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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成效走穩 新生報到率97.08%

█淡水

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很高興大傳系能
連續3年受到學生的青睞，「我們深知會有愈
來愈多人對傳播媒體感興趣，這令我們更身
肩教學使命，希望學校能在師資和設備上提
供更多幫助，以利吸引兩岸學生的目光。」
工學院今年提升了1.49%，進步最多，工
學院院長何啟東表示，工學院因應校務發展
特色計畫將電機系列入特色系所，進行相關
宣傳，而讓電機系電資組報到率達100%。在
招生策略上主要是組成招生團隊並製作工學
院簡介光碟片和運用各地校友的力量，發揮
招生效益。另外，因均衡發展系所特色，各
系運用資源以增加學術能見度，如機器人團
隊奪世界冠軍、航太系太陽能無人飛行載具
「鸑鷟號」試飛成功等，讓學生了解工學院

特色及願景。
理學院今年新生報到率增加1.39%，其中學
士班達100%，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主要
是增加新生的歸屬感和活力，會指派資深年
輕教師擔任導師，隨時聆聽學生的需求，幫
助他們在課業和生活上的適應。而前進高中
計畫、化學行動車、高中營隊等相關活動將
持續進行，以增進本校的知名度。
全創院增加0.81%，其中的語言系和資創系
軟工組各增加4%，全創院院長劉艾華表示，
因為新生名額少，所以各系都很積極前往各
高中採用團體面談、主動與學生及家長聯絡
等招生方式，「而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在
於讓課程、師資完善，提升辦學成效，再加

日期/時間

上英語授課及大三出國重要特色，在口耳
相傳之下得到肯定，自然就會得到較好的結
果。」
外語學院則增加0.56%，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表示，外語學院歷史悠久且投入豐富的國
際化資源，在國內具有一定的水準，是家長
和學生選擇的重點之一。他也提到，「德文
系今年雖然有降低，但應該只是回到正常的
平均值，而俄文系因為就業市場環境改變，
造成人才需求轉移使得報到率降低。但選擇
俄文系就讀的學生性質有些改變，有部分學
生擅長音樂領域，規劃未來前往俄國進修，
也讓俄文系成為外語學院中最具音樂及表演
天份的科系。」

巴拿馬拉丁大學校長蒞校盼結盟
德波昂 CSU沙加緬度姐妹校來訪

【記者仲葳、盧逸峰淡水
校園報導】上周陸續有3所
高校外賓來訪。上月24日下
午巴拿馬拉丁大學、28日本
校姊妹校加州州立大學沙加
緬度分校、德國波昂大學蒞
校訪問。巴拿馬拉丁大學
校長Prof. Modaldo Tunon來
校，首先拜訪校長張家宜，
而後聽取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主持簡報。加州州立大
學沙加緬度分校有Dr. Don
Taylor、Dr. Guido krickx、
Dr. Paulo Pinto3人；德國波
昂大學有漢學系主任Prof. Dr.
Ralph Kauz來訪，皆由國際
長李佩華接待。
戴萬欽表示，巴拿馬拉丁
大學創立於1991年，總校區
位於巴拿馬城，另設立3個
分校，學生人數高達一萬餘

人，為私人興學優良大學院
校之一。張校長今年5月曾
與本校校友亦為巴拿馬大使
周麟一同訪問該校，由校長
Tunon接待。他十分鼓勵教
師積極從事國際交流，因而
此行向張校長提出期望簽訂
兩校交流協議書，希望增進
兩校在學術、研究及互訪的
交流。李佩華陪同Tunon校
長參觀宮燈教室、覺軒花
園，以及覺生紀念圖書館，
Tunon校長對於圖書館數位
化資料，協助教師及培育學
生查詢與運用圖書資訊能
力，十分讚賞。國際處另安
排參觀文錙藝術中心及海事
博物館。Tunon校長對本校
的教學與研究、校園環境優
美，留下深刻的印象。
28日上午，加州州大沙加

