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系特別強調「計量經濟學原理」課程，並堅持英文教學，除了培養
學生剖析資料、邏輯推理及分析經濟基礎的專才，更具備外語能力。
　該課程補強學生在數理、統計及計量分析的專業，能掌握實際經濟運作
方式，多面向的分析能力可對眾多的經濟變數進行研究，以計量方法對經
濟動態做完整的分析與理解，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有莫大助益。因此培育
出許多能掌握經濟脈動的專才，如公開發言分析經濟脈動，常引起關注的
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票投資處副總經理胡曼玲，及本校財金系教授李命
志、東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陳建福、元培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陳盈秀
等學者，深耕學術界，將專長授予學生，長江後浪推前浪，培養一屆又一
屆的計量經濟分析人才。

　　　　　　　　　　　　　　　　　　　　 英文授課 拓展國際觀
　配合國際化的理念，
提升同學英文能力，目
前經濟系聘有兩位專任
美籍教授，在大學部每
一年級均開一門課程以
英語授課，培育同學的
英文能力及國際觀、增
進閱讀國外學術期刊暢
流度，提升研究能量。
在卓越計畫的補助下，
經濟系另有外語檢定獎
助辦法及加分獎勵，於
96學年度已補助獎勵78
餘人，相較於95年度僅
5人考取外語檢定，可
見其對勉勵學生增強就
業競爭力的成效顯著。
系主任莊希豐表示，經
濟系已籌劃開設全英語
授課「應用經濟與財務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亦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經
濟學院洽談合作1+1雙
學位計畫，提供同學赴
海外修讀課程的機會，
拓 展 國 際 視 野 與 競 爭
力。

 　　　　　      與時俱進 培養財金法律人才
　自96學年度起，商學院設置財金法律學程，以鞏固基礎經濟理論、培育
專業經濟分析能力、與跨領域修習基礎、經濟法律為三大目標，以培養同
學具備財務及相關法律專業能力、配合產業需求。經濟系除負責「個、總
體經濟學」、「產業結構與賽局分析」、「證券金融法規」、「智慧財產
權案例分析」等授課師資，近年也積極聘請專家講授財經法規課程，與時
俱進，培育有財經背景的專業法律人才，至今已有13位經濟系同學擁有專
業認證，為就業背景加分。     

           　　　　　　師資把關嚴格 研究能量充沛
　淡江經濟系專任教師擁有博士學位比為百分之百，且系內擁有18位專任
老師，可見經濟系師資之要求嚴謹。優秀的師資群帶來充足的學術能量，
2003至2009年發表於SSCI期刊相較於先前多出50%，95至97學年度發表48
篇研討會論文、45篇學術論文，其中近六成學術論文發表在國外專業期
刊，且91至97學年度，平均每年有1位因學術研究傑出的老師升等成功。
98學年度有10位教師參與國科會專題計畫， 顯示學術成就相當豐碩。未來
該系以爭取主辦研討會為主要目標，加強在學術上的能見度。

　　　 　　　　　 重實務操作 就業加分
　經濟系的課程安排除兼顧理論外，更與職場需求契合。基礎課程中除教
授經濟學原理、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等各項領域理論內容外，並強調
教學、研究內容與實際社會脈動的結合，使學生能將理論訓練應用在複雜
經濟的變化上，運用所學解決經濟問題。為確保經濟系教授經濟理論能與
時俱進，除鼓勵教師發表論文亦對外延攬優良人才，讓學生的理論基礎能
跟上國際腳步。
　為了在人才濟濟的戰場中，提升畢業生就業率，經濟系也著重於Excel
及計量實務操作，從大學部開始打好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原理、應用計量
經濟學等基礎，到碩士班的課程安排，則以Eview、Winrats、SAS、Stata與
gretl等更深入的統計軟體應用及英文經濟論著導讀課程，藉由統計工具與
學習剖析經濟議題之課程，讓學生可在課堂實務操作，所習專才亦符合就
業職場需求。去年商管大樓建置商學院金融交易模擬中心，讓學生有更多
管道學習實務經驗，未來成為業界非要不可的人才。

                       　　　　 證照輔導有成　
經濟系積極配合證照與國家考試需求，除原有助教實習課之外，尚在商

學院共同科目中增闢額外課業輔導時間與證照輔導課程，如「金融市場趨
勢分析與預測」、「保險專業證照輔導」，並另請教師於固定時段輔導學
生考證照相關諮詢，亦有老師鼓勵證照檢定通過的加分機制，使同學畢業
即與金融市場接軌。95至97學年度，碩士班就考取「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
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證券商高級業務人員專業能力測驗」等共24張
專業金融證照，大學部96學年度共考取73證照，與95學年度58張證照相較
下明顯提升。
 　　　　　　　邀校友回娘家 吸收最新職場脈動
　　　經濟是門著重理論的學科，因此如何與職場接軌，讓經濟不再只是
　　 紙上談兵一直是該系努力的方向。該系每年不定期邀請傑出系友回

