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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切熱心 身教重於言教 上課活潑梗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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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一)
10:00

統計系
B302A

台塑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理蘇志仁
統計人在生技醫藥領域的發展

12/28(一)
12:00

俄文系
T110

哲學研究與翻譯工作者蕭中興
俄文學習與翻譯經驗談

12/28(一)
12:10

員福會
驚聲國際會議廳

飛瑞旅行社歐鐵產品部經理孫淑美
坐火車玩歐洲

12/28(一)
13:30

財金系
B614

台新票券公司債券交易部協理林恆輝
債券交易實務

12/2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林俊成
Syntheses of S- and O-linked α(2-9)
Oligo-sialic acids

12/29(二)
13:10

國貿系
L206

投資中國雜誌社長李孟洲
2010年中國經濟的利多與利空

12/29(二)
13:30

理學院
S433

數學系教授高金美
美麗的連分數

12/29(二)
14:10

學發組
T605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法文系兼任助
理教授陳麗娟
學習法語即時又輕易

12/2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物理系教授張培鴻
Electron-phonon renormalization in 
covalent metals

12/29(二)
19:00

大傳系
O202

尖端出版社色彩管理顧問王振昇
數位暗房講座-色彩管理實務

12/29(二)
19:00

課外組、生輔組
B118

中華領袖菁英交流協會執行長林顯金
Nothing is impossible(潛能開發)

12/30(三)
10:00

歐研所
Q306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吳萬寶
里斯本條約後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
策的發展

12/30(三)
11:10

經濟系
U505

企管系助理教授汪美伶
人力資源研究方法入門與經驗分享

12/30(三)
14:10

決策系
B712

三商美邦人壽協理吳哲生
金融海嘯後壽險業的定海神針

12/31(四)
14:10

企管系
B616

新加坡商沙伯亞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總經理陳俊學
外商企業生存之道

12/31(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台北藝術大學科學藝術研究所教授許素珠
網路藝術現在進行式-網路社群藝術

12/31(四)
16:10

大陸所
T404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產業分析師何孟穎
兩岸太陽光電產業發展趨勢

12/28(一)
19:20

國貿系
D403

北京及蘇州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張耿銘
台商與大陸經貿往來如何避免糾紛及
因應之道

12/30(三)
19:30

商管聯合碩士
在職專班

D403

經濟部國貿局主任秘書黃劍平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說明會

台北校園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97學年度教學優
良教師名單出爐！共有中文系教授顏崑陽等75位
教師獲獎，各得2萬元獎金及獎狀乙紙，將於99

年1月28日歲末聯歡會上頒獎。
獲獎名單包括文學院8名、理學院8名、工學院

15名、商學院9名、管理學院12名、外語學院10

【本報訊】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19日舉辦
「乘風破浪-認識遊艇半日遊」，全校教職員工生
及眷屬等約40人參加，不但搭遊艇遊淡水河，還參
觀了三芝「南海遊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一窺製
造遊艇的奧祕。雖然適逢寒流來襲，淡水出現全台
最低溫，但活動當天大人小孩一個不缺，連80多歲
的阿媽也拄著拐杖，快樂出航去。

遊艇從漁人碼頭出發，沿途欣賞兩岸風光，經
關渡橋後折返；隨後參觀南海遊艇公司製造廠房，
由該公司董事長陳朝南親自講解。歷史碩四李永志
表示，常路過南海公司，也很想了解遊艇製造的知
識，但都不得其門而入，這次讓他增廣不少見聞。

搭遊艇 8旬阿媽拄杖出航校長：退休福儲元旦後繼續實施
行政會議金山召開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日前針對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媒合成功
的本校667名畢業生加以分析，各院媒合成功率以
文學院57.39%最高，工學院55.23%居次、外語學院
54.8%第3；以系來分的話，前3名分別是資傳系、
土木系及俄文系。

報名參加這次媒合的畢業生共1516名，而媒合成
功的486家廠商中，校友企業占41家；實習職務前
3名為業務助理、行政助理及國內業務人員。資傳

畢業生就業媒合 文學院成功率最高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四屆淡江品
質獎初審名單於25日揭曉，管理學院、會計室、機
電系、資訊中心及總務處5個參賽單位全數通過初
審，最後獎落誰家，將於99年1月22日公布，敬請
期待。

