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覺生紀念圖書館：考試週前一位難求
　炎炎夏日，空堂何處去？冷氣超涼的五星級覺生紀念圖書館絕
對是避暑首選！隔著透明玻璃看淡水河景在眼前延展開來，到
獨立的桌椅看最新的雜誌，和好友借包廂看
大螢幕播映強檔電影，圖書館簡直是淡江學
生的VIP休閒會館，定期舉辦資料蒐集講
座，電子化系統讓學生連預約、續借機制
都能靠電腦遠端作業。每當臨近大考，七
早八早就能看到排隊入自習室、討論室
的人潮蜿蜒成一條長龍，搶攻圖書館
的座位呢！

42. 聯合服務中心：不用再繞著校園跑馬拉松
　請個假，又得繞著校園跑馬拉松了嗎？免驚啦！聯合服務中心
（B418）讓淡江學生辦理事務，再也不必東奔西
跑，訓練心肺功能！親切的服務員，接受過嚴密
的訓練，用親切的微笑幫你處理各種疑難雜症，
偶爾舉辦徵才活動，還有專業人員在此服務，對
於時常需要撐傘美白的淡大生們而言，有個室內
的聯合服務中心，真窩心。

43. 期中二一預警制度：
「貼心」的預警單，讓

人又愛又恨
　期中考結束後，校園就會
呈 現 一 片 「 幾 家 歡 樂 幾 家
愁」的景象，對於學分二分
之一不及格的同學來說更是
「挫咧等」，憂心爸媽收到
「二一預警函」後會有什麼

樣的反應，紛紛詢問：「預警函什麼時候寄回
家？」其實，二一預警制度才沒這麼恐怖呢！除
了家長可以了解孩子的學習狀況，督促孩子用功
之外，同學們也可以趁早努力拚期末考啊！

44. 法律諮詢服務：
化身正義天使捍衛師生權益

　想了解法律相關問題卻沒有管道嗎？還是發生
智慧財產權、交通事故或租賃等相關糾紛呢？別
擔心，生輔組化身正義天使，提供「法律諮詢服
務」保障每個人的權益。有法律問題的師生只需
自生輔組網頁下載「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表」，以
e-mail法律諮詢服務專用帳號方式（law@staff.tku.
edu.tw），或紙本送至B402，就有專業老師可以幫
助大家排解法律上的疑難雜症，如此「祝感心」
的服務，最受惠的當然是淡江人囉！

45. 校園花園化：鳥語花香
　從宮燈、女宿到福園，校園裡不時聽聞「吱啾
吱啾」的蟲鳴鳥叫，原來是紫嘯鶇和夜鷺爭相唱
和，抬頭張望，濃密的林蔭遮掩了鳥雀的行蹤，低頭一看，正有
隻松鼠正飛快的穿越馬路！春天杜鵑占據了宮燈大道，如火般盛
紅的木棉花怒放，白頭翁、綠繡眼、大小卷尾相互追逐著，在校
園活蹦亂跳呢！花園化的校園除了是淡江學生的休憩的所在，更
是偶像劇取景勝地，漫步在學校的綠色長廊，享受芬多精，聽著
福園、覺軒花園的潺潺流水，在牧羊草坪上野餐，體會四季相異
的淡江風情，心靈層次似乎也跟著升級了呢。

46. 五星級蘭陽宿舍：熱水24小時供應
　2005年完工的蘭陽校園，建軒、文苑男女宿舍，可說是五星級
喔！樓高九層，宿舍電梯採透明設計，隨著電梯上升，可以俯瞰
蘭陽平原，風景美不勝收，在房間內，打開窗戶也可以看見龜山
島跟你說Good morning！而每一層樓都有2個交誼廳，可以在這培
養情感，每間房更採雙人雅房設計，跟室友的感情，更是甜甜蜜
蜜，浴室的設計採乾濕分離，熱水也24小時供應喔。