娘家分享職場經驗，講授面試、寫履歷等技巧，及如何提升應屆畢
業生之競爭力，以面試官的立場分析一般公司主管對各類求職者的
看法及錄取條件等，讓在校學生與職場零距離，隨時掌握業界的最
新脈動；除了校友之外，經濟系也曾邀請諾貝爾得主愛德華‧普列
斯卡（Edward C. Prescott）等知名學者蒞校演講。未來經濟系將積
極邀請更多傑出校友及專家，使學生在校期間就可充分掌握職場趨
勢，提早了解市場上所需的人才，提前準備所需能力，迎接競爭激
烈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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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視窗

姐妹校青山學院大學與本校比鄰
　本校姐妹校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於本校設立台灣辦事處，該
校校長伊藤定良（Prof. Sadayoshi ITO）等一行6人於21日下
午3時在台北校園5樓校友會館，進行台灣辦事處開幕典禮。
校長張家宜表示，期望未來兩校之間的互動更加頻繁。該校
自2002年與本校簽訂姐妹校合約後，即積極進行各項交流活
動，2005至2006年間本校即有兩次參訪團至該校訪問交流，
於2007年暑期開始，該校學生亦參加本校舉辦之暑期華語
營，日後將與本校進行更快速的實質合作，舉辦華語營等活
動，做為進行兩校間交換生的交流的對應窗口。（林姍亭）

淡江之聲今日開播
　淡江之聲今天（28日）開播囉！本學期有許多新鮮豐
富、實用性十足的節目內容等著你來收聽，只要轉開收音
機FM88.7，或是利用淡江之聲網站的線上收聽系統（http://
votk.tku.edu.tw），充滿活力的美麗聲音就會在空中與你相會
喔！本學期的節目包括「音樂故事集」、「小腳丫台灣」、
「正義的一方」等，「夜貓DJ」也將繼續提供校園社團的宣
傳服務活動，各位社團負責人可善加利用！（王育瑄）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師生中秋團圓 週三夜烤 
　中秋夜烤為蘭陽校園的重要傳統活動之一，每年此時，校
園師生皆歡聚一堂。今年，建軒、文苑宿舍自治會將於30日
（週三）下午5時30分至9時30分，在宿舍區前一樓平台舉辦
校園夜烤，遇雨，則改於宿舍B1停車場舉行，藉此活動歡迎
新生加入蘭陽家族，同時恭喜大四學長姐順利完成一年的留
學生涯，拉近師生的距離。（蘭陽校園）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大一新鮮人們，初到淡江大學是不
　　　 是感到新奇又徬徨呢？

　問：來到淡江之後，班上就分別
有兩個導師教導、關心，並解決很
多我們這些導生在校園中遇到的問

題，包括選課、未來志向及學校資源
使用等，難道這也是學校依據TQM的
流程所規劃出來的嗎？

　 　 　Ms. Q答：是的。學校結合了PDCA
              流程及導師輔導制度，不僅讓大一新
               鮮人能夠快速適應全新的校園環境，並
                 及早規劃自己的未來走向，更讓所有的學
                   生在遇到困難的時候，能夠有尋求幫助的
                  管道，現在就由Q小姐來為大家解釋規劃
流程吧！
　P（Plan）--學校建構出導師輔導的e化網路，並讓各
學院依照自己的需求擬定《導師評量等級考評標準》；D
（Do）--實施各學院大一班級雙導師制，定期召開「導師
會議」及「導師、訓導人員輔導知能研討會」，讓導師之間
交流歷屆學生反映過的問題，並上網登錄輔導紀錄及學生
操行成績考評，以擴大輔導成效；C（Check）--統計導師
輔導的次數及系統的使用率，檢討雙導師制執行的成效；A
（Action）--導師彙整同學們的意見之後，會送至相關單
位進行答覆，另外，除了有導師晤談室提供導師及學生互動
外，生輔組還有設置「法律諮詢服務」，讓對法律常識有問
題的學生能有協助的管道。
　親愛的同學們，往後遇到問題時，記得找導師商量喔！

