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
99學年度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
費訪視、暨101年總量師資質量訪
視活動，於2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主要由訪視委員召集人褚
德三，以及委員許勝雄、王同茂、
顏錫銘帶領管科會助理、教育部來
訪人員共9位到校訪視。校長張家
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及各單位一級主管、備詢人員列
席。
  褚德三表示，立法院希望每年補

助私校30億的經費能夠妥善利用，
否則未來可能會有縮編的情形，因
此除了執行績效，學校是否有善用
此經費形塑出特色，是此次訪視的
重點。
  會中進行資料訪查，包括抽查99

學年度教育部獎勵校務發展計畫經
費相關資料，教務處、學務處、總
務處等相關單位人員備詢。委員勾
選圖儀設備讓助理實地抽查，總量
師資訪視也同步進行；接著下午晤
談12位教師，最後進行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中，委員們針對訪視提

出建議。其中顏錫銘提到，學校的
研究若能結合院系特色，來發展突

破性的研究成果，相信會有較大的
發展空間。他指出，今年有許多大
學雖然沒有獲得頂尖大學的頭銜，
但是研究中心的突出研究成果，特
別獲得教育部鼓勵。
  張校長表示，今年訪視委員十分

重視、強調教學特色，依此原則，
未來會在經費的使用分配上作更
動，其他細項在收到委員們的正式
意見後也將盡速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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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臺歐高教論壇 逾百代表面對面促合作

喜迎校慶蘭陽活動開跑 

打造Match Making平台   拓展台灣高教國際競爭力

教部訪視校務發展經費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將於
11月4日（週五）1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同步視訊蘭陽校園CL506，舉辦「檢核學生
核心能力以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研討會，邀
請銘傳大學學術副校長王金龍演講，以瞭解
銘傳大學推動「以學習成果導向評量學生學
習成效之機制」之經驗，作為本校各學系、
所檢核學生核心能力之參考。本校校長張家
宜、3位副校長，以及各教學一、二級主管
及各系2名教師代表亦將出席。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相對於99學年度第2

學期末研討會，較專注於探討以教師為出發
點的「評量方式」，本次主題著重於「學生
學習成效」驗收之檢核，分為三大要項：專
業課程修課之評定、以測驗藍圖規劃題庫命
題範圍、評量尺規的訂定。他指出，在修課
課程評定的部分，是將八大核心課程以不同
比例的配分，合成評定一個項目，比起單一
項科目的評分更為公正完整；題庫命題方
面，將建立「測驗藍圖」為規範，以確保命
題方向、標準的一致；而在尺規的訂定上，
將分數訂立間距範圍，明確指示該分數代表
具有哪些能力。他提到，研討會的主講人，

檢核學生核心能力 週五研討

卓越成果發表  近200人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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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28日下午1時，由本校校長
張家宜（前左五）與總務長鄭晃二（前
左七）帶領總務處各組同仁一行約25
人，前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接受環保署
長沈世宏（前左六）頒發第20屆中華民
國企業環保獎，以整齊劃一的黑色長袖T
恤加橘色背心，並呼「品質第一、創意
無限、學校環保、社會責任」口號，展
現士氣。
  沈世宏表示，今年有學校單位參與並

得獎，而淡江成為全台灣第一所通過企

業環保獎的大學，值得鼓勵。張校長在
領獎時表示，本校堪稱最具創意的環保
大學，除了積極推動校園環境管理機
制，更於環保觀念推廣與教育宣導上獨
出巧思。近年陸續獲得蘭陽校園綠建築
標章、健康安全校園，今年更獲得企業
環保獎。本校以經營企業的方式經營學
校，並在優美的環境下，培育出蟬聯14
屆企業最愛的學生，張校長並邀請大家
親身體驗這麼環保又優美的環境「歡迎
來淡江拍婚紗！」（攝影／李鎮亞）

推低碳生活　來米食節吃台灣米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由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及歐洲教
育展主辦、本校承辦之第3屆臺歐高等教育
論壇（3rd Taiwan Europe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於2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處長林文
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
長暨本校校長張家宜，以及高等教育國際合
作基金會執行長陳惠美、歐洲經貿辦事處代
表Frédéric Laplanche、台北英國文化協會

中心主任Alison Devine MBE、德國學術交流
中心主任Stefanie Eschenlohr等近60位外國代
表與會；另外國內有中山、政治、中興、台
北、逢甲、東海等大學出席，共有來自臺灣
及歐洲逾百位高等教育機構學者共襄盛舉。
  會後參訪文錙藝術中心，由副主任張炳煌

