

健康危險管理-癌症危險管理

謹訂於中華民國98年6月13日（星
期六）上午10時整在本校淡水校園
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97學年度畢業
典禮

敬請蒞臨指導

淡江大學 董事長張室宜
校  長張家宜 敬邀

林蒼祥任浙大經研中心客座教授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有鑒於教育館各系
所空間分散在文學院、外語大樓、圖側、體育館5
處，為使教育學院運作更為順暢，統一使用空間，
便利師生研究，原作為女宿的自強館將改建為教育
館，99學年度正式啟用。

改建工程目前尚在評選建築師階段，6月底結束
繳件報名後，將於7月召開評選會議遴選，經過規
劃、請照、工程發包約需3個月的時間，預計寒假
開始動工，明年暑假完成遷移。營繕組組長姜宜山
表示，教育館完成遷移後，除原位於文學院、體育
館的專用教室保留不動外，其餘系、所辦公室，教
室、教師研究室皆併入自強館，使用面積比原分散
各地的空間加總為大，而搬遷後位於文學院、外語
學院的空出空間，則分別由這2個學院使用。

【記者林世君、莊雅婷、陳宛琳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教育部97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
經費訪視活動」將於本週三（10日）上午9
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教育部訪視委員
將蒞校進行訪評，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全校
各一級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將參與座談或備
詢。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本校
已針對獎補助經費做了充分有效運用，未來
仍將持續改進，以期做到最好。

訪視重點包括「教學軟硬體設備」、「環

境安全衛生設備、教育訓練、防護設備」、
「學生訓輔相關工作」，以及「改善師資結
構」等。上午由張校長簡報「97年度教育部
獎勵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情形，並進行
相關資料訪查、抽查圖儀設備。下午則抽點
師生各5至10名進行晤談，訪視委員將於撰
寫訪視報告後，進行綜合座談與本校交換意
見，並提出相關建議。

會計室主任顏信輝表示，教育部97年度獎
勵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總計一億二千三百

餘萬元，這些經費對於本校在各項政策推行
上是一大助益，例如電腦設備更新、購買授
權軟體、新聘老師改善師資結構、補助社團
購置相關器材及設備、充實圖書資料及期刊
等，有助於營造優良學習環境。

攝影社社長大傳三林承翰表示，感謝教育
部經費補助，讓社團能添購所需器材，以提
升社團專業技能。日文四廖英秀也提及，由
於教育部的補助，才能讓學生享有新穎的電
腦設備、乾淨的飲水機、授權軟體等。

【記者孫筱婷淡水校園報導】女生宿舍自下學期
起，將只有松濤館提供女生住宿，住宿輔導組原與
HI-CITY建商洽談合作，承租2棟建築作為女宿，
但因經營與管理理念不同，雙方無法達成合作共
識，學校確定不與HI-CITY合作。

住輔組組長傅國良表示，目前不會再規劃關於校
外承租宿舍，下學年將只有松濤館提供住宿，但未
來可能會再提出相關改善的方法或是配套措施，以
滿足同學的住宿需求。

96校務自我評鑑 學生最滿意圖書館設備
【本報訊】96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校務

滿意度調查結果出爐！整體滿意度平均數皆
在4以上，且各項平均數多比95學年度提升。
圖書館的服務及設備獲得學生及行政人員最
滿意的評價，而受訪者一致認為，學校未來
發展需優先重視的校務項目為教學品質、學
生素質、課程設計品質以及學術研究環境等
三方面。此外，「鼓勵教師用外語授課的獎
勵措施」、「大學部學生整體的素質」及
「所授課班級的讀書風氣」為教師最不滿意
前3名，平均數分別3.44、3.46、3.57，校長張
家宜特別於行政會議指示未來應加強改進。

96學年度「校務滿意度」調查於97年3-5
月間實施，受訪對象分為教師、應屆畢業

生、非應屆畢業生及行政人員。發出2302份
問卷，回收1957份，總回收率為85.01%。每
一項目滿意程度均以1至6分標示，1為最不滿
意，6為最滿意。

應屆畢業生方面，「學校圖書館的設備」
再度獲評為最滿意，最不滿意的項目為「學
校的學費還算合理」；非應屆畢業生方面，
「就讀系（所）教師的敬業精神」、「圖書
館之硬體（含空間與設備）設備」同列滿意
度最高，最不滿意的項目與95學年一樣，為
「本校提供學生的獎助學金」，平均數提升
0.21後仍只有3.81；行政人員最滿意「圖書館
借（還）圖書資料之手續」，最不滿意「本
校的行政人員輪調制度」；教師則對於「校

