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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
I50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總經理徐峰志
台灣信用卡業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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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所
T702

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策略分析師顏承
暉
當前歐元區的經濟發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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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
T503

輔仁大學翻譯學碩士班教授、跨文化
研究所教授楊承淑
口譯技巧與實務

3/2(五)
10:00

教科系
ED204

中央資管系教授、電子商務期刊主編
周惠文
以小組方式學習JAVA語言-實驗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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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產經系
B511

臺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陳淑華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inancing in a 
Two-Sector Cash-in-Advanc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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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Q409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
心研究員陳信良
台灣深層海水產業之發展歷程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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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特優

點石成金總經理蔡嫦琪談出版產業實務

企業最愛本校私校之冠 新人表現超出預期

前教長吳清基任教政所講座教授

雕塑與環境的對話開展

校園健走 要你腰瘦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大獲好評的女

教職員聯誼會健走活動邀請全校教職員工一同
享「瘦」！本學期校園健走活動，自3月1日起
至6月7日止，每週四下午12點20分至下午1點40
分，舉辦13週的校園健走活動，讓全體職員真
「腰瘦」！
  除延續上次健走目標「每日一萬步」外，更

於活動第2週（15日）在游泳館N201，協助參
與的教職員測量「3分鐘登階測驗（心肺功能
檢測）、腰臀圍量測（替代身高、體重的BMI
檢測）」。另外，此次健走預計將實施2至3次
校外健走活動，健走範圍為淡水校園至淡江農
場（或校園週邊人行道），而活動日期以上課
老師公告為主，並視天候狀況作課程調整。不
過須特別注意的是，此次活動的參加人員於每
次健走結束後，須立即登錄計步器的『總步
數』、『總里程數』、『總消耗卡路里』等3項
數據，未當場登錄者恕不接受事後補登。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
報導】用「心」傾聽自然
的聲音！文錙藝術中心與
台灣雕塑學會即日起至4
月26日聯合舉辦「雕塑與
環境的對話」，展出一系
列雕塑藝品，帶來不同於
一般平面畫作的3D視覺新
體驗！
　另外，將於3月6日上午

10時30分舉行開幕茶會，
下午1時20分開辦接連3
場雕塑座談會，有「看
公共藝術 / 談雕塑、
景觀、環境」、「雕
塑與建築之對話」、
「 雕 塑 與 環 境 景 觀 
" B E N  Q  國 際 雕 塑
營」，邀請專業藝術
家高燦興、台
灣雕塑學會理
事長楊奉琛、
本校建築系教
授游顯德、台
中公共藝術諮
詢 委 員 鐘 俊
雄、台灣雕塑
學會秘書長邱
泰洋來校進行
座談會。
  雕塑在文明

發展演變的歷
程中，一直扮
演著重要的角
色，本次展覽
邀請26位台灣
雕塑專家，以
「環境」為主
軸，展出已完
成設置的公共
藝術，與自選

環境置入的作品模型及作
品說明。文錙藝術中心組
員張人方表示，希望藉由
雕塑家對美學與人文的素
養、敏銳的觀察力與巧手
靈思，讓觀者不但能從作
品中感受到美與善，更進
一步認識雕塑與環境的關

係，及雕塑不可以取代的
地位，重新用「心」關懷
我 們 自 身 所 處 的 生 活 環
境。
  除文錙藝術中心之外，

在校園的角落裡也可見雕
塑大師楊英風與王秀杞的
藝術作品，將之與環境空
間結合，相應相融，讓週
圍環境與觀者也成為作品
的延伸，交織出一加一大

於一的美學經驗。

　雕塑藝術家王秀
杞作品「別有天」。
（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展場多元作品，令

人驚艷！

  【記者湯琮詰、劉昱余淡水校園報
導】繼104人力銀行與《遠見雜誌》
評鑑「2012大學品牌力」本校蟬聯
私校第一後，《Cheers》雜誌公布
「2012年台灣1000大企業人才策略
與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15度蟬
聯私校之冠，調查項目「8大能力指
標」：學習意願強與可塑性高、抗
壓性高、專業知識與技術、團隊合
作、具有解決問題能力、具有國際
觀與外語能力、具有創新能力、融
會貫通能力皆為私校第一。以近3年

