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20次行政會
議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校長張家宜表揚
電機工程學系教授翁慶昌及助理教授李世安率領機
器人研發團隊參加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榮獲6金3銀
的佳績，特頒發機器人研究團隊獎助金170萬元。另
外，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研究助理季振
忠，負責智慧財產權線上教育訓練平台規劃、建置及
管理，績效卓著，使本校榮獲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績
優學校，頒發獎牌。
   會中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以「如何營造樂
教好學的師生文化理念」為題，進行報告。校長張家
宜表示，今年學校發展重點除了延續去年深化姊妹校
交流外，也特別加強產學合作、服務學習、校友交流
及國際與境外生事務等重點，希望各院系可以積極配
合，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此次議程討論並通過多項提案，包括裁撤「淡江大
學膳食委員會」及廢止「膳食委員會設置辦法」；另
有設置辦法、要點條文修正草案：彈性薪資實施、衛
生委員會設置、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與交
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等辦法。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教學
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將於14日（週五）8時30分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由校長張家宜主持，當天將有約180人共
同與會。此次研討會的主軸為「洞悉兩岸高教
發展態勢，掌握境外招生競爭契機」，希望同
仁在激烈競爭環境下，對於兩岸高等教育議題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稽核長白滌清表示，今年首次單獨透過影片

來呈現主軸，希望能更清楚完整。另外，會上
將由品質保證稽核處副研究員侯永琪，報告
「高等教育國際競爭與全球大學排名—兩岸
三地競爭力分析」、大陸所副教授楊景堯報告
「中國大陸高教體制與招生制度」、大陸所所
長張五岳報告「面對陸生來臺就學─機遇與挑
戰」、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楊瑩報告
「港澳高等教育發展與現況」、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國際長李佩華報告「陸生招生策略—現況
與輔導」。
　另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針對「兩岸高教趨勢及可借鏡之處」、
「本校招收陸生之策略與作法」、「陸生在台
學習與生活之輔導」進行分組討論。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遠見雜誌
日前公布與104人力銀行合作的「2012企
業最愛研究所評鑑」，針對不同學科特
色，區分出7大領域，本校在「資訊、工
程、電機」和「商管、財經、觀光」兩
個領域的表現均為私校第1，尤其前者的
表現更由全國第10進步至第8，工學院院
長何啟東表示，近年工學院在研究或產
業合作方面都持續進步，且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提出的100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
有許多工學院未來發展的目標，「我們
不會被後面追上，只會不斷地進步！」

在100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期望五年
後能向教育部申請通過成立「頂尖研究
中心」，屆時將著重於研究環境、國際
化及特色發展。何啟東表示，資工系已
通過國科會研發補助專案，對工學院來
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另外，也會規劃
更多跨領域和跨學程的學分，以期每年
都能有新的相關學程。何啟東表示，研
發方向必須配合國家政策及產業人才需
求，因此產學合作一直以來都是校方非
常重視的一環，目前資工系已與華碩、
友旺、神通及叡揚通訊保持合作，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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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強權的經濟殖民對談 校友家庭溫馨接待境外生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票投玉山 登世界奇景 淡江人全員集氣

3版 校友捐款人次達2萬7千

       本校校長張家宜支持玉山
票選世界新七奇活動，特拍攝
影片置於賽博頻道表示支持；
全校師生化愛台灣的心為實際
行動，參與「我愛台灣‧支持
玉 山 」 票 選 ， 一 同 為 玉 山 打
氣。（攝影／梁琮閔）

100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

企業最愛研究所《遠見》評鑑

本校                領域私校第一

國科會專題本校通過達265件

10/11(二)
9:10

亞洲所
T306

澳洲昆士蘭大學經濟系教授Richard Brown
REMITTANCES AS SOCIAL PROTECTION：
IMPLICATION OF MIGRATION

10/1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林昭吟
Interplay of Superconductivity and Magnetism

10/11(二)
14:10

數學系
S433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許文郁
The Geometry of Space-time

10/11(二)
14:10

水環系
E830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技術組組長張廣智
永續的理念與調適策略

10/11(二)
16:30

建築系
Q306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林崇傑
創意城市架構下的台北都市再生行動

