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舉辦的iF設計展，以臺灣原產兼具有環
保概念的「竹節－筷子（Bamboo Knot 
Chopsticks）」，於全球約1萬1千件參
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德國iF百大設
計獎（iF concept design award）。
 iF設計獎素有設計奧斯卡獎之稱，享

譽國際，已被公認為設計的指標競賽。
亦為教育部評定「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
賽」之第1等獎。
  陳宏銘談到設計發想指出，因環保意

識的抬頭，及講求衛生，有時會另放紙
巾在筷子下方，這會增加環境負擔，因
而有了「竹節-筷子」的設計概念，透
過筷子與筷架合而為一，在筷子前端三
分之一處，巧妙設計隆起「支點」，並
計算筷身前細後粗比例，將重心放在筷
身後端，當筷身擺放在桌面，可自然翹
起，前後都不會碰觸到桌面，可保
持夾取端的衛生。陳宏銘說明，竹
子本身抗菌效果佳，竹節設計可保
持衛生，是值得量產的環保作品。
目前與竹業公會商洽中，也與傢俱設
計公司洽談9月前往杜拜參加設計展。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於6月20日在學生活
動中心舉行「101學年度淡江大學
學生出國留學暨國際大使交流團授
旗典禮」，今年有432位在校生將
赴58所姊妹校學習1年，活動當天
不受颱風的影響，仍有近500人熱
情出席，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科長
盧雲賓、外交部北美司科長張惟
忠、德國在台協會副處長古茂和
（Mirko Kruppa）、法國在台協會
學術合作暨文化處專員金娜等貴賓
也蒞臨會場，田本校校長張家宜主
持典禮並授旗，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國際
長李佩華亦出席參與。
  張校長表示，出國留學除了能使自己的

語言進步，了解異國的文化民情外，更
能學會獨立自主，改變自己的人生、求
學態度，這些都是寶貴的經驗。此外，
張校長也提醒大家，平時必須了解臺灣
的文化民情，在異國時被問到時才能解
說 。 盧 雲 賓 肯 定 本 校 在 國 際 教 育 上 的
推動，並且表示希望學生能在留學生涯
中，學習了解國際脈動，提升競爭力。
  古茂和勉勵本校即將出國的學生，雖

然在不同的框架下，重新規劃自己的生
活，是辛苦的，但這就是走到世界的可
貴之處。戴萬欽說，「很多事情自己要
有心願，才能受到父母的支持，出國留
學 也 是 一 樣 的 ， 到 姊 妹 校 學 習 的 交 換
生，須通過層層篩選，是一種榮耀，大
三出國也是個人努力的成果」。
  剛從美國返回的留學生國企三江知祐以

＂Ｗork hard, study hard, play hard.＂鼓勵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布達及單位主管交
接典禮於1日（週三）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交接，新設商管學院（College of Business & 
Management），由財金系教授邱建良挑起商管學院院長的重
任，從張校長手中接下印信。
  張校長感謝主管們過去的貢獻良多，並指示新學年度重點，

接著說明商管兩院學生人數超過1萬人，「在經營管理上是很大
的挑戰」，未來商管學院開院務會議時，將與學術副校長到場
關切。而已申請的國際高等商管學院聯盟（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簡稱AACSB）認證是未來
的工作重點，不僅合併兩院，未來各系所的課程，也須配合調
整。
  卸下18年圖書館館長一職的黃鴻珠，感謝張創辦人的信任及遠

見，讓淡江圖書館的軟硬體設備都很完善，圖書館同仁們披星
戴月地努力貢獻。她憶起當年圖書館面臨Y2K系統轉換「黃明達
教授笑說『如果過不了這關，一起跳淡水河！』
  一級主管異動尚有：張炳煌兼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鈿富兼教

育學院院長、胡宜仁兼成人教育部執行長、羅孝賢兼總務處總
務長、陳叡智兼財務處財務長、宋雪芳兼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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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本校第406

