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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篇通過獲20萬以上23人 獎助彈性發放總金額增加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專
任教師研究獎助名單，根據人資處所公布，
以A&HCI、SSCI、SCI、EI、THCI Core、
TSSCI收錄之期刊論文，獲獎人數共計220
人，計427篇通過，第1、2、3類獎助總經費
超過2600萬元。與99年相較，各院得獎人數
增加18人，而第1、2、3類總經費則多出約
323萬元。

今年各學院通過審議人數，以工學院91人
為首，得獎人較去年81人增加最多。理學院
46人居第2，第3是43人的管理學院。而獲20
萬元以上補助教師，包括王三郎、黃國楨、
何啟東、彭維鋒、林諭男、張玉坤、陳幹
男、陳曜鴻、曾琇瑱、葉和明、董崇民、歐
陽良裕、丘建青、許輝煌、林淑琴、郭忠
勝、蔣璿東、蔡宗儒、李世元、張麗秋、何

躍然壁畫 美化外語大樓

揭幕

俐安、曹慶堂、陳瑞貴等共23人。
人資長鄭東文表示，「彈性薪資辦法」
於100年1月6日公布後，經各行政單位同仁
努力，增列彈性薪資科目，並將獎助細分為
21項，每月以Email寄發給教師的薪津明細單
上，會註明彈性薪資各細項，使老師更明確
知道所領獎助明細。以往本校各項獎助費用
為單筆一次發給，實施彈性薪資後，分為12

個月發放，總體金額較以往增加。例如：研
究獎助第一類者，SSCI、SCI以往每篇發給8
萬元者，分月後每月發給7千元，年發計8萬4
千元。
另外，人力資源處也公布100學年度研究
獎助「 學術性專書」、「 學術期刊論文發
表印刷費」通過名單，詳見網站http://www.
hr.tku.edu.tw/news/news.php?class=104。

化學年行動化學館 遍及16縣市

民國64年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
民國95年英文系副教授退休
民國49年入師大藝術系，因家
貧買不起炭筆宣紙，次年遂轉
入英文系，從此與繪畫絕緣。
直到41年後，因天天路過文錙
藝術中心，童年想當畫家的夢
死灰復燃，先後向沈禎、陳若
慧、呂宗燦、蔡友、冉茂芹等
老師習畫，參加聯展數次。

█淡水

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6(五)
14:30

演講人/講題

中央研究院院士暨行政院政務委員朱
經濟系
敬一
文錙音樂廳
國際形勢下的臺灣經濟發展機會

臺北校園
1/6(五)
19:20

國企系
D310

達彼思創意總監游明仁
有甚麼不可以?

總務處軍訓室入淡品獎 6日複審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第6屆淡江品
質獎」初審通過為軍訓室、總務處，複審時間
為6日（週五）上午10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複審單位也會進行簡報和詢答，將開放全
校同仁觀摩學習，有意參加者請向品質保證稽
核處報名，洽沈曼雯校內分機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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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動化學
館第37站嘉義
輔仁中學。

經7千哩程、37校、8500人次參與 過程圓滿順利

校長張家宜（左三）與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二）、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右
二）、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左一）、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右一）等為外語大樓
藝術走廊共同剪綵。（攝影／蔡昀儒）

【記者賴
奕安淡水校園報導】外
語學院為營造優美的空間與優質
的學習環境，在外語大樓進行空間美
化，增設休憩設施和繪製壁畫，並於上
週五在外語大樓舉行藝術走廊啟用揭幕
儀式，由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以及外語學
院及系主任皆出席剪綵活動。張校長表
示，校園空間不能光靠總務處維護，必
須大家一起來愛惜，「希望每棟學院大
樓都能展現自己的特色，擁有新氣象，
祝大家新年快樂。」吳錫德表示，外語
學院完工啟用至今，一直是校園最美的

空間，「這次透過藝術走廊的美化，希
望能讓教學空間更有藝術價值。」
作品以共同創作的方式繪製，包括俄
羅斯許願娃娃、英國大笨鐘、唐吉柯
德、日本傳統文化代表、巴黎鐵塔、巴
別塔、科隆大教堂等。參與壁畫創作的
英文二林雅琪說：「我選擇最能代表英
國的大笨鐘為主題，第一次在牆上作畫
的感覺很有新意。」西語系的壁畫以畢
卡索筆下的唐吉軻德為主角，背景再用
西班牙國旗顏色紅、黃兩色暈染，是西
語碩二陳妤婷、黃意惠、張薰芃共同創
作，繪圖過程也讓他們對這地方更有認
同感。（攝影／李鎮亞）