47. 教學區就在樓下：
出門上課不用吹風淋雨

　每次颳大風下大雨，總是懶的出門
嗎？蘭陽的同學不用吹風淋雨，就可
以穿得漂漂亮亮，走到上課教室喔。
蘭陽校園的建築非常特別，每天上課
時，只要先坐電梯到地下1樓，就可以
直通教學區。政經二楊志偉表示，上
課前15分鐘起床，都還可以趕得上第
一節課呢！

48.沒有鐘聲的蘭陽校園：自治精神
　「噹！噹！噹！」這是每天漫步在淡水校園中，每到整點都習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越來越夯，文學院也積極
培養相關人才，究竟它是如何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特色領域呢？一起來看看TQM流程
吧！
　問：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特色發展，結合文學
院5個系所專長，以創意漢學、文化觀覽、創
新出版、影視娛樂與數位內容為五大主軸，它
是如何規劃的呢？

　Ms. Q答：文學院不僅規劃文化創意學分學程、舉辦創意相關競
賽或講座，還與產業結合，提供實習管道，想知道更多嗎？看下去
就知道囉！
　P（Plan）--奠基於文學院雙核心領域特色，以「創意學習與創
新產學中心」及「漢學研究中心」為趨動力，打造出「國際漢學、
數位漢學、創意漢學」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競爭力，並且透過
跨領域整合，進行「創意學習、卓越研究、創新產學」三位一體
的發展；D（Do）--將院內專業進行盤點與整合，推動跨領域學
程、進行產業洽談，確立業界產業的需求後，建立學校與產業之間
的產學管道，例如說：邀請業師來本校授課；C（Check）--檢討
學生核心能力養成效果與課程推動效益、評估產學執行績效與教師
專業支援能力，如：目前透過文創產業學分學程到業界實習的同學
已逾百位，不僅更認識實習環境，在自我能力培養上也有更明確的
目標；A（Action）--提升教師參與產學所需之專業與配套制度、
爭取資源並強化授課師資與引進業師專長、擴大產學合作對象與規
模，強化連結廣度，最後以指標性計畫，整合院內學習、研究、產
學之能量。
　哇！這麼完整的學習系統，大家也要趕快去修習文化創意產業學
分學程，趕上時代潮流喔！（王育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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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管理

　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是進行
機構或國家學術研究評量的重要參考工具之一；其能快速提供客
觀數據，以做為長期追蹤學術表現之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金會自2007年起，已持續四年進行ESI論文統計，以ESI資
料庫完整11年之各種論文統計數據（2010論文統計收錄1999年1
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呈現臺灣所有進入世界論文被引次
數前1%之學校及其學門，藉此瞭解國內大學學術論文質和量的
表現。淡江大學不僅每年入榜，本校工程學門與化學學門亦進入
世界排名。
　由評鑑中心基金會出版之《評鑑》雙月刊第25期「2010年臺灣
ESI論文統計結果」報告中以7種評比指標進行統計，持續採用平
均被引次數（Citations PerPaper）與其世界排名、教師平均論文
數、學門活躍性指數（Activity Index）及相對影響力指數（CPP/
FCSm）等指標，降低規模的影響力，以提供更多元的臺灣各校
學術研究成果統計。結果顯示，本校論文數臺灣排名16，私校
排名5，次於4所私立醫學大學，世界排名1012，比2009年進步4
名，亞洲排名280；論文被引次數臺灣排名20，私校排名7，世界
排名1849，比2009年進步52名，亞洲排名408。
　由報告中之數據顯示，（1）本校於論文之量與質方面皆有提