Ms.Q之６導師輔導

　回想數年前，曾經有醫生朋友引
薦這本《心靈地圖》（The Road 
Less Travelled），在當初的時空背

景下讀來相當震撼，其對某些心理現象之解讀有如當頭棒
喝，也許英文enlightenment是最好的形容。如今再次細讀
時，除了震撼依舊，還多了一份自省，我想應不失為年輕
學子的好讀物。
　作者是一位執業多年的心理醫生（如果你對心理醫生有
刻版印象，且先別下定論），對人身心靈呈現出之內在
與外在徵候之因果關係有邏輯性的推斷，當然也配合一些
臨床上的實例作較淺顯說明。每個人皆為獨立個體，有自
我意識，放在一群人中，自我疆界一旦改變或受威脅，多
少在身心靈方面都有遭遇到「惑」的經驗，隨著時間這些
惑或許消失、或者暫時囤積於潛意識、或者放大爆發成症
狀，其實背後都是有認知上的原因的，此書的內容就在闡
述其根本與生俱來的心理機制，藉由了解進而謀求因應之
道。
　同學們不妨在夜闌人靜就寢前，花個半小時閱覽，給
「忙亂」的一天沉澱一下吧！

書名：心靈地圖
（ T h e  R o a d  L e s s 
Travelled）
作者：史考特．派克
譯者：張定綺
出版社：天下遠見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索書號：178.8 /865-1 84

心靈地圖
導讀 吳重成 土木系教授

日文系研討夏目漱石文學 
　本校日文系與日本和洋女子大學，於1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聯合舉辦「2009日本近代文學語學文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探討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的作品，並設置「漱石珍
藏特展」，吸引台灣、日本及韓國等學者熱情參與。日文系
系主任彭春陽表示，本次邀請研究漱石文學第一把交椅的木
谷喜美枝教授演講，「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優質作品，思考也
可有更多不同面向。」日文碩一劉德敏說：「看到連日本都
未公開的珍藏品很難得，論文發表也提供許多不同角度的思
考，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張靜怡）

的品質管理

淡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外卡效應在淡江－

培育洞悉趨勢的菁英
文／陳依萱、陳韵蓁、張友柔、陳頤華

　Google Scholar推出後即將牛頓的至理名言「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放置首頁，提醒人們許多學術研究都是建立在前
人的成就上。讓研究成果公之於世促進人類的發展，為普
世共同的願望。然而，近年來，期刊價格節節高升，導致
刊載其間的研究成果無法廣為需要的人使用，這使得普世
共同的願望受到嚴重創傷。
　據美國研究圖書館統計1986至 2006年的資料，研究圖書
館投入期刊的訂費成長321%，而實際購得的期刊數僅增加
51%。檢視本校近幾年期刊訂購的情況，Biotechniques 2009
年訂費1,215美元為2005年訂費145美元的7.37倍，漲幅之高
由此可見一斑。為擺脫上述困境，學術界雖曾與出版商溝
通，但未獲得善意的回應，即使面對全球金融海嘯，出版
者仍堅持每年5%-10%的漲幅。中國的「中國青年報」曾於
2008年6月4日刊出「國際出版巨鱷大幅提價  部分高校面臨
學術斷糧」的報導，國際期刊訂費高漲，許多學校因而無
法供應師生所需的刊物，形成學術傳播的危機。
　國際上認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之一可採行Open Access 
政策。Open Access簡稱OA，中文譯為開放取閱或開放近
用，其意為將研究成果以合理的價格或免費開放全球自由
取閱。為推動此政策，有心之士積極展開各種活動，諸如

設置網站報導相關信息及問題、組織學術出版與資源聯盟
SPARC（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倡導學術界自行出版期刊，迴避出版商的剝
削、提供研究經費的機構要求申請者將研究成果開放自由
取閱、各校建立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或集中式
的學科資源典藏（Discipline Central Repository）等。
　為落實OA的推動，各國紛紛採取行動：英國SHERPA
（Securing a Hybrid Environment for Research Preservation 
and Access）下的RoMEO（Rights MEtadata for Open 
archiving）網站載明著名出版社是否允許著者將其發表的
期刊論文再存置於所屬機構的網站上；同屬SHERPA下的
JULIET網站則提供研究經費資助機構對申請者是否要求履
行OA政策；美國於2008年10月14日首次發起世界開放取閱
日Open Access Day，獲得20餘國100多個機構的熱烈迴響，
今年將10月19至23日擴大為國際Open Access週；荷蘭將
2009年訂為Open Access發展年；日本則由NII建立全國機構
典藏的入口網站。
　我國對OA的響應也不落人後，教育部於2006年起委託台
灣大學推動機構典藏計畫，計畫中闡明建置機構典藏的優
點如下：