10/11(二)
17:10

西語系
E401

美國波士頓百克里音樂學院作曲學院電
影作曲系周逸
伊比利半島旅遊見聞

10/11(二)
19:00

盲生資源
中心

B302A

諮商心理師許雅雯
性別文化專題講座──「他其實沒那麼
喜歡妳！」電影討論會

10/12(三)
10:10

未來所
SG316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園田
茂人
城鄉遷移影響社會穩定？中國的個案之
研究

10/12(三)
18:30

微光詩社
L204

知名詩人林達陽
寫作經驗分享與作品導讀

10/13(四)
10:00

會計系
B616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蕭翠慧
銷貨及應收帳款查核實務

10/13(四)
12:00

職輔組
Q409

考選部簡任秘書王詩慧
生涯選項國家考試介紹

10/13(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潘宏裕
Properties of Abundance Similarity Indices

10/13(四)
15:10

管科系
B713

沙伯石油總經理陳俊學
石化產業現況及未來展望

10/13(四)
15:15

英文系
I601

華碩電腦教育長吳崇文
科技力與英語力──職場一路亨通

10/13(四)
16:00

大陸所
T505

Coco都可茶飲總經理林家振
Coco茶飲料進軍大陸市場的發展策略

10/14(五)
10:10

大傳系
O202

藝術總監／導演王榮裕
台客喜劇新美學──金枝演社與台灣現
代劇場

10/14(五)
14:10

產經系
B511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老師李綺雯
Oligopoly in Hongkong Real Estate Agency 
Companies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據研究發
展處資料統計，本校教師100學年度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案，截至10月4日止，申請件
數達578件，核定通過件數共265件，通過
率45.8%。通過率第一的是理學院69.7%，
申請率超過百分百的有工學院及教育學

院，其中工學院又是通過件數最多的。
100學年度專任教師共743位，本校教師

100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在個人通
過件數共265件，平均每位教師0.36件。通
過率第一的是理學院69.7%，其次是工學院
48.9%。

期中意見調查開跑  填答抽集線器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有什麼話

想要對老師說嗎？快上網填寫期中教學意
見調查表，還有機會獲得淡江限定拼圖集
線器喔！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至23
日止開放上網填答（http://info.ais.tku.edu.

tw/tas）。
品質保證稽核處表示，這次的意見調查

以問答題居多，填寫上比較麻煩，但還是
希望同學們能夠踴躍填答，不僅是傳達意
見給老師，也能給教得好的老師鼓勵。

歐盟展獎金多 快來競賽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慶祝61週年校

慶，同時促進各不同研究領域學生了解歐洲聯盟以及
歐亞關係，淡江大學歐洲聯盟研究中心與台灣歐洲聯
盟中心，於11日（週二）至28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
樓聯合主辦「歐洲聯盟特展：統合過程、對外行動與
歐華關係」展覽，並辦理三項「歐盟研究獎學金」競
賽活動。淡江大學歐盟中心主任暨歐洲研究所所長郭
秋慶表示：「透過文章、攝影以及演講比賽，為大學
學習過程中很好的實作經驗，加上總獎金豐厚，希望
大家多多參與！」

獎學金競賽共分為三大項，分別為「歐盟研究-特
展心得徵文競賽」、「歐盟研究-英語演講競賽」及
「歐盟特展攝影競賽」。鼓勵學生以文章和照片記錄
看展經驗，以及歐盟相關學習心得，同時爭取獎學
金。以上各競賽，報名截止日均為28日。作品繳件時
間或競賽時間不一，請依競賽辦法中所指定時間或競
賽確認信函所列時間繳件或參賽，並密切注意該中
心網站上最新公告。活動詳情請至網站查詢（http://
w3.tku.edu.tw/eurc/news-detail.asp?id=74）。

第120次行政會議

10/13(四)
19:00

公行系
D405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朱景鵬
組織改造

10/14(五)
19:10

教科系
D326

富邦金控人力資源處訓練發展部專員簡伶
伃
數位學習於企業的導入與實施經驗分享

10/14(五)
19:20

國企系
D324

LG行銷總監詹千慧
Case Study (Consumer Insight and Positioning)

10/14(五)
19:30

管科系
D408

中興大學生物產業管理所助理教授王世澤
行銷實務與行銷理論

台北校園

機系則和上銀科技持續在機器人領域合作，航太系
也與漢翔航空工業簽訂策略聯盟協議書，相互支援
技術研習、委託試驗和人員培訓等。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示，淡江是企業最愛的大
學，提升整體形象，加上管理學院畢業校友4萬多
人，在社會上的表現也影響了企業主的觀感，同時