全國排名第７  近年本校畢業生職場受青睞提升學校評價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前教育部部長吳清
基本學期起於本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擔任講座教
授，教授「教育新興議題」。吳清基一卸任，高達42
所的大專院校力邀就教，但吳清基只選擇了母校台灣
師範大學與淡江大學。吳清基表示，淡江是個學術自
由的優秀學校，他將利用完整的行政實務經驗與教育
的專業知識結合，不僅把寶貴的經歷精華帶給學生，
並應允，「如果淡江有相關的需要，我很願意幫助與
付出。」校長張家宜表示，力邀吳清基教授來本校任
教最重要的原因是吳教授擔任教育部長前，在師範大
學教授「教育行政」，與本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研

究所的辦學目標完全吻合，
希望透過他對於教育行政上
的實務經驗，在「教育新興
議題」這門課中增加學生對

於教育政策實務的認知。
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表
示 ， 現 在 社 會 變 遷 很

快，因此相關的教育
議題需要及時因應。
藉由吳清基在本校開
課，能讓學生了解教

育政策的理論與實務的
結合。高熏芳指出，本校
為綜合性大學，因此能以

多元的角度關心教育議
題，「吳清基選擇

本校是明智的決
定，也期許能借
重吳清基的經驗

及影響力，協助
本校進行學術產學輸

出及擴大產學合作，提升本

院教師的專業服務，進而能協助國內教育政
策的推展。」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楊瑩則表示，

很榮幸吳清基能來本所任教，希望能借重他
長年推動教育政策的經驗，讓同學了解教育
政策的內容，並讓理論與實務兼重。

　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22
日舉行「出版產業實務與發展趨勢解析
課程及SBIR申請暨招商說明會」。會中
由點石成金文創志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蔡
嫦琪（右圖），分享出版產業的生態以
及趨勢，讓想從事出版業並創業的同學
了解出版業的獲利來源及經營方式，並
提出營運需要注意的事項，例如：市場
競爭力不足、缺乏行銷包裝、沒有穩定
客源。另外也詳盡的分享出版流程中的
印刷實務，蔡嫦琪表示，「我每天都會
問7個為什麼？並與人討論『為何不』、
『如何能』，藉由這個方式能夠時時的
借腦創新，並多思考。」在產業發展趨
勢上，網路的規模越來越大，也造成了
數位行銷，她也分享了點石成金文創志
業的營運模式與經營策略點滴，以鼓勵
後進。（攝影、文／李鎮亞）

來看，全
國總排名
在2009年
至去年皆
為 第 8 ，
今年則提
升為全國
第7。
 調 查 項

目中「團
隊合作」
在 全 國
排名中僅
次於成功
大學，而
「學習意
願強與可
塑性高」

排名第3、「抗壓性高」則排名第4，
另外「新人表現超出預期」，為私校
第1，提升學校評價。
 校長張家宜說，「新人表現超出預

期」的指標中獲私校第一，表示近
年的畢業生到職場上一樣受青睞，
甚至青出於藍。她認為學生多元的學
習經驗，如社團學習、業界實習等，
都是讓本校屢獲佳評的重要原因，尤
其《Cheers》雜誌所列出的8大指標
中，「抗壓性」、「創新」、「學習
意願」、「團隊合作」都不是一般
課堂上能學到的。 不過，張校長強
調，「學歷」理應還是一切的基礎，
尤其是較具專業背景的職業，同學更
不能掉以輕心，只是在資訊發達的時
代中，需要學習的知識將是有增無減
而且是持續性的，「態度」相對來說
就是企業選才的重點之一，自97學年
度開創的「大學學習」課程，就是為
了讓大一新進學生培養正確的學習態
度，「不管是求學或是求職階段，都
是不斷地在學習，唯有持續求進步，
才可以適應競爭日趨激烈的職場。」
  財金四吳宗晏表示，學校的師資陣