高柏園率行政參訪團出訪

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獎勵本校36件 工學院居冠

資料來源：http://www.webometrics.info/rank_by_country.asp?country=tw

日期 單位 地點

8/10
下午2:00 金門縣校友會 金門高中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

號
8/11

下午3:00 花蓮縣校友會 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花蓮市永
安街100號

8/11
下午2:00 彰化縣校友會 卦山月圓景觀餐廳會議室彰化縣彰化

市卦山路23號
8/12

上午10:00 宜蘭縣校友會 宜蘭縣社會福利舘6樓第3會議廳宜
蘭市同慶街95號

8/12
上午10:30 臺東縣校友會 臺東七里坡餐廳台東市大同路2號

8/12
下午4:00 基隆市校友會 基隆市文化中心第二會議室基隆市

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8/12

上午10:00 南投縣校友會 南投市民眾服務站3樓會議室南投市
玉井街51號

8/16
下午2:00 雲林縣校友會 臺灣雲林農田水利會六樓簡報室雲

林縣斗六市興華街2號
8/17

下午2:00 澎湖縣校友會 文光國小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三多
路450號

8/18
上午10:00 臺中市校友會 臺中州廳4樓會議室（市政府環保局

-舊市府）台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8/18

下午3:00 臺南校友會 臺南二中弘道大樓4樓會議室台南市
北門路125號

8/18
上午10:00

新竹縣
苗栗縣校友會

新竹縣議會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光
明六路8號

8/19
上午10:00 屏東縣校友會 屏東市中正國小禮堂屏東市蘇州街

75號
8/19

下午2:00 高雄市校友會 慶富大樓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號

8/19
上午10:00 桃園縣校友會 第5台推廣中心3F會議室桃園縣中壢

市義民路51號
8/19

上午10:00 嘉義縣市校友會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嘉義市興業東路6
號

8/25
上午9:00 淡江大學學務處 淡水校園體育舘7樓新北市淡水區英

專路151號

評鑑採新4指標    本校全國排名第7　蟬聯私校第一      

  【本報訊】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於6月15
日至20日率領訪問團一行8人，赴中國大
陸參訪南開、天津、山東財經及山東4所
姊妹校大學。訪問團就本科招生、在校
學生輔導、圖書館管理、學校執行資訊
系統建設及學校餐廳服務等問題，進行
交流。本校自民國81年起，本校陸續與
大陸高校簽訂姊妹校協議，迄今已擁有
32所大陸姊妹校。並持續進行具體的交
流與合作，自100學年起，本校首次對大
陸招生，共招收78名陸生來校就讀，人
數為全臺第2。在兩岸學術交流日趨密切
的背景下，本校藉由行政訪問團的參訪
行動，更加強化與大陸姊妹校行政單位
之溝通與交流。
  訪問團成員包括：國際長李佩華、學

務處生輔組組長李進泰、教務處專員劉
佳玟、總務處專員賴映秀、資訊處技士
劉育辰、圖書館組員何孟羚和蘭陽校園
職員李堯婷。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1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
計畫補助，本校通過件數共36件，是近3年來本校申請通過件數
最多的1次，工學院23件為全校通過件數最多。
  通過計畫中，中文四魏亦均以「妖憶前身──胡淑雯小說書

寫策略下少女主義／學研究」為研究主題，他表示，胡淑雯小
說的書寫策略，力圖建構如何觀察少女主義的方法。他在大一
時由於修習現代文學課程，在選文中讀到了胡淑雯的小說，加
上胡淑雯曾來校演講，使他覺得胡淑雯的作品扭轉女性的刻板

印象、突破既有框架，在小說中不用成熟女性的角度，而是用
童女、少女的角度去描寫，在女性主義的觀點上有別於其他作
家。
  電機四林慧柏曾加入機器人研究社，對機器人研究有興趣，

於是結合國科會計畫，以「互動式足球機器人之視覺系統的
設計與實現」為主題進行研究。運用攝影判讀場地資訊、結
合KINECT技術偵測出人體的姿態與互動、踢足球，林慧柏強
調，這個設計著重「互動」，扭轉以往機械給人冷冰冰的感

