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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教師研究績優 頒淡江之光  
500萬以上人數、最高金額 達近10年之最  虞國興9度蟬聯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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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校園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7學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案績優教師名單出爐！根據研發處統計，補助
經費達100萬元以上或近5年累積250萬元以上的計
畫案主持人共87位，比去年增加9位。超過500萬以
上人數達14人，為近10年新高；其中，工學院院長
虞國興獲補助金額達4290餘萬元，9度蟬聯補助金
額之冠，也創下近10年補助最高。

獎勵名單中，研究計畫案金額達500萬元以上包
括水環系虞國興等14人；300-500萬包括英文系宋
美璍等7人；100-300萬元包括運管系張勝雄等53
人；近5年累計金額達250萬元包括電機系丘建青等
13人。將於1月28日舉行的歲末聯歡會中頒發「淡
江之光」，獎勵其研究績優。（詳細名單將刊登於
本報網頁）

據統計，500萬元以上之獎勵人數，從88學年
度的2人至97學年度的14人，逐年增加；今年14位
中，工學院就佔了12位。而整體獎勵人數以工學院
及理學院分別拿下1、2名。各院表現，理學院、管
理學院、文學院及外語學院績優人數均比去年增
加。

系所方面，資圖、大傳、數學、物理、化學、
機電、化材、資工、資管、運輸、公行、決策、英

12/14(一)
10:00

保險系
B302E

新光人壽契約核保課經理兼首席核保
人曾仁坤
醫務核保

12/14(一)
10:30

產經系
B302A

美國EKonomic LLC 經濟資訊網路公司
總裁Eric kodjo Ralph
Price squeezes and other forms of 
vertical discrimination on broadband 
access networks

12/1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林相儒
從苔蘚天然物研究到中草藥植物藥開發

12/14(一)
16:00

法文系
T311

台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展覽執行方美晶
法文於美術館藝術行政工作上的運用

12/15(二)
8:20

中文系
L401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化人類學
與民族學博士蔡適任
西方觀點與東方女性身體展現-埃及東
方舞的一個後殖民詮釋

12/15(二)
13:30

數學系
S433

加州柏克來分校數學系榮譽教授項武義
以簡潔新途徑和新証明重訪Kepler和
Newton的偉大突破

12/1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成功大學地球動力系統研究中心博士
後研究人員涂耀仁
印刷電路板業銅污泥回收銅粉並產製
奈米級尖晶石觸媒之研究

12/15(二)
15:10

圖書館
U203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經理林曉萍
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講習會

12/15 (二)
15:30

數學系
S433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郭忠勝
Traveling wave fronts for a 2-component 
LDS arising in competition models

12/15(二)
16:00

公行系
B701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系主任孫柏瑛
中國大陸行政改革

12/15(二)
18:30

課外組、生輔組
SG314

富邦人壽業務襄理廖介宏
生涯規劃與社團

12/15(二)
18:30

圖書館
總館301

參考組編審石秋霞
閱讀新趨勢-E書在手 坐擁書城(一)

12/15(二)
19:00

關懷動物社
Q306

台北市動物檢驗所所長嚴一峰
動物保護講座-當生命與生命相遇

12/16 (三)
14:10

決策系
B712

電信總局技監高凱聲
網際網路經濟學

12/16(三)
18:30

圖書館
總館301

文崗資訊公司講師李彥函
閱讀新趨勢-E書在手 坐擁書城(二)

12/16(三)
19:00

投資理財社
E302

永豐金證券業務經理黃建凱
期貨簡介

12/16(三)
19:00

課外組
SG402

前淡江時報攝影記者陳振堂
拍照紀錄分享講座「一瞬間的感動」

12/17(四)
12:10

經濟系
B505

經濟系助理教授林彥伶
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on Labor 
Turnover︰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12/17(四)
14:00

機電系
E830

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梁仕昌
CIGS太陽電池技術現狀與未來動向

12/17(四)
14:10

資工系
E819

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梅興
Web2.0應用與開發技術

12/17(四)
14:10

統計系
B512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彭健育
The First Negative Moment in the sense 
of the Cauchy Principal Value   