升，但與國內其它大學同樣有被引次數排名比不上論文數排名的
共同現象，以本校為例，論文數世界排名1012，但被引次數排名
卻為1849，可見論文量雖達一定規模，但論文品質仍有待提升。
（2）本校工程學門進入世界之論文被引次數前1%之領域，論文
數世界排名365，比去年進步10名次，被引次數世界排名507，比
去年進步25名次；化學學門亦進入排名，論文數世界排名622，
被引次數世界排名866。本校其他相關學門如電腦科學、材料科
學、生物與生化、物理、社會科學等並無進入排名。（3）本校
教師平均論文數臺灣排名24，低於論文數臺灣排名16，教師平均
論文數係指各校11年總論文數除以各校全職教師數，即該校每位
教師平均發表論文篇數，此指標可平衡規模較大學校論文數和被
引次數的優勢。此一指標雖可平衡規模優勢，但對於人文社會科
學規模較大的學校，如淡江大學較為不利。（4）學門活躍性指
數可了解該校各學門論文發表的投入程度，為論文集中程度的指
標。一般而言，當學門活躍性指數大於2時，表示該校在特定學
門論文發表活躍程度較高，可視為該校之重點發展學門，本校
工程學門與化學學門活躍性指數分別為2.94與1.88，可視為本校
研究重點。（5） 當相對影響力指數介於0.8至1.2時，表示該機
構在該領域論文品質與世界平均水準相當，大於1.2則表示高於

世界平均水準，可藉以了解各校論文較為優勢的學門，通常被視
為論文品質的指標；與其他學校比較，本校工程學門相對影響力
指數0.82，與其他國立大學如中興大學之0.84相距不大，稍加努
力，論文品質即可與世界平均水準相當。本校化學學門相對影響
力指數0.55，與其他相關大學相距亦不大，尚待努力趕上。
　本校已入榜ESI論文統計，此乃學校多年來推行多項鼓勵教師
積極從事研究相關措施之成果。值此高等教育激烈競爭的環境
下，本校應落實對教師發表期刊論文之績效評估機制，主動確實
蒐集教師發表期刊論文資料，並結合「專任教師個人資料查詢
系統」，建立教師發表期刊論文之完整資料庫，統計分析各學
院系所各年度發表論文增長、被引次數情形，提供決策參考，並
利於必要時啟動改善機制。其次應重點加強補助已具競爭型之學
門團隊，以提升論文品質與高被引論文數；在提報教育部校務評
鑑、教育部獎勵私校校務發展計畫量化資料、國家品質獎研發與
創新績效、或申請教育部、國科會大型計畫時都需引用教師發表
期刊論文之統計數據，且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已定期出版刊物公布
ESI、WOS（Web of Science）等相關資料，教師發表期刊論文攸
關學校之學術聲譽與未來之發展，是本校學術活力的具體呈現，
更是每位教師責無旁貸的基本使命。

優良遠距課程評選活動6月1日起申請
　學習與教學中心自6月1日至30日受理「98學年度優良遠距
課程獎勵評選活動」申請，申請須檢附淡江大學優良遠距課
程獎勵評選活動申請表，經審查小組暨遠距教學推展委員
會審議後，報請校長核定。6月30日下午5時前，將申請表以
Email寄至遠距組信箱，或以紙本送至遠距組辦理。詳情請至
遠距組首頁左欄「表格下載」區下載評選規則及申請表，或
打分機2164，洽業務聯絡人趙倩筠。（遠距組）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馬克．吐溫主題書展至28日止
　蘭陽校園圖書館在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中，特別舉辦以
「馬克．吐溫」為主題的書展，自17日至28日（週五）止，
展示內容包含不同語文版本的《湯姆歷險記》、馬克‧吐溫
的著作、探討馬克‧吐溫或其著作之圖書。參觀書展填寫問
卷，並將問卷交回流通櫃台，即可領取作家手稿限量鉛筆一
支，數量有限，敬請把握。（蘭陽校園）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19日參訪本校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於19日參訪本校相關體育場館及體育
課程規劃，由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體育室主任蕭
淑芬接待體育部主任盧遠昌等人。香港大學來台，僅參觀
台大、台師大及私校唯一代表淡江，因本校獲得全國唯一
「教育部98年度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評選」的大專
校院，特由教育部推薦為其交流對象。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
示，香港中文大學無論在學生人數或學校規模都與本校有相
同之處，在體育課程上也十分重視水域活動及體適能，不少
中文大學教師對淡江的多元課程感到讚嘆，「透過交流，學
習彼此優點，進而改善，是此次最大收穫。」（陳頤華）

