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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頒企業環保獎 本校蟬連獲獎

█淡水

張校長（左四）與總務長羅孝賢（左三）於5日率同仁領企業環保獎，並與行
政院環保署常務副署長張子敬（左五）合影。（攝影／鄭雅文）

張校長榮獲2012木鐸獎

外語學院產學合作 研發線上華語

公司總經理曹金豐進行簽約儀式。
吳錫德表示：「透過此產學合
作，將提供育學公司諮詢華文市
場，開拓華語資源，並且培育多國
華語教師人才，提供文化創意專
案，本院同學也可利用工讀機會，
增加實務經驗，擴展職場媒合的宏
觀視野。」

日期/時間

11/12(一)
13:10

第68次校務會議

形塑品德卓越校園文化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68次校
務會議於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現場與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會中張校長表揚電機系機
器人團隊等人共計頒發獎金200萬元、建築系
副教授陳珍誠獎勵金5萬元、資管系和資管系
副教授張昭憲各獲頒獎金5萬、化材系教授鄭
東文和黃國楨各獲獎勵金5萬元。
校長張家宜致詞中表示，面對高等教育競爭
激烈，除推動教學的永續經營外，更須注意提
升品德，應以「品德年」為目標，以重視品德
教育的核心價值，培養更多具心靈卓越的人
才。
會中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文學院院長兼出
版中心主任邱炯友進行2場專題報告。高柏園
以「借問未來何處有，牧童遙指淡大村-以未
來實現永續的淡江未來化」為題，說明以未來
實現永續的淡江未來化。他表示，淡江的三化
是一體的，不能分開各自執行，而未來化即代
表著要有「永續經營」的心態和眼界，必須具
備超越性的理想和方向。高柏園說明淡江的未

來化可深化淡江人的思維、創新動力，因此應
以未來化意識來作為DNA之必要部分、以未
來化思維來回應問題的方法、並以未來化行動
來當作精進的動力，更以未來化藍圖幫助規劃
未來的能力。因此可以組織發展、行政創新、
課程創新與學習未來、職涯創新與服務未來、
永續校園環境整體規畫等5個評估面向，作為
建構淡江未來化的指標。
而邱炯友以「淡江大學出版中心-以專業服
務為導向的新契機」進行專題報告。邱炯友
則分析本校出版中心現況，並說明專業服務
為導向發展新契機。邱炯友指出現況，根據
統計，至101年3月，本校專任教師著作物數量
共計1158件，其排名前3名依序為中文系、歷
史系、公行系；而近5年學均有教師申請學術
著作的獎助款。邱炯友表示，出版中心可提供
專業技術服務有：原出版中心出版品檔案的建
立、校內出版品資源整合、品牌形象提升和出
版品推廣等，藉由這些專業服務以使本校更具
有國際能見度和權威性。

教學單位評鑑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於上月26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101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說明會，與
蘭陽校園同步連線，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會中說明
系所評鑑實施計畫時程和內容外，虞國興表示，請各教學
單位檢視評鑑項目，應提出相關建議，「務必要在明年8
月通過自我評鑑機制。」
自100學年度起教學單位評鑑參與對象擬依照歷年各系所
受評時間依序規劃。為於本校接受「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前完成各系所之教學評鑑，本次受評