覺，而由於在機器人方面已經有雛形，所以進度較快，目前只
剩些許程式校正，成品已趨完成。
  化材四張郁莘，研究計畫探討「酵母菌固定化與其過濾行為

之研究」，把酵母菌固定在藻酸鈉及幾丁質中，進行過濾並觀
察其物理性質，找出最佳的固定化條件，由於粒子濃度會影響
酵母菌進行過濾的效果，目前尚在尋找最佳粒子濃度，以進行
研究。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將自10至
25日，在全省舉辦17場新生暨家長座談會，每
場座談會將邀請本校各縣市校友會理事長致詞
及介紹校友會服務項目、各地校友分享在校求
學情形及職場經驗、學校教授代表主講辦學理
念及學生出路，並安排在校生中學校友會學長
姐們與新生座談。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
表示，本次座談會從金門地區開跑，最主要的
目的是讓新生於進入本校前對學校生活、選課
方式及週遭環境有初步的認識，並期勉新生，
「本校校友遍佈海內外共有23萬校友，歡迎加
入淡江大家庭。」欲參加25日在淡水校園舉辦
的座談會之新生及家長，請於21日前將報名表
傳真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02-26261123），
或郵寄至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淡江大
學生活輔導組」。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今年7月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最新名次出爐！本校全球排名第
406名，亞洲第54名，全國第7名，蟬聯私校第一！自2004年以來，西

日本研究中心研討會 展合作成果

土木博生陳宏銘

盲資中心歡樂學習營 　200師生熱情參與

資工葉名祐獲國科會研究創作獎
  【本報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上月19日公告「10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名單，本校資工
系教授張志勇指導應屆畢業生葉名祐，以「視覺感測網路
（Visual Sensor Networks）追蹤技術之設計與實作」計畫一
案，榮獲研究創作獎。
  研究計畫「視覺感測網路（Visual Sensor Networks）追蹤

技術之設計與實作」，內容主要解析無線感測網路的運作
原理和應用，以及闡述追蹤技術的概念，例如：佈置感測
器於監控場所中，擬以形成無線感測網路來偵測，並藉由
追蹤技術連結轉動鏡頭，即時記錄侵入者的移動軌跡和路
徑。張志勇表示，本項專題透過師生共同參與研發，讓理
論與實作相互參照，「不僅激發出學生潛在的創作能量，
也實際建置視覺感測網路，提供即時影像給監控者掌握更
完整的資訊。」
  對於歷年指導的學生頻頻獲獎，幕後推手張志勇提及，學

生透過研究訓練與實作，相信對其未來學術深造奠定良好
的基礎，而其實作培養對於資訊及通訊的技能，也充實學
生在未來就業的競爭能力。張志勇表示，無論獲獎與否，
能見到學生們的成長，才是指導老師最大的收穫。

戰略所高階決策營 實況擬真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 國際事務與戰略

研究所和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於上月6日在長庚
養身文化村合作舉辦2012高階決策模擬營，為國
內首創利用BOSS模擬經營軟體將戰略研究與商
業決策結合運用，並讓學員分組進行決策制定之
對抗之營隊，總計有校內外學生、社會人士20人
參加，戰略所所長翁明賢也全程參與。
  在軟體操作與商業知識的課程後，學員開始分

組模擬預算分配、商品定價和行銷策略等決策的
制定，活動過程和類似現實中商場競爭實況。曾
任聯合報記者的張梅君認為，不同領域的學員會
提供不同的看法。文藻外語學院英文三湯智凱表
示，從模擬抗爭中體驗到企業經營的狀況都是學
校學不到的。義大利籍戰略所博士生杜允士說，
「活動非常精彩，有機會要再參加」。

 張校長主持布達交接   101學年新設商管學院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日本研究中心於6月15日在
鍾靈中正堂舉辦「第五屆產官學合作研討會」，特別邀請
日本電工公司與三進製作所公司一同與會，分別針對鉻酸
與鎳金屬的回收技術進行說明，另由本校參與「產學合作
人才培育課程Capstone Program」之學生進行成果發表，展
現產學合作成果。
　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慶山表示，日本研究中心於2011年