對於進入複審階段的參賽單位，前三屆淡品獎
得獎單位分別依以往得獎經驗給予建議，第一屆淡
品獎得獎單位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表示：
「PDCA的每一個細節都不能忽略，建議用量化表
格的方式，說明PDCA的過程。」教務處為第二屆
得主，教務長葛煥昭建議：「初審時評審委員的意
見，應在複審簡報時做完整的回應。現場訪評時，
建議呈現出單位對於品質的投入，及『全員參與』
的精神。」第三屆得主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
「建議可以個案的方式呈現佐證資料，佐證數據要
明確，這點非常重要！」 

淡品獎初審5單位入圍 歷年得主建言
【記者符人懿台北校園報導】享壽百歲的

中文系榮譽教授申慶璧日前辭世，其女中文系
退休教師申時方等家屬為紀念父親畢生熱心助
人、獎掖後進的精神，特捐贈新台幣100萬元
予本校，作為「申慶璧教授獎學基金」，並提
供獎學金，幫助中文系家境清寒、品學兼優的
學生。23日申時方等人拜會創辦人張建邦，張
創辦人對其捐贈表示感謝之意。

申時方表示，「中文系申慶璧教授紀念獎學
金」是延續先父關懷弱勢的情操，凡中文系二
至四年級同學家境清寒，且學年平均成績80分
以上者，經導師推薦後皆可申請，每學年獎助
2名學生，每名新台幣1萬元。張創辦人回憶：
「申慶璧生前在本校服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校址尚在博愛路時代，他就來了，文筆非常
好，幫學校很多忙。這次家屬能夠捐贈獎學金
幫助中文系弱勢學生，相當感謝。」

申慶璧百萬獎學基金成立

中文系退休教師申時方（右）及其姊姊
申時元（中）拜會創辦人張建邦（左），並
捐贈百萬設立獎學基金。（攝影／吳佳玲）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舉
辦的「兩岸重彩畫交流展」，於23日舉行茶會及座
談，邀請30餘位兩岸知名畫家共襄盛舉。校長張家
宜致詞時表示，雖然本校僅有通識課程藝術學門沒
有藝術學系，但是推廣全人教育不遺餘力，未來也
將全面做到校園藝術化，讓藝術在淡江無所不在。

這次展覽共展出兩岸百餘畫家的作品。中國藝術
研究院副院長劉茜表示，淡江能有文錙藝術中心提
供藝術家進行交流與參展的平台實為可貴，並期盼
往後也能有更多的機會相互切磋學習。茶會當天特
地到場參觀的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學生張巧
儒表示，現場展出的畫作風格相當多元，最重要的
是可以一口氣欣賞到三種主題作品，即使是一早從
板橋趕路到淡水也非常值得！

30餘兩岸重彩畫家座談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22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如何提升個人外在形象魅力」
講座，邀請化妝禮儀講師唐詩涵主講，且當場示範
10分鐘內完成清透淡妝。彩妝師好像變魔術一樣，
為模特兒上好漂亮時尚流行裸妝，讓大家好驚豔。

唐詩涵表示，許多人以為化妝麻煩又費時，其
實裸妝簡單又快速，且能給你好氣色、好心情。活
動最後還有免費修眉，與會人員興致高昂，大排長
龍希望修個開運眉，為自己帶來好運。擔任彩妝示
範模特兒的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開心地說：

「很滿意這次講座，不僅讓我氣色變
好，連心情也變好了，還可以增加外

在形象魅力，真是一舉數得。」                                                                                                                                      

女聯會教時尚裸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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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總務處為鼓勵創造品質、提升服務

創造品質 總務處推總品獎

本報第770期「好成績鬧雙胞」之姓名為：哥
哥保險三陳煒櫟、弟弟企管三陳煒糴。

本 報 第 7 7 2 期 之 本 校 獲 台 灣 化 學 工 程 學 會
「石延平教授論文獎」及「傑出論文獎」相關
報導，該學會每年均自ELSEVIER出版社出版
的《Journal of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期刊中挑選優秀論文。