緬度分校Dr. Don Taylor等3
人蒞校，戴萬欽、李佩華、
國企系系主任鮑世亨、成教
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
參與簡報座談。在參觀圖書
館時3人同時直呼「Beautiful
View！」並對圖書館的優良
環境，十分肯定。
周湘華對來訪外賓介紹本
校的中華語文研習班，希望
更多外籍人士來校學中文。
下午，德國波昂大學Kauz
主任蒞校，由戴萬欽、李佩
華、歐研所所長郭秋慶、中
文系教授盧國屏等共同接
待，雙方洽談未來在漢學方
面的交流、擔任客座教授以
及交換學生等合作關係，進
一步的交換意見。

企業最愛研究所《遠見》評鑑

商管類蟬聯私校第一
【記者潘倩彣、李亞庭、藍硯琳淡水校園
報導】由遠見與104人力銀行共同合作調查
之「2013企業最愛研究所評鑑」調查結果出
爐！本校在「商管／財經」領域蟬聯私校第
1，全國第5。「觀光／餐飲／休閒」和「媒
體／傳播」領域分別為全國第3及第7。
《遠見》與104人力銀行每年邀請上千家企
業，選出心中最佳的研究所排名。今年「企
業最愛研究所評鑑」將2010、2011年連續兩
屆的7大領域擴大為9大領域研究所評鑑，把
過去範疇較大的「商管／財經／觀光」類評
鑑，細分為「商管／財經」與「觀光／餐飲
／休閒」，而「人文／傳播／社會科學」分
出「人文／社會科學」與「媒體／傳播」。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表示，「在張校長的
帶領下，加上所有教師的共同努力與學生積
極態度，才能有此佳績。」期望未來藉由理
論與實務結合，引導學生至業界實習，可在
畢業後順利與職場接軌，並且結合AACSB計
畫，使商管學院未來更具國際化。
產經所校友高雅姿表示，「淡江學生在業
界以團隊合作、主動學習能力以及溝通能力
最被讚許。」亦認為，創意發想是淡江學生
最大的競爭力。現於NOWnews擔任記者的大
傳所校友許惠晴說，傳播領域以世新、文化
等校畢業生為主力，但是「淡江畢業的學生

比較有想法」，總能創造出不同的可能性。
現於新光人壽任職的保險所校友鐘御郡認
為，保險業所需要的是可塑性及抗壓性，淡
江的畢業生皆具備，且淡江人比起他校生更
容易融入團隊。

【本報訊】由大傳系校友陳寶旭擔任監製
的電影〈逆光飛翔〉，9月上映以來靠口碑開
出千萬票房，即將代表臺灣角逐第85屆美國
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競賽，為臺灣爭光！
大傳系第一屆畢業的她，希望透過電影也
能讓觀眾看到淡江的美好，對於打敗眾多強

片獲奧斯卡提名資格，她表示，〈逆光飛
翔〉是改編自一位盲生追逐音樂夢的真事故
事，「獲得提名很開心，這是劇組努力後的
共同光榮，但真正離奧斯卡還有段距離，我
們只要堅持自己的路，相信觀眾都會被本片
所感動！」

哪些學校「商管／財經」領域的
碩士生表現最佳?
2012年排名
學校
2011年排名
1
國立臺灣大學
2
2
國立政治大學
1
3
國立成功大學
3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4
淡江大學
5
4
（私校第一）
6
國立中山大學
7
國立中興大學
6
5
8
東吳大學
9
逢甲大學
6
10
國立中央大學
6
《遠見》「2013企業最愛研究所評鑑」調查
中，本校蟬聯「商管／財經」領域私校第一。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研究所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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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外語全創學院皆提升 大傳系再達100%

