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顏信輝在前言中談到系所發展獎勵可以落實企業管理模
式、帶動良性競爭、表彰績優系所、發揮馬太效應策略，其
制度精神是採用平衡計分卡之觀念，建立教學、研究、募
款、現有、潛在顧客評價，盡量以各系所間可比較性之原

4/25(三)
19:10

保險系
D404

富邦產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台灣產險市場經營分析

4/26(四)
19:20

財金系
D223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長賴清祺
台灣保險產業發展現況與機會

4/28(六)
09:10

保險系
D309

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黃勝堅
死亡管理

4/28(六)
09:10

保險系
D404

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謝幸伶
社會保險之監理

4/28(六)
09:30

管科系
D408

帆宣科技有限公司部門副理張肇榮
漫談創業與創業家精神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將於
25日（週三）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邀請
外交部長楊進添以「中華民國外交之新機會與作
為」為題進行演講，讓本校師生瞭解政府新外交
政策，並與本校師生互動，本校校長張家宜、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也將蒞會。
  針對兩岸議題，將談論有利兩岸合作、交流的政

策，包括以活路外交取代從前的烽火外交。另亦
探討兩岸經貿等主題，同時兼論臺灣對歐洲、美
國的新外交政策。
  戴萬欽表示：「關心外交事務，不應只有國際研

究學院的學生，本校同學修習全球視野課程，在
其國際觀陶冶下，更應多了解本國外交處境與外

交政策，希望大家能把握機會向部長請益！」

   環安中心日前邀請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林正雄，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演講「大地環保與心靈環保」。林正雄說明地球目前的危機，也談到
心靈環保5R：Reduce、Reuse、Recycle、Refuse、 Respect，並提出「環保不是過
苦行僧的生活」，是要從生活中的小地方做起。也提醒大家，消費之前要想想是
「需要」還是「想要」，力行「飲食8分飽，2分助人，就能讓世界與自己的健
康更好」。資圖系組員張瑜倫表示「未來要力行環保！」環安中心專員邱馨增感
動落淚表示，自己喜歡吃到飽的美食，雖然不曾浪費，但當看到某些地區人們的
饑餓，及聽到「富裕國家消耗食物的方式，是造成世界饑荒的關鍵因素。」感到
很愧疚，只要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就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課程內容網址http://
environment.tku.edu.tw/app/news.php?Sn=79。(文／林俞兒、圖／環安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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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一)
09:10

企管系
B607

臺灣金控總經理黃壽佐
國內金控市場之發展

4/23(一)
09:30

管科系
B709

臺灣彩券與博彩研究中心主任劉代洋
臺灣彩券與博彩之經濟效果

4/23(一)
11:10

經濟系
B614

凱薩衛浴公司創辦人暨總經理蕭俊祥
職場的星光大道

4/23(一)
12:00

外語學院
T411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蘇
逸婷
讀書會:文學翻譯與改編：豫莎劇《約/束》
賞析

4/23(一)
13:00

化材系
E830

永豐餘造紙公司紙與紙板事業部總經理彭
振洋
臺灣造紙產業現況與未來

4/2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ofessor 
Michito Yoshizawa
Functional Superamolecular Stacks of Large 
Aromatic Molecules

4/24(二)
10:00

大傳系
O303

民視異言堂記者陳佳宜
在主流中叛逆

4/24(二)
10:10

文創中心
O202

自由影像工作者周旭薇
影視劇本編寫工作坊（一）：如何說一個
好故事

4/24(二)
10:10

國際研究學院
T512

瑞典斯德哥麟大學政治系教授Dr. Masako 
Ikegami
「Significance and the Role of Taiwan in the 
Future Asia Pacific Security」

4/24(二)
10:15

教科系
L102

臺灣知識庫數位學習顧問／資策會講師杜
佩玲
企業數位教材分析

4/24(二)
13:10

經濟系
E829

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曹添旺
能源稅、所得稅與雙重紅利效果

4/24(二)
13:10

保險系
L410

泰安產險副總經理郭鴻文
營業中斷保險理賠案例分享

4/24(二)
14:00

數學系
S433

靜宜大學統計資訊學系教授林建華
A study of feedforward and feedback EWMA 
controller for multistage processes