本校第113所姊妹校 日本福岡女子大學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1月正式與日本福岡女
子大學成為姊妹校，為本校第113所姊妹校。國際長李佩華表
示，日本福岡女子大學校長梶山千里曾擔任九洲大學校長，而
九洲大學為本校的姊妹校之一，梶山千里在今年調任福岡女子
大學後，希望繼續與本校保持合作交流，因而促成兩校締結為
姐妹校。
日本福岡縣內的福岡女子大學於1923年成立，是本校在福岡
縣的第一所姊妹校，至今已經有80多年的歷史，以培育國內外
女性為創校宗旨，相當重視發展英語訓練，以及與國內外的大
學進行交流，學校設有文學院、人間環境學院兩大學院。李佩
華補充表示，該校與日本其他姊妹校相比，離臺灣是較近的，
也有直航的飛機班次，鼓勵同學若有機會可以前往進行研究或
其他學術活動的交流。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由
本校承辦的「2011國際化學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chemistry，IYC
2011），自2011年3月起至2011年12
月止，為期9個月中，行動化學車
在歷經約7000公里哩程數中，繞臺2
圈，並跑遍16個縣市，包含離島鄉鎮
縣市：金門、澎湖、蘭嶼及小琉球、
累積37所學校及參與人次達8500人，
終於在嘉義輔仁中學舉辦最後一場，
為國際化學年畫下句點。擔任活動總
主持人的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這
是本校的國際盛事，除增進本校的國
際知名度、及提升校譽外，以「行動
化學車‧全臺走透透」，來履行科普
下鄉、奉獻教育愛心的社會責任。
國際化學年辦公室執行秘書暨化學
系校友高憲章相信，透過本次的系列
活動，已經種下科學的種子，因服務
全國國中、高中及社區大學，為資源
較少的偏鄉中學生可體驗生活化學，
進而培養對科學的熱愛。他說明，行
動化學車是以「親眼」和「親手」方
式讓中學生現場操作，「親耳」則
提供以演講及講座的機會，共計51
場，講演內容含生活中化學等。
「親水」以影片的方式介紹臺灣的
水風景，除利於國際宣傳外，也提

醒國人愛惜水資源，並和中國化學會
合作，利用網路申請發送「實驗活動
卡」，卡內有試紙讓申請者可測量水
質酸鹼度。高憲章表示，活動能圓滿
成功，除了團隊的合作，最感謝來自
全國10餘所大專院校100位志工的協
助及化學四朱耿慶的魔術表演等，讓
活動能進行順利。
本校為響應國際化學年舉辦「鍾靈
化學創意競賽」、「2011性別與科技
研討會暨臺灣女性學學會年度研討
會」及「2011居禮夫人特展」等活
動，期望能帶動國內的科學風氣。
2011年是傑出女性科學家居禮夫
人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00年，同時
也是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
（IUPAC） 成立100週年，為彰顯化
學對增進人類生活的巨大貢獻，及表
張女性科學家在科學界的重要，聯
合國第 63 屆會員大會通過決議，將
2011年定為國際化學年 ，並由國際
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UPAC）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共
同策劃全年度的相關活動。IYC2011
國際化學年由國科會、教育部及中國
化學會主導，交由本校等聯合策劃
2011化學年的系列活動。

13日歲末聯歡 大獎等你拿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開開心心迎接新年到！100年
度歲末聯歡會將於13日下午1時30分，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
心舉行。會中將頒發淡江品質獎、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績優、
教師教學獎勵獎及職工資深服務獎等獎項，並舉辦摸彩活
動，今年總計約280個獎項，最大獎項為「張創辦人獎」3萬
元獎金，董事會本次亦提供現金及禮券多樣獎項，大家磨拳
擦掌等著抽大獎！
在活動表演的部分，由蘭陽校園及成人教育部兩單位負
責，都十分神秘表示，「這是秘密！」，但據了解，成教部
將邀請長青族齊聲同唱，蘭陽校園將安排太鼓隊表演，與大
家共度新年！

圖書館即起悠遊卡可影印

【本報訊】圖書館即日起提供悠遊卡影印服務 ，即日起在總
館、鍾靈分館及台北分館只需使用悠遊卡，就可以影印所需要
的資料，不必再買影印卡了！若您原有的影印卡還有餘額，仍
可繼續使用至4月30日，歡迎多加利用。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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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理學院院長王伯
昌（右一）、國科會自然
處處長廖文峰（右
二），一同觀看學
生實驗作品。
3、行動化學館第23
站鎮海國中學生開心
作實驗。
4、行動化學館第26站
中正高中，化學四朱耿
慶與志工們擺出「IYC」
字樣。
5、行動化學館第23站鎮海
國中志工伙伴留影。（圖／
國際化學年辦公室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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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次行政會議
專題報告

