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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本校主因企業評價居首

█淡水

所新生選擇本校就讀考量的重要因素為：企
業評價、就業機會、研究環境；碩士在職專
班新生為：師資陣容、課程設計規劃、學術
排名、企業對畢業生的評價。
這3項分析報告，顯見新生對於本校聲譽印
象所受最大的影響是：本校連續蟬聯「企業
最愛私校生」第1名之高知名度，這項殊榮有
助於本校整體優良形象的提升。
根據大一新生自我能力評估，認為自我能
力較高的前3項是：承受挫折及壓力、團隊合

作及情緒管理的能力；對入學後的期許是：
專業知識、人際關係及外語能力。這與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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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大能力
指標，其中本校學生抗壓性高、團隊合作能
力，皆為私校第1，與新生在自我能力評估大
致相同。分析中顯示，大一新生在進入本校
時，大多已具備抗壓性、團結等特質。對入
學後的需求專業知識居首，其他人際關係及
外語能力，未來學校將透過教學特色計畫等
方案，使畢業生具
備該領域應具有的
專業素養。
教務長葛煥昭表
示，影響新生選填
意願總體看來有3

高等教育大師Jamil Salmi來校座談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面
對21世紀的挑戰：競爭或合作？」這
是目前臺灣高等教育最關心的問題，
本校於23日邀請國際高等教育大師
Jamil Salmi蒞校演講，由校長張家宜
主持，全校一二級主管近百位與會，
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張校長在開幕時先感謝Jamil Salmi
蒞校演講，因為他的演講議題對世界
各國高等教育均有很大的啟發。Jamil
Salmi認為高等教育應該以推崇學生
創新的能力為方針，並提出發明、實
驗精神、跳脫窠臼思考、把握機會、
打破既有的規範與框架、嘗試錯誤、
並從錯誤中得到快樂，7個方式來培
育學生的能力。會中Jamil Salmi並與
張校長、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及與會
者座談問答。高熏芳提問未來何以藝
術較受重視？Jamil Salmi舉Apple產品
說明，當高科技產品的外觀相似時，唯有「美學」能使其出眾，透過創造力會發展出意想不到的產品。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問到「Jamil Salmi談到美國有一所名次向來居首的商學院，其落到第7名的原因及其復甦方
式。」Jamil Salmi解釋，「更新（renew）自己」是要務，在全球競爭且技術進步的時代，若以一成不變的方
式教導相同的內容已不可行。戴萬欽以「法國大學開始以英語授課」為主軸提問，Jamil Salmi強調「學校必須
做出選擇。」第1：想把重心放在中文教育上，吸引想學習中文的學生前來。第2：以國際化為發展方針，使
學校能吸引國際學生。Jamil Salmi並說明，國際化程度並非比較學校外籍人士、出國留學師生數，國際化的
新指標：是吸收全球化的優點，塑造符合學生需求的課程，以及提供學生畢業後到世界各地工作的機會。
會計系副教授林谷峻提出「短期間內評估學生的學習程度與創造力有其困難，該如何改進。」Jamil
Salmi舉例，美國在大學生入校第一年實施學習評估測驗，在完成學位前，再測驗一次，評量在修業
期間的學習程度，「把評估的重點，放在評估附加價值與所增進的能力上。」（攝影／盧逸峰）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項：第1，每年在《Cheers》雜誌有目共睹的
「企業評價」，打造淡江好口碑；第2，研
究所在專業領域的「個別表現」優異，發展
出自我特色，成功打下知名度；第3，「課
程實務性高」，與產業連結緊密，讓本校同
學對職場有較高的適應力。葛煥昭也談到，
在碩士在職專班新生的開放式意見中，選擇
就讀本校的主因另有交通便利性，顯見臺北
校園的交通便利性，對在職者而言相對重
要。
西語一蔡旻潔表示，自己在加入高雄校友
會後，生活更豐富多彩。她強調，社團提供
學習機會，容易有管道學習課程以外的東
西，「在參與活動中遇到困難，必須自己設
法解決，這讓我收穫很多！」

