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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品質打先鋒，諸事必成功。品質格言：

卓
越

與成大台大並列三強 

選擇淡江的    
個理由60

理由16、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鑑
                私校第1表現十項全優
理由17、98國科會計畫本校躍7
                私校之最
理由18、教育部98年度私校獎
                補助本校綜合大學一類
                組最高
理由19、天下《Cheers》「2008
                年最佳研究所指南」本
               校8所獲評最佳土木水
               環產經學門私校第1
理由20、98學年度219人指考首
                選淡江破國立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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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姍亭整理）

古苔光：掌握社會脈動 職場應變力強
（中文系副教授） 
淡江學生的特質就是虛心作事、吃苦耐勞而且韌性

很強。學校近幾年開設許多創意、多元的課程，教師
的創新思考模式也讓學生更清楚現在的社會脈動，提
早訓練未來進入職場的應變能力，與時俱進，這些都
是本校學生脫穎而出的原因。教師、學生共同成長，
蟬聯《Cheers》及《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
第1的表現相當值得肯定。

李世元：從小地方學起 草根精神勝出
（化學系教授）
「就業不是看畢業成績，是看態度」，我想這是

淡江學生受企業歡迎的原因之一，本校與一般名校畢
業生的差別在於，淡江學生很願意學習，從小地方學
起，一步步地累積能力；此外，校內社團風氣盛，培

養學生出社會該有的領導能力跟良好人際關係，這些
都跟是否有名校加持或是成績分數高低無關，出社會
後，不屈不撓的草根精神更能讓人脫穎而出，普遍社
會對淡江學生的評價就是「人數多，配合度高」，這
是我們的優勢，也期盼未來學生可以更加精進自己的
能力，更努力謙卑的學習。

宋立文：學習不中斷 強化競爭力
（建築系助理教授）
紮實的專業訓練跟國際觀是淡江學生在業界脫穎而

出的關鍵，本校學生的特質是不自滿、不輕易放棄，
現在我所碰到的畢業生，他們的學習從沒中斷，都還
會規劃深造，加強自己的社會競爭力；本校為了擴展
學生視野常會舉辦國際交流，寒暑假校內也會有許多
營隊或是工作坊，也很重視外語能力，淡江學生除了
堅毅不屈的精神是很大的優勢之外，我覺得學校進步
的思維及訓練學生的想法不斷地更新也是重要因素；

課程上，我校高瞻遠矚提早規劃未來十年業界的潮
流，例如：電腦設計是未來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我
們就加強這個領域的教學，讓學生不被淘汰並且永遠
領先。學生本質的訓練加上內在奮發的精神，都是讓
業界優先選擇的最佳理由。

李大中：累積經歷與視野 前瞻性了得
（戰略所助理教授）
淡江學生積極、主動吸收各樣資訊，並且自動自

發，就學時期便累積大量的經歷跟不同的視野；學校
重視國際化跟全球化，例如：蘭陽校園大三出國的留
學計畫及通識課程的安排，均長期培養學生的前瞻
性、資訊的更新及通識能力的拓展，也培養了學生專
業知識以外的能力，這是本校除了校友眾多之外，在
各行各業都可以看見淡江人的原因之一，校友的提攜
及校內國際化的推行，都是淡江畢業生能深受企業喜
愛的原因。

大傳系將於本月17日至23日，分別於校內、校外熱鬧舉辦「第24屆畢業展覽」，為了擴大
宣傳，日前率隊參加中視張菲主持的「綜藝大哥大」，以及藍心湄主持的「金曲超級星」錄
影。同學們搞創意，配合畢展主題「正繽紛」，精心訂製了三個主題色的服裝，扮成「正繽
紛超人」，驚奇的造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文／戴瑞瑤、圖／大傳系提供）

國際交流組

國際校長論壇賀壽 大陸姊妹校長首次座談國際校長論壇賀壽 大陸姊妹校長首次座談國際校長論壇賀壽 大陸姊妹校長首次座談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

