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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品牌大學 本校私校第１
調
查

全國排名第６ 就業力、競爭力出色 商管財經學群居私校之冠

【記者施雅慧、劉昱余淡水校園報
導】根據104人力銀行與《遠見雜誌》
連續5年針對大學畢業生的綜合競爭力
調查，評鑑「2012大學品牌力」，此次
調查有別於以往就業力與競爭力兩大向
度，今年首度增加學務力與環境力，並

且將評鑑給分的對象從企業擴大到家長
與學生，本校在企業最愛調查中表現優
異，擠下中山、中央等國立大學， 勇奪
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排名第6。另在學
群品牌力的表現，本校「商管／財經」
學群深受企業青睞，居私校之冠，僅次

新春開筆大會 張校長凱道揮毫

校長張家宜（左四）在總統府
前凱達格蘭大道開筆揮毫。（攝
影／黃文智）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由
中華民國書學會主辦、本校協辦的
「壬辰新春開筆大會」，於11日邀
請校長張家宜及中華民國書學會會
長暨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
煌擔任開筆官，在總統府前凱達格
蘭大道揮毫賀歲迎新年。今年邀請
12位開筆官，包括前考試院院長
許水德、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黃石城、總統府第三局局長
張國葆、國策顧問白冰冰、文建會
參事鄧豐懿、中央警察大學校長謝
秀能等人，書寫主題『春至揮毫如
意、龍年翰墨吉祥』。張校長運筆
從容，書寫一個大『揮』字，字形
工整優美，博得與會人士讚賞，並
對本校長期參與推動書法之傳承及
e筆科技之發展，多所肯定。
此項大型揮毫活動，由張炳煌創
辦、中華民國書學會主辦，16年來
持續舉行，是國內最具規模的書法
活動。現場除了主席臺前的開筆揮
毫區之外，並設吉祥揮毫區與如意
揮毫區，邀請各界書法家代表、書
法愛好者，數千人同時揮毫，見證

1

於臺大與政大，顯見私校生的表現並不亞於國立
大學。
此外本校在「就業力」、「競爭力」表現亦十
分出色，分別位居全國第3與第4，均肯定了本校
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危機應變處理與職場接軌的
就業 能力。 對此校長 張家宜 表示： 「學校 長期
的努 力，已 經在這幾 年的企 業最愛 排名中 展露
無遺，尤其是連續多年超越多所國立大學，並蟬
聯私 校第一 ，這也是 過去校 友們累 積而成 的光
環，全校師生應更齊心戮力繼續擦亮這塊金字招
牌。」她更期勉「同學在校時就應打好基礎，精
進各項技能，畢業之後持續經營個人品牌，從工
作中培養專業、提升自我能力。」
然而在「學務力」與「環境力」的表現， 本
校各居企業最愛十大品牌大學排名中第9、第10。
「學務力」是以推動學生參與志工活動、學術指
標論 文發表 、校園國 際化與 師資教 學為評 鑑面
向；而「環境力」的統計
是以建置綠色環保校園、
教學設備、學習資源與校
園環境為調查指標。
國企二林虹廷家長陳麗
惠表示，當初選擇淡江，
先是以孩子的興趣為主，
再者是以科系的未來發
展來考量，而淡江也有
相當的知名度及豐富的資
源，陳麗惠強調，資源如
何應用及學生對於學習的
自主性才是最重要的，她
說：「學生要了解自己
的不足，並有效利用學

校資源」，她期許學生在學時，要規劃未來方向，
才能使大學生活更精彩、有目標。資工二林子傑家
長趙鳳鑾認為淡江歷史悠久，在師資及教育方針上
是吸引家長選擇的因素，「最主要是淡江有獨特的
質感，會使家長們信任學校一定能培養學生優秀能
力」，但她也表示，「淡水校園的舊校舍可以再整
修，建造出風格明顯的校園。」
學生會會長財金三徐振傑認為，學校一直以來
在課外活動是採多元性化的方向發展，因此讓學生
有更多的表現機會，參加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學到拓
展人際關係及培養軟實力。徐振傑也表示，學校的
佔地不大，因此在環境力的部分可以再努力。產經
二黃琇貞則認為，這個調查有其可信度，但學生們
不可以此為傲，因為許多成就主要還是個人努力的
累積，黃琇貞說：「當外界給予這樣的評價時，我
會謙虛接受並更加積極創造不可取代的能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書學會會長暨
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
（左一）與張校長（左二）及本校
中文系榮譽教授王仁鈞（右一）一
同揮毫。（攝影／黃文智）
傳統文化所受之重視和愛好書法藝術
的盛況。本校中文系榮譽教授王仁鈞
也受邀於活動現場揮毫，享受翰墨飄
香的饗宴，並展現一代書法名家的技
藝與風範。張炳煌表示，現場還有12
位全國書法比賽得獎的國小生，擔任
「書傳生」接棒書寫，象徵「薪傳」
之美意，「看到傳統藝術—書法後繼
有人，令人十分感動﹗」開筆官及名
家揮毫之墨寶，與當日得獎作品，將
於3月23日起至4月5日在國父紀念館舉
行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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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2/20(一)
10:00

