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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私校第一！其中學術出版檔案數量
（Rich Files）由去年的300名躍升
至136名。全球排名相較去年第272
名，總名次雖略有波動，但近幾年
總排名趨勢，可見本校穩定於300名
上下區間。校長張家宜表示，這代
表本校所採用方法適切，有良好的

新春團拜

揭幕

張校長金龍相贈
賀龍年大吉
（攝影／馮文星）

【 記 者
楊 蕙
綾 淡 水
校園報
導 】 本
校一年
一度的新
春團拜茶會於6日上午10時，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新春團拜茶
會，海報中「龍吟呈祥新春樂，
虎嘯吉慶諸事順」對聯及會場
招財進寶財神爺、喜氣的獅頭，
讓現場充滿年節氣氛。校長張家
宜、3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也
參與團拜。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節慶上龍
與虎的成語最多，而淡江屬虎，
虎年時她曾贈送與會同仁金虎，
今年則以金龍相送。她也列舉
「生龍活虎」、「龍鳳呈祥」、
「龍馬精神」等與龍有關的祝賀
語並說明，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是權勢、富貴、尊榮的象徵，她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龍年大吉！
張校長另請資訊處專案發展組組
長徐翔「龍」與財務處審核組組
長張小「鳳」，在新春團拜時
「龍鳳呈祥」獻上祝賀。
張校長感謝全體教職員工生在
過去的一年為學校奮力打拚，使
得校務各項績效表現亮麗，而101

整，但改變絕不是為了排名。學
術領域要長期耕耘、經營，成果
才會漸漸顯現。長遠來看，張校
長也期許本校在國際上的定位能
夠更加進步，並勉勵在104年校務
評鑑之前，各單位、系所應要把
握時間自我反省，才能針對癥結
改善，持續進步。

2012年1月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台灣前10名學校

年度相較於前幾年有系所評鑑、
60週年校慶、校務評鑑等重大繁
雜的業務較無壓力，張校長請各
單位利用這一年，思考自我改善
機制，如重新檢討KPI值等。她並
指示101年重點工作有「準備104
年系所評鑑資料」 、「募款興建
資訊教學大樓」、「進行標竿學
習」。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上台祝賀時
說明今年龍年，而龍為中華文化
傳統中象徵吉祥動物，並舉易經
乾卦：並以「九二見龍在田」、
「九五飛龍在天」、「九六亢龍
有悔」等比喻說明「龍」，其中
指出，龍在成長的初段，只能選
擇做一條潛龍，藏於深淵，不為
人所見。不為人所見，才能減少
受外力干擾的機會，默默地進行
修練，以待時機。另說明乾卦
的最後一卦，「見群龍無首，
吉」，是一種有容乃大的精神，
能讓所有人都各司其職、各安
其位，便使所有人都可以成就自
我。最後，高柏園也敬祝本校校
運昌隆，張校長政躬康泰、萬事
如意。（攝影／李鎮亞）

班牙文造詣尤深，曾長期擔任總統
暨行政院長的西班牙語即時口譯，
也熟悉英文、葡萄牙語等外語，吳
寬提到，去年邀請他來演講獲得系
上同學熱烈迴響，未來有機會仍會
再邀請他分享外交工作經驗。吳寬
鼓勵欲從事外交工作的同學，除加
強語言能力，也要培養國際觀、法
律政治等觸類旁通，以發揮自己的
核心競爭力。
本校曾被校友譽為外交人員搖
籃，除了周麟外，另有西語系校友
劉德立任巴拉圭大使和歐研所校友
徐光普任巴西代表。

【本報訊】100學年度歲末聯歡會
於1月13日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熱鬧登場，表演活動先由蘭陽校園主
任林志鴻領銜，率領全球創業發展學
院院長劉艾華及4位系主任共同組成
的太鼓先鋒隊，以「擊鼓迎賓-鳳陽
花鼓」揭開序幕。
接著，礁溪三民國小太鼓隊帶來
「雷神+雷雨」表演。而成人教育部
樂活學苑師生則帶來「樂活組曲」，
除了獨唱另由合唱團演唱「愛的真
諦」由姚雛鳳老師所指導的「日本舞
踊」擔綱，節目搭配之「平成音頭」
合唱曲，是由樂活學苑「唱歌學日
語」學生演出。現場演出充分顯示
「快樂學習，享受生活」，樂活學
苑學員平均年齡約60歲，最資深的學
員為80歲，讓觀眾親見長者的樂活生
活。
張校長感性表示，感謝全校同仁為
淡江奮力打拚，接著頒發教師專題研
究計畫績優獎、教學獎勵獎、優良職
工及職工資深服務獎等。而第6屆淡
江品質獎，也在聯歡會上由張校長親
自公布，由總務處得獎，獲頒獎金15
萬元及獎座。
今年張創辦人也到場參與，全場
的同仁鼓掌歡迎。他致詞時談到，隨
著教育學院搬遷至新大樓，現在每個
學院已有專屬的大樓，他勉勵全體同
仁繼往開來，在未來的10年使淡江進
入世界一流大學之列。最後壓軸抽大
獎，張創辦人親自抽出並頒發董事長
獎、姜名譽董事長獎及創辦人獎，由
學術副校長室秘書何憶萍獲得創辦人
獎。

