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要聞版

教育學院新家
創辦人、校長將揭牌
示，這次典禮除了要感謝大
家的祝福，也要分享教育學
院總算有了「Home」的喜
悅。
活動流程將分為5個部分：
「源遠流長」由創辦人、張
校長進行揭牌儀式；「生
生不息」將在教育館前花
圃植樹；「長長久久」眾師

週
二

Home趴 Hold感情

長貴賓將共同拍攝團體照，
接著享用湯圓象徵「圓圓滿
滿」，最後「悠遊自在」眾
貴賓將參觀教育館各樓層。
高熏芳表示，這樣的創意是
為了要切合教育學院善意、
堅毅與創意的精神，「用這
樣趣味的方式，讓大家有不
一樣的驚喜。」

本校校長張家宜（左三）與北卡羅來納大學校長夫人Mrs. Susan Donaldson Ross（左
一）、北卡羅來納大學校長Dr. Thomas W. Ross（左二）、北卡羅來納大學國際社區及經濟
關係副總校長Dr. Leslie Boney（左四）於會後合影。（攝影／李鎮亞）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美國北卡羅
來納大學校長Dr.Thomas W. Rose一行3人
於14日蒞校訪問。由本校校長暨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董事長張家宜主持簡
報及座談，並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與北卡羅
萊那大學系統簽約儀式」，學術副校長虞
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
佩華及理、工、管理、外語等學院院長也
共同參與。
座談中雙方談及，未來與淡江大學在學
術研究、教學上合作的可能性，如水資

源、化學、遠距教學等方面，期能增進學
術交流的多元性，落實臺美高等教育組織
交流及未來合作的發展性。訪校行程中，
Dr.Thomas W. Rose一行人前往覺生紀念圖
書館、宮燈教室等處參觀。
張校長表示，藉由此次與北卡羅來納大
學系統簽訂備忘錄的契機，加強臺灣與美
國高等教育的交流，提升雙方學術合作與
國際競爭力。FICHET目前已和美國佛州、
德州、馬里蘭州簽訂合作協議，且提供「
臺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金 」，而在此次系
統簽約後， FICHET亦將有機會提供獎學
金，給予優秀大專院生赴美進行短期學術
研究。

低碳日式餐盒26日試吃

新推出的蔬果
盒餐看起來可口
又健康！（圖／
總務處資產組提
供）

教育館共有6層樓，樓層以師生接洽事務
與研究的方便性來設計，一進門2樓為教科
系大學部與師培中心；4樓以上樓層，有系
所辦公室、教師研究室。整體的色調以綠色

█淡水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外國語
文學院與聯經出版社以跨學門、跨語言的產
學合作方式，共同發行《世界文學》季刊，
於6日發刊。首發簽書會於14日在外語大樓
大廳舉行，8位本校作者皆應邀到場簽書，
未開始即有讀者前來等候，聯合報、自由時
報、中國時報也至現場採訪。
校長張家宜在發刊詞中指出這樣的合作
「標示一項成功的產學合作模式」， 《世
界文學》季刊由聯經出版社負責印製發行，
並每年贊助本校約100萬元，出版方向採多
元化路線，務求帶動閱讀樂趣。編輯委員會
成員包括本校與校外學者、還有作家和譯
者。而本校應邀加入美國哈佛大學的「世界
文學研究中心」會員，也使《世界文學》與
世界文學研究接軌。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
示，哈佛大學世界文學研究中心提出，未來
每年提供淡江2個名額至國外參與課程並研
討，「這樣的跨國學習能建立國際人脈，更

為主，寓意著教育欣欣向榮，並加上活潑的
插圖裝飾，高熏芳說：「這樣設計的目的，
就是要讓進來的人能找到幼時的童稚之心，
而且都能感受到我們教育的熱情。」

落實淡江的國際化。」《世界文學》兼顧學
術與通俗，首期主題為「文學與身體」，刊
物分為5個主題：「研究論文」、「研究特
區」、「書評書藝」、「每季一書」、「國
際文壇動態」。
首位現場購書者西語系助理教授戴毓芬表
示，世界文學涵蓋主流及非主流文學，「讓
每種文學都擁有自己的位置」使本書別具意
義。世界文學中每季一書的「極限愛情裡的
極端想望：《中國北方來的情人》」作者法
文系碩一黃亘佑開心地說：「非常興奮自己
的作品能刊在書中，參與世界文學很感動，
未來會繼續提升自己，寫出好作品。」前來
買書的英文三施姵如表示，本身對文學有濃
厚的興趣，看見授課老師寫的文章，「更
能與其感受連結。」相關徵稿訊息洽外語
學院網站（http://www.tf.tku.edu.tw/intro2/
super_pages.php?ID=intro2）。

動起來！
親切，並稱讚女聯會制度健全，
活動越辦越精彩，也鼓勵教職員
工繼續參與女聯會的活動。
大會中除體育老師陳瑞辰，帶
領各位「姊妹」們做伸展操，活
動筋骨紓壓外，更特別設計聯誼
康樂活動「賓果遊戲」，而張校