財金系
L206

中央大學財金系教授陳鴻毅
Does Revenue Momentum Drive or Ride
Earings or Price Momentum?

2/20(一)
14:10

經濟系
B302D

經濟系專任助理教授蔡明芳
中間財定價與最終財廠商的研發策略

2/2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2/21(二)
13:10

經濟系
B302D

2/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2/22(三)
14:10

管科系
U605

2/22(三)
14:10

商學院
I501

2/23(四)
10:00

會計系
B61 6

2/23(四)
12:10

德文系
L412

臺師大化學系副教授王禎翰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in the Materials
Science Research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博士劉育昇
The Choice of Selling Mechanisms in
Online Auctions – Evidences from eBay
拍賣模式對拍賣結果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天文所助理研究員王為豪
Observations of Galaxy Evolution and the
Implication to Cosmology
國際票券金融公司協理暨中山分公司
經理羅天一
建議管科所應有的職場技能-以金融服
務業為例
證基會人才培訓中心主任王甡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講座-財金人的
職業生涯發展
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呂建安
企業及無形資產評價
德文系講師、教育廣播電臺德文教學
主講老師張南思
從商務口譯至演講口譯

亞洲所與日
2/24(五)
本研究中心 亞洲人權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8:30
驚聲國際會議廳
2/24(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統一證券自營部投資副理張家萍
證券投資分析實務

臺北校園
2/23(四)
19:30

財金系
D409

前中華民國駐史瓦濟蘭大使 趙麟
台灣人應有的「國際IQ」與「國際EQ」

新人力資源系統 開跑囉

菲國Urdaneta City 大學校長一行23人訪校
【本報訊】菲律賓Urdaneta City
University校長Dr. Elizabeth A.
Montero等一行23人，於16日蒞校
參訪。首先由覺生圖書館館長黃鴻
珠和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帶領館
員接待，並介紹本校軟、硬體設備
及進行校園巡禮後，由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主持簡報及座談會。
該校教職員首站來到覺生圖書
館，參觀2樓閱活區、5樓非書資料
區，以及9樓的西文書庫，而後進
入海博館參觀，對於館藏「地球
儀」頗感興趣；接續轉往驚聲國際
會議廳參與簡報及座談會，文學院
院長邱炯友、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教育學院院
長高熏芳、國際長李佩華皆參加，
戴萬欽在座談會中以影片介紹本校
歷史，也說明學校的師資、教學理
念和系所特色。Dr. Montero校長亦
提供影片介紹該校，該校為公立社
區型大學，成立於1966年，有5所
學院，約6千名學生。

█淡水

演講看板

參訪貴
賓在參訪
海事博物
館時，對
於蘭嶼拼
板船十分
感興趣。
（攝影／
羅廣群）

【本報訊】接連兩週本校人力資源發展處召
開「教師評鑑作業單位工作協調會」、「教師
評鑑作業說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蘭陽同
步視訊。人資長鄭東文主持會議，由管理企劃
組組長朱家瑛說明依本校新修正公布實施之
「教師評鑑辦法」各項作業方式。
「教師評鑑作業單位工作協調會」會中說明
各單位依教師評鑑作業時程表、教師評鑑各作
業單位舉證扣分資料一覽表等，製作專任教師
評鑑分項評分準則的減分表等各項作業，與會
教學與行政單位皆提出不少建議，問題大多為
扣分及加分標準的認定。
另外，1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由資訊處校務
資訊組進行「教師聘任系統」說明，專員吳建
明簡報新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中的教師聘任系統
作業方式，其中包括擬聘教師基本資料維護、
新進教師預先排課等。
鄭東文表示，教師聘任系統資訊化後，可減
少人力及紙張作業， 他感謝資訊處投入人力協
助設計系統，包括已於1月10日上線的教師招募
系統中英文版。他指出，有應徵教師者寫e-mail
反應本校的教師招募系統做得不錯。他表示，
新修正公布的「教師評鑑辦法」，有些資料需
要各單位舉證及彙整，雖然會增加相關單位的
負擔，但仍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淡江時報資料庫伺服器硬體及系統更新 期提供多元服務

