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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19人  首選淡江 破國立迷思
 第1志願錄取本校逐年提升 工學院人數占鰲頭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H1N1防疫大作戰！教務處為因應開學後
「H1N1新型流感」疫情，避免爆發校內群聚感染，規劃相關措施為，授課教
師如發燒達攝氏38度且有感冒症狀時，需居家自主管理，並辦理請假、停課；
任一班級於3天內有2名以上（含2名）學生感染「H1N1新型流感」，則該班停
課5天（含例假日）。停課教師需辦理補課，以每週一～五晚上或假日補課為原
則，以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本校於10、11日新生開學典禮，共派101位輔導員全程配戴口罩為新生測量體
溫。當天，全體新生於運動場集合，由各班輔導員點名，並準備耳溫槍及消毒
棉花篩檢新生體溫是否正常，體溫異常者須戴上口罩，讓全校師生度過了健康
快樂的開學典禮。（圖／凃嘉翔）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文系榮譽教
授申慶璧日前辭世，享壽百歲。申慶璧國學修養深
厚，於民國50年到中文系作育菁莪二十幾年，平日
教學循循善誘；秉著劍及履及的嚴謹態度作學問，
古典詩及書法造詣甚高，不但作育英才無數，也為
中文系打下厚實基礎。

申慶璧前年曾在喜來登大飯店慶壽，當時本校創
辦人張建邦博士、校長張家宜及多位教師皆前往祝
賀，顯示其在本校的地位及備受尊崇。中文系教授
崔成宗表示，申慶璧生活淡泊，學養人品俱佳，可
為大家表率，失去這位資深元老覺得非常感傷，但
系上老師仍會承接中文系深厚的根基，結合時代需
求，開闊中文系格局，期能對得起這位創系元老。

百歲師表申慶璧辭世 
奉獻教育流芳杏壇

【記者陳書澔台北校園報導】本校與經濟部工
業局等於上月14日，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合辦
「2009年卓越經營標竿管理技術研討會：校務卓越
經營-為大專院校奠定國家級品質」，邀請全球標
竿管理網絡主席Dr.Robin Mann等進行專題演講，
另由本校及元智大學分享如何帶領大專院校邁向卓
越經營，吸引近百名校內外人士參加。

教育部常務次長林聰明致詞時表示，希望各大學
能積極跟進，將品質管理帶入學校經營系統中，全
面提升經營品質。座談中，與會者問及推行國品獎
的甘苦談，校長張家宜表示，剛開始推行最難，因
此從行政單位開始循序漸進，有了一定的成效再推
廣至教學單位，各單位均須積極配合形成共識，一
同努力才能有好的表現。

會中主任秘書徐錠基代表本校，以「角逐過程：
校務卓越經營的策略與實踐」為題進行演講。他表
示，建立完善制度，確實執行PDCA，也是本校近
年來各項績效指標逐漸進步的重要因素。與會的元
智工管碩二生彭翎媛表示，在這次的研討會中，無
論是經驗分享或是演說，都讓他獲益良多。 

交流校務經營 百人與談

【記者張友柔、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起，本校國際研
究學院新成立美洲研究所及亞洲研究所，所長分別由美洲所副教授
陳小雀、亞洲所副教授胡慶山擔任；另有俄羅斯研究所因國家地緣
關係併入歐洲研究所。

美洲所為之前拉丁美洲研究所及美國研究所合併，所長陳小雀
說：「合併後兩組的基礎課程首重共通性。今、明兩年將由兩組分
別舉辦國際會議，主題也會配合兩組特性延伸至整個美洲。」她認
為美洲及拉丁美洲雖有許多相異之處，例如語言、歷史，但兩地在
地理方面的一致性及環境卻相互影響，所以兩所合併是趨勢，也是
擴大視野的好機會。