排名

SIZE

42
63
72
113
125
182
190
280
295
309(272)

71
24
291
47
547
64
6
15
288
136(86)

VISIBILITY

RICH FILES

SCHOLAR

194
41
6
287
56
19
142
251
33
297
144
83
176
351
88
638
202
66
493
354
167
456
102
486
425
148
403
697(420)
136(300)
269(275)
（資料來源/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內代表2011年7月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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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2/16(四)
12:10

德文系
T503

演講人/講題
德文系校務發展計畫教學特色-中德口
譯系列指導活動(第7場)台北歌德學院
藝文活動策展員崔延慧老師
中德口譯-藝術篇

臺北校園
2/15(三)
19:20

國企系
D406

2/18(六)
10:10

國企系
D222

淡江大學100學年度特色計畫之業師演講永
光化工公司榮譽董事長陳定川
挑戰高科技之路
淡江大學100學年度特色計畫之大師演講中
央研究院院士、產業經濟學系特聘研究講
座教授麥朝成
歐債危機與歐盟未來

e筆中華語文知識庫發光

【本報訊】由本校研發的數位e筆，近期又大
放異彩！日前由馬英九總統所發表啟動，本校
「e筆書畫系統」也受邀負責其中重要內容，由
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就每一個正體
字以e筆書寫，轉檔成影片及圖檔，架設在網頁
中。在中華語文知識庫的介紹中寫道：在每一個
字，查到從甲骨文、金文到隸書、楷書、行草等
字體的寫法，不僅有字，拜科技之賜，張炳煌老
師用e筆書法存檔，還可以看見書寫的筆順，對
教師的教學與學習非常有用，這都是以前的辭典
不敢想像的突破。
此外，朝日新聞的記者都留悅史先生一行人，
也曾於去年12月專程至本校訪問，對於本校研發
的「e筆書畫系統」及目前學校配合的設備、或
者對外的影響等，進行詳盡的訪談。並於日本1
月份的朝日新聞刊出專題報導，內容將「e筆書
畫系統」反映在傳統書法學習的重點加以說明，
並清楚介紹各項功能。同時，對張炳煌在近2年
來，受邀前往各縣市所進行的國民教育語文科教
師的書法教學講習、導入e筆的教具和教材特有
的學習功能，在其報導中，皆予以相當肯定。可
見本校「e筆書畫系統」不斷為各方廣為應用，
成果十分亮眼。

校園安全衛生認證蒞校稽核

【本報訊】10日上午9時進行校園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認證的教育部代表吳宜樺小姐、成功大學
陳慶樺先生陪同4位稽核人員，包括稽核長劉榮
昌、稽核員郭獻文（左一）、唐進勝（右一）、
林正鄰到校實地訪評。
稽核會議由校長張家宜擔任主席，總務長鄭晃
二進行簡報，接著由委員進行意見交流。稽核內
容包括實驗室及實驗室相關人員之訪談。環境保
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表示，稽核報告也將成為本校
持續改善的依據，而訪視結果將於日後來文公
布。（攝影／謝佩穎）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率領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
華等共同組成的太鼓先鋒隊，以「擊鼓迎賓-鳳陽花
鼓」揭開序幕；成人教育部樂活學苑師生，帶來活力
十足的演出。（攝影／李鎮亞）

【本報訊】本校1月3日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榮退
同仁歡送茶會。100學年度第1學期21位榮退人員包括：中國文學
學系教授陳文華、土木工程學系技士賴有義、資訊工程學系副教
授林丕靜、保險學系副教授林麗銖、英文學系副教授卜溫仁 、
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陳山龍 、未來學研究所專員陳真善、成人
教育部專門委員李德昭、編纂翁麗珠、體育事務處講師李雨農、
教授郭月娥、教務處編纂蘇聖毅、專員翁献榮、專員漆小英、總
務處編纂吳珍季、技工張南輝、工友白瑞琦、李麗美、林素霞、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教育學院搬
至新地點囉！地點為過去的自強館，將名為「教育
館」，在新學期的開始，將在新地點為大家服務。
雖然一切仍在整理中，教育學院秘書陳娟心表示，
相信同仁很快就可以就緒！
此外，大忠街校門，指南客運乘車處週邊的改善
工程，已驗收通過，將待區公所通知，即可開放通
行。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這次本校藉由
與區公所的互相合作，達到改善週邊居民生活空
間、學生的上下車安全及完成區公所的都市規劃的
三贏局面。相信在新的動線規劃下，校園週邊會更
有次序。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台北