創校60週年，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所召集
的校慶籌備委員會「國際交流組」，將舉辦
「淡江國際校長論壇」、「兩岸大學校長座談
會」、「21世紀世界思潮講座」及「國際教育
展」四場大型慶祝活動。戴萬欽表示，該組各
活動皆在掌握中，「每天都有新進度。」

「淡江國際校長論壇」於11月6日舉辦，以
「高等教育之新趨勢」為題，邀請15國45校姊
妹校校長發表國際教育面臨的困難及新作為演
說。戴萬欽說明，所邀請的都是目前與本校簽
訂雙學位、交換學生的姊妹校。「兩岸大學校
長座談會」於11月7日舉行，戴萬欽指出，這是

本校首次邀請大陸大學校長舉辦座談會，將邀
請大陸18所姊妹校校長參加，針對教育、民生
等議題進行座談。

此外，11月6日晚上將邀請姊妹校校長參加在
世貿中心聯誼社進行淡江之夜校慶晚宴，7日參
訪蘭陽校園。戴萬欽說明，希望受邀的姊妹校
校長，也能對本校校史、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國際教育展」於11月24、25日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辦，除展示學校刊物外，將請大三出國返
校的學生分享留學經驗，並提供姊妹校的相關
資料給學弟妹。「21世紀世界思潮講座」，將
以系列講座方式，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
知名學者等蒞校演講。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遠見》雜誌
與104人力銀行合作「2010企業最愛大學生」調
查，針對企業主、經理人及求職新鮮人進行多
項指標調查，本校排名第7，連續4年蟬聯私校
第1。此外，104人力銀行根據「畢業生整體表

現」、「畢業生素質提升」、「自我
能力提升」、「金融海嘯應變」及

「校友向心力」各項指標綜合排名，本校僅次
於成大、台大，排名全國第3、私校之冠。

《遠見》雜誌及104人力銀行新聞稿，分別
以「成大、台大、淡江三所大學品牌地位確
立」、「成大台大淡
大真金不
怕火煉，

稱霸大學品牌」，肯定我校畢業生在業界的評價。校長
張家宜表示，能再獲得《遠見》雜誌及104人力銀行的
肯定，全校師生非常開心；此外，各項競爭力總排名能
獲得全國第3，更屬不易；但未來在各分項的表現，仍
須繼續努力提升。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也表示，淡江真正
實現了私人興學的理想，而且為私校樹立了成功的典
範；淡江有責任以更優異的表現，回應社會對淡江的肯
定。

在「自我能力提升最多」、「最愛提拔學弟妹的學
校」，以及首次調查的「畢業生因應金融海嘯，危機應
變能力強、反應最快、最具有創新能力」項目，本校均
獲私校第1。自我能力提升方面，張校長表示，學校致
力於提升學習環境，並訓練學生如何在大學四年學習新
事物；同時也呼籲，要保持終身學習的態度，尤其是外
語及學習能力，未來就業才能隨時成長。

金融海嘯應變方面，張校長指出，這和本校三環五
育的教育制度與重視社團發展有關。除了外語能力、國
際視野及資訊能力的基礎訓練，專業課程的教學設計更
能培養學生在職場上的發展力。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也表
示，未來將持續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如開設創意相關課
程、讓學生擁有更多選課自由，激發創意潛能，讓學生
畢業後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能在職場屹立不搖。

最愛提拔學弟妹方面，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
薛文發表示，本校擁有22萬校友是最大的關鍵，學校每
年舉辦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皆吸引眾多校友參
加，「向心力」是最愛提拔學弟妹的關鍵之一。張校長
說明，60週年校慶舉辦「智慧大樹、校友捐課」，希望
藉由校友回母校演講，提升對母校學弟妹的認識，進而
增進產學合作意願。張校長呼籲，各系所應積極與校友
聯繫，運用22萬校友的資源。

畢業生素質提升方面，去年排名全國之冠，今年落
居第7。張校長表示，本校自今年起，實施中文能力、
資訊能力檢定及畢業英文能力門檻，期望提升進入職場
應具備的基礎能力。她提醒各系所為課程設定學習地圖
時，應與就業力結合，未來的畢業生實力與能力培養，
必能有更好的表現。