園綠化與美化之工作」滿意度最高。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97學年度因應經

濟不景氣，本校增加相關清寒獎學金，相信
對學生有很大助益，日後亦將持續鼓勵各系
所積極募款提供獎助學金或工讀機會。至於
教師用外語授課的獎勵，教師聘任時便已告
知須以英語授課為優先，未來將針對相關問
題進行檢討。學生素質及讀書風氣方面，他
提到，不滿意表示有危機意識，除了各系所
將持續推出補救教學之外，98學年度將推出
大一必修「大學學習」課程，由導師授課，
相信可以有效提升學習風氣，此外，也請授
課教師加強要求學生的作業及考試，強化學
生素質。

【記者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你知道哪個碩士班
報考是今年最熱門的嗎？答案是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班，總報名人數478人居全校之冠、錄取率最低。

今年本校碩士班錄取率平均為16.82％，錄取
率最低前3名分別為企管系碩士班（經濟學）的
2.87％、企管系碩士班（統計學）的3.1％，以及教
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的4.68％。企管系系主
任洪英正表示，台灣的產業以經貿為主，相關科系
的人才需求量大，所以學生畢業後在職場的適用性
相對提升。

今年碩士班報名人數為4262人，較去年的7020人
明顯下降，對此招生組組長王嫡瑜表示，今年考試
時間與多所國立大學撞期，是造成報名人數下降的
主因，加上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全國碩士班的報
名人數除台大、政大等國立知名學府外，其餘學校
普遍都下降，本校並不是特例，但今年博士班報考
人數與去年相去不遠，不受影響。

校外女宿合作無共識 承租作罷

自強變身教育館 預計寒假動工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財務金融學系教授林蒼祥自今年6月
起擔任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金融創新項目客座教授一年，未
來他將不定期赴浙大舉辦專題演講。林蒼祥期望藉由一己之力，提
升兩岸金融研究及實務與學術水平，並促進浙大與本校的交流。

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為中國大陸國務院在大學唯
一直接審批及撥經費的機構，主要以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國營企業
民營化等為目標。林蒼祥為本校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財團
法人台灣工程學會理事長，於兩岸金融交流等領域深耕多年，他表
示，淡江與浙大往來密切，這次榮幸擔任客座教授，預計將協助指
導股票及期貨市場研究、發展兩岸產學交流，以及不定時舉辦專題
演講。

次淡江與中華電信合作，有助於縮短數
位落差及提供數位工作機會給視障者，
未來希望將這個成功經驗，與其他國家
分享。電訪員現場示範撥打給李炎松，
李炎松對其專業服務感到非常滿意。

國際組織行為數位課程獲教育部認證 
【記者林怡彤淡水校園報導】繼2月教科系教

授徐新逸、副教授張瓊穗所授之「學習心理學」
與「需求評估」，通過教育部97年度數位學習課
程認證後，日前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所授之「國
際組織行為」亦通過認證，成為本校第18門獲教
育部肯定的數位課程。

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帆表示，本校用以支

援遠距學習的軟、硬體設備已相當完備，通過認
證更是確立本校數位課程的品質。洪英正表示，
通過認證不容易，但通過後的數位課程有教育部
掛保證，對同學們的學習更有保障。教科系數碩
專三葉俊希說：「以前時常要新竹台北兩地跑，
真的很麻煩，但是現在越來越多課程通過認證，
方便多了！」

之

熱門圖書排行 達令是外國人2稱霸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你知道上學期圖書館最熱

門的書籍、非書資料是什麼嗎？《達令是外國人.2》、《全
民情聖》分別為圖書及非書資料借閱次數冠軍。大傳四戴
倩怡表示，《達令是外國人.2》是非常有趣的書籍，人物互
動詼諧，很適合同學課餘時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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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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