茶會歡送榮退同仁 邁向樂活未來

新學期 空間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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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更多公立大學。但這次退步的
網頁能見度（Visibility）項目，本
校雖積極推動、參與國際會議，
「若是規模可以再提升，可望加
強淡江在國際上的聲望，未來會
針對此方向再多做研擬。」
張校長也提醒，排名只是工
具，雖可以檢驗本校在學術領域
和資訊化的成效，並即時改善調

蘭成賀歲 創辦人與會同歡

校友周麟任巴拿馬大使

【本報訊】本校西語系校友周
麟，於1月份赴任巴拿馬大使。他
畢業於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及歐洲
研究所，獲法學碩士學位，並於智
利天主教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
位，其博士論文曾獲智利歷史學研
究年度最佳論文。周麟早年通過外
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即進入外交
部服務，歷任駐西班牙、智利暨駐
哥斯大黎加大使館秘書及駐葡萄牙
代表等職務，與外交部科長、副司
長，並曾獲保舉為外交部暨行政院
模範公務員等榮譽。 西語系系主任
吳寬表示，很高興周麟擔任巴拿馬
大使，他在求學時相當認真，很清
楚自己的生涯目標，因此很早就在
進行外交考試的規劃，其本身的西

成效。
張校長指出，針對全球超過2
萬所學校調查的世界大學網路
排名，所採計的幾個項目：網
路數量（Size）、學術出版檔案
數量（Rich Files）、在Google
Scholar中學者文章被引用數量
（Scholar），是本校本來就有的優
勢，在這些項目上的排名一直都
表現不錯。本
校很早推行資
訊化，師生在
學術出版方面
學校
佔有優勢，只
國立台灣大學
是藉由這個排
國立成功大學
名，讓大家知
國立交通大學
道淡江努力的
國立清華大學
成果。不過，
國立中央大學
張校長也建議
國立中興大學
各單位要有更
大的野心，設
國立中山大學
立標竿學習對
國立政治大學
象，積極學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其他學校的長
淡江大學
處，讓本校能
夠更進步，超

演講看板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全球排名309 亞洲排名43 學術出版檔案數量躍升至136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
每半年公布一次的世界大學網
路排名（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最新名次出
爐 ！
本校全球為第309
名 ，
亞洲第43名，全
國第10名，蟬聯

1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組員王仙峰、覺生紀念圖書館組員曾美媖，
其中有9位參與榮退茶會。
校長張家宜恭喜大家，「未來可以每天
睡到自然醒！」員工福利委員會主委林震安
期許，將來要針對退休人員多辦
些活動，讓大家退休後仍能有機
會聚聚聊聊。退休人員聯誼會理
事長林雲山也笑談，退休後才知
道學校每年仍致贈退休人員3千元
禮金，表示學校仍很重視、關心
同仁退休的生活。
資工系為所有退休人員獻上一曲
祝福，而林丕靜老師在現場立刻
感動拭淚。另外，原為未來學研究
所專員陳真善雖已在日前退休，但
仍回校參與此次茶會，她表示，在
未來所的日子，讓她十分開心，而
她要在最快樂的高峰退休，同時證
明她的決定是對的，目前的她在擔
任義工，臉上寫滿喜悅也談著這3個月南來
北往的充實生活。
屆齡退休的成人教育部副主任李德昭，在
校已30餘年，來歡送他的人紛紛獻花擁抱，
他說：「在座曾與我共事的同仁，過去我曾
對你們說，『任何單位沒有少了誰會做不
下去』，但現在我告訴你們，這句話是騙人
的，因為沒有你們『我真的做不下去』。」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語一出，台下一陣笑聲及掌聲。
總務處技工張南輝、工友白瑞琦在校的無
私貢獻更得到現場無數掌聲，與會者充份感
受淡江這個大家庭溫馨、感動與愛。

資工
獻聲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左
二）與資工系教職員包括
教務長葛煥昭（左三） 、
系主任郭經華（左一）
等， 為所有退休人員獻上
歌曲， 祝福 他們往後的退
休生活。（攝影／李鎮
亞）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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