更正啟事

演講看板

　因應「H1N1新型流感疫
苗接種計畫」，本校衛生保
健組於23、24日為全校教職
員工生施打疫苗。圖為學生
接種疫苗情形。（攝影／林
奕宏、曾煥元）

學生接種疫苗
防禦H1N1

顏崑陽等75位獲教學優良教師

1460微笑

　學生會舉辦淡淡生活
節，邀集1460個「LOVE 
& PEACE微笑」集結成
冊 ， 圖 為 師 生 搞 怪 、 可
愛、燦爛的笑容，為校園
生活增添無限繽紛。（圖
／學生會提供）

名、國際學院2名、教育學院6名、體育室4名、創發
院1名。（詳細名單請見本報網頁）

獲獎教師分享教學經驗，中文系副教授殷善培性情
溫和內斂，教學和做學問一樣認真，他說：「求學態
度重於天賦，教學也是身教重於言教，我在教學上自
我督促，希望學生感受到我的認真進而更加用功。」
中文三謝佳宏說：「老師學識豐富，每次問問題都會
熱心解答，看到同學不懂還會延伸舉例、旁徵博引，
務使學生搞懂問題的來龍去脈，態度也十分和藹，是
個熱心認真的好老師。」

運管系助理教授溫裕弘，教學以活潑幽默著稱，
他說：「我將教學與時事結合，同學聽到授課內容與
日常生活關係密切自然會有Feel！加上自己『梗』超

多，常利用講笑話的方式提振全班精神，希望我的教
學熱忱能夠感染學生！」運管四林灝廷說：「老師總
以正向的方式鼓勵學生嘗試新事物，課堂中也常舉生
活實例讓學生進入狀況，他的幽默風趣與時俱進，感
覺常常上網Google！」

體育室副教授洪建智表示，盡職和負責是身為老師
的必要條件，維持上課氣氛輕鬆、不要太嚴肅也很重
要，他會在開學第一週就告訴學生上課規則，約法三
章，讓同學知道該盡的責任。公行二曹先睿說：「老
師不愛說話，透露一種好爸爸的氣質，雖然每次游泳
課打水時被老師抓住腳踝總會嚇一跳，但老師的親切
總能令人卸除緊張，更認真使勁的打水！」

效能；表揚職工在工作崗位上的卓越表現，本學期
舉辦「總品獎」，並推選每月職員及工友卓越表現
獎。「總品獎」由總務處下7個組參加角逐，將於
30日進行現場審查，99年1月25日公布得獎名單，
第1名可獲得豐厚獎金。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總務處學習淡品獎的精神
設立總品獎，希望從內部做起，繼而向外爭取淡品
獎，「我們從10月開始參賽後，便進入三個月的品
管季，現在全員都動起來，依指標檢討改進，落實
全品管。」

每月卓越表現獎方面，8月至11月獲獎職員分別
為郭美蘭、張文馨、楊信洲、黃錦桐；工友為王銘
煌、白麗卿、陳美秀、陳高妹。總務處公開表揚，
並將其照片張貼於榮譽榜上以茲鼓勵。

鄭晃二表示，有沒有得淡品獎已經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跟自己比賽，今天的努力，才能讓明天比
昨天更好，因此總品獎的最後二名也可以各得1千
元，這是擦去眼淚的費用，希望他們可以再接再
厲！

系本次共有15名畢業生參加媒合，13名媒合成功，
媒合成功率高達86.67%，對此，資傳系系主任劉慧
娟表示，系上開授數位媒體、製作、行銷等符合趨
勢課程，加上同學努力，所以很快就能順利找到工
作，這次媒合方案也縮短學生求職的時間。

校友處主任薛文發表示，本次媒合成果相當良
好，表示學校教育環境能孕育優秀人才，也希望在
校生能再接再厲，累積實力，就業時才更有競爭
力。今年資傳系畢業的陳雯怡現在康舒科技公司擔
任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她表示，現在的工作內容