亞洲所為日本研究所及東南亞研究所合併，所長胡慶山表示：
「整併後，日本組與東南亞組保留原組的特色，但整個格局擴大至
亞洲，未來也將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合作，
共同致力於亞洲的區域、政經研究。」歐研所為因應合併，特於上
學期期末舉辦「俄羅斯與歐洲當代政經、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
透過意見交換作為課程設計的參考。歐研所所長郭秋慶希望同學能
接觸多元化課程，之後也將提供跨組學習的機會。

此外，為因應市場需求及提高行政效率，在本校整體考量下，
創業發展學院與全球化研究與發展學院，將整併為全球創業發展學
院，部分系所也將分組、更名及停招，已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定，
審核通過後預計自99學年度起施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將分組為光機電整合組、精密機械
組；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通訊系統組」將更名為「通訊與電波
組」、國際貿易學系將更名為「國際企業學系」。此外，國貿系與
財務金融系的二年制在職專班，也將於99學年度起停招。 

合併更名 新系所展新頁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8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審核結果日前公布，共有31所大學獲補助，本校經過一年不斷的
修正與檢討，今年獲得3600萬元的補助。對於「重返」卓越計畫，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這需要全校師生一同朝提升教學品質的目
標邁進。

陳幹男說明，全校都盡心協助推動本校卓越計畫，但鑑於去年
許多計畫內容並未聚焦、亦不夠深入，讓計畫成為例行式的教學工
作，所以經過一年的檢討與精進，修正計畫方向，深化教學內容，
以追蹤、考核等方式，由上而下的全盤檢驗計畫成效，加上完善的
配套措施，增加學習的完整性，是本次得到補助的原因。

「教學非立竿見影之術。」陳幹男表示，這次獲得補助只是個起
頭，虛心檢討後，本校更清楚屬於淡江特有的文化：在教學發展的
目標上，本年度將推動「大學學習」，落實形塑共好校園文化；增
加「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之檢驗，奠定學生的學術專業化；運用校
友無形的力量，建立龐大的淡江資產，透過校友的演講與課程，給
予同學在學習及人生規劃上，有更宏觀的視野。

重返卓越 深化教學向目標再邁進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上海東方衛視為錄
製台灣文學、教育、媒體文化等相關記錄片，於上
月10日蒞臨本校採訪校長張家宜，並拍攝本校校園
風情、校內學生活動等，該節目預計於11月播出。
張校長除了表示榮幸，也透過這次採訪，將本校介
紹給更多人認識。

東方衛視為大陸地區知名媒體，在這次記錄片拍
攝中，有關台灣的大學教育僅針對本校及台大進行
採訪。東方衛視記者季力表示，這裡曾是民歌運動
的發源地，因此想進一步了解這個培育多元人才的
學術殿堂。採訪過程中，張校長除了介紹本校從創
校至今教學與行政的心路歷程等，也舉例說明本校
通識教育囊括中國古典文學、藝術、外語等多項學
生應具備之技能及素養，此外沒有圍牆的校園正如
開放的校風，給學生更多的發展空間。聽了張校長
的介紹並參觀了本校校園後，季力說：「能在這樣
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就讀，真的很幸運」。

陸媒來訪 校長秀沒圍牆的大學

【記者陳宛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前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97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
會」，除贈送紀念品外，校長張家宜也以「淡江最
正品質保證」8個字送給會計系教授蔡信夫等15位
退休同仁，希望他們能在退休後的另一個生涯，延
續此卓越品質。

活動一開始，由本校同仁高唱「感恩的心」及
「想厝的心情」，獻給蔡信夫及水環系教授施清
吉，歌聲結束後，許多人都紅了眼眶，場面令人動
容。退休同仁回憶在校任職的點點滴滴，蔡信夫表
示，在淡江歷經了40多個年頭，服務過許多單位，
希望退休後能以一己之力繼續為社會奉獻；而高
燕玉教官、徐秀森、洪月鳳、田淑恆、陳蘭香退休
後都各有人生規畫。對糕餅製作有興趣的高燕玉，
特別烤了杏仁酥供大家享用。陳蘭香對植物如數家
珍，退休後則將擔任芝山文化生態綠園全職義工。