【本報訊】本報為提供讀者更多元的服務，並配合資
訊處數位設計組將建置完成的「淡江時報影像新聞資料
庫」，已於日前進行硬體設備升級，該資料庫系統預計
3月初上線。
系統包含照片管理及照片線上申請二大功能，照片管
理將方便本報同仁及校園記者上傳照片，未來校園記者
上傳的照片，也會自動匯入至學生學習歷程中，成為學

生的作品，期望可以吸引更多同學加入校園記者的行
列。另外，校內同仁可利用照片線上申請機制，索取需
要的影像新聞資料，照片為保護智慧財產權的考量，照
片呈現將自動增加浮水印功能，
期待未來系統將可提供更完整的
服務。

活力知識show淡江點滴 宣傳招生影片甄選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招生宣導影
片甄選「招告天下，生生不息」活動即將開跑
嘍！青春洋溢的淡江人聽著，勇敢站起來，拍出
屬於你和淡江的故事，透過鏡頭看到不一樣的淡
江，就有機會獲得一萬元！甄選主題共分為3大類
型，可擇一製作：「活力洋溢show淡江」，介紹
學生社團等；「知識殿堂in淡江」，介紹系所、
師資、教學資源等；「我在淡江的點滴」，介紹
自身在校的生活經歷與體驗。
須選定一種主題投稿，內容須為6至15分鐘，
以70%介紹學校為主，30%自由發揮。作品電子
檔請以完整影片檔規格且解析度1280×720以上
NTSC標準規格，DVD格式，AVI或MPEG4之檔
案格式繳交，請繳光碟片，須為DVD播放機可讀
取之VD-Video格式。參賽作品可以個人或團隊
名義送件，團隊人數及參選件數均不限，本校師
生員工及畢業校友皆可參加，自3月6日至20日將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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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現場繳交或郵寄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組，詳情請上招生組網站查詢（http://www.acad.tku.edu.tw/AS/main.
php）。

劍橋學者發起抵制Elsevier期刊價高 引學術圈關注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今年1月劍橋大學數學
教授Timothy Gowers在他個人部落格發表了「Elsevier
– my part in its downfall」表達對於Elsevier以商業模式
經營學術期刊出版品的不滿。而由34位各大學研究人
員建立聯合抵制的公開簽署網站，全球已有超過5800
位研究人員公開簽署。
本校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圖書館1年花在期刊
上的經費為6千多萬，今年在Elsevier期刊上的費用佔
了2千多萬，而全校共有1院33系提出訂閱Elsevier期刊
需求。她提到，近年全球圖書館業界等相關團體都有
抵制或協商的行動，臺灣則是由臺灣學術電子資源聯
盟向Elsevier進行價格的協商，但Elsevier期刊訂閱的費
用仍以每年平均超過5%的漲幅成長，「若持續下去，
在經費有限但期刊費用持續上漲的情況下，買得起的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期刊種類會下降，可能會產生『學術傳播危機』，對
於學術研究上也會產生影響。」黃鴻珠認為，學者研
究產出的經費來自其所屬機構，學者義務為期刊審稿
及擔任編輯，最後出版的期刊卻由Elsevier定出高訂
費，且必須經由圖書館或研究機構再次付出訂閱費才
能使用。她表示，「呼籲學校教授們能響應此簽署，
停止持續上漲訂閱費用。」
本校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表示，以研究領域來看，工
學院教師在Elsevier期刊上可完整查詢其學術及研究表
現，因此Elsevier期刊出版公司在研究成果的呈現、品
質有其專業度。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認為，Elsevier期刊
出版公司所包括的領域廣度及深度俱足，若能由國科
會或中研院與其達成合理共識定價，較為可行。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春天腳步近了，冬末春初的花季有各類花種同時進入花
春神 期，走在校園會有許多的驚喜，看！淡江校園的山櫻花相
來了 繼盛開，將校園妝點得繽紛多彩、美不勝收。哇！綠繡眼
也飛上枝頭賞花！（攝影／羅廣群、魏珮如）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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