容堅強，這是專業領域中一大優勢，
因此對投資理財部分最有把握，而他
也運用課餘時間接觸富邦人壽，接受
企業的訓練，豐富實際職場經驗，另
外，他認為社團發展是一股助力，

「因為在社團中學生能夠培養團隊組
織能力，」他說，社團能讓團隊合作
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他也認為，除
了外語科系，國際觀及外語能力是大
家普遍不足的，而學校與企業交流的
機會，可以參考一些科大的做法，讓
機會增加。
　商管學會會長統計三高郁晴認為，

淡江學生在職場上不可取代的特質就
是團隊合作力，她說：「每個人擁有
不一樣的專業，但若無法整合的話，
這個團隊就無法發揮最大效益」，且
她認為，大學四年中的課程還是多以
通識為主，因此在專業知能上，可以
花更多時間專研自己喜歡的領域，也
可以嘗試其他學系的學程。
  另外，在上週公布之《遠見》雜誌

的「2012大學品牌力」調查，張校長
談到本校需加強2個項目，其中「學
務力」，本校應在「推動學生參與志
工活動、服務學習」的部分再做加
強，可向過去在這領域中表現出色的
輔仁大學、玄奘大學等學校學習；
「環境力」的部分，則因為本校學生
密度高，在教學設備及學習資源的部
分普遍出現不足的情形，目前學校有
興建「資訊教學大樓」計畫，同時會
陸續汰換老舊設備，增加學生可利用
的資源。

　圖為本報資料照片。（攝影／林奕宏、資料來源／2012最佳大學指南、製
圖／李又如）

　【本報訊】18日化學系邀請中央研究
院院士林聖賢蒞臨淡水校園，以「Recent 
Developments in Molecular Photochemistry」
（二分子光化學的近展）演講。除理學院師
生參加外，並吸引文化大學助理教授陳輝

龍、東吳大學化學系系主任呂世伊等人均一
同參與。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很榮幸邀
請林聖賢擔任化學系的特約講座教授，「林
教授自願不支薪義務協助，希望能藉由他的
研究經驗，讓大家學習更多的視野。」

 林聖賢任化學系特約講座教授

（攝影／鄧翔）

Cheers

優等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於14日

舉行「100年度網路通訊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成果發表會，本校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和石貴平
與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台南大學和長庚大學
的教授共同編纂的課程教材「嵌入式無線感測
課程模組」和「物聯網概論」，在優良教材評
選中脫穎而出，分別獲得特優獎和優等獎。
　課程教材「嵌入式無線感測課程模組」由

本校張志勇教授與清大資工系教授許健平、中
央資工系教授張貴雲和台南大資工系教授陳宗
禧共同編纂，內容主要解析嵌入式感測器的運

作原理和架構等，另外又加入了該技術在節能
方面的應用教學。而課程教材「物聯網概論」
則由本校石貴平、張志勇和長庚大學教授吳世
琳共同編纂，闡述讓各種生活用品具備網路功
能，實現智慧家居、智慧交通等普及化的概
念，例如利用手機控制冷氣和燈光開關，冰箱
自行上網訂購食材宅配到家裡等。張志勇表
示，從資料搜集到進行編纂，兩套教材需各花
一年時間完成，並且早在2年前為教材修訂期間
於本校進行試驗教學以作調整，而有參與試驗
教學的學生在相關的對外比賽當中也取得好的

成績，「學生的戰績更加強了兩套教材獲獎的
說服力」，例如去年9月資工系學生在第11屆旺
宏金矽獎以作品「無線感測蘑菇總動員－真菌
人文樹道」榮獲應用組銅獎。張志勇也指出，
為了讓學生更容易在未來和產業界的發展接
軌，現在學生正需要學習尤其像物聯網這一類
前瞻性技術，有助提升未來就業的競爭能力。
他又特別感謝協助搜集資料和編纂工作的研究
生，「獲獎是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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