12/17(四)
14:10

企管系
B616

龍星集團董事長葉照雄
生涯競爭力與經營成功之道

12/17(四)
14:20

圖書館
總館301

長智文化公司講師高儷珊
閱讀新趨勢-E書在手 坐擁書城(三)

12/17(四)
16:10

大陸所
T404

東立物流副總經理蔡榮欽
台北自由貿易港區的功能、效應及台
商的運用

12/17(四)
17:00

資圖系
L102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系主任賴進貴
認識地圖資源與科技

12/18(五)
10:00

大傳系
O202

泛亞保險經紀人處經理方世勝
職場人際關係溝通技巧

     12/18(五)
    14:10

教發組
I501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賴光真
我的教學反思與改進--信手拈來的說
故事教學法

12/18(五)
14:10

產經系
B511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財務金融學系助理
教授張龍福
A Generalized framework for Valuation 
of  Ear ly  Exerc isable Interest  Rate 
Guarantees

12/18(五)
18:10

國貿系
B604

台科大講師郭宗仁
研究論文的撰寫技巧 

12/14(一)
18:30

亞洲所
D208

外貿協會台北國際展覽中心主任蘇成全
中東市場面面觀

12/18(五)
19:20

財金系
D222

前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
新校園運動‧創造力‧文化產業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有本校「金馬獎」
之稱的淡江品質獎，今年舉辦第四屆，共有5個單
位角逐，包括第二次參賽的會計室、管理學院、資
訊中心、總務處，及第三次參賽的機電系。各單位
捲土重來紛紛拿出「必殺計」迎戰對手，卯足全力
展現特色，爭取殊榮，初審名單將於25日揭曉！ 

管理學院曾為本校三次申請國品獎的複審單位
之一，堪稱「國品獎鬥士」，經過國品獎的淬鍊，
再加上去年曾角逐第三屆淡品獎，申請經驗相當豐
富。此外，管理學院為落實TQM，積極推動品管
圈，從院到系分別組成「管管圈」、「會計圈」、
「資管圈」等，各圈每個月至少開一次會，希望能
共同發掘問題、找出原因並探討解決對策。管理學

院院長王居卿表示，本院垂直及水平整合度做得不
錯，不僅貫徹本院之願景、使命，各系所資源整
合也做得很好。另外，本院依循以往評審委員的建
議，持續改善缺失，有信心拿下這次淡品獎！

機電系曾申請過第二、三屆淡品獎，今年秉持
「追求卓越、持續改進」的國品獎精神，再接再厲
以奪下淡品獎為目標，機電系系主任李宗翰表示：
「在申請淡品獎的過程中，整個系都動起來了，
『全員參與』是我們最大特色！」另外，機電系有
別於以往的紙本方式，使用其系上設備製作出壓
克力板審查資料，並請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提
「機電」二字於其上，欲以壓克力板呈現水晶的質
量，機電系的創意與特色。談起此刻的心情，李宗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日前本校課程委
員業界代表，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
燦煌，及校友代表化材系系友伯馬企業有限公司總
經理孫瑞隆，分別從業界角度，對本校課程規劃提
出建議。陳燦煌表示，除了專業課程，學校應培育
同學具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的概念，以提升氣質及
文化水平涵養。孫瑞隆則建議恢復「工廠實習」課
程，培育學生焊接、焊工等，進入職場後能實際運
用的技能。

陳燦煌表示，社會企業的眼光與格局，對學生
的未來很有幫助，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規範求學時
期便應具備，不然出社會後能力越強反而出錯的機
會越大。對此，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回應，本校通識
教育有開設相關課程，加強品德教育、溝通表達能
力、法令知識等以達文化培養；近年來企業界已開
始將對畢業生的評價標準轉移到倫理上，本校無論

在團隊精神、抗壓性及群體合作皆有不錯表現，將
來也會持續肩負品德教育等軟實力的培養。

孫瑞隆則將自身的求學、求職經驗與業界現狀做
比較，他表示，30幾年前在「工廠實習」課程中學
到業界應用最廣的電工、焊工及木工等知識，這些
專業技能常成為求職錄取的關鍵，但現在卻發現，
許多學弟妹連焊工、焊接基本常識都沒有。化材系
系主任余宣賦表示，因場地及學分限制，故暫停
「工廠實習」課程，但因應時勢會利用課餘到校外
參訪，與學校課程相互對應，正課之外則有實驗課
實際操作，讓同學出社會足以接軌。」

