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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祝淡江60 校運昌隆 春風化雨 作育英才 桃李滿天下賀60校慶：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於12日首次舉行問卷調查回饋座談
會，並公布畢業生職場表現。在「企業雇主對
97與98年度畢業生職場表現滿意度調查」報告
中，超過八成五的企業雇主滿意校友的整體工
作表現；其中以「工作時的敬業精神表現」、
「對職業道德的表現」、「工作時的團隊合作
精神表現」最受肯定。而認為本校校友的工作
表現較他校校友為佳之雇主，比例近五成。

另外，根據校友處今年初進行97學年度離校
後「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報告，截

至4月底止，去年畢業生四成三已就業，其中
以教育服務、科技、金融保險業比例最多。畢
業生最希望學校提供的服務，以「技能證照」
與「外語能力測驗」需求最高。就業輔導組組
長朱蓓茵回應，本校在輔導技能證照考取方面
力求落實，就輔組積極設法了解各系所需要的
專業證照，並研擬設立獎勵辦法鼓勵學生積極
考照。就輔組規劃在100學年度，推動職涯資
訊平台，讓各系能呈現其輔導效能。

校 友 對 母 校 教 育 品 質 的 表 現 在 「 師 資 方
面」，連續3年是各指標最高得分，96年4.04

分、97年4.05分、98年下滑至3.63分。校友對
課程方面的看法，多數畢業生肯定系所「開設
專業課程之多樣性」及「舉辦演講與實務結
合程度」。教務長葛煥昭指出，98學年度校、
院、系的課程委員會都有學生、校友、校外專
家學者、業界代表參與，以期讓課程更符合社
會現況及學生實際需求。同時，教務處已建置
完成「課程地圖資訊系統」，以就業職涯進路
為導向，提供學生選課修習之參考。教務處也
於今日(18日)中午舉辦系統操作說明會，將請
各院系鼓勵學生上網使用，讓學生在課程地圖

中得以找到職涯出路。「學校將在課程上的不
斷改變，全力朝就業、適性的方向設計。」

座談會最後針對此兩項調查結果回饋機制進
行檢討，為提升問卷回收率，校友處主任彭春
陽除希望各系所協助掌握 在校生常用之電子信
箱外，亦說明校友處已於100-101年教學卓越
計畫中，爭取預算購置網路問卷調查系統；彭
春陽表示，希望這套系統也能被各系所有效運
用，「期盼調查結果的回饋能給予各系所做為
課程調整的參考。」

韓國京畿大學
京畿大學（Kyonggi University）位於韓國首都首爾，創

立於1947年，是一所綜合型私立大學。於2000年11月締結
為本校第64所姊妹校。60週年校慶當天，該校校長Dr.Ho 
Joon Choi將帶領該校事務長等3人蒞臨賀壽。

該校共有兩個校區分別為首爾西大門區及京畿道的八達
區，前身為朝陽保育師範學校，1985年正式升格為京畿
大學，共有10個學院，67個學系，現共有15000名的大學
生及研究生，校區環境幽雅，韓國傳統文化色彩濃厚。而
該校最著名的是觀光學，是亞洲地區第一個設立觀光學系
的院校。京畿大學與本校交流密切，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於
2006年帶領訪問團進行參訪。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
（Heise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位於日本本州埼玉

縣，創立於1996年，與本校於2005年4月締結姊妹校。該
校共有一千餘名學生，設有短期大學及11所高中，2000年
設置法學研究所、法商學系等。今年11月，該校法學部部
長酒井正文將代表來校參加60週年校慶。

平成國際大學以法政學科為主，授課科目著重政治；
要求交換生修習正式課程，因此，無論在學習或互動上，
到該校學習的交換生進步顯著。該校重視社團活動，幾乎
所有學生都參與社團活動，體育項目更是國內比賽的常勝
軍。與本校來訪互動頻繁，不僅該校柔道社師生曾來訪，
該校理事長佐藤榮太郎更致贈「旅者」銅雕像，現矗立於
文錙藝術中心外，象徵兩校的好交情。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位於日

本東京，創立於1918年，與本校於1998年10月締結為姊妹
校。該校共有近六千名學生，目前擁有3個大學部學院及3
個研究所學院。該校校長梶谷誠將於11月蒞臨慶祝本校60
週年校慶。

該校為日本國立大學之一，以理工學院為主，以「創新
與實用知識和技能，以促進人類持續發展」為教育宗旨。
與本校交流密切，更因本校電機系機器人團隊之機器人研
發表現優異，積極與本校互動，期增進兩校學術發展。此
外，由於電氣通信大學每年均提供獎學金供本校學生至該
校進行一年交換，近幾年亦有數位電氣通信大學學生至本
校電機系修課。