另外，根據調查顯示，去年企業主最重視的大學新鮮
人內在特質為「抗壓性與情緒管理能力」，今年則最重
視「主動積極的態度」及「學習力與可塑性」。張校長
指出，任何事物養成積極的態度很重要，特別是終身學
習力，將加強教學設計，讓學生保有讀書的良好態度，
才能成為企業最愛的指標。經濟四張雅華表示，獲得私
校第1，替未來就業注入一劑強心針，也希望學校持續
舉辦創業講座，增加學習意願。

5/3(一)
10:10

統計系
B709

壢新醫院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章峻福
統計人在區域教學的挑戰、機會與發展

5/3(一)
14:10

財金系
B115

前央行副總裁梁發進
Minsky’s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5/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長興化工副總經理蕭慈飛
產學研的良好轉化與循環

5/4(二)
8:00

春暉社
B712

馬偕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黃銘源
春暉週菸害防制系列講座-尼古丁的陰謀

5/4(二)
8:30

西語系
E309

西研所第一屆畢業之優良系友黃耀生
國貿實務與西班牙語

5/4(二)
10:00

外語學院
覺生國際會議廳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歐梵
文學與音樂：現代主義的美學

5/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交大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朱英豪
Electrically controllable iso-symmetric 
change in multiferroic BiFeO  thin films

5/4(二)
14:10

保險系
B605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委員
張士傑
我國保險監理之現況與未來

5/4(二)
14:30

數學系
S433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數學系教授蔡智雄
Homotopy Continuation Method and its 
Parallelization

5/4(二)
16:10

德文系
I201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德文系教授Gerhard 
Plumpe
Morikes Gedicht ”Auf eine Lampe” im 
Wettstreit der Hermeneutik

5/5(三)
10:10

資圖系
L507

康橋雙語中小學圖書館組長呂美容
悅讀‧學習‧探究@小學圖書館

5/5(三)
10:10

管科所
B302F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業務協理兼中山分
公司經理羅天一
資訊科技與創新-金融服務業的運用

5/5(三)
13:10

英文系
T506

英文系講師魏慶瑜
如何讓口譯能力幫助你打敗對手，在
職場上占優勢！

5/5(三)
14:10

商學院
I501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
從300元到1000億元的創業傳奇

5/5(三)
15:10

法文系
T703

達利聯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經理蔣蕙如
法文系學生之展望
外貿協會高級專員陳伶燕
職場經驗分享

5/6(四)
8:10

化學系
C002

華冠證券公司總經理王瞳
多元的就業環境

5/6(四)
10:00

資圖系
L102

奇偶科技人力科技與法務經理趙惠蘭
資訊素養之表達自己—資訊產業之履
歷與面試(實務經驗分享)

5/6(四)
10:00

資圖系
L527

國立台灣大學理學院空間資訊研究中
心系統工程師林錦輝
Map Use and Cartography

5/6(四)
13:30

教發組
I501

教育科技系助理教授沈俊毅
「它抓得住我-有效網頁訊息與介面設計」

5/6(四)
14:00

機電系
E830

元智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副教授李其源
可撓式微型感測器應用於燃料電池內
部之即時微觀診斷

5/6(四)
15:10

統計系
B713

台灣二版有限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工程
師簡朝璋
我的職場工作經驗與前景

5/6(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台灣房屋總經理彭培業
陸資開放後對台灣房地產之影響

5/7(五)
10:10

教政所
鍾靈中正堂

教政所助理教授薛曉華
我國優質學校教育政策之探討

5/7(五)
13:00

春暉社
L412

馬偕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黃銘源
春暉週菸害防制系列講座-尼古丁的陰謀

5/7(五)
13:10

亞洲所
B709

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駐華商務處
長Muhd Shahrulmiza Zakaria
Malaysian economic model-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5/7(五)
13:10

學教中心
S104

數學系副教授李武炎
如何學習數學

5/7(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政治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林馨怡
通貨膨脹與貿易開放性之關係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
報導】教務處於上月28日
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
蘭陽校園CL506室同步視