深化英語授課下學年實施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
為因應少子化衝擊，教育部擬開
放陸生與東南亞學生來臺就讀，
校長張家宜於日前指示本校應積
極準備英語授課環境，通盤檢討
現行英語授課制度，由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成立專案小組，教務長
葛煥昭擔任執行秘書，並於20日
行政會議中報告英語授課方案之
相關內容。
虞國興表示，本校擬自101學
年度起，除中文系、國企系、
外語學院各學系，蘭陽校園4系
外，其餘各系所每學年需有2門
採英語授課課程。此處所指英語
授課的定義為上課、考試（教
師命題、學生答題）、作業皆使
用英語。目前本校大二、大三皆
有1堂必修科目是採英語授課，
顧及到若學生英語能力不足，恐
將影響其專業基礎能力培養。因
此，自下學年開始將取消此一規
定，改採申請制。他強調，希望

將課程改為學生自行選修，讓學
生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另
為體恤英語授課教師準備課程之
費時，學校也擬定減授學分之配
套措施，降低教師授課時數負
擔，讓英語授課教師能更專注於
課程內容品質之提升，採英語
授課之教師每1學分得減授0.5小
時，至多減授3小時；同時，每1
門英語授課會搭配1名教學助理
輔助教學。
虞國興進一步談到，為提高英
語授課成效，暑假將派種子教師
6至8名至國外學習，回國後辦理
英語授課工作坊，分享交流學習
心得，進而全面提升英語授課品
質。期望在104學年達到每系所
至少有4門課程採英語授課，各
學院開設1個全英語授課學分學
程的目標。虞國興說：「希望修
習英語授課課程的學生，能同時
達到真正提升英文能力，並增進
專業知識的目標。」

外長楊進添談活路外交 教政所邀學者探討高教品保機制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為讓本
校師生對於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外交
現狀有更深的了解，國際研究學院於25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邀請外交部長楊
進添，演講「中華民國外交之新機會與
作為」，介紹臺灣推行「活路外交」的
政策背景，並舉出「活路外交」的各項
推行成果。
楊進添說明「活路外交」的政策背
景，以及我國在外交環境上所面臨的挑
戰，再以臺灣與美國、日本、歐洲聯盟
等國際關係的改善，說明政策推行的影
響和成效。對於「活路外交」他舉出一
句話：「我們可以選擇朋友，但不能選
擇鄰居」，因此台灣應正視中國勢力的
崛起，打破與中國的惡性循環關係，進
而拓展良性循環，開展我國向外的國際
空間。
對臺美關係而言，美國重申對我國的
安全承諾，和對我國加入國際組織表達
支持。同時部長也帶來好消息，預計今
年底，臺灣將可能列入美「免簽證計
畫」候選國。楊進添強調，期待我國

即日提供影印卡退費

【本報訊】台灣富士全錄公司即日
起至5月15日，提供影印卡退費服務。
但必須是在本校圖書館購買且未毀損
的影印卡，才能退費，每張影印卡需
扣除15元工本費。退費詳請參閱圖書
館News得來速（網址：http://blog.
lib.tku.edu.tw/post/2/5132）。圖書館
為使服務更貼近師生的需求，即日至
5月5日舉辦問卷調查（網址：http://
www.lib.tku.edu.tw/survey/），歡迎
上網填寫。

外交部是「新科技與商機的創造
者」與「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讓民眾能分享外交政策帶來的各
項好處。