長在已提供的獎金外又加碼，讓
在場同仁歡聲雷動，得到校長加
碼獎的同仁開心表示，「運氣實
在太旺了，一定要去買樂透試手
氣。」（文／張莘慈、圖／資訊
處數位設計組提供）

畢業校友滿意度調查 搭起母校交流管道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99年畢業校友滿意度與就業概況」
調查結果公布！執行長彭春陽表示，對此次的
調查結果持正面的肯定，透過這項調查能增加
與畢業校友的聯繫、了解他們對母校的認同感
並鼓勵參與校友會，以利於校友與母校交流。
與97、98學年度相較，其中「就業情況」、
「教學（師資）之滿意度」、「公司知名度
佳」、「系（所）上開設專業課程的多樣
性」、「提供校友就業資訊」、「系（所）上
舉辦演講與實務結合程度」等調查結果大幅提
升，如「公司知名度佳」成長13.9％、「提供

校友就業資訊」成長16.1％。彭春陽表示，這
代表本校學生的形象受到企業關注，而學務處
職涯輔導組致力提供就業資訊、校服暨資發處
積極配合教育部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
習方案」並推介廠商職缺資訊，讓畢業校友可
以儘早了解就業市場。
但仍有項目結果數據下降，如「英語課程及
教學對英語能力助益程度」下降近0.3％、「課
程與工作需求符合度」下滑0.3％。
彭春陽認為英語教學是希望學生能藉此增加
專業能力，也能吸引更多外籍生就讀，因此他
建議可先加強學生英語能力，才能讓學生在英

【本報訊】本校第123次行政會議於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會中頒發「良師益友傳承帶
領制Mentor」感謝狀，另有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以「外
語學院的挑戰與願景」、總務處總務長鄭晃二「總務處創
造價值的四個步驟」進行專題報告。另提案討論「淡江大
學『淡江菁英』金鷹獎選拔辦法」及修正草案，張校長表
示，整個辦法依原來精神，過去在董事會運作，今年將開
始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
張校長指出，今年是自我反省、發展特色的一年，各學
院也要集思廣義提報特色計畫，另外在研發處也有多項產
學合作案子待推行，過去未能推行的長遠計畫學術及行政
兩位副校長要督導，讓成效彰顯。而我也將採「走動式」
管理，以了解各單位業務狀況。在境外生的招生部分要多
方了解各國需求，力求即時因應，並針對淡江可招收對象
集中重點招生。而104年的系所評鑑，各系應建立國內外的
標竿，藉由標竿檢討自己。
吳錫德在專題報導中指出外語學院特色：英語專校招牌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品牌佳，累積雄厚歷史資源；《Tamkang Review》歷史悠
久，獲國科會THCI CORE；《世界文學》全國首創等。而
面臨挑戰有：學生人數過多、教師研究能量有待提升、各
系特色未見突顯、校外競爭逐年升高等。建議依各院屬性
訂定教學型或研究型比重，依專業要求輔導學生。吳錫德
指出，外語學院的學生眾多，維繫師生關係是重要課題。
未來要彰顯外語學院的特色，可增設英文系、日文系英語
專班；增設實用翻譯及口譯實作的課程；增設選修外語，
以及增設英語榮譽學程。
鄭晃二分析報告以「物的管理為題」，說明創造價值的
四個步驟，從改變認知、組織、能力及結果，以圖解前端
管理及後端查核、流程管理、風險管理、品質控制，談組
織非變不可的優劣勢，並以SWOT分析，談組織定位，為
組織瘦身。另以數據節電成效，以照片說明改善現況，並
指出新的組織定位「呈現建立一個健康、安全、永續的校
園，作為教學、研究、學習、生活的支持性環境。」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女聯會歡慶婦女節 團康健身喜洋洋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8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年度會員大
會並慶祝婦女節，由理事長暨教
育學院院長高熏芳、體育長蕭淑
芬主持，並邀請榮譽理事長張家
宜校長共襄盛舉。張校長開心表
示，每年的會員大會都讓她倍感

演講看板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世界文學》首簽會媒體關注

123次行政會議 張校長:將採走動式管理 特色計畫應落實標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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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源遠流長、生生不息、長久圓滿

張校長代表FICHET與北卡羅來納大學系統簽約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總
務處與美食廣場廠商合作的低碳便
當，將推出新口味「日式餐盒」，除
了延續淡水校園包送包洗的貼心服
務外，更強調多蔬食少油膩的健康
原則。總務處也將於26日中午12時在
B302a舉辦新品試吃，資產組邀請本
學年訂購低碳便當VIP客戶，推選1位
代表試吃，快於23日前向資產組專員
賴映秀洽詢，分機2027。
此次合辦的廠商，包括元甫素食
園、英姐、江南小吃及龢德堂，將推
出「蔬果盒餐」、「點心盒」、「咖
哩豬排定食」、「海陸全餐」等。根
據環安中心提供資料，紙餐盒製造過
程會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
化物、甲烷及碳氫化物等空氣汙染
源，「一點也不環保」，回收不但成
本高，再處理、再利用的排碳量也相
當可觀。環安中心呼籲「請支持不使
用紙餐盒。」