訊，舉辦98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精進「教學計畫表」研
討會，就新版教學計畫表進行說明
與討論。

會議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張校長
表示，精進教學計畫表是教學卓越
計畫中很重視的項目，這次研討會
只是個開始，各院若有相關需求，
將來可單獨舉辦；希望同仁能更清
楚的思考如何撰寫計畫表，並對課
程目標做更深的省思，讓教學計畫
表更精確。

會中由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游
家政擔任引言人，就「教學目標之
分類與敘寫」進行說明，他指出新
版與舊版教學計畫表的差異性，並
提出幾項建議，包括：教學目標應
從學生的學習立場敘寫、且須兼具
可達成性與挑戰性、教學目標間的
關係應具有邏輯性與完整性等。

隨後由「人文社會類、理工類、
商管類」等，已使用新版教學計畫
表的教師，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
授宋雪芳、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劉昭華及產業經濟學系系主任
林俊宏進行經驗分享及綜合討論。
宋雪芳指出，她根據學生反應反思
自己的課程表，並於進度表中加入

業界演講、實習等課程。劉昭華表
示，第一次上課時就應向同學介紹
新版計畫表；課程目標方面，他會
儘量符合系所要求的目標與教學策
略。

林俊宏另外收集東吳及逢甲兩
所大學的教學計畫表進行比較，他
指出，有些大學根本還沒有實施新
版計畫表，而本校的教學計畫表是
最完整的。另外，他也建議，表後
應加上修課的詳細注意事項、表中
只有顯示週次而沒有日期，較不方
便。教務處課務組組長蘇許秀凰表
示，將綜合這次研討會的建議，進
行相關修訂，期能於99學年度呈現
更完善的新版教學計畫表。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去年
獲國品獎肯定後，陸續有多所學校及單位蒞臨
取經觀摩，包括北醫也來標竿學習，並於今
年榮獲國品獎！上月26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
長陳坤盛也率領該校行政主管與職員18人蒞校
參訪，吸取本校榮獲國家品質獎之經驗。校長
張家宜特別為參訪團進行「大學的全面品質管
理」專題演講，並表示，本校非常樂意將推行
全品管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參訪團上午參訪教務處、學務處、成人教育
部、覺生紀念圖書館、資訊中心、秘書室及文
錙藝術中心，並與各單位主管交換意見。下午
則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聆聽張校長的演講，張校

長從大學治理的趨向及推行TQM之基礎架構談
起，進而闡述本校力行TQM之歷程與內涵。

綜合座談中，參訪人員也提出教務、學務、
成人教育、讀書風氣、資訊系統、教學助理
（TA）等多項議題，進行交流。勤益科大學務
長潘吉祥表示，勤益新學生宿舍即將完工，將
參考本校學生宿舍的冷氣收費系統。

陳坤盛正好是本校統計系校友，在校求學時
曾上過張校長的課，他表示，很高興能夠重回
母校學習。他指出，淡江在《Cheers》雜誌獲
得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13連霸的高度肯定，期
能學習本校在制度與策略上的優勢，使該校更
朝正向發展。

【記者王妍方、莊旻女意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本校
品管圈活動推展更臻完善，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
鑑發展組於上月27日與蘭陽校園採同步連線，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品管圈」競賽活動意見交流暨
檢討座談會，邀請本校品管圈競賽評審中華民國品
質協會委員白賜清、前成大工業與資訊管理系教授
劉漢容，針對16個品管圈提出建議。

給各組的共同建議方面，白賜清說：「大部分
隊伍題目訂得過大，會因不易達成而造成失望；此
外，開會時間太長，也會降低執行品管圈的意願，
每次開會最好不超過一小時。」另，針對每個品管
圈個別提出建議，例如：劉漢容建議以「改善歲末
聯歡會報到之流暢性」為主題的呼拉圈，滿意度問
卷項目應統一數量，5到7題為佳；建議以「提升急
用書服務電子化作業的效能」為主題的兩極圈，所
顯現的有形成果，除了進步率外還可加上目標達成
率。