哈爾濱工業大學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位於哈爾濱市，創立

於1920年，於2001年8月與本校締結，成為本校在大陸的
第11所姊妹校。該校擁有近四萬一千餘名學生，學系涵蓋
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等9個門類。該校校長王樹國
將率代表團至本校參加60週年校慶。

該校為大陸工信部、教育部及黑龍江省共建的國家重點
大學，目前除哈爾濱市，在威海市、深圳市亦分別設有校
區。以「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為校訓，以樸實嚴謹的學
風培養優秀人才。該校80%的師資取得海外著名大學博士
學位，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和極高的學術水準。早在2000
年該校學生便曾受邀至本校參加兩岸學生交流活動。

60週年校慶已進入倒數，全校正加
緊腳步張羅校慶，姊妹校校長及教授
代表也即將亮相，為校慶賀壽，本報
簡介姊妹校及貴賓，讓你先睹為快。
（文／林姍亭、江啟義整理）

金石姊妹校來賀  

60校慶   

（招生組組長王嫡瑜）

金石姊妹校來賀  金石姊妹校來賀  

「2010 綠色影像講」本校前工學院院
長、永續能源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教授讚
許台灣的環保教育成功（攝影／何恭偉）

本校畢業生敬業精神表現 八成五雇主肯定

慶60校慶『阮上愛的玫瑰花』揭首幕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為慶

祝60週年校慶，文錙音樂廳於13日舉
行「阮上愛的玫瑰花」音樂會，知名
音樂製作人陳明章與鋼琴詩人王俊傑
攜手表演13首台語曲目，交織出許多
動人的旋律，譜出濃厚的鄉土味。

英文一杜啟豪表示，在城市很少有
機會接觸鄉土，聽完音樂會特別感
動。英文四蔡依蓉說，其實台語歌也
很好聽，聽完會想要到台灣各地走
走，體驗一下這塊土地。

教學行政革新會 推升淡江新紀元的榮耀

簡又新 談地球永續經營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仁寶電腦、公共電視

與本校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合辦的「2010綠色影像講校
園巡迴座談會」，11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由知名作家
吳若權主持，仁寶電腦資深副總經理陳國釧；本校前工
學院院長、永續能源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教授，以及通
核中心講師蕭文偉與會；針對綠色環保、資源回收等相
關議題進行座談，現場座無虛席。

座談會以紀錄片《向巴西學回收》開場，巴西近年來
在資源回收有長足的進步。吳若權表示，巴西雖不是科
技先進國家，但對於環保卻相當有行動力，資源回收不
僅能有效處理垃圾、創造新能源，也因此重拾巴西人的
生活重心，值得學習。

曾任環保署長的簡又新認為，巴西的資源回收好在創
意讓垃圾變黃金、廢棄物可以生生不息，以及建立有系
統的回收策略，使全民皆身體力行、實踐環保。當主持
人問及環保觀念如何落實在企業，陳國釧說明，教育是
重要的一環，產品研發與製造的過程則必須確保零汙染。

蕭文偉認為，環保除了可製造商機，重要的是能使地
球永續。簡又新讚許台灣的環保教育成功，並表示未來
以改善垃圾的處理方式為努力主軸。數學二何雨恩直
呼：「受益良多！對資源回收也有了不同的想法。」活
動內容將於12月4日在公視頻道播出。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99年度高等考試諮商心
理師公布，本校錄取名單：尹相懿、陳彥婷、呂貞儀、
黃依婷、林香吟、陳慧敏、徐泰國、王韻涵、施雅芝、
徐依婷、朱育恩、郭玲君、李永真等13位，人數為歷年
最多。

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表示，考取執照非學生唯一的目
標，「理論與實務對學生來說都相當重要，取得執照是
肯定學生在理論方面的融會貫通，未來就業仍需要實務
經驗的累積。」現任長庚大學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輔導
老師的黃依婷表示，學長姐主動分享應考小撇步，所以
能在考前緊迫的時間內，有明確的準備方向。

現任私立復興中小學輔導室諮商輔導老師的郭玲君表
示，同學之間都樂於分享考古題，「教心所就像一個
大家庭，只要手邊有考試相關訊息，大家都能熱心分
享。」實際踏入輔導領域後，在碩二修習的「表達性藝
術治療」讓她受用最大，「因為輔導的對象以國小生為
主，所以用遊戲等等溫和的方式輔導最能達到效果。」

【記者蔡孟倫淡水校園報導】姊妹
校馬來西亞韓新傳播學院輔導主任
吳杰華於8日率傳媒教育考察團一行
23人蒞校參訪，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秘書郭淑敏、教務處招生組組長
王嫡瑜及大傳系系主任楊明昱等，在
B302會議室進行簡報及座談。