身心障礙生甄試
考生服務隊貼心關懷
【記者李亞庭、歐書函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於20至23日在
淡水校園新工學大樓與活動中
心舉行10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
大專院校升學甄試。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本校因
長期參與試務，相關經驗豐
富，加上盲生資源中心平時給
予身心障礙生多項協助，較了
解身障生甄試的需求，也能提
供較完善的服務。對於各系名
額，葛煥昭希望未來各系能盡
量釋出名額給身障生，因有許
多身障生想報考的科系，由於
類別不符，讓不少學生喪失報
考及就讀本校的機會。
教務處祕書陳漢桂表示：
「今年有2位需洗腎考生應試，
學校事先詢問需求，並準備專
門教室以供考生於休息時間洗
腎。」此次考生服務隊由盲生
資源中心約20位學生組成，陳
漢桂說明：「同樣是身心障
礙者，較能了解應試生的需
求，對於相關器材與設備也
較熟悉，也因此讓考生順利應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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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教政所主
辦的「大學品質保
證機制－學生學習
成效之提升」學術
研討會，於上週五
（27日）在臺北
校園中正紀念堂舉
行。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開幕，中央
研究院院士曾志朗
（左圖）在開幕致
詞中表示，這是人
類新的戰爭世代的
來臨，此戰爭並非
槍砲而是才能與智
慧，我們將面臨高科技、經濟和社會的全新考驗，身為教育
學者對於現今學子深感擔憂。
上午3場專題演講邀請到來自歐洲的Dr. Helka Kekäläinen、
英國的Dr. Sue Law及來自美國的Dr. James Earl Davis3位學者。
張校長表示，今天邀請的3位學者各有其國家特色，因此我
們能藉以了解各國對於高等教育學生學習品質保證機制的特
色。整場研討會主要探討高等教育學生學習成效和品質保證
績效，也可參考各國的指標與方向，並從中了解不同國家如
何建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教政所所長楊瑩表示，此次
研討會對於未來大學評鑑有很大的幫助，也可提供教育部或
高教評鑑中心作為參考依據。
教心所所長李麗君以「大學學生學習成果評量機制與實

例」為題目發表論文，探討評量大學學生學
習成果並和參與者討論。教政碩二曾雅如
說：「從這次研討會可以看到不同國家學生
學習成效的例子，並可藉由學習他們的優
點，作為高等教育學生學習的評量參考。」
（文／潘倩彣、攝影／李鎮亞）

性別平等教育今開講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今日（30
日）、5月2、3日將有3場「性別平等教育訓
練」，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
主講，在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蘭陽
校園CL506、臺北校園D501同步視訊。各梯次
時間為今日（30日）、5月2日（週三）為上午
10時10分；5月3日（週四）下午1時10分，未
及報名者，亦歡迎參加。

策展經理人實務講座５/10前報名

演講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淡江新鮮人關注學校排名及知名度、未來就業機會、學校整體形象