4/2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大光電所副教授何志浩
Light-and energy-harvesting scheme 
employing the nanoscale photon 
management in the solar cells and the 
photodetectors

4/24(二)
14:10

國企系
B616

格蕾國際有限公司執行長黃怡珮
從虛擬通路到實體通路經驗分享

4/24(二)
14:10

保險系
B505

國泰人壽大陸發展室副處長吳國輔
中國大陸保險市場概況

4/24(二)
15:10

西語系
T605

西語系助理教授劉坤原
駐外見聞與經驗分享

4/24(二)
16:10

管科系
B702

中國人壽處經理簡聰穎
未來就業環境大剖析

4/24(二)
19:00

物理系
S215

物理系教授劉國欽
宇宙還藏有多少秘密？

4/25(三)
10:10

諮輔組
H107

政大附中學生輔導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陳
怡潔
我上網，故我存在

4/25(三)
14:10

財金系
I501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講座台灣銀行副總
經理楊天立
黃金市場趨勢與資產配置策略

4/25(三)
16:10

管科系
B507

科勝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產品應用工程師何
志宗
高科技產業專案實務面面觀

4/25(三)
16:10

文創中心
O306

作家李志薔
生態與劇情的合奏－電影《候鳥來的季節》

4/25(三)
19:00

職輔組
B712

臺灣微軟公司大型企業業務暨經銷事業群
總經理龔書哲
微軟校園巡迴講座：淡江最終場！由微軟
總經理告訴你畢業前應具備的競爭力。

4/25(三)
19:00

生輔組
Q409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
追尋紀錄片與社會運動的軌跡

4/26(四)
08:10

國企系
B616

利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周啟陽
Management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精密
農業管理）

4/26(四)
10:10

會計系
B712

廣臻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龔信愷
個人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節稅實務

4/26(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陳曉倩
Evaluating reliability improvement for an engineering 
design using the multivariate loss function-based method

4/26(四)
14:10

公行系
C001

臺電公司工業安全處處長廖俊貴
如何成為職場上的贏家

4/26(四)
16:00

大陸所
T505

弘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賴如川
兩岸網路貿易操作實務(一)

4/26(四)
19:00

國樂社
L406

南天門絲竹室內樂團邱誓舷
國樂講座

4/27(五)
10:10

德文系
T704

台北歌德學院講師Dieter Lutzenberger
中德口譯實務指導—金融實務篇

4/27(五)
13:10

外語學院
FL106

法國巴黎十大教授 亞蘭米龍(Alain 
Milon)
無語之雙語主義:白朗修與阿鐸論
「譯」

4/27(五)
14:10

產經系
B511

台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黃景沂
台灣銀行產業在兩次金融改革期間的
競爭與存、貸戶福利的變化 

4/27(五)
18:10

國企系
B516

政治大學企管系博士生曾威智
網路社群經營

演講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台北校園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跨國研討學生學習成效品保機制

教政所邀曾志朗、何卓飛、江彰吉、王保進專家學者等180人與會

臺北校園

  【記者梁凱芹、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導研
究所將於27日（週五）在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大學
品質保證機制－學生學習成效之提升」學術研討會，由校長
張家宜主持開幕，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蒞臨致詞。上
午由張校長、高教評鑑中心執行長江彰吉與新北市教育局局
長林騰蛟主持，下午有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何卓飛主持綜合討
論，高教評鑑中心業務處處長王保進、本校教育學院院長高
熏芳也將出席，預計有近180位學者師生參與。教政所所長楊
瑩表示，此次研討會特地邀請國外高等教育學者和國內高教

評鑑中心的教授共同參與，不但可以將國外的高等教育品質
保證機制作為借鏡，更可透過此研討會讓國內外教育學者分
享高等教育學生學習評量的途徑與方法。
 上午有來自歐洲的Dr. Helka  Kekäläinen、英國的Dr. Sue Law