化材二王奕筑說：「學校的課程環環相扣，一、
二年級的實作課程可能較少，但三、四年級有了基
礎後，就會安排較多的實習課，只是有些課程上了
三堂課卻僅拿到一學分，這是工學院比較辛苦的部
分。」

翰說：「從容以對，信心滿滿。」
總務處曾於第一屆淡品獎時以文書

組代表參賽，今年以一級單位的身分參
加，總務長鄭晃二表示：「本處參賽之
目的在於藉著淡品獎的項目指標，做自
我檢視以提升品質，得獎僅是其次。我
認為品質要從平常做起，就如同減肥瘦
身一樣，今天有騎單車健身，明天才有
可能會瘦，所以要做就要做得比今天更
好。」另外，目前總務處舉辦「第
一屆總務品質獎」，他稱許各組成
員在處理工作業務之餘，仍埋頭苦
幹準備兩個品質獎的審查資料，
精神值得嘉許。

會計室去年申請過第三屆淡品
獎，今年捲土重來，該單位包含
主任共15位成員組成，面對其他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文系與台灣
日本語文學會共同主辦的「2009年度台灣日本語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19日（週六）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及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內容分為日本文
學、日本語學及日本文化三大部分，由於今年適逢
台灣日本語文學會成立20週年，本校日文系教授，
同時也是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副理事長落合由治表
示，將有來自台灣、日本、韓國等學者齊聚一堂、

共襄盛舉。
會中邀請日本杏林大學教授金田一秀穗、專

攻日本古典文學學者黃色瑞華、專精近代文學
學者森正人、東北大學教授齋藤倫明等人發表演

講。下午還有本校、政大及銘傳等20位碩士生發
表論文壁報，日文系系主任彭春陽說：「透過這樣
的形式，不僅讓同學有發表的管道，更有機會與學
者們面對面溝通，從中學習，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
加！」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如火如荼的
2009三合一選舉於日前告一段落，新科縣長
中，本校共有2位校友當選，分別是花蓮縣縣
長傅崐萁，及新竹縣縣長邱鏡淳，創辦人張

建邦及校長張家宜將在兩位校友上任時，致贈恭賀
花籃，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薛文發表示，無
論在政壇或各行各業中，本校校友皆有良好的表
現，與有榮焉，至於新科縣市議員名單，各校友會
仍將陸續查證、回報。

傅崐萁分別於1990年及2003年畢業於本校交管系
（運管系前身）、大陸所；邱鏡淳則是1993年管科
所碩士學分班學生。邱鏡淳表示，很感謝淡江校友
會的支持與鼓勵，他以身為淡江人為榮，而過去在
管理學院所學到的企業管理實務，將是往後治理縣
政的重要參考，未來將秉持淡江校訓「樸實剛毅」
的精神，以勤政、廉能的行動縣府，來服務新竹縣
民。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將於本週六
（19日）上午9時30分，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
辦系友大會，邀請金管會主委陳冲、系友會榮譽顧
問財政部部長李述德等人致詞，傑出系友--ETS台
灣區總經理王星威、現代保險健康理財雜誌創辦人
黃秀玲，及國泰投信董事長吳英峰也將共襄盛舉，
預計共200餘人參加。

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示，舉辦系友會不僅能凝
聚系友之間的向心力，也提供各屆系友一個互相交
流的平台，在學學生也能藉此機會，與畢業校友互
動，吸收工作經驗。

會中，系友會會長陳瑞將頒發系友獎學金；系友
會理事戴立維將頒發其設立的「開心正道獎
學金」，鼓勵系上熱心投入公共事務的學
生；而保險碩專三許珊蜜獲得壹週刊
與104人力銀行舉辦的「服務第壹
大獎」之最佳服務員工獎，系友會
副會長張嘉麟也將頒獎表揚。獲得開
心正道獎學金的保險四黃柏仁表示：
「由於我擔任96學年度系學會會長才
能得此殊榮，很感謝當年一起努力的同
學們，也感謝戴立維先生提供這個機
會，肯定課業以外的努力。」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歲末又近了！98年
度歲末聯歡會預訂於99年1月28日在淡水校園活動
中心舉行，已於1日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主持召開
籌備會議。節目將由國際研究學院及教育學院聯手
演出，為辛勞一整年的教職員工獻上精采表演。活
動中另穿插摸彩，共200多個獎項，教職員工各個
充滿期待，希望中大獎。