Ｅ-Tourism研討會21日舉辦
　創業發展學院資訊創新科技學系、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
於21日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聯合舉辦E-Tourism電子觀光發展
研討會，會中邀請英國Oxford Brooks University Alexandros 
Paraskevas教授、台北大學陳裕賢教授專題演講，並有無線射
頻技術應用於旅館火災逃生系統 、行動通訊與擴增實境在觀
光產業的應用等8篇論文發表。（蘭陽校園）

 　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喜愛村上春樹作品
的「村上迷」都很多，以《挪威森林》聲
名大噪的村上，短短二十年之間儼然已成

為被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閱讀最多的現代文學作家。 
　然而在日本，「村上文學」的定位一直都是爭論的話
題，甚至包括日本著名評論家、小說家、曾任東京大學校
長的蓮實重彥等都曾發表過「村上春樹的作品儼然是一種
騙婚」、「別讀村上春樹」之類的負面評論。
　本文作者內田樹身為大學教授，亦是不折不扣的評論怪
才，從他的眼中看到的村上春樹，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嶄
新的、脫意識形態的、道道地地的文學創作怪傑。在《當
心村上春樹》一書中，更史無前例的以虛擬諾貝爾文學獎
得獎賀詞寫序，由此不難看出內田樹對村上文學的評價
了。書中同時針對村上春樹各時期作品，以「翻譯家村上
春樹」、「村上春樹的世界性」、「村上春樹與評論家」
等不同角度加以闡釋，並深刻探討日本文藝評論家對村上
「世界文學」所抱持的態度。
　如果您喜歡閱讀村上春樹，藉由本書內田樹的導引，可
以再一次認識從未讀到過的另類村上春樹文學。

提升論文品質 邁向世界一流大學

李珮瑜鋼琴獨奏會動人心弦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於14日晚上，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淡江
音樂季「蕭邦VS.李斯特─李珮瑜鋼琴獨奏會」，由通核中心
副教授李珮瑜帶來兩大音樂家的作品。上半場蕭邦的＜升c小
調夜曲＞，曲風悲沉中帶點希望，全場屏息聆聽，只見李珮
瑜雙手不停在琴鍵上靈活穿梭，音符跳動扣人心弦。下半場
的壓軸為李斯特的＜B小調鋼琴奏鳴曲＞，長達30分鐘被公認
為最具挑戰的作品。李珮瑜一氣呵成的演奏，手指時而快速
有力，時而輕柔抒情，以驚人的鋼琴技巧，令人歎為觀止。
化材二薛麗雯說：「印象最深的是李斯特的＜B小調鋼琴奏鳴
曲＞，旋律華麗，我很喜歡。」（曾詩涵）

曾上銘蟬聯俄文系歌唱大賽冠軍
　俄文系於12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行一年一度的俄文歌
唱大賽，共有20組參賽者，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第1名為蟬聯
三年冠軍的俄文四曾上銘，他遊刃有餘的真假音轉換技巧及
穩健的台風是其得獎關鍵，他表示：「雖然只是小型比賽，
但我都很用心的反覆練習及準備。」；第2名由俄文四張梵耘 
以火辣的歌舞及吸睛的舞台魅力深受全場的喜愛，她同時也
由觀眾票選獲得最佳人氣特別獎第1名；第3名由經濟一羅仁
志以輕快的曲風獲得，他表示，因為祖母是俄國人而有一口
流利的俄文，驚艷全場。（陳昭岑）

慣聽到的聲音，但是在蘭陽校園，卻是無鐘聲的
校園喔！在蘭陽開放的學習環境中，沒有上下課
鐘響，讓同學對鐘聲的印象很模糊。沒有鐘
聲的校園顯示了老師和學生自治、自律的精
神，也維持校園中美好的寧靜。旅遊一張博
惟表示，在沒有壓力的校園中上課，蘭陽同
學很幸福。