創作理念：
以兩儀生四象的概念，構築太極虛實的意象空間。頂天立
地拔地起的雙螺旋柱狀造型，用形而下的「實」寓意著根基磐
固；以形而上的「虛」代表不斷推展多層面向與世界接軌。
是一種歷練，在過去，臨海工業區扮演著台灣經濟的重要幫
手，帶領台灣，走向繁榮；是一種期許，面對未來，更將以蛻
變『昇華』的全新角色，再次助領台灣，邁向光明璀璨的新世
紀。

2版 淡江真好行 安全順暢通校園 3版系所評鑑研討學習成效 4版 文化週把臺灣搬進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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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
報導】「House只是一個建
築，Home卻是一群人與愛
的結合！」教育學院於週二
（20日）下午2時22分在教
育館（原自強館）舉行新建
築啟用典禮，張創辦人建邦
博士、校長張家宜將蒞臨主
持。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表

昇華 ．作者楊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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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授課吸收更多。

繁星推薦放榜 本校錄取241人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1學年
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於日前公
布錄取名單（網址：https://www.caac.ccu.edu.
tw/），本校共錄取241人，錄取者在校成績班
級排名前10名有69位，佔32.7%；招生錄取名額
最多是企管系有13名。參與繁星計畫將進淡江
的荊琳說：「淡江的商管科系滿有名的，所以
決定來淡江；未來想多修習這方面的課，加強
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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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Salestrader in international equities
Michael Sperr
Of butterflies, bear markets, blogs, and beer
政大財務管理學系教授張元晨
The Costs of Corporate Name Changes:
Evidence from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
萬兆企業有限公司國外部經理邱淑麗
外貿經驗分享
法國文化協會法文教師Philippe
如何準備法語檢定考試DELFA2與B1的寫作?
長庚大學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助理
教授李亦淇
Sel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tem cell
colonies on biomaterials
中山醫學大學生物醫學科學系教授潘慧錦
Long tract of CAG repeat RNA is
pathogenic in transgenic animals
民視主播許仲江
豐富人生閱歷-新聞迷人之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工處設計科科長
李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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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THE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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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觀點談商業策略

董事會周新民主任秘書談「淡江菁英金鷹獎」
【本報訊】本校第123次行政會議提案修正「淡江菁
英金鷹獎」選拔辦法，通過了修正案。增設了評審委員
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三位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
員，校友若干人及社會賢達人士組成委員會，進行審查
事宜。本報特專訪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談25年來金鷹
獎選拔的過程及成果。
「淡江菁英金鷹獎」由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於民
國76年創立，並與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共同推動，以
鼓勵淡江校友獻身國家、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回饋母
校。金鷹獎第一位頒給研究超導體有成被提名諾貝爾物
理獎的物理系校友吳茂昆博士。
他回憶，金鷹獎創設至今25年來，推選出眾望所歸的
金鷹獎得主共190位，其選拔辦法首先於每年3月1日至8
月31日，由全國各地校友會及海外各地區校友會推薦甄
審，並將初審結果由各校友會正式行文推薦至本會，不
接受個人推薦及申請，再由本會秘書室彙集複審，呈請
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和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共同決選，
當選之金鷹獎得主將被邀請於校慶慶典中受獎。淡江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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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聯誼會並舉行老鷹歡迎小鷹加入儀式，共同策劃團結
校友回饋母校等事宜。歷年來選出的菁英在各行各界都
有非常傑出的表現，所以本校才會連續15年獲得企業最
愛私校第一名。菁英回饋母校捐款十分踴躍，其中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慶男校友捐款一千萬，更新宮燈
教室的設備。另有化學系金鷹獎得主林文雄，除捐款500
萬為學術發展基金，另將化學館階梯教室改成水牛廳，
更新視聽音響設備；英文系金鷹獎得主現任淡江菁英聯
誼會會長侯登見，除捐巨額獎學金回饋母系，並在淡江
校園「福園」捐建巨型金鷹乙座，以表徵淡江校友皆為
菁英，鷹揚萬里。
他談到，金鷹獎歷經四分之一世紀，所推舉出的菁英
校友對學校、社會貢獻卓著。淡江今年進入另一個甲子
的開始，在張校長卓越領導下，為達成淡江另一個甲子
的圓滿，必須借重校友的力量，期盼菁英聯誼會能承先
啟後、繼往開來、團結合作，大力協助母校全面發展，
建設淡江為世界一流大學之一，達成張創辦人建校的心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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