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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