究環境」、「深化姊妹校交流」、「加強與校友間的
連結」、「落實和企業的產學合作」4項作為努力的方
向。此外，本校的社團課程自去年開始學分化，為全
國首創，顯示學校對學生多方經營的重視；今年的教
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特別著重「品德」教育。
在頒發淡江菁英第26屆金鷹獎時，學弟妹高聲歡
呼、熱情的掌聲及獻花來歡迎傑出校友。會中並頒發
捐款感謝獎予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宗瑋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健祥、新力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鍾信勇、臺北市淡江會計教育基金會董
事長陳進財、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董煥新、中華民國
系所友會總會總會長孫瑞隆等41位捐款人；另外，張
校長、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
春陽、化學系教授陳幹男、會計系系主任張寶光等23
位勸募達百萬元以上，獲贈勸募感謝獎；張校長勸
募金額達1,350萬元整。（完整捐
款感謝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
站。）
校友代表陳慶男致詞時說明，淡
江就像一個大家庭，「我們的畢業
生持續是Cheers雜誌的企業最愛，
感到與有榮焉！」同時他也感謝馬
來西亞校友會，今年舉辦雙年會讓
賓主盡歡，相當地用心。
總務處在黑天鵝的「一蘭無遺」
蘭花展，「董事長獎」的風蘭以花
朵的養護時間不易、魅力價值，
以及保持完整性和良好狀態而獲
獎，加上該花種於傍晚時分散發香
氣，風蘭是產於馬達加斯加島的原
生種蘭花，其生長速度緩慢，能開
到此規模估計需要10年的時間，象
本校創校62週年的校慶慶祝大會中，學弟
徵本校穩健發展的意涵。公行二林
妹歡呼慶賀傑出校友。（攝影／羅廣群）
佳靜表示，一進展覽廳即聞到濃郁
的蘭花香，也見過許多特殊的花

電機系研討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
系於4日至7日在漁人碼頭福容大飯店舉辦
「ISPACS 2012 IEEE 20th 國際智慧型信號處
理暨通訊系統研討會」，以「智慧電子、綠能
信號通訊、優質生活的目標」為題，共有4場
主題演講與33場論文發表會，研討會首日，由
本校親善大使在福容大飯店接待貴賓，展現本
校高素質的國際禮儀，會場設置力浦電子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校機器人研究團隊展示區，
供現場來賓參觀研究成果。
校長張家宜5日於開幕致詞中表示：「從
2003年起，本校的足球機器人團隊獲得了
FIRA CUP世界盃許多金牌和獎座，機器人是
項整合性研究，須整合多樣技術，如訊號處
理、通訊系統、電路設計、智能演化、機構設

通過自我評鑑機制
系所為商管學院、教育學院、全創院共23個系所，並請上
述單位於明年4月底前提出自我評鑑報告書、6月7日前完
成專家實地訪評作業。
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表示，本次系所評鑑重視「學生學
習的成效」以及「其評估機制的達成度」，請各教學單位
配合並蒐集過去3年的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資料，以利評
鑑作業的進行。

█網路

11/13(二)
10:00
11/14(三)
09:00
11/15(四)
12:30
11/16(五)
15: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Nagoya University
化材系 Professor Eiji Iritani
E830
Detemination of Cake
Compressibility from Single Stepup Pressure Filtration Test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主任
戰略所 張中勇
T703
非傳統安全情勢與國家安全挑
戰
學教中心 淡江大學101學年度學習與教
覺生國際 學中心
會議廳 教師與學生學習社群研討會
康軒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數位出
課程所 版組組長潘秋萍
ED302 電子書製作與設計
譽城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所長
研發處 沈怡宗、研發處產學合作組經
理王竣騰
I201
101學年度宣導專利及專利說
明書撰寫技巧演講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4(三)
19:20
11/17(六)
09:10

國企系
D403
國企系
D403

演講人/講題

東方廣告公司執行董事侯榮惠
Consumer Insights
自由畫家吳士偉
美從何處尋

總務處在黑天鵝的「一蘭無遺」蘭花展，於3日
62週年校慶中圓滿落幕，「董事長獎」的風蘭，原
產於馬達加斯加島的原生種蘭花，其花朵開花度、
菱形葉片的完整及保持良好狀態，因而獲獎，象徵
本校十年有成，穩健發展的意涵。（攝影／蔡昀
儒、劉代陽）