是規劃線上、數位媒體課程，符合自己在學校所學
的專長，很喜歡目前的工作，希望這個方案結束
後，也能繼續留在公司工作。

另外，教育部為了落實輔導及品質成效管考，日
前辦理第1梯次抽訪，薛文發及教育部技職司司長
陳明印等人一同訪視Intel公司，該公司共聘用企業
實習方案實習員40名，本校就占了6名，居全台各
大專院校之冠，該公司人事部門主管對本校實習員
的表現讚譽不絕。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宜於21日
參加在澳門大學舉行的「兩岸四地大學高峰會」，
發表「三環五育、品質保證」專題演講，以本校注
重的「三環五育」教育內涵及導入「全面品質管
理」機制為題，說明本校透過專業、核心、課外活
動等課程之「三環」，與德、智、體、群、美之
「五育」，培養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術、多元與融會
貫通的能力及團隊合作能力。

高峰會以主題發言、演說及討論形式進行。邀請
兩岸四地20餘所名校校長就大學國際化的策略和目
標、構建高水平師資隊伍和優秀人才培養等進行探
討，並分享彼此成功的經驗和觀點。台灣與會校長

另有台大校長李嗣涔、成大校長賴明詔及清大副校
長葉銘泉，本校為台灣唯一私校代表。

張校長表示，參加會議後察覺，全世界的高等教
育皆在進步，台灣得加緊腳步迎頭趕上；兩岸所面
臨的高教共同問題，是將重心著重在教師研究，教
學方面則有重新定位的必要，因為學校在提供知識
之餘，也應關注生活教育，這方面本校蘭陽校園藉
由師生一同住校來實踐，而淡水校園則憑藉社團及
大學學習課程落實。她期許本校學生能透過社團服
務、大學學習課程的心理測驗、諮商輔導等儘早奠
定生涯規劃。

校長出席兩岸大學高峰會 分享三環五育內涵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響應本校體適能活
動， 25日校長張家宜率領三位副校長及各一級單位主
管，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召開本校第113次行政會議，
並帶大家到獅頭山公園健行。張校長於會中公布，
教育部「私校退撫新制」於明年1月1日實施後，本校
「退休福利儲金制度」仍繼續實施。人事室主任陳海
鳴表示，與中壽簽約的權利義務不變，本校將持續提
存公提儲金，相關細節俟日後將公布周知。

張校長表示，未來本校將改善英文網頁，內容以招
生為目的，讓外籍學生能夠很簡單地了解本校特色並
選擇就讀淡江。她要求各院、系所應仔細閱讀系所評
鑑資料，每年要追蹤問題改善的進度。

會中通過學生事務處擬訂之「適性揚才，提升就
業力」3年中長程發展計畫及「文化創意產業中心設
置辦法」；並修正「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
法」、「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等。其中，「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修正案決議，每年教學優良教師獲獎

者，必須在系務會議或院務會議分享教學經驗與心
得；獲選之教學優良教材，應於院、系公開展示，
另送圖書館典藏。另針對「教職員工在職進修辦
法」修正案討論熱烈，最後張校長裁定該案保留，
待下次行政會議再議。

會後，所有與會人員卸下平日忙碌的心情，散步
參觀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園區，並登上獅頭山鳥瞰金
山鎮，張校長希望教師們能放鬆心情運動運動，有
愉快的一天。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示，這次活動
很難得，可以好好呼吸新鮮空氣，放鬆一下心情。

【記者張莘慈台北校園報導】保險系於19日在台
北校園舉辦2009年系友大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委陳冲、財政部長李述德共襄盛舉，170餘位系
友也不畏寒冷踴躍出席。

陳冲表示，淡江大學在40餘年前即設立全台第一
個銀行保險系，至今為國家培養相當多的金融保險
人才，非常有智慧。李述德為銀行保險系校友，他
也指出，天氣雖冷，但大家都非常熱情，尤其系友
會在會長陳瑞的領導下，會務運作昌盛，很高興看
到這麼多系友參與，也感謝當年的兼任老師、現為
壽險公會理事長賴本隊的教導。

保險系友大會財金雙首長助陣

搞怪淡江生活

彩妝師正為聽講者修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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