介紹e筆書畫系統，讓外賓親自體驗。除了
論壇討論，大會也提供交流平台，臺歐的校
方代表也藉此與多所高教機構面對面，討論
未來的合作計畫。
  張校長表示，論壇延續去年討論議題，而

由於臺灣少子化的浪潮，預計105年可就讀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國防
大學為推展校務於26日由副校長傅永
茂中將率領19位同仁蒞本校參訪，藉
由實地觀摩本校相關單位汲取經驗。
校長張家宜在致詞時表示「很久沒有
這麼多『星星』來淡江」。此外，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及相關單位主管一同接待。
 行程中，來賓分5組參訪，其中文

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示範使用e
筆書畫系統，更讓傅永茂親自體驗後
直呼：「好玩！」在綜合座談中，國
防大學通識中心主任盧國慶也強調，
「淡江的課程委員會、教師評鑑制度
及通識科門的外審過程等制度都讓他
獲益良多」，遠距教學的相關發展也
是未來想合作的方向。參訪品質保證

稽核處的主計處上校主任蔡玉琳形容
今日的參訪如同「在沙漠中遇甘泉
般！」也讚揚本校對於推行制度和作
業流程讓他有了更清楚的方向。另外
來賓也對圖書館支援學校四個校園的
學習、教學、研究、服務感到驚豔；
讚賞學教中心改進教師教學、增強學
生學習、落實數位科技等特色。對資
訊處提供便捷快速的校園網路、多重
綿密的資訊安全防護網，感觸極為深
刻。
  傅副校長在綜合座談中也說道：

「光靠今天的觀摩還不夠！」希望兩
校的交流跟互動能更密切，並邀請張
校長率團前往國防大學桃園八德校區
參訪。張校長也表示，今天是初步的
認識，未來希望有機會交流和合作！

2校友敲響金鐘
　【記者梁凱芹、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今

年金鐘淡江校友很「犀利」，100年度電視金
鐘獎結果於日前出爐！法文系校友朱芯儀成
功以《犀利人妻》黎薇恩「小三」一角，獲
得戲劇節目女配角獎；而大傳系校友，現任
三立電視行銷公關部副總經理張正芬，帶領
行銷團隊以《犀利人妻》一劇競逐，得到節
目行銷獎。
  曾經教過朱芯儀的祕書處祕書、中文系副

教授倪台瑛回憶，那時候朱芯儀已經出道並
演出《歡喜來鬥陣》，「她只要上課，都會
坐在正中間，是很認真的學生。」法文系系
主任楊淑娟，肯定她的表演天份，也看她所
演出的戲劇，學生時代須兼顧演藝工作，相
當不易，「得獎是實至名歸。」楊淑娟提
到，法文系校友蕭婕如日前返校，聊到因曾
到朱芯儀家中拜訪，描述先生對她的呵護，
感受到其家庭生活美滿，「很替她高興，希
望有機會邀請她回來跟學弟妹分享。」法文
三黃文柔表示，在名單尚未公布前就有預感
她會得獎，朱芯儀演的「壞」到令人恨得牙
癢癢的，如此賣命為戲發揮出精湛的演技，
獲獎是應該的。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淡江生日快樂！」總務處配合61
週年校慶的到來，及傳達「縮短食
物里程，支持台灣農業」的健康環
保概念，於11月1日（週二）起為期
一個月舉辦「台灣米食節」活動。
將聯合校內廠商，包括美食廣場、
白鷺鷥的家、月亮咬一口等10個商
家，推出各式新奇好吃的在地米
食，讓全校師生發現台灣米食的豐
富與多樣性。
  總務處表示，米食節將推出琳瑯

滿目的在地米食，從正餐到甜點應
有盡有，例如香椿炒飯、茶油飯、
筒仔米糕、甜點紫米芋頭桂圓粥、
紫米布丁等。此外，為配合在地的
主題，廠商們除了會繫著客家花布
頭巾外，也將於櫃台展示「產品履
歷」，提供有關稻米品種、產地、
生產者等資訊，讓師生在享受美食
的同時，也能認識台灣米。「請吃
台灣米，別讓您的午餐繞著地球
跑。」