　1.　對學者／研究者：增加論文曝光管道、提高被引用
率及知名度、有系統地整理、呈現與宣傳個人及團隊研究
成果、及更方便的查找與取得各領域學術資料 。
　2.　對大學：可建立學術成果與研究歷程的完善保存機
制，展現學術研究能量，完整呈現整體研究成果，增加學
校的曝光率。
　3.　對政府機關：更容易評估各大學之學術研究能力，
便於查核與評估申請機構/個人之學術成果。
　4.　對國家 : 作為國家整體學術研究成果的彙總、展現與
使用窗口，使臺灣的學術研究成果更容易被查找及使用，
提供一個評估臺灣學術研究成果之機制。 
　基於上述所論，世界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
等，已制訂OA政策，據此要求教師將其研究成果上載至該
校機構典藏的網站。本校機構典藏的系統已由圖書館建置
完成，期待全校教職員及研究生共襄盛舉，將研究產出如
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等全文踴躍上載到此系統，以數位的
方式保存，並經此系統開放全球查詢與使用。機構典藏的
建置係順應時代趨勢及國際潮流之舉，有賴全校師生的積
極參與方能完整展現本校的學術研究成果，並做為60週年
校慶最佳的賀禮之一。

　遠距組推出教學防護包 抗新流感
　為因應「新流感」防疫措施，關心教師健康並維護教學環
境衛生，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特準備「拒絕新流
感‧教學防護包」，將於28日贈送，提供全校專兼任教師、
助教上課使用。內容包括麥克風海棉罩1個、25cc消毒酒精1
瓶、擦拭毛巾1條。使用說明如下：將些許消毒酒精噴在方巾
上，擦拭麥克風頭，套上海棉罩，備有紅、黃、藍、橘等色
以利辨識，請老師記得下課後將其取走。（遠距組） 

兩岸學術研討會交流熱烈
　由本校、台科大等合辦的「2009海峽兩岸幾丁質幾丁聚醣
學術研討會」於20日至23日舉行，台灣幾丁質幾丁聚醣學會
理事長、武漢大學杜豫民教授和大陸學者一行人於20日下午
參觀本校蘭陽校園後，23日蒞臨淡水校園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的研討會，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交處主任李佩華、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等人接待。雙方對於兩岸交換學生制度和
交流現況討論熱烈，戴萬欽表示，雖然還有一些政策限制，
但相信在兩年內會有所突破，「交流情形只會越來越好。」
會後在王伯昌的帶領下，參觀本校各項設施。經過這次研討
會，也和大陸學者達成共識，明年於大陸武漢大學舉辦，並
邀請化學系教授王三郎、董崇民屆時前往交流。（潘彥霓）

　本校經濟系創立於民國53年，秉持訓練學生
分析能力，及推演經濟市場走向為最大特色。
　該系著重於數量計量之技能，在計量經濟
學、應用統計上，有嚴格的訓練，在其他學校
去除鍛鍊這項實務技能的同時，本校學生具備
分析研究經濟與產業問題的能力，並能運用數
學、統計與電腦領域之知識。經濟系友在金融
相關產業嶄露頭角，版圖拓展由證券業、銀行
業、公家機關至新聞業。且該系近年來推動財
經法律學程，培養財經背景的法律人才，不但
掌握時代動脈、更因應產業需求，增加第二專
長。本刊列舉刊載經濟系友的優異表現，相信
學生能接棒展現更亮麗的外卡效應。

重視計量經濟 強化考照 打造就業力

　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左三）與副教授林金源（左一）、教授廖慧珠（左二）、教授江莉
莉（右一）等3位老師赴大陸西南財經大學出席兩岸研討會，增進學術交流。

奠定思考能力 培育銀行主管
校友好名聲 企業器用

淡江經濟

畢業
年度

姓名 現任職務

69 趙宗胤 實美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76 李命志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78 邱義晃 永豐商業銀行中壢分行資深業務經理

79 王紹平 利濤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79 徐歷常 嶺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79 胡曼玲 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票投資研究處副總經理

79 許智勝 康鈺化妝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81 陳建福 國立東華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81 呂進瑞 國立東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81 楊曉文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

81 唐鎮華 力捷印刷財務部財務副理

82 汪志遠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兼任講師

82 呂俊毅 澎湖科技大學資管系講師

84 洪嘉聲 南華大學會計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85 楊勝帆 拓墣產業研究所研究副所長

87 孫育伯 真理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89 林敬惟 台北富邦銀行企業金融總處環球金融部資深專員