本校100學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率及通過率
與99學年度相較，理學院、工學

院、商學院、管理學院、教育學院
及全創院的申請件數皆比去年提
升，研發長康尚文指出，由於本校
教師在研究方面踴躍提出計畫，再
加上學校也以政策鼓勵教師們進
行研究，讓本校從96學年度開始至
今，在「專題研究申請計畫件數」
與「專題研究計畫」兩方面持續超
越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
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及元智大
學等6所私立大學。

洞悉兩岸掌握招生契機

【記者李又如、張瑞文淡水校園報
導】「我愛台灣，支持玉山！」你聽見
了嗎？校長張家宜率領本校一、二級單
位主管，共同拍攝為玉山加油影片，將
透過賽博頻道播出，響徹校園。上週三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學務長柯志恩、教
務長葛煥昭等主管，也拍攝影片支持。
經全世界公民票選的「世界新七大自然
奇景」前28強，台灣玉山也在其中，目
前正待全台灣人的聲援支持。對此，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規劃了一系列的
活動，並將於12日（週三）12時號召全
校師生至福園參加「我愛台灣，支持玉
山」加油音樂會！

音樂會中，淡江管樂隊將演奏豐年
祭、春之佐保姬兩首曲子，用氣勢壯闊
的樂曲為雄偉的玉山加油！而會中也將
由淡江合唱團、吉他社、鋼琴社、還有
超級偶像國企三克羅德帶領百人合唱傑
出校友李雙澤的歌曲＜美麗島＞，課外
組組員吳孟香表示，希望能夠透過這首

歌讓大家聽見台灣的美，也期盼藉由李
雙澤當年「唱自己的歌」的本土精神，
喚起同學們愛台灣的情操。淡海同舟服
務員也將帶領社團負責人，藉由簡單的
帶動跳凝聚全校師生，希望大家共襄盛
舉。會場會架設數台電腦現場投票，讓
心動的同學馬上行動！自13日（週四）
起，各館的查詢電腦旁邊也會設置票選
教學流程。張校長表示，這是一個能把
台灣提升到世界能見度最高的機會，且
淡江人數眾多，希望全校師生都能夠參
與這項活動，「一定要讓玉山當選！」
法文四許家瑞也希望大家快去投票，
「玉山是台灣人的驕傲！玉山加油！」
  課外組也在Facebook設立了「我愛

台灣，支持玉山」粉絲團，按讚支持
祈福活動！當然更別忘記，至11月11
日止，只要動動手指就能夠幫助玉山
進入世界新七奇！馬上動手投票去！
投票網址：http://www.new7wonders.
com/?lang=zh-hans。

哪些學校「資訊／工程／電機」
領域的碩士生表現最佳?

2011年排名 學校 2010年排名

1 國立交通大學 2

2 國立清華大學 5

3 國立成功大學 1

4 國立台灣大學 3

5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4

6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6

7 國立中央大學 9

8 元智大學 7

8 淡江大學 10

10 國立中山大學 -

10 國立台北大學 -

10 逢甲大學 -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研究所專刊

2011年排名 學校 2010年排名

1 國立政治大學 2

2 國立台灣大學 1

3 國立成功大學 3

4 淡江大學 4

5 東吳大學 -

6 國立中央大學 5

6 國立中興大學 -

6 逢甲大學 7

9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

9 國立交通大學 -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研究所專刊

領域的碩士生表現最佳?
哪些學校「商管／財經／觀光」

製表／張莘慈

資訊工程電機
商管財經觀光

在校生在比賽中頻頻獲獎受到肯定，是管理
學院展現質與量的成果。針對管理學院研究
所的未來規畫，王居卿提到，因為這些都是
熱門課程，預計增加招生名額，以打響知名
度，並設計符合社會需求的課程，以反映出
企業人才的供需。

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示，這次蟬聯私校第
一，除感謝企業界的肯定外，更應該要加把
勁超越成大，東吳大學因為地理優勢加上對
商管領域的投入，所以排名逐漸上升。對於
如何超越成大的因應措施，胡宜仁指出，商
學院科系歷史悠久，目前均穩定成長，因此
希望能再加強研究生的英文聽與說的能力，
也期望舉辦院士級、國科會傑出獎得主和大
型企業CEO等大師講座，借重大師和CEO
的經驗以提升學術水準，拓展學生的視野。

張校長獎勵機器人團隊及季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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