【記者莊靜、王雅蕾、黃致遠淡水校園報
導】至上月25日止，教務處統計101學年度
日間部新生報到率為97.08%，較去年增加
0.31%，理學院、工學院、外語學院和全創
院皆有提升。而報到率達100%為大傳系、理
學院學士班和電機系電資組，其中大傳系蟬
聯3年達100%、理學院學士班進步最多提升
8.33%。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過去10年本校報到率介
於96.5％~98.5％，「此數據並不亞於國立大
學報到率，這是本校良好聲望與努力招生的
成果。」葛煥昭說明招生措施上，各系會到
各高中舉辦講座增加本校能見度，並於放榜
後主動與新生交流，展現歡迎新生誠意，增
進報到意願。

演講看板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法國在臺協會法語事務專員
Mm. Valentine Gigaudaut
法國生活文化面面觀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
學系教授周瑞仁
漫談植物工廠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營運長張嵐菁
暢談安永多元化的人才交換
計畫
逢甲大學纖維與複合材料學
系助理教授/綠色能源發展中
心組長呂晃志
生物氫產製與能源應用
奧美公關總經理謝馨慧
創意無所不在
國研院奈米元件實驗室奈米
元件廠長何家驊
Branch of More Moore
Advanced Semiconductor
Nano Device: Non-Volatile
Memory

10/1(一)
10:10

法文系
T705

10/1(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0/1(一)
14:00

會計系
B515

10/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0/1(一)
19:10

課外組
B609

10/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0/2(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
究中心主任吳瑞賢
臺灣防災研究計劃規劃

10/2(二)
14:30

數學系
S433

交通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謝天長
Bifurcation analysis for the
superconducting/normal phase
transition of the GinzburgLandau system

10/2(二) 創業研習社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理事暨創意企
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培剛
18:30
B712
快樂希望愛

校長張
家宜參觀
e 筆 創 作
的 藝 術
品 〈 飲
酒〉。

上月26日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辦「數
位e筆書畫藝術展」開幕茶會中，現
場聚集書畫名家及慕名前來的參觀觀
眾。

張校長讚產學合作模範
e筆藝術展吸睛 繪畫賽拿獎金
【記者莊靜、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藝術中心於上月26日舉辦「數位e筆書畫藝術
展」開幕茶會，展出30位書畫名家運用數位e
筆方式創作藝術作品。校長張家宜向各藝術
家致意表示，文錙藝術中心和中文系、資工
系共同研發「e筆數位系統」是產學合作的模
範，「這除了延續傳統藝術創作，更代表著
淡江的創新和跨領域精神的意義。」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最近和
故宮合作將8件書法國寶利用e筆系統轉化
為動態的作品到大陸展出，受到極大的讚
賞。」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首次嘗試數位創作並發
表「雄姿-你儂我儂」作品，勉勵淡江學子
「要以本軟體為傲，且以文錙藝術中心為
榮。」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歡慶
50週年！將於2日（週二）在黑天鵝展示廳展
開4天的「西班牙及拉丁美洲陶藝展」；此
外，於今日開始一連5天在圖書館5樓非書資
料區舉辦「西班牙語電影展」，每日都會精
選一部電影播放，並且針對播放的電影圖書
館2樓閱活區舉辦「電影導讀」。
此次陶藝展為西班牙搭配拉丁美洲的陶藝
品、陶笛展示，現場將提供阿根廷紅酒給與
會者品嚐；本週每日精選電影在12時30分與
18時30分兩個時段播放，藉著不同的影片，
邀請西語系副教授宋麗玲和文藻外語學院
西文系副教授林震宇分別3日（週三）和5日
（週五）在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愛情與
佛朗明哥藝術」與「電影，歷史與社會」講
座。
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表示，這次系慶名
稱之所以會取作「美的邂逅：兩個昆卡
（Cuenca）相遇在淡江」是因西班牙和厄
瓜多同屬西班牙語系，也同樣有著一座名為

「昆卡」的城市，西班牙昆卡因景色壯觀而
被稱為「中了魔法的城市」；厄瓜多昆卡是
該國第三大城市，2座城市同樣被列為世界遺
產。
「這樣有緣的兩座城市，會在文化陶藝展
上面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林盛彬表示，