90 施珮菁 南山人壽主任

90 林怡君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幹事

90 蕭卉文 國泰人壽處長

91 李怡慧 南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91 林晏如 佛光大學未來學系助理教授

91 陳盈秀 元培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經濟系優秀校友

（經濟系優秀系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資料／經濟系提供

南山人壽主任  施珮菁
　從經濟系獲得最大的幫助是「邏輯思考」，猶記得在學習計
量課程時，經濟系副教授萬哲鈺說：「經濟系能給你深度思考
事情的能力。」在學期間，試卷的申論題奠定思考能力的基
礎，讓我在職場上，看事情的眼界變的更廣、更深。建議學弟
妹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下，培養溝通及撰寫企劃案的能力，大學
是培養基礎的最佳時機，應該抱持多學習，不因害怕出錯而退
縮的心態，利用機會充實自己。

花旗銀行退休經理  楊木興
　經濟系所學的理論可用在各種產業上，對思考邏輯、經濟分
析訓練充足，許多老師會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的實務經驗，如貨
幣銀行學，選修財務管理、會計學等，在我工作遭遇瓶頸之
時，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會浮現在腦海裡，潛移默化地解決不少
難題。在我就讀淡江時，就有教學評鑑的制度，可見對師資把
關嚴謹，現在學生在企業上評價也很不錯，但仍勉勵學弟妹在
校期間盡力考取符合時代潮流的證照、學習專業分工、培育第
二專才，繼續維持淡江的好名聲！ 

利濤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紹平
　由於教學評鑑落實，淡江師資優秀進取，經濟系的課程規
劃，對邏輯理論訓練紮實，有助於增進經濟分析效率，日後不
論朝學術界發展或投身企業界都很實用。提醒學弟妹學習不要
侷限在經濟系學科範疇，多加強自己的外語及電腦能力，全面
性吸收學習、融會貫通，以因應現今社會需求。至今淡江學生
積極且負責任的特色，是企業界器重的關鍵因素，未來也要繼
續保持。

永豐商業銀行中壢分行資深業務經理  邱義晃
　經濟系老師給予我很多自主發展的空間，其中張守均老師教
學認真嚴謹，當時雖然學得很辛苦，進職場後卻深覺受益良
多，因為個、總體經濟學、計量經濟等基礎紮實，所以剛出社
會就能馬上與職場接軌。金融業訴求節省時間，增進效率，所
以融會貫通、快速串聯每堂課程專業的能力亦加重要，對金融
法規認知也不容忽視，我看好「財金法律學程」的前途，它能
幫助你釐清金融界對刑法上的疑慮，工作更為順手。

寶來證券投資信託股票投資研究處副總經理 胡曼玲
　我讀書的年代少有學校招聘外籍老師，但淡江經濟系卻已有
外籍老師，當時的系主任柯大衛不僅讓我體驗到國外的上課方
式，開拓國際觀，也因此開啟我的美國夢，畢業後至美國攻讀
MBA主修財金。系上對於基礎課程的教學紮實，使我轉唸財金
碩士學位時較得心應手，甚至現在的工作，都跟經濟系所學習
習相關，畢竟經濟是最基礎的科目，只要打好基礎，要跨足任

何領域都較容易。淡江校友人情味較濃厚，開放的校風使我的
心胸較不封閉，也使我勇於接受各種挑戰。

真理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孫育伯
　經濟系規劃許多與計量相關的課程，大學一、二年級為理論
紮根、三、四年級則站在理論的基礎上活用知識，密集的應用
課程訓練出我對分析數據的敏感度，善於釐清變數的差異、分
析數字之間的關係，促使我之後走上應用極廣的計量經濟分析
一途。
　經濟學系的課程彼此間皆有關聯，單學一科不敷使用，懂得
融會貫通，才能以宏觀的眼光判斷未來，不至落得空口說白
話，如前一陣子碰上油價高漲，這就牽扯到能源經濟學、貨幣
銀行學、國際金融等專業學科，了解其中關聯性，就是經濟系
學生的專業。

東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陳建福
　淡江經濟系重視基礎課程、計量經濟學、統計軟體應用等，
加上系上開的選修課涵蓋經濟學整體範疇，課程規劃十分完
整，及老師對於考卷寫法的嚴格要求，訓練學生呈現完整答案
的能力，考研究所時受用無窮。而老師活潑的教學，也讓我找
到學經濟的樂趣。學校深耕資訊化，提供資訊概論及資訊處理
的課程，而且校園優美，近市區的地利之便都是很理想的學習
環境，自由的校風也培養我在教學上較有彈性，不死板。

　2005年9月，經濟系邀請200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愛德
華‧普列斯卡（Edward C. Prescott ，第2排左3）蒞校演講
「Overcoming Barriers to Riches」，拓展同學國際視野的
高度。圖為愛德華‧普列斯卡與本校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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