成立，已舉辦5次研討會，參與人士包括深井環境總合研究
所等多家日本廠商，臺灣企業則以淡江傑出校友為主約30
家廠商參與，以亞洲整體環境改善問題為主軸。
  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石田光義表示，美國與日本在產學

合作已有相當經驗，並且有良好成效。因此石田光義特地
引進此合作方式「Capstone Program」，使本校日本研究中
心成為第一個產學合作平台，希望藉由此方式，使學生了
解未來方向並結合產業市場、學術與官方的三方合作，拓
展學生視野與促進臺日交流。下午胡慶山陪同來自日本的
全球女子會代表丸山幸子等貴賓，拜訪本校校長張家宜。

17場新生家長座談展開

兩岸文化體驗營 陸生讚:好親切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於7月

9日至13日在南投清境農場舉行「教育部101年大
專視障學生歡樂學習營」，近200位師生熱情參
與，盲資中心執行祕書洪錫銘表示，本校辦理視
障生營隊多年，了解到大家在營隊所獲甚多，因
此爭取今年再度舉辦。
 課 程 中 ， 以 「 新 識 誰 人 知 」 、 「 天 氣 測 不

準」、「徜徉在你我之間」及「就業『卡』為
讚」為4大主題。其中「新識誰人知」由盲生資
源中心系統工程師賴俊吉帶領學員認識輔具的應
用，即將進入公行一新生林靖倫認為，盲生專用

手機的設計相當實用，為生活帶來很大的方便。
而「徜徉在你我之間」學員以倆倆為一組的方
式，以球為媒介，認識彼此，授課老師卓貞岑表
示，活動中的某些設計，目的是希望學員們做
「不喜歡」的嘗試，進而突破自己，卓貞岑認
為，凡事都要回歸意願，否則提供再多的解決之
道都是徒然的。就讀臺師大的學員鄭宇廷表示，
希望未來可以相互連繫，讓這種互相學習的動力
延續下去。就讀東華大學的隊輔王仁璟說：「雖
然他們看不到，但他們卻是需要被看到的一群，
『無條件積極正向關懷』是我放在心裡的話」。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為期6天的「第3屆兩岸大學師生
臺灣社會文化體驗營」於上月17日上午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典
禮，迎接來自大陸的12所姊妹校、北京11所學校及廈門大學附屬
科技中學。張校長表示，本校非常重視兩岸關係，除了短期研修
的交換生，去年也首次有陸生來臺。當張校長問道「來到這裡有
沒有很親切？」全場都親切地回答：「有！」
  文化體驗營由來自山東、四川、天津、北京、北京理工、西安

交通、吉林、南京、南開、浙江、復旦與廈門大學，以及兩所高
中的百餘位學生與本校42位學生混合編組，6天中有3場臺灣社會
文化專題講座，還特別安排社團活動，體驗淡江特有的社團文
化。同時也造訪士林夜市、日月潭、九族文化村、臺北101等著
名景點，有些陸生表示，「特別喜歡日月潭，因為我們小時候的
國文課本裡面就有一課叫做『美麗的日月潭』！」而此次擔任隊
輔的公行四曾映嘉提到，有這種機會很難得，「不僅讓他們體驗
到臺灣的文化與風土民情，也讓我們結交到許多不同文化的朋

友，我相信兩岸的學生都是滿載而歸的！」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土木系建築組
博士生陳宏銘與建築系系友游雅婷日前參加在德國

  【本報訊】本校於6月18日在教育館ED601會議廳，舉行「100
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共有22位同仁退休，校長
張家宜現場頒發獎狀慰勉。另特頒校長室秘書倪台瑛印有「淡江
情緣」獎牌，感謝她多年來熱心服務退休同仁。
  退休同仁中，服務40年以上的有中文系古苔光、總務處劉淑