好同事退休 歌聲獻唱催淚

【記者黃雅雯、林宛靜淡水校園報
導】98學年度研究所、大學部新生開學
典禮暨入學講習於10、11日上午在紹謨
紀念體育館舉行。校長張家宜以知名歌
手盧廣仲和周定緯的優異表現，勉勵新
生在學期間，能以興趣培養自已成為一
個心靈卓越的淡江人，更鼓勵同學參
與社團活動，發揮淡江人的團隊合作精
神。

典禮開始前，張校長依循傳統率領三
位副校長、行政、教學單位主管及新生
約7千餘人登上克難坡。此活動象徵大一
新生正式成為淡江的一份子，新生們有
的氣喘吁吁、揮汗如雨，有的精神抖擻
開心邁步向前衝。電機一楊智瑋表示，
爬坡過程感覺很像大學生活，前半段因
為要努力適應較辛苦，後半段就快到達
終點了，因此很興奮。資創一劉彥廷爬
完後不疾不徐的說：「實在不敢相信前

人都得辛苦地登爬克難坡上課，能遠從
蘭陽到淡水體驗這個傳統，感受前人求
學的艱辛，感覺格外新鮮。」

典禮中，張校長首先熱切歡迎新生
們加入淡江大家庭！她說：「在淡江的
四年就像是幅理想拼圖，希望藉由淡江
的課程幫助學生加速完成理想拼圖。」
教務長葛煥昭則提供選課訊息，勉勵大
家努力學習，他說：「目前淡江設有23
個學分學程，可供同學跨領域、系所學
習，為未來加分！」總務長鄭晃二對於
宣導環保不遺餘力，鉅細靡遺的向新生
說明各項環保政策；學務長柯志恩以盧
廣仲的「一百種生活」開場，期望同學
過百種生活，認真「讀」及認真「玩」!

法文一陳貴蓉興奮的說：「一踏進學
校就看到各式各樣熱鬧的活動，讓我大
開眼界。」她表示，體育館及圖書館設
備新穎，有豐富的資源可以利用，「對

登克難坡 張校長領新生迎向大學生活
師長勉勵完成理想拼圖 學生興奮憧憬未來

【記者陳頤華、陳依萱淡水、蘭陽校園報導】根
據教務處資料統計，今年以指考分發入學考上本校
的3261位新鮮人中，有219位為第1志願獲錄取，為
近年來人數最高。各院以工學院人數最多，約109
名，所占比率約14%亦為全校最高。就系而言，則
以資訊工程學系人數最多，約21位；所占比率最高
則為建築系，約占24%。

去年指考分發入學以第1志願錄取本校的學生共
150名，今年相對增加69名，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
示，除了近年來大考分發落點分析越來越精準，讓
考生清楚自身實力外，最大關鍵在於，淡江整體表
現反映在企業高度推崇及廣大校友宣傳上。他認
為，本校無論是地理位置、設備或師資，都備受學
術界肯定，縱然社會還保有公、私立大學迷思，但

就今年以第一志願
考取本校的新生人
數提升，不難看出
這項迷思已漸被淡
江歷史與優秀校友
等無形資產打破。

他勉勵新生「要好好把握大學四年的時間，利用淡
江豐富的資源努力學習。」

建築一孫羽表示，聽父親的朋友說淡江建築系在
師資、課程各方面都很優秀，加上家住台北，淡水
離家較近，於是決定就讀淡江；希望能在大學期間
紮實奠定設計基礎，並加強英文程度，努力爭取交
換學生機會。他說：「初入校園就看到新穎亮麗的
游泳館，頓時覺得前途一片光明，加上學長姐很親
切，迎新茶會的氣氛很溫馨，讓我覺得未來在淡江
的日子充滿希望。」