柯志恩:再造社團深化服務 白滌清分析獎補助

【本報訊】本校第122次行政會議於100年12月30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報告事項包含第121次行政會議決議
案執行情形、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以及學務長柯志恩以「活力服務話學
務--談社團再造與服務深化」、稽核長白滌清以「100年度教育部獎補助
金額分析報告」進行專題報告。另討論「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柯志恩以活力服務話學務，加上生動活潑的表達方式，談社團再造與服
務深化，從社團課程實施、社區服務學習成效，談到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深
化，其中包括推動社團必修課程過程、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架構，及執行
後的參與人數、多元能力指標、社團經營檢核來了解，其中比較99學年度
與100學年度學生參與各屬性社團人次由4794激增為13466，成長180.9%，
可見成效。另外，成立社團諮詢服務中心協助社團經營，自「大一學生要
甚麼-課程認同度調查」，來設計本學期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並歸納出
在地社區服務類別，及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帶來的變革，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推動價值將使本校系所於社區、社會的曝光度與評價之提升。

好久
不見 老朋友！

13日70人將回娘家聚首

邁向退休新生活 本週二歡送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學期末腳步近，21位教職員
工要邁向退休新生活了！100學年度第1學期退休茶會將於3日
（週二）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會中將邀請榮退教職員分享在淡江服務的生活點滴，及在
職職員表達對榮退職員的祝福絮語，並藉由短短的茶敘時間
交流彼此對淡江的感情。歡迎有時間的同仁前來與會，祝福
退休職員邁向新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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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滌清專題分析報告，從指標權重與經費變動談到本校指
標成
效分析，說明教育部核撥總經費變化，及96年至100年本校獎補助經費增
減變化，再以作業流程圖解析教育部獎補助訪視作業方式；並用數據說明
全國私校比較指標架構與權重，其中包含各校辦學特色質化指標、量化指
標，及前10名各校經費變動情形，讓與會者了解本校獎補助經費的變動狀
況及指標架構。

研究績優 87教師獲淡江之光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99
學年度本校專題研究計畫績優教
師，根據研究發展處統計，研究計
畫經費達500萬元以上計9人，其中
超過100萬元以上有77人，人數比
98學年度多出8位，而今年共有87
位教師，包含近5年累計金額達250
萬元10人。其中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以研究計畫經費超過6千萬元，11
度蟬聯本校之冠。
在績優名單中，以學院統計，工
學院以38人為冠，其次是理學院26
人，管理學院8人。而500萬元以上
者，工學院有3人、理學院4人、教
育學院1人、管理學院1人，依序
為：虞國興、張家宜、陳幹男、吳
嘉麗、林諭男、葉豐輝、王伯昌、

郭經華、王居卿共9人。管理學院
院長王居卿表示：「希望藉由這次
的拋磚引玉，鼓勵管理學院的老師
們，除了專注於個人性的專題計畫
外，也能與外界研究機構或學校進
行大型的整合性研究。」
研發長康尚文對於這次仍是理工
學院的教師居多，他解釋：「依國
科會所做的統計，在全國的計畫案
通過比例中，自然學門及工程學門
的通過率比其他學門高。」
經費300到500萬元者，共14人。
而經費100至300萬元，共有54
人。獲獎名單，詳見網站（http://
www.hr.tku.edu.tw/news/news.
php?class=104）。

【本報訊】人力資源發展處公布
99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優良教師
及100學年度教學優良教材名單，
依「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8條規
定，教學特優教師每月獎金8千，
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優良教材每月
獎金2千。與去年相較，今年增加
教學特優教師，受獎勵人數由去年

的73人，增加至81人，教學特優教
師年領總獎金為9萬6千元，教學優
良教師年領總獎勵金為2萬4千元，
較去年金額增加，此獎項將於今年
度歲末聯歡會頒獎。名單詳見網站
（http://www.hr.tku.edu.tw/news/
news.php?class=104）。

教學特優及優良教師教材公布
找一找，您的老朋友在哪裏？

（圖／田台明提供）

退休同仁40餘人遊蘭陽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好久不見！」退休
人員聯誼會於日前在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的領軍下，
一行40餘人攜家帶眷，和老朋友一起，再次走訪蘭陽
校園，由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秘書丘瑞玲
以及蘭陽校園同仁熱情接待，蘭陽校園特別請蘭馨親
善大使引導參觀校園，讓這些重返母校的老一輩年輕
人備感溫馨。
聯誼會執行秘書李琳也提到，從蘭陽開始建設時就
參與規劃，看著校園從一開始的橘子園、茶園變成這
樣美麗的學校，「真的很不容易！」蘭陽的同學還主
動跟她聊天，提到蘭陽的環境跟制度都很好，讓她感
到特別親切。
李琳呼籲退休人員加入行列，除了在春、秋季都會
舉辦旅行之外，還有很多活動讓老朋友相聚。「這是
一個很溫馨的團體，離開之後還是可以和學校在一
起！」李琳也提及，第2屆退休人員聯誼會第一次會
員大會，將在13日上午11時在Q306舉行，預計有70人
「回娘家」，會後也將餐敘、聊聊彼此的近況。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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