49. 蘭陽師生同住校：師生超麻吉
　討論課業擔心找不到老師嗎？在蘭陽，同學都沒有如此的煩
惱。教學區4、5樓為教師研究室，平常老師除上課外，都會待在
研究室內，想與老師討論大三出國、課業解惑，以及未來就業，
都能聊到晚上喔！老師們也會和學生一同住在校內，因此師生無
距離，大家都與老師超麻吉！

50. 遠距教學選擇多：不出門也能上課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學生不出門，也能上到課。只要打
開電腦，連上學校網路，你也能與老師面對面，輕鬆完成一堂
課，賺進2學分。除了幾週須至教室上課外，其他時間只要在電
腦上，就可輕鬆完成2小時的課程。繳作業或報告時，也不用到
資訊中心列印，只要在遠距教學平台上傳報告，就可以輕鬆完成
喔！而在學校國際化的推行下，也能與姊妹校進行遠距教學，對
想體驗外國上課方式的同學來說，真是一件美好的事。

51. 系館內部特殊迷宮設計：遲到不是我的錯！
　除了古色古香的宮燈教室外，你知道其他外型方正的系館，內
部其實「暗藏玄機」嗎？系館內部的特殊設計，是在淡江可以體
會到的迷宮樂趣，很多人走進系館以為是1樓，結果卻是3樓；相
連的教育館、傳播館與化學館，別說是新生會搞混，舊生自己也
傻傻分不清楚；建築系系館更是不得了，峰迴路轉的走廊及隔間
的工作室，一不小心就無路可走。教科四鄭旭成：「老師不要怪
我上課常遲到，都是因為系館太像迷宮，每次都讓我迷路啦！」

52. 人氣聚集地「福園」：室外的自然舞台
　位於校園中心的福園，每到下課時間，就會看見一群人坐在福
園草地旁聊天休息，假日還有遊客帶著家人到福園觀賞池塘裡優
游的錦鯉，堪稱是全校人氣最高的聚集地。而福園的吸引力不只
是景觀美，更是許多表演活動的室外舞台。過 去 福 園 也
是淡江人慶生的所在地，壽星都難逃被丟福
園的浩劫，只能狼狽地接受大家「熱情的祝
福」，雖然現在這一項傳統已經被
禁止，但對於曾經下過水的同
學來說，是一個永難忘懷的記
憶。

53. 忘春瘋、建鬼活動熱門：徹夜排隊都要玩
　每年一到3月、12月的某幾天夜晚，校園總是人潮不斷！3月底
是校園演唱會-「忘春瘋」舉辦的時刻，由於學生活動中心空間
有限，因此限量的門票，在短短幾分鐘內，就銷售一空！財金一
徐振傑說，從新生茶會就常聽到學長姊提到忘春瘋，果然要前一
天就去排隊，起床上課都沒那麼準時，演唱會開唱前，排隊人潮
更從活動中心綿延宮燈大道，甚
至排到驚聲廣場呢！12月時，建
築系舉辦的建鬼更是一票難求，
活動期間在建築館外，更可聽到
同學的慘叫聲呢！

54. 游泳館的琴房：一圓彈琴夢
  自認為鋼琴玩家邁可森第二的你卻沒鋼琴大展琴藝嗎？只要走

到游泳館下的琴房，就能一圓彈琴夢！位於游
泳館下的琴房，環境優美，設備齊全，除鋼琴
社社員可練琴使用外，也提供非鋼琴社社員使
用，讓每位喜歡彈琴的同學皆可在此大展身
手！

55. 飯店式男宿：空中花園讓人心曠神怡
　若講到「最高級」的住宿地點，就非淡江學
園莫屬啦！它有著飯店式的森嚴管理，樓梯
間、走廊上，沒幾步路就看到一個監視器，讓
學生住宿上的安全毫無死角；而色彩繽紛的各
層樓，每層樓的房門、樓層牌、油漆、甚至是
沙發都有屬於自己的主題顏色。尤其不能錯過
14樓的空中花園，不僅可遠眺淡水市鎮、觀音
山的美景，還能觀賞夜晚的燈火闌珊，多麼愜
意與浪漫。