會中將頒發教師專題研究績優、教學優良教師、
職工資深服務、優良職工等四個獎項，並由主持
經驗豐，具有磁性美聲的校長室秘書黃文智，以及

美麗大方的美洲所所長陳小雀擔任節目主持人。表
演內容包括祥獅獻瑞、勁歌熱舞等，兼具動與靜、
傳統與現代及多媒體影音，還有觀眾參與的接力競
賽，要讓大家放鬆身心high一下喔！

此外，最令人期待的摸彩，由人二組組長彭梓玲
主持，獎金獎品很澎湃！除了張創辦人獎另有董事
長獎、校長獎、三位副校長獎及各一級單位正副主
管等大獎。彭梓玲說：「每年幾乎都有1200位左右
現職及退休人員來參加，場面相當熱鬧，希望大家
放鬆心情來享受這一年一度的盛會！」

歲末邀聯歡 200餘獎項犒辛勞

業界校友建言：涵養文化氣質 恢復工廠實習

校友任新科縣長 樸實剛毅惕厲

保險系友頒獎交流歡樂聚

研討日本文學 師生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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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者 按 ： 學 生
會 舉 辦 「 淡 江 生
活，由你停格」攝
影比賽，參賽同學
熱烈，圖為部分參
賽作品。（圖／學
生會提供）

第1名大傳四黃舒瑋
作品〈正繽紛〉。

第2名資工四葉永青
作品〈憧憬〉。

日文一徐維亞作品〈Awesome 
Freshman Life Hit Me〉。

資傳四梁璟瑤作品
〈豚圓〉。

由理學院主辦的「相約榕樹下--從冬令進補
談健康與美容」在鍾靈化學館中庭舉行，邀請台
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楊玲玲演講；同時她也費
心準備杏仁湯、藥草茶和紅麴酸梅湯等甜品供教
職員工生品嚐，期望讓所有人放鬆精神、補充元
氣。約有60餘人參加，大家笑呵呵地喝下飲品，
心頭暖烘烘。

楊玲玲說明，冬天進補時，紅棗、水蜜桃、芝
麻、枸杞最適合。紅棗對過敏、氣喘最有用，水
蜜桃也有抗氧化的功效；高血壓者可在早上喝一
碗不加糖的白木耳，有降血脂的功用。她也建議
學生：「可去中藥行買濃縮的黃蓍和紅棗泡茶，
攜帶在身常常飲用，增強免疫力並提升精神。」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相約榕樹下」是個比
較休閒的活動，希望透過冬令進補的演講，讓教
職員工學習保持健康的身體，為學生提供更好服
務。（文／戴瑞瑤、攝影／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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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有本校「金馬獎」 院院長王居卿表示，本院垂直及水平整合度做得不

翰說：「從容以對，信心滿滿。」

組代表參賽，今年以一級單位的身分參
加，總務長鄭晃二表示：「本處參賽之

五單位爭淡品獎 各顯特色志在奪標 

文、法文、課程所等97學年度表現均比去年進步。
資工系系主任郭經華表示，系上教師善用學界及業
界的資源，也十分配合學校推動的各項計畫補助，
特別是和產學界關係良好，促進產學合作的成功。
郭經華本身也是獲得500萬元以上的績優教師，他
謙虛地表示，每項計畫案都需要眾人的協助才得以
完成，希望未來能在研究上再接再厲。

研發長康尚文表示，文、外語、管理學院等在計
畫案的研究上較理工學院困難，因此格外肯定今年
度的表現。他分析，國科會研究案著重學術性，教
師的期刊、論文發表，將影響研究案的通過率；一
般案則依靠教師長期與產學界聯繫，提出符合市場
需求的計畫，著重平時的經營；並提醒本年度國科
會申請報名至年底為止，希望每位教師都能提出計
畫案，善用學校資源，並熟悉評分標準，「樂見績
優教師的各項成就，也期許所有教師能努力在研究
領域中進步。」