10/3(三)
12:00

職輔組
Q409

10/3(三)
16:00

國企系
B712

10/4(四)
9:10

國企系
B704

10/4(四)
10:10

國企系
B427

10/4(四)
14:10

機電系
E830

10/4(四)
16:00

大陸所
T505

10/5(五)
14:10

法文系
T506

資生堂講師黃星沛
面試禮儀及彩妝技巧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陳勁初
微笑曲線剖析生技產業
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副
所長胡漢揚
大學學習與就業測驗
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副
所長胡漢揚
大學學習與就業測驗
臺積電主任工程師陳煜仁
高科技產業職場經驗分享
上海雪芃廣告資深創意總監樂君凱
臺灣汽車產業在中國廣告的方式
和推廣-以裕隆汽車為例
法國文化協會法語教師
M.Philippe Durand
如何準備法語檢定考試A2與B1？

10/5(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曹添旺
輸入性通貨膨脹與失業

另外，海事博物館舉辦「e畫淡江之美」
繪畫比賽，凡使用e筆系統呈現校園或海事
相關事物主題即可參賽，獎品除了獎狀及獎
金外，並獲得一套「ｅ筆神功」軟體。本次
採用限時現場作畫，參賽者在指定時間內完
成現場限時創作。為讓參賽者熟悉ｅ筆的運
用，可到海事博物館1樓櫃台用學生證登記使
用，不限次數每次限用2小時。報名至10日為
止，詳細內容請上海博館網站（http://www2.
tku.edu.tw/~finearts/d1.htm）。

西語系慶50年 美的邂逅系列開展

陳寶旭監製逆光飛翔 獲奧斯卡外語片提名
〈逆光飛翔〉是監製陳寶旭和名導演王家
衛共同催生，在籌拍兩年多的期間，曾重回
母校取景，「回到學校就像回家，也很感謝
學校師生在拍攝期間的協助，校方提供場
地、不少學生演路人當臨演，母校果然還是
最有溫情！」

這是自己上任不久的大任務，希望可以得到
不錯的迴響！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詳情
請洽活動網址（http://www.tfsx.tku.edu.tw/
news/news.php?Sn=413）。

女聯會桃李感師恩 張校長高歌詠月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上
月28日舉辦的「教師節中秋月圓饗宴」中，
在歡笑聲落幕！校長張家宜、各單位主管
等到場參與，現場還有3位來自姊妹校加州
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的外賓和大家一起
同樂，並表示這是很棒的活
動，而且餐點都十分美味。
女聯會特別準備桃李水果致
贈張校長，象徵「桃李滿天
下」的意義，張校長稱許女
聯會的活動越來越精彩。
現場除了準備60道精心佳餚
外，還安排主管們挑戰1分
鐘剝柚趣味競賽，結果由總
務長羅孝賢奪冠。張校長一
展歌喉和大家歡唱〈月亮代
表我的心〉。理事長高熏芳
表示，「很高興能藉由這個
活動讓大家團圓，也希望都

能把這個團圓氣氛帶回家中，讓生活更加圓
滿順利。」
可愛龍貓柚吸引眾人目
光。（圖／高素芬提供）
女聯會的「保
佑‧保柚」趣味競
賽，主管們挑戰1
分鐘剝柚。（攝影
／謝佩穎）

吳健雄百年誕 展出她科學人生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有「中國居禮夫
人」稱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吳健雄，在「女性無
才便是德」的年代中，突破世俗框架成為傑出的
女性科學家，雖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但其貢獻
在科學界備受肯定。
中文二蔡佳芸看完展覽後表示，希望向吳健雄女
士學習，能夠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勇敢做自己。
展出時間至10月12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10
月15日至11月16日於科學館1樓大廳展出。
同學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參觀「吳健雄百年誕辰
紀念展」。（攝影／黃資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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