及來自美國的Dr. James Earl Davis 3位學者，3場專題題目為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an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Example of FINHEEC」、「Exploring changes in UK Higher 
Education」與「Reconsider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Learning Outcomes for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下午有6場論文發表，分為2個場次，由臺南大學講座教授
陳伯璋、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吳清山主持，由教授提出論文
發表，探討學生學習議題、高等教育和大學生參與學習社群
動機。藉由論文發表和論文回應探討高等教育與學生學習成
效和品質保證績效的成效，並了解高等教育學生學習成效評
量可參考的指標與方向，及了解不同國家建構高等教育品質
的保證機制。

外長楊進添蒞校談外交新機

國際品質大師Jamil Salmi今蒞校

高教政策與兩岸關係研討受矚

中研院院士管中閔談國際經濟大趨勢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將邀請現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管中閔，於24日下午3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演
講「國際經濟大趨勢」。管中閔是國內計量經濟學的先驅，曾任中
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現為「國際經濟景氣因應小組」的召集
人，協助政府研擬因應歐債及國際經濟問題等相關對策。經濟系主
任莊希豐表示，管中閔院士在產、官、學界都有豐富的經歷，相信
當天演講會讓學生能以宏觀的角度，對國際情勢更進一步的了解。

124次行政會議談系所發展獎勵及               學習成果檢核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期刊《淡江理工學刊》自
3月份第15卷第1期起，英文名稱更名為「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中文名稱維持不變。
  《淡江理工學刊》於1998年創刊，為全英文發表之論文期刊，

總編輯為機電系教授楊龍杰，近年來更應用「線上投稿暨評閱
系統」，將期刊推向資訊化，並經多年的努力推展，已取得EI與
Scopus國際資料庫收錄。楊龍杰表示，更名是為提升該刊之國際能
見度暨服務層面，冀望擴大本刊物在國際理工學術界之觸角與廣
度，突破地區性限制，提升本校學術研究聲譽，持續朝SCI收錄之
目標努力。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歐盟
主要智庫訪華團於17日來訪，在驚聲
大樓T306與國際研究學院師生，以
「Asia-EU Relations: New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China」為座談會主題，
透過交流了解歐洲事務。因此，座談
會 中 ， 討 論 議 題 擴 及 中 臺 歐 三 邊 關
係、臺灣與歐盟簽訂FTA之可行性，
以及歐盟發展經驗分享。歐洲研究所
所長郭秋慶表示：「從事研究時，常
陷入自己的解讀當中，這次透過具實
務經驗的專家學者分享，能加以印證
研究時的想法和議題可行性，並能夠
得到第一手的消息，更拓展了研究視

淡江理工學刊更英文名

美洲所研討會27日舉行
　【記者宋可麗淡水校園報導】

美洲研究所將於27日9時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辦「2012年美國外
交政策與世界情勢」國際學術研
討會，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主
持。研討美國與中國大陸崛起、
美國與世界經濟現況及未來發
展、美國之外交事務角色、美國
在拉丁美洲關係之挑戰及契機。
  陳小雀表示，此會是希冀提升

本所於美國研究領域之深度及廣
度，未來面對美國外交策略的改
變時，有助於我國尋求因應之
道。此次研討會有多位國內、外
學者參與，將發表16篇論文。陳
小雀指出，本次研討會預期效益
除達到學術交流外，也希望宣傳
研究成果，亦可吸引國人關注相
關議題。

  【本報訊】品質保證稽核處於今日（23日）下午
2時30分，邀請國際品質大師Jamil Salmi教授以「亞
洲（或全球）高等教育競爭與合作」為題，在淡水
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英語演講，並與蘭陽校園
同步連線。
  由校長張家宜主持，3位副校長亦將出席，另有