該校與本校合作雙聯學制，楊明昱
播放大傳系學生所拍攝的淡江60週年校
慶宣傳影片〈果實〉，也歡迎韓新學
院學生申請至本校就讀。座談中邀請
該校校友、中文碩一凌靜怡分享淡江
求學的經驗，她說：「在淡江唸書真
的很棒，老師都能熱心的指導，幫助
我更快學習。」

馬國傳媒教育考察團參訪

「淡江達人、挑戰60」－智多星爭霸賽於15日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行，工作人員皆穿著特別設計的校慶
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組制服，為參賽者服務。初賽
以各隊隊員交換題目卷的方式限時作答，有的參賽
者信心滿滿，振筆疾書，有的參賽者則眉頭不展，
似乎苦思不得其解。更多校慶活動，請見四版。
（文／陳昭岑、攝影／黃士航）

【記者黃雅雯、洪予揚、陳頤華淡
水校園報導】本學年教學與行政革
新研討會於1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以「一甲子的圓滿，再現淡江新
紀元的榮耀」為主題，由校長張家宜
及3位副校長、各院院長等，共有187
位同仁參與。往年研討會各院以分組
討論方式進行，今年以各院院長分別
報告。另外，今年更邀請新進教師在
綜合座談會中，一同腦力激盪，為淡
江注入新活力。

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除說明
此次主軸，希望透過本次會議，使新
進教師認識淡江文化，也祝福他們早
日融入淡江這個大家庭。張校長致
詞時強調，學校自實行全面品質管理
（TQM），並以PDCA流程進行業務
推展，規劃和執行都十分完整，但必
須加強追蹤機制，才能發揮效益。她

也期許全體人員，跳脫傳統思維，在
業務上發揮創意。接著播放90秒縮短
版的校簡介，以音樂、動畫呈現淡江
特色。針對今年主題並在慶祝60週年
同時，淡江全員除了反省過去，並對
未來提出中長程計劃討論修改。另播
出6分鐘的全校教職員生對淡江的祝
福及期許呈現活力與熱情，其中學生
以唱歌、跑跳等的方式說出對淡江的
感謝。

專題報告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講
「將淡江學術地位推向新紀元」、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報告「行政單位100
至102學年度發展計畫」、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說明「國際化工作100
至102學年度發展計畫」。下午，由
各院院長分別報告發展計畫。本報將
於801期之「教學與行政革新特刊」
中刊載詳細內容。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財務金融學系於今日
（18日），上午10時在台北校園D221舉辦「ECFA簽署後
兩岸金融新局論壇—慶祝淡江大學創校 60 週年」。

論壇將由商學院院長胡宜仁開幕致詞，邀請前行政院
副院長邱正雄進行專題演講，當天本校產經系講座教授
亦是中研院院士麥朝成、中研院院士胡勝正、匯豐 ( 台
灣 ) 商業銀行總經理李鐘培、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長
鄭振裁、寶來證券香港執行長劉國安、中小企業信保基
金董事長王鉑波等產官學知名卡司也應邀演講。此外，
更有20多位財金系系友返校座談，如：台灣工業銀行副
總林一鋒，南璋股份有限公司陳戰勝等。目前有250人報
名，除本校學生外，更有多位來自證券交易所、外商、
投信及政府官員等將共同參與。

演在淡江校園工作的身影、關心更多
拍片花絮嗎？請上痞客邦《那些淡江
教我們的事》部落格，網址：http://
tku60tku.pixnet.net/blog；Facebook粉
絲團：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暱稱
「淡江大戲」的校慶賀壽戲劇即將公
開播映。催生者大傳系教授趙雅麗及
大傳系第一屆校友澤東電影公司台灣
區總經理陳寶旭。 

該片邀請知名度相當高的校友共同
參與拍攝，其中包含戲劇金鐘獎常
客－拍攝「冏男孩」而備受矚目的導
演楊雅喆、及目前正在巴黎拍攝「拜
金女王」，執導〈下一站，幸福〉創
下超高收視率的熱門女導演陳慧翎，
還有拍攝「星光傳奇」紀錄片導演許
明淳，三位導演各別編導約20分鐘的
短片。經陳寶旭奔走統籌，將三個短
片串連起來成為《那些淡江教我們的
事》影片，共同向母校致敬。 