喜歡閱讀的中文一方詩瑜因為對中文有興趣，
加上親朋好友推薦，而選擇本校中文系做為第一志
願，她表示，高中國文老師雖然畢業於其他國立大

學國文系，但卻極力推薦淡江，讓她對淡江中文系
印象深刻，她希望能奠定良好的中文基礎，並趁年
輕多學學英語等其他專長，為將來就業做好準備。

旅遊一田峻瑋指考分數上國立大學沒問題，卻
對蘭陽校園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情有獨鍾，他說：
「我對旅遊非常有興趣，將來也希望從事相關行
業，而國內大學旅遊相關系所就屬淡江最好，所以
決定到蘭陽校園來圓夢。」對於蘭陽校園全英語教
學、全體師生住校及大三出國等措施，田峻瑋信心
滿滿，他說：「全英語教學才有挑戰性，希望把自
己放在英文環境，克服恐懼；全體住校，師生及同
學之間的感情會更融洽；至於大三出國，我會試著
打工貼補費用，希望能順利去國外開開眼界。」

於未來四年的生活充滿期待。」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攸關本校教
職員工退休權益的「淡江大學退休福利儲金
制度」起跑囉！本月3日由校長張家宜與中國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銘陽在台北
中壽大樓正式簽約，雙方將共同合作，針對
本校教職員工提供完整的退休規畫方案，並
追溯自8月1日起實施。教職員工可透過公提
與自提等提存退休金，學校也將配合公提為
大家打點幸福的退休生活。

張校長表示，推動該制度，希望給予退休
教職員工與國立大學相等的福利，與中國人
壽合作的退休福利儲金信託，可作為未來實

施私校退撫新制的配套及接軌措施，靈活設
計不同型態的退休金規劃，使教職員工專注
於學術研究、教學與服務，並希望以優渥的
福利制度吸引更多人才，以達校務永續經營
的目標。

中國人壽提供的「投資型變額年金」，以
本校教職員工的需求客製規劃，參與「退休
福利儲金制度」者皆有一可攜式「個人退休
福利儲金專戶」，此專戶包含「自提儲金」
和「個人增額儲金」二帳戶，教職員工按月
依本俸的3.5%提存至自提儲金帳戶，學校亦
將於私校退撫新制實施前，依同一比率提存

公提儲金，個人增額儲金則以不超過自提儲
金的2倍為限，學校不相對提撥。

除了客座教授、教官、約聘人員之外，本
校編制內現職合格專任有給教職員工得自願
參加。公提儲金部分，委由「淡江大學教職
員工退休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決定投資標
的；自提儲金及個人增額儲金部分，則由參
加者本人自行決定投資標的。中國人壽將會
派員駐校，提供相關諮詢、建議及規劃全方
位退休服務平台，並已自本月7日起配合舉行
一系列小型說明會，符合申請資格者均須於
本月25日前填具意願表，表達參加與否。

【記者符人懿、陳頤華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為使本校98學年度新聘教職員及新任系
所主管能儘快熟悉學校事務，為新學期做好
充份準備，人事室於暑假期間舉辦三場研習
會及教育訓練，包括上月12至13日的「新任
系所主管研習會」、本月2日的「新進職員
教育訓練」，及本月9日的「新聘教師座談
會」。

創辦人張建邦於「新聘教師座談會」中，
勉勵新教師保持對教書的熱情與衝勁，常記
此刻的教學態度，在淡江這個大家庭裡，累
積教學經驗，同時學習淡江辦學精神，發揮
優點、改進缺點，並在教學研究上，提升學
術研究的能見度，也期盼論文發表在量與質
並重的前提下，生產知識，更傳授知識。校
長張家宜則期許新任系所主管，除了注意人

際互動，也應熟知學校相關法規及淡江文
化，協助系上學生順利就學，並順利推動各
項校務行政。

為期兩天一夜的「新任主管研習會」在蘭
陽校園建邦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教務長葛煥
昭、人事室主任陳海鳴等針對所屬單位業務
進行報告，另有多位資深行政主管進行經驗
分享與傳承。水環系系主任李奇旺表示，行
政工作最重溝通，參加研習會對溝通能力的
提升很有助益。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則說：
「參加研習會可以獲知新概念及新政策，很
有收穫！有助於未來的系所經營與發展。」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則建議，未來可以增加
台上與台下互動的機會，以問題導向的方式
進行研習，相信對新任系所主管幫助更大。