大學人數約等於招生總人數，接著可就讀大
學人數將逐年下滑，這對全國160餘所大學校
院招生造成極大的影響。張校長期待台灣與
歐洲各大學之間的學術交流能夠更加密切、
頻繁，並期待參與論壇的學者們，共同為國
際化工作努力。
  林文通首先進行「加強臺歐高等教育合作

之政策與執行策略」演講，林文通以2010年
數據說明臺灣與歐洲留學生分布狀況及留學
情形，並分析臺灣吸引歐洲學生的原因為：
臺灣社會保有完整中華文化，能讓留學生真
正體驗。林文通也向與會者報告臺灣加強臺
歐高等教育之執行策略。
  Stefanie Eschenlohr指出，歐洲喜歡臺灣的原

因為社會的開放與民主，也對未來英語授課
廣泛於校園抱持期待。除了主題討論，論壇
交流平台「Match Making」，讓臺灣及歐洲
的學校代表與多所高等教育機構面對面討論
合作計畫。法國教育中心代表曾馨弘說明，
臺灣取得歐洲的資訊往往透過美國，Match 
Making的方式可以讓各方直接了解並提出更
具建設性的合作內容。
  戴萬欽表示，期許將來能落實臺灣高等教

育學府邁向國際化的目標。在實質的交流與
合作上，能提升臺灣拓展國際競爭力的動
能。李佩華則說，透過這次論壇，讓各校有
更多機會認識淡江，落實國際化。

 【記者劉昱余、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本校
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會於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辦，由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及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擔任發表會主持人。約17校、近200位校內
外學者及同仁共同參與。中國醫藥大學副校長吳聰能
等8位擔任評論人，進行經驗分享。
  發表會分教師、學生、課程及特色等4個面向，5個

專題進行討論。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談「實
踐教師樂活教學」，指出透過輔導新進教師、教師
評鑑，以及訂定獎勵及彈性薪資辦法，延攬並留住人
才；學務長柯志恩在「學生社團與服務學習」專題
中，針對本學年推行的「社團必修化」說明，分析社
團必修的步驟，以及各段落希望達到的成效；「課程
改革與學習成效評量」由教務長葛煥昭說明，通識課

程從98學年度起將12個核心課程學門，深化為14個，
新設「學習與發展學門」，並在大一時開設「大學學
習」課程，讓新生能夠更快適應大學生活，及早規劃
大學並建立自我學習機制。另外，也設立了跨領域學
分學程，從原本98學年度的23個學程，新增到100學年
度的36個學程。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以「強化國際合

作，拓展全球視野」為題，說明100年至102年本校校
務發展計畫，包括強化英語授課發展、深化姊妹校之
交流，以及加強國內外校際研究合作；「整合校友資
源回饋改善教學」主講人為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
行長彭春陽，提到希望建立畢業生流向平台，透過
「推動列車長計畫」和校友回校智慧大樹演講活動，
建立聯絡橋樑，以掌握校友概況並蒐集校友意見。

　期中考將至，
在陽光普照的校
園綠蔭下，國企
系學生正埋首專
心地討論即將面
臨的考試。（攝
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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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大學副校長傅永茂中將率19人參訪

　國防大學副校長傅永茂中將（右）一行19人參訪本校，張校長（左）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主持參訪座談會。（攝影／羅廣群）

給淡江一個讚
將以校內外的專家學者穿插主持，期盼帶來更
多元的想法與回應，提供各系參考，並將成果
回饋給系上。

來真的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我覺得這個比賽可以學到的東

西遠超乎於課堂！」已經決定要報名「文創『賣』向國際大賽」
的法文三歐書函表示，在比賽中可以提早體驗許多職場上的應
對，「對即將畢業的大三、大四同學更要來參加！」文創「賣」
向國際大賽呼籲想參加的同學快招兵買馬，組織最強團隊，將
MIT的產品賣向世界，讓台灣邁向國際！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專案開發部經理牛君白表示，比賽過程需要

各種不同能力的因應，包括商管、外語、文字力、攝影、美學概
念等，找到擅長不同領域的隊員，這樣的團隊獲勝率會比較高！
文創中心專案開發部總監趙又慈也提到，有些事情不是自己一個
人能夠完成的，競賽只是一種方式，重要的是期盼同學能在團隊
合作的過程中去思考、學習課堂上面學不到的東西。物理三張博
閔覺得這樣的活動有一定的難度，雖然跟本科系較無相關，但很
有挑戰性！

張校長率隊領企業環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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