56. 實驗劇團口碑佳：50元看一齣戲 
　淡江的文藝氣息隨處可見，身為淡江人別說
你沒進過劇場看戲！淡江特有的實驗劇團，靠
著團員們對戲劇的熱情及高水準的演出，打響
每學期的期初與期末公演。50元票價，每每一
開賣就被一掃而空。雖然演出的都是學生，卻
具有專業的表現，笑場、忘詞不會有，只有場
下笑聲不斷及渾然忘我的觀眾！

57. 休憩文化區：林蔭大道迷人
　文館前的休憩文化區，總吸引許多人駐足，
走在林蔭下，啜飲一杯濃郁的咖啡配上可口的
麵包，與三五好友坐在椅子上聊天、討論作
業，這樣悠閒的氣氛是否總讓同學常忽略上課
鐘聲！而小小麥、月亮咬一口及海音咖啡更是
同學趕著上課，一買就可帶走的充飢好夥伴。
最重要的是這些商家就在校園內，因此就算整
天課程排滿滿，也不用怕餓肚子！

58.無限供應衛生紙：環保輕柔品質一流
　說起淡江最豪邁的事，絕對是廁所裡無限量供
應的衛生紙！一捆捆純白的紙張輕薄柔軟，宛
若天使般在同學如廁後親切地揮舞翅膀，無論
在哪間大樓上課，都免驚發生上廁所沒帶廁
紙、擤鼻涕沒水餃皮包的困擾。而且淡江衛
生紙的輕柔綿密，並兼具可溶於水的環保效
能，品質一流呢！

 
59.牧羊草坪：大地遊戲的勝地

  若要說到民歌的起源地，其實是從這塊遼闊的牧羊草坪開始
的。30餘年前，數學系系友李雙澤駐足歌唱，彈奏吉他，在流瀉
而出的音樂聲中，大聲說著「唱自己的歌」，民歌才在台灣風起
雲湧，淡江還有民歌的校園之稱呢！而這裡平坦而翠綠，因此吸
引許多迎新活動或是闖關活動在此進行，也是同學們野餐、做日
光浴的勝地喔。

60. 網路隨身碟：走到哪資料帶到哪
　走到影印店才發現隨身碟忘了帶！？有隨身碟卻發現容量不
夠！？淡江學生都有兩個絕佳的選擇，第一是使用FTP網路空
間，每個人有50MB的空間，只要輸入位置（FTP://ftp.s入學學
年.tku.edu.tw）登入學號，即可立即使用。如果容量太小無法滿
足你，那就快體驗2GB網路隨身碟吧！連結學校網路，點選學生
版的網路隨身碟，單一檔案不超過100MB，就可存放數量無限制
的檔案，也可針對特定目錄設定加密，資料傳輸過程中都有 SSL 
加密保護，存放個人重要資料或學習資料，絕對是最佳選擇，在
病毒及駭客猖獗的網路世界，不必擔心資料外洩，淡江E化校園
讓學生走到哪都方便！

愛上淡江的
60個理由41~60

　一聊起淡江，我們絕對不會忘記大學城內香氣四逸的
食字路口，古色古香的宮燈教室，以及忘春瘋演唱會
上，陳綺貞空靈的嗓音，最愛淡江的理由，不單只是我
們列舉的60個原因，更是圍繞著校園生活四年的淡江
學子們集體的回憶。大傳系系友，也是現職作家鍾文
音，談起淡江，語調充滿懷念：「我喜歡淡江，喜歡淡
江的隨性，喜歡淡江有山有水，喜歡淡江附近的吃，喜
歡淡江新的圖書館，喜歡淡江的墮落街、宮燈大道，喜
歡淡江的落日，喜歡淡江的大風，以及河畔的咖啡館，
喜歡那裡常窩著許多貓，以及閒散的人。」

文／陳依萱、陳頤華、江啟義
       黃雅雯、陳韵蓁、張靜怡
攝影／劉瀚之
圖／戴嫚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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