知名的青春演員張書豪及簡嫚書在
片中有浪漫演出。想知道更多這些導

楊雅喆 陳慧翎等 拍攝校慶大戲
張書豪 簡嫚書 浪漫演出

校友期學校提供技能證照 外語能力測驗服務

ECFA  簽署後兩岸金融新局論壇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60週年校慶學校簡
介DVD邀請到知名導演、大傳系系友楊雅喆負責執導，
擺脫一般學校嚴肅正式的簡介影片，楊雅喆結合紀錄片
與塑造廣告形象的風格，以節奏明快的主軸，搭配3D
與2D的圖像，呈現出本校的人文與科技感，6分鐘的影
片，將於本週公開於本校網站首頁，敬請期待！

楊雅喆打造校簡介 本週公開 

淡江達人 53隊爭霸

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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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一)
10:10

法文系
T703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博物館館長潘台芳
用法文從事藝術行政工作

10/18(一)
10:10

電機系
E819

Alcate-Lucent產品技術經理馮國璋
Which Direction Towards Next Generation Access

10/18(一)
12:10

女聯會
Q409

中華民國自然療法學會常務理事潘念宗
治療腫瘤的天然療法

10/18(一)
13:00

建築系
G508

大涵學乙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設計總監邱文傑
華山今昔

10/18(一)
13:00

化材系
E830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教授何國川
High-Performance Counter Electrodes for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10/1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學系教授許世宜
分子模擬計算在生物物理上的探討

10/18(一)
14:10

美洲所
T306

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達比亞
尼加拉瓜巡禮

10/19(二)
9:10

電機系
E510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技術主任段龍輝
產品之電磁相容設計與開發經驗談

10/19(二)
10:10

美洲所
T503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教授Dra. Eva Chaparro
以爪拉尼文化為代表的巴拉圭前哥倫布文化

10/19(二)
10:10

決策系
T507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管理學系教授陳以明
軟體代理人在協同工程之應用發展

10/19(二)
12:10

會計系
Q409

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博士生續芹
中國大陸會計研究

10/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羅健榮
Bacterial Flagellar Motor:The Natural 
Rotatory Molecular Machine

10/19(二)
15:00

數學系
S433

北京大學數學學院教授周健
Noether problem of p-groups

10/19(二)
15:00

機電系
E411

智友智權事務所李信嫻
如何當一位專利工程師

10/20(三)
10:00

決策系
B425

弘邦營造有限公司法務陳威志
你所不知道的管理

10/20(三)
10:10

決策系
B616

精英國際教育集團總經理張義雄
從品牌管理談個人品牌

10/20(三)
10:10

公行系
B309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劉國讚
專利申請實務

10/20(三)
13:00

統計系
B513

上華市場研究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輝逢
市場調查實務應用

10/20(三)
14:10

決策系
B712

元富證券公司副總經理黃建勝
台灣證券業的風險管理

10/20(三)
18:00

就輔組
B713

美國九型人格學院-台灣分校執行長胡挹芬
誰是職場馬力夯？

10/21(四)
10:10

美洲所
T702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教授Dra. Eva Chaparro
拉丁美洲社會運動

10/21(四)
12:30

課程所
C308

台北市湖山國小校長何怡君
湖山校本課程的建置與實務運作

10/21(四)
14:10

企管系
B712

約法國際事務所執行長陳明正
從補習班到律師事務所-服務的人生，人生的服務

10/21(四)
16:10

法文系
T110

九力股份有限公司百世興工程董事長林旭廷
從法文跨入工程界

10/21(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
台灣食品業在中國之行銷經營策略

10/21(四)
18:00

就輔組
Q409

ETS校園專案組組長戴彌雅
英語證照及國際競爭力

10/22(五)
10:10

大傳系
O202

AXN節目部經理楊政憲
好節目如何熱賣

10/22(五)
10:10

化材系
E515

華亞科技有限公司製程技術處整合課經理張博硯
化工產業發展方向及職涯導航

10/22(五)
10:10

教科系
L102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管理師黃星凱
教學設計－輕鬆學，好好玩

10/22(五)
14:00

決策系
L204

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樑
DEA在保險業績效評估之應用

10/22(五)
14:10

美洲所
T503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教授Dra. Eva Chaparro
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過程

10/21(四)
19:00

決策系
D501

TOYOTA濱江營業所所長強龍
台灣汽車業之行銷策略

10/21(四)
19:20

財金系
D301

台中商業銀行副董事長王貴賢
商業銀行的蛻變及成長契機

10/23(六)
9:10

國企系
D324

樂金LG行銷總監詹千慧
國際行銷工具與廣告呈現

10/23(六)
14:00

決策系
D502

中華汽車產品工部高級專員吳泰德
台灣汽車業之科技管理

校友捐款破24000人次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校慶前夕，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公佈近3年捐款成效，捐款人次與金額如圖顯
示，每年捐款校友約佔1％，曾捐款校友已達22萬人次之
10％。 

高考 13人獲諮商心理師執照

（資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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