Jamil Salmi教授、高熏芳院長進行座談。Jamil Salmi
為摩洛哥教育經濟學家，現任世界銀行高等教育主
管，著作大多相關於世界一流大學。

 【本報訊】本校第124次行政會議於20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本校3位副
校長、一二級主管皆出席參與。會議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會中財務處財務長顏信輝專題報告「系
所發展獎勵制度」；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
政報告「校級基本素養與系所核心能力學習成果
檢核機制的落實」。會中張校長指出，本次專題
的校級基本素養檢核，必須扣連本校三環五育教
育理念。

歐盟智庫專家來校座談

環安中心教育訓練感動人心：８分飽 2分助人好

查尋研究影響力？圖書館IR告訴你

張校長嘉勉社評獲獎社團老師

　19日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中，校長張家宜（右2）頒發教育部獎牌，嘉勉在全
國社團評鑑中得獎社團（康輔社、學生會、經濟系系學會）的3位指導老師：課
外活動輔導組專員李美蘭（左1）、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曲冠勇（左2），以及經
濟系系主任莊希豐（右1），詳細新聞內容文轉4版。（攝影／張峻銓）

  【本報訊】想知道您發表的文章引發了多少的關注，被多少人、那些
領域的人引用？本校IR為您提供解答，IR為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係將機構本身的各式研究產出，如期刊及會議論文、研
究報告、投影片、教材等，以數位的方法保存並建立網路平臺，提供全文
檢索與使用的服務機制。其功能為：可長久保存學校學術成果與研究歷

程，更能幫助學校展現研究能量，提高本校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存置本校機構典藏系統的論文如有DOI（Digital Objected Identifier）者，

可以在機構典藏系統的資料看到該篇著作被引用的次數，更可以經由點選
引用次數，進入SCOPUS資料庫了解所有的引用資訊及相關研究。（機構
典藏網址：http://tkuir.lib.tku.edu.tw:8080/dspace/）

野。」歐盟主要智庫訪華團是歐洲聯盟在制定政策上進行意見諮詢的對象，此次來訪成員有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
院教授Prof. Frank Delmartino（前左1）、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歐洲分部主任Director Jan Techau（前左2）、埃及
開羅英國大學暨中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客座教授Amb. Klaus Ebermann（前左3）、及艾格蒙研究院
研究員暨全球反恐合作布魯塞爾辦公室主任 Thomas Renard（後左3）。(攝影／張峻銓）

則，決定各構面之績效衡量指標。其遴選程序前5
構面排序之簡單平均數，作為系所發展績效之綜合
排序分數，排序越前者反應出系所之發展績效越
佳，惟前述分數僅為量化指標，可能不宜作為唯一
依據，建議形成相關委員會量化指標表現較佳者，
再從中遴選出績優者，以期能納入質性之因素考
量。並期望能建立制度，未來持續改善。
  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報告校級基本素養

與系所核心能力學習成果檢核機制的落實，談到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的意涵，基本素養的界定，並參
考中原大學學生能力指標系統、逢甲大學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課程規劃與能力檢核關聯，並列舉不易
評量的核心能力。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
為因應去年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政
策及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中國
大陸研究所於14日召開「2012年
高等教育交流與兩岸關係發展」
學術研討會，教育學者與兩岸關
係專家約60人，跨領域的思考兩
岸高等教育問題。邀請陸委會副
主委張顯耀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蒞臨。張顯耀於會中提到兩
岸政策面的問題，他認為陸生政
策該進行全面檢討，除確保台灣
學生權益，還能讓兩岸青年對等
交流，增進國家競爭力。當天也
邀請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劉勝驥

發表兩岸高等教育交流的現況與
展望，說明臺灣高校在試探政策
底線下交流情形、大陸高校積極
推動兩岸高校交流，並展望兩岸
交流合作。
  佛光大學社會系教授陳憶芬首

開先例探討戀愛學分的議題，
從訪問調查中提出兩岸學生情侶
大多禁不起遠距離戀愛的考驗，
維持戀情的方式大多是男生赴
大陸發展，造成台灣人才流失的
問題。現場也有5位陸生代表出
席，談到「三不六限」的政策，
相較於教育政策，陸生較關心打
工等切身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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