媛、化學系林春益。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在茶會上感謝前來歡送
的同仁，並建議全校同仁「千萬不要當保證人」，同時承諾未來
願當同仁房地產顧問。在淡江服務42年的研究發展處出版中心主
任黃輝南，在會上回憶過去在淡江的點滴，並感謝淡江帶給他的
成長。  
  其他退休人員有：蘭陽校園主任室陳砰志、物理系陳偉正、化

學系吳嘉麗、李榮熹、機電系洪祖昌、航太系王如意、財金系劉
順傑、會計系王麗霞、法國語文學系林春明、戰略所林中斌、學
務處徐中馨、衛保組呂月桂、總務處事務整備組梁光華、陳高
妹、王銘煌、蕭桂枝 、李玉春。

獲德國iF百大設計獎

學校 世界排名 PRESENCE IMPACT OPENNESS EXCELLENCE
國立臺灣大學 57 43 145 72 103
國立交通大學 183 225 143 733 263
國立成功大學 187 86 367 460 205
國立清華大學 280 131 374 879 298
國立中山大學 338 114 565 662 494
國立中央大學 349 402 211 1,251 454
淡江大學 406 48 617 676 94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30 224 473 721 923
國立中興大學 439 240 728 909 493
國立政治大學 455 149 518 482 1,395

2012年7月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臺灣前10名學校

     本校土木系博士生
陳宏銘（左）與建築系

系 友 游 雅 婷 （ 右 ）
環 保 「 竹 節 － 筷
子」榮獲德國iF百

大設計獎，授獎時
與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漢堡辦事處處長張維達
（中）合影。

  曾經參加國內、外競賽表現卓越的陳宏銘也分享參賽經驗，「你會發現簡單的設計就是最好
的設計，用最簡單的方式處理問題，或許才是最好的。」並表示未來會朝建築和工業設計兩者
跨領域整合的方向去發展，讓創作更貼近生活。在學業及設計方面，謝謝指導老師陳珍誠給予
思考上的啟發。也期勉學弟妹，「時時提醒自己獨立思考的習慣，與自己對話，隨時發現與修
正各領域中自己最擅長且合適的位置，並且深化它。」

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The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網路計量研究中心之網路實驗室，針對世界
大學的網路學術表現進行評鑑，協助高等教育機構重新
檢視辦學政策及學術研究的質量。本期評鑑指標有關
鍵性的變化，置換成為Presence、Impact、Openness、
Excellence作為評選項目，並賦予指標不同的權重。
  其中，各分項指標的內容概述如下：Presence指標，

占20%，利用全球最大的商業搜尋引擎Google，索引並
計數各大學發表的網頁數量；Impact指標，占50%，由
Majestic SEO和ahrefs兩個機構搜集來自全球數百萬具有
公信力的網路編輯訊息，並提供計數各大學網頁被連結

的次數，再透過「虛擬公投」來評估其質量；Openness
指標，占15%，根據Google Scholar資料庫，搜尋2007至
2011年間所發表之學術研究文件；最後，Excellence指
標，占15%，則是由Scimago Group提供2003至2010年
間，超過5,200所大學的學術論文於各自學術領域被引
用的次數。
  張校長表示，本校在國際排名中由2012年1月第309，

退步至第406，但在全國排名由第10進步至第7，蟬聯私
校第一，顯見本校整體努力有具體成果；在4項指標中
有2項進步，也有2項退步，未來我們將持續檢討，期許
有更好的表現。

（本報第866及867期將有新任主管介紹）。

建築系友游雅婷

所有即將啟程的同學，有個充實的留學生活。
將到波昂大學修習的德文二林怡萱說：「很緊
張、很害怕、但又很興奮很期待！畢竟從沒有
離家這麼久這麼遠，可是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所以也想好好把握。」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方面，本校有4個

代表團獲得遴選，表現相當優異。

  本校校長張家宜（左）親自為大三出國學生授
旗，由國際長李佩華（右）代表接受。（攝影／
羅廣群）

大三出國授旗　432生赴姊妹校圓夢

榮退茶會歡送退休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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