計等，其中有許多技術與本研討會的主題吻
合，誠摯的希望各位學者專家能夠與本校及臺
灣的專家多交流，激盪出知識的火花。」
ISPACS 總會主席Kosin Chamnongthai、
副主席Kaoru Arakawa、ISC Committee
Akira Taguchi、IAC Committee Shiunn-Jang
Chern、本校電機系教授暨大會主席江正雄、
研發長康尚文、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工學院院
長何啟東、電機系系主任李維聰、資工系系主
任許輝煌、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化材系系主
任林國賡、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日本
東北大學教授Fumiyuki Adachi、美國喬治亞理
工學院教授Chin-Hui Lee等，共超過270人蒞
臨與會。
Chamnongthai致詞時以張校長為例，提到女

性當家的好處，未來可會有更多女性當家，其
幽默的致詞讓現場與會者發出會心一笑。江正
雄表示，很榮幸能舉辦此次研討會，並感謝
各位與會者分享研究成果。電機碩二林怡 說
明：「此次國際研討會讓許多國外人士的意見
交流，提供我們不同視野與研究方向。」

淡江i生活APP上線iOS 快下載
【本報訊】「淡江i生活」APP已在
iOS平臺上線，凡持有iOS平臺的全校師
生，都可以用「淡江i生活」關鍵字查詢
後免費下載使用，趕快上網下載吧！

Dr. Ramirez 對本校讚譽有加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巴拿馬科技大學（Th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Panama）校長Dr. Oscar
Ramirez，由外交部拉丁美洲司秘書魏禎瑩陪同，於6日蒞
校參訪。
Ramirez校長抵校，參觀宮燈教室、文錙藝術中心、海
事博物館及覺生紀念圖書館等，對本校優美校園，讚譽有

【本報訊】因應本校民國104年上半年第二週期的系所
評鑑內容之「檢視學生學習成果評量的落實情形」，教
務處與學教中心共同舉辦「101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研討會與工作坊」，於今日中午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行，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邀請校長張家宜
主持，出席人員為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教學及行政
一、二級主管等教學相關人員皆出席。
會中邀請中國醫藥大學教師培育暨發展中心主任關超
然以「問題導向學習的方法與策略」為題，說明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培養學生主動學習、
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之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種，「繽紛美麗，覺得不虛此行。」而來自上海的法
文碩二崔耘，和媽媽一起賞蘭，發現之前蘭花的認知
只有粉色系的蝴蝶蘭，看了這次的展覽，對蘭花才有
不同的認識。

國際學人互動交流

學生學習成果評量研討會

以本校駐校藝術家李奇茂為名的「李奇茂美術館」，於
上月12日在山東高唐縣正式開館，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張炳煌、兩岸藝術家、政府官員等皆到場祝賀。李奇茂表
示，因推動兩岸藝術交流長達活動20餘年，加上淡江在學
術與人才培訓優異表現備受肯定，因此有這樣合作契機，
希望藉此美術館的設立，打破兩岸藝術的界線並拉近距
離，「美術館的成立對淡江有正面影響，因為『李奇茂在
哪裡?李奇茂在淡江大學裡！』」（文／莊靜、圖／中華畫
院秘書長白宗仁提供）

875-1.indd 1

█蘭陽

62週年校慶活動 海內外校友相見歡

李奇茂美術館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羅孝賢表示，在有限的經費下加強學校軟硬體
改善，並將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觀念融入大
學的教育中，同時希望環保工作可以由全校師
生共同努力精進，以作為綠色大學之典範為目
標。
張校長對現場企業代表呼籲，本校落實環保
教育並在生活中培養環保意識、學生積極參與
環保實踐，未來進入職場中可繼續為獲獎企業
推動環保，語畢，現場以歡樂的笑聲回應。
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表示，評審以「主
動爭取政府補助以建構綠色校園，態度積極，
成效良好。」的評語肯定本校努力推行環保行
動的先驅角色，去年本校首次獲獎，讓環保署
注意到學校教育單位推行環保措施的重要性。