兩極圈圈長圖書館採編組編纂郭萱之表示，評審
點出了許多他們忽略的事項，未來可以針對錯誤及
運作方向進行改善，幫助很大。呼拉圈成員之一人
事室組員林泰君說：「委員的建議很受用，例如：
劉漢容教授指出，我們在製作圖表時採用的人數過
少，不太恰當，下次若再參賽，我們一定會針對建
議努力改進。」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0週年校
慶及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成立28週年，戰略所將
於週六（8日）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行「慶祝
淡江大學60週年校慶暨第6屆紀念鈕先鍾老師研討
會」，並於當天中午在校友聯誼會館舉辦戰略所所
友會成立大會。

研討會主題為「建構淡江戰略學派與當代戰略發
展趨勢」，邀請前國安局局長蔡朝明、國防大學政
治作戰學院政研所教授洪陸訓、國家政策研究基金
會國安組顧問曾復生等蒞校參與。戰略所所長翁明
賢表示，希望透過這次研討會建構淡江戰略學派，
走出淡江的風格；之後還將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
未來可能與軍訓室合辦漆彈比賽，希望同學能一起
共襄盛舉。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大陸廣州大學黨委書記
易佐永一行12人，於上月26日蒞校參訪，由校長張家宜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並針對學術合作交
流進行討論。此外，浙江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沈
杰及浙江省代表團等一行10人，亦於上月27日來訪，由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接待，針對學生社團進行交流。

易佐永表示，廣州大學與本校於2008年12月簽訂學術
交流合作備忘錄，本校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亦與該校土
木工程學院共同成立「工程結構災害與控制聯合研究中
心」協定，不僅為兩岸大學在防災研究合作上開啟了嶄

新的里程，也促成雙方學術交流；因此，也希望與本校
簽訂交換學生協議，增進學術交流。

浙大與本校商學院已有學生交換，沈杰表示，今年6
月該校「文青藝術團」交響樂團將到本校演出，期能藉
由學生藝術的交流，加深彼此的了解。戴萬欽表示，屆
時希望能邀請本校校友合唱團返校，並與淡水周邊大學
合作，規劃更為精采的演出。浙江省教育廳港澳台辦主
任舒培冬指出，很歡迎淡江至浙江參訪，除了浙大，還
可認識其他也很有特色的學校。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
導】研發長康尚文及建邦中
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
瑞祥等一行7人，於上月19日
參訪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觀
摩其產學合作運作模式及成
效。康尚文表示，台科大產
學合作能量產出相當傑出，
此次參訪獲益良多，未來期
望本校儘速改造產學合作行
政組織、運作能力不足等之
劣勢，締造多贏局面。

我校樂分享TQM經驗 勤益科大來取經

從學習立場敘寫 精進教學計畫表

廣州大學期簽交換生協議 浙大樂團6月來演出

研發處觀摩台科大產學合作

檢討品管圈 改進幫很大

研討戰略趨勢建構淡江學派

畢展正繽紛 超人KUSO宣傳

自我能力提升
金融海嘯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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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各級大學院校競爭力排名

總排名 學校
畢業生整體

表現排名
私立大學畢

業生表現
畢業生素質

提升排名
自我能力提

升排名
金融海嘯應

變排名
校友向心力

排名
1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淡江大學 元智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2 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 逢甲大學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3 淡江大學 交通大學 輔仁大學 逢甲大學 淡江大學(3)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4 逢甲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中原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3) 交通大學 逢甲大學
5 輔仁大學 清華大學 東海大學 台灣大學 輔仁大學 輔仁大學(5) 輔仁大學
6 台灣科技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元智大學 中原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5) 中原大學
7 交通大學 淡江大學 東吳大學 淡江大學 中原大學 清華大學 台北科技大學
7 中原大學 政治大學 銘傳大學 輔仁大學 清華大學 政治大學 中興大學
9 東海大學 輔仁大學 世新大學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

                                      （資料來源／104人力銀行、遠見雜誌）

785-1.indd   1 2010/4/30   下午 08:0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