【記者楊宜君、歐書函、林佳彣淡水校園
報導】品質保證稽核處、教務處日前進行100
學年度大一新生入學考量、研究所及碩士在
職專班新生問卷調查結果出爐，大一新生入
學考量不分學院，最容易對本校產生印象的
因素是「本校畢業生為企業最愛私校第一」
的媒體報導。大一新生皆認為「學校排名與
知名度」、「未來就業機會」與「學校整體
形象佳」為3個主要入學時的考量因素。研究
所及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問卷調查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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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文化創意產業
中心將於5月19日上午8時50分舉辦「策展經理
人實務工作坊」，邀請3位業界專家主講。主
題有「創藝企劃：策展規劃與行銷實務」、
「跨界合作：談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藝
企合作：藝術與企業合作的新局」。有興趣者
即日起至5月10日（週四）下午5時前，至線上
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搜尋「策
展經理人實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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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Festival教材作者Sylvie Poisson-Quinton
法文冠詞之用法
Festival教材作者Sylvie Poisson-Quinton
法文過去時態之用法
世新大學財金系教授陳煒朋
Price Discovery in the S&P500 Index
Derivatives Markets
關貿網路公司董事長何鴻榮
政府與企業之差異-國營事業人才管理與策略
中研院經濟所教授黃登興
Human Capital Distribution, Growth and
Trade
法國律師Denis Forman
你準備好就業了嗎?
科盛科技(Moldex 3D)高級工程師徐泰易
Continuous Lubricated Squeezing Flow
Technique And Equibiaxial Elongational
Rheology
西語系助理教授劉坤原
從托雷多阿爾卡薩堡(EL Alcazar de Toledo)
的電話對話探討西語翻譯
台糖營業處執行長曾見占
國營事業多角化經營與人力運用
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陳平
Does Arginine Side Chain Length Really
Matter?
宇軒數位媒體執行長李崑謀
App and Beyond App行動軟體跨界創新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
長陳定川
創業需具備的能力
中研院天文所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蘇裕農
The Formation of Massive Stars: An
Observational Perspective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陳憲揚
A coset decomposition of the orbifold VOA
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主任工程師吳及揚
工程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推理小說作家呂仁
推理小說的百變風情：兼論臺灣推理名家
名著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佐藤正廣
從東日本大地震談日本社會的特質
數學系博士候選人宋曉明
On the Existence of k-sun systems
前馬來西亞古晉西連中學校長黃偉雯
從旅遊的觀點看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
後期製片與後期導演洪瑞憶
影片製作實務之探討與欣賞
Fresco Microchip Inc, Taiwan country
Manager陳資欣
就業經驗分享
宏遠證券副總經理張煥昌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講座-承銷(投資銀行)實務
陳育平
文化體驗
富品家傳統美食品牌經理李東展
傳統品牌創意設計
隆福行總經理、歷史系系友會會長洪哲文
我的徵人經驗
教育部大學多元入學工作圈顧問蔡閨秀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之「如何訂定招生條
件」研習會
創意連結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虹年
數位內容產業化
公共圖書館培育數位資訊素養能力之策略:
從國中圖談起國立臺中圖書館助理輔導員
梁鴻栩
施羅德投信投資長陳朝燈
投資長的投資學
中正大學臺文所教授兼作家郝譽翔
旅行、閱讀與創意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江振瑞
Sink-Connected Barrier Coverage
Optimization for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教授蘇郁如
Nonparametric MLE for doubly-censored
data with frailty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博士後研究員李鎧光
1946年上海市議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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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馬偕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黃乙白
「越愛越美麗」性平影展講座 電影：怦
然心動
品牌贏家顧問公司總經理蔡益彬
看！你沒看過！歐美超創意廣告大分享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許玫芳
《紅樓夢》之新知與故事
通核中心教授兼主任陳杏枝
「倫理與反思-聖與俗的進路」學術研討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沈世宏
邁向零碳與再生能源百分百之世紀展望
美國美利堅大學亞洲中心主任趙全勝
A Critical Shift of American Strategies towards
East Asia（美國對東亞戰略之重要轉變）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陳明郎
Relative Effects of Labor Taxes on
Employment and Working Hours under
Different Mechanisms Determining Working
Hours（勞動稅對就業與工時的相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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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楊濟華
化不可能為可能－義大世界成功經驗
的背後
藍天電腦集團百腦匯行政管理中心總
EMBA
經理游添榮
D402
大陸IT通路市場及百腦匯發展藍圖
歐盟中心 資深歷史講師廖慧真
D303
巴黎時尚處處流-- 咖啡、鑽石、香檳
管科系
D504

環保署長沈世宏5/4蒞校 談零碳與再生能源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隨著溫室效應、能源短缺問題等環保議題在全
球日益受到關注，回顧臺灣是否對環保同樣的關注？未來可能出現哪些環保趨
勢？水環系將於4日（週五）上午10時，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沈世宏，
在Q409進行「邁向零碳與再生能源百分百之世紀展望」專題演講，就臺灣正
在面對的環保問題與學生分享。
水環系系主任李奇旺表示，即使目前油價一直上漲，但暫時還沒嚴重影響臺
灣居民的日常生活；加上臺灣的水費低廉，大眾對於節水省電的意識仍然處於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放鬆狀態。他期望，這場演講讓學生進一步了解節能環保的重要性。

文錙盃學生書法賽5/7前報名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與中文系將舉辦「文
錙盃學生書法比賽」，5月7日截止報名。請上書法研究室、中文系網站下載比
賽辦法及報名表（http://www.finearts.tku.edu.tw/ccfac/penmanship.html）。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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