另外，98學年度第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共22

名。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等進行「淡江組織
文化與管理模式」、「淡江之教務支援教學
概況」等專題報告，幫助新教師認識本校教
學環境及發展特色。企管系助理教授張雍昇
表示，初來乍到，對於教學環境尚於摸索階
段，參加活動後對教務等相關資訊的搜尋幫
助很大，此外，授課技巧及投稿注意事項等
分享也讓他獲益良多。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的「新進職員教育
訓練」共有30人參加，除了各行政單位進行
業務報告，另有公文文書處理、OA、OD
公文系統使用教學，以及網路智慧財產權、
性別平等教育等宣導。諮輔組約聘輔導員蘇
佩瑜表示，各處室業務介紹讓她可以快速了
解學校各行政單位，但公文系統教學等則建
議，如能實際操作會更清楚。

與中壽簽約 為你打點退休生活8月已啟動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學系教授李
世元參與「台大奈米生物機電研究群」研究團隊，
成功研發抗新流感化合物「台大病毒崩」（NTU-
VirusBom）。李世元表示，該技術已轉移至生技
業，製成乾洗手噴劑、洗手乳、過濾與防護材料等。

該研究結合台灣科學界菁英，跨醫學、生物工
程及化學等領域共同研究。李世元主要負責化學部
分，他表示，化合物採用狗的腎臟細胞做試驗，總
共篩選出一系列近40種化合物，再選出10種反覆試
驗，「運氣真的是非常好！剛好就試中！」

實 驗 證 實 ， 「 台 大 病 毒 崩 」 在 低 濃 度 3 0 至
300ppm，便可同時崩垮抑制H1N1、禽流感、腸病
毒等「奈米級病毒」，以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等「微
米級細菌」。而此化合物要到1000ppm才對細胞具
有毒性，所以「台大病毒崩」可於體外不傷害人體
情況下，5分鐘之內就迅速的將H1N1病毒顆粒崩
解。李世元表示，未來希望能真正的研發成為藥
物，須再投入為數龐大的時間和金錢，雖然並不容
易，但還是會繼續朝這個目標前進。

對抗H1N1 李世元研發台大病毒崩

新鮮人上任 研習會幫很大系所主管
教師職員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第13
屆國家講座主持人暨第53屆學術獎得獎人名
單於10日公布，本校產經系講座教授麥朝成
榮獲社會科學類科主持人，因他也曾獲選為
第8屆該類科主持人，本屆再次獲選，成為終
生榮譽國家講座主持人，教育部每年獎助新
台幣100萬元，共獎助3年，將於年底頒獎。

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教學與研究
水準，並促進大學發展其特色，特設置國家

講座，各分置人文及藝術、社會科學等5類
科，本屆共有8人獲獎。麥朝成表示，此次得
獎很開心，日後將繼續國貿、經濟的研究，
也希望能帶動台灣經濟相關的學術發展，未
來他計劃在本校架設網站，開授網路課程，
以提供本校的師生學習。

麥朝成是中研院第20屆院士、主要研究
人文社會科學，曾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
一職，本身專長於個體經濟學、區域及都市

經濟等方面，在經濟相關議題研究上，都有
極為傑出的研究成果。卸下中華經濟研究院
院長一職，於民國91年到本校服務，並於近
期榮獲台灣經濟學會頒發「經濟學傑出貢獻
獎」，對區域經濟、國際貿易領域及政策建
言有著卓著的貢獻。產經系系主任林俊宏表
示，麥朝成在經濟的研究傑出，是台灣重要
的經濟人才，對本校的付出也不遺餘力，常
給予師生研究上的幫助及指點。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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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緊發條全力防疫！

麥朝成獲終生榮譽國家講座 台灣重要經濟人才

上緊發條全力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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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們努力邁步登克難坡。（圖／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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