【記者歐書函、仲葳淡水校園報導】哇！七彩斑斕
的氫氣球、管樂社現場演奏，「62週年校慶慶祝大
會」把會場烘托出歡慶的氣氛，3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7樓，校長張家宜，前校長趙榮耀、林雲山、張紘炬、
董事陳雅鴻、監察人王美蘭、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慶男、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以及海內外校友等嘉賓蒞臨。
張校長致詞表示，感謝大家共同的努力，在一甲子
60週年校慶
後，持續思
考如何再創
下一個輝煌
的60年，並
提出「持續
改善教學研

張 校 長
（右）頒淡江
菁英第26屆
金鷹獎予電子
計算機科學系
（ 現 為 資 工
系）校友，現
在 亞 洲 大 學
校 長 蔡 進 發
（左）。（攝
影／謝佩穎）

█臺北

十年風蘭 絕代呈現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榮獲101年度「中華民國教育學術
團體」所頒發之「木鐸獎」，於10日在臺灣師範大學舉行之全國
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上領獎，由教育部部長蔣偉寧頒獎。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是由24個教育學會組成的聯合會，木
鐸獎正是此聯合會為獎勵該年各學會中，對教育、學術方面有卓
越貢獻與成就的人員所設立的獎項。張校長致力於臺灣高等教育
推廣不遺餘力，其成果為學界有目共睹，此外，在全面品質管理
（TQM）研究有專書論文和國科會研究，並推動高等教育全面品
質管理，本校於2009年5月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等，因此由社團法
人臺灣高等教育學會推薦獲獎。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5日下午2時，
由校長張家宜與總務長兼環安中心主任羅孝
賢、總務處各組同仁一行20人，前往中正紀念
堂演藝廳接受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第21屆中華民
國企業環保獎。同仁高呼「品質第一、創意無
限、服務至上、企業最愛」的口號，表達慶賀
高度士氣。常務副署長張子敬對得獎單位推動
環保工作表達感謝，並希望能繼續保持。張校
長領獎時表示，感謝評審的肯定，「對於連續
2次獲獎，將再接再厲，以爭取連續3年獲獎的
榮譽。」各獲獎單位將於19日晉見副總統吳敦
義，接受表揚。
本校自92年導入IS014001環境管理系統以來，
持續推動環境保護規劃、管理，以及落實各項
環保政策，如低碳便當盒流通方案等，總務長

演講看板

淡水校園

張校長：以創意推動環保 建構綠色校園先驅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
語學院受育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進行「知識動能線上華語
學院」各項營運諮詢與研發輔導工
作，將於13日（明日）下午2時在
外語大樓FL411會議室簽署諮詢輔
導顧問合約書。儀式將由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主持，與育學資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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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加。接著，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座談，校長張家宜、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工學院院長何
啟東、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國際處國際長李佩華、美洲
所所長陳小雀等，皆到場參與。座談會中播放本校簡介，
使外賓認識淡江文化。Ramirez校長對本校完善的軟、硬體
設備，甚為稱羨，並希望近期內與本校開始交換學生、選
派該校教師來校攻讀博士學位課程，以加強該校師資，並
希望該校能在短期內加強英語授課程，以吸引學生赴該校
研修。
Ramirez介紹巴拿馬的文化、經濟、產業結構和教學研
究現況。中午張校長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設宴款待。午後，
Ramirez校長接續參訪數位語言研究中心及化學館。數位中
心主任郭經華及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均為貴賓詳細介紹、
進行參訪。Ramirez校長非常謝謝本校給予熱情的款待，認
為是一次充實且收獲頗豐之參訪，並盼望未來兩校交流更
加頻繁，關係更加密切。
巴拿馬科技大學已於2002年本校55周年校慶時成為姊妹
校。張校長曾於今年5月底率團至該校訪問，受到該校熱烈
歡迎及款待。Ramirez為新任校長，將於2013年2月上任，
「藉由此次亞洲之行，特別參訪本校，希望能加強未來兩
校之學術合作及交流。」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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