單位龐大的陣容。會計室主任顏信輝表示：「申
請過程的準備有如進行一場大體檢，藉此更了解
本室需持續改進的方向，而『全員參與』為本單
位最大的特色，看見同仁全力以赴地準備，真的
很感動，培養出的革命情感與凝聚力是最大的收
穫。」

資訊中心曾以作業管理組代表角逐第一屆淡
品獎，今年以一級單位的身分角逐獎項。過去
資訊中心旨在推動本校資訊化，為本校申請到

ISO27001及ISO20000等國際認證，是本校推動
全面品質管理的一大幕後推手。面對本次競
爭，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表示：「確實有點
壓力，但我們會全力以赴努力做好，對於這
次競賽，本中心同仁衝了！好幾個晚上及假
日都積極地準備資料，『默默耕耘、任勞任
怨』即是本中心最大特色。」

淡品獎獎座示意圖。

總務處曾於第一屆淡品獎時以文書
組代表參賽，今年以一級單位的身分參
加，總務長鄭晃二表示：「本處參賽之
目的在於藉著淡品獎的項目指標，做自
我檢視以提升品質，得獎僅是其次。我
認為品質要從平常做起，就如同減肥瘦
身一樣，今天有騎單車健身，明天才有
可能會瘦，所以要做就要做得比今天更
好。」另外，目前總務處舉辦「第
一屆總務品質獎」，他稱許各組成

示，將有來自台灣、日本、韓國等學者齊聚一堂、
共襄盛舉。

會中邀請日本杏林大學教授金田一秀穗、專
攻日本古典文學學者黃色瑞華、專精近代文學

學者森正人、東北大學教授齋藤倫明等人發表演
講。下午還有本校、政大及銘傳等20位碩士生發
表論文壁報，日文系系主任彭春陽說：「透過這樣
的形式，不僅讓同學有發表的管道，更有機會與學
者們面對面溝通，從中學習，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
加！」

學金」，鼓勵系上熱心投入公共事務的學
生；而保險碩專三許珊蜜獲得壹週刊
與104人力銀行舉辦的「服務第壹
大獎」之最佳服務員工獎，系友會
副會長張嘉麟也將頒獎表揚。獲得開
心正道獎學金的保險四黃柏仁表示：
「由於我擔任96學年度系學會會長才
能得此殊榮，很感謝當年一起努力的同
學們，也感謝戴立維先生提供這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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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93.7%通過
校長肯定同仁努力
【本報訊】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11日公布98年

度上半年大學校院系所評鑑結果，本校79個受評系
所班制中，74個通過；5個待觀察，分別是生命科
學研究所、歷史學系（碩士班）、歐洲研究所（博
士班）、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旅遊與旅館管理學
系。

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是這次受評班制數最多的
大學，整體來說表現不錯，很肯定同仁的努力，但
仍遺憾未全數通過。在評鑑前，張校長於97年9月
10日在「系所評鑑說明會」中即表示過：「希望各
系所皆能通過這次系所評鑑，被評為『待觀察』的
系所將面臨停招。」所以這5個待觀察系所得自動
退場，不再參與追蹤評鑑，將於日後停招，但目前
已在學的學生受教權仍不受影響。至於停招後的名
額，未來將在總量管制下，分配至各系所，蘭陽校
園也將朝轉型的方向規劃，期以最好的品質服務學
生。主任秘書徐錠基表示，本校此次受評班制通過
率為93.7%，且淡水校園大學部全數通過，表現不
錯，另外，對於評鑑結果及委員意見，本校將虛心
檢討改進。

98年度上半年包括中山、陽明、中國醫藥等，
共9所公私立大學、220個系所、378個班制接受
評 鑑 ， 其 中 3 3 6 個 班 制 評 鑑 「 通 過 」 ， 比 例 為
88.89%；42個班制「待觀察」，占11.11%；無「未
通過」的系所班制，另有3個學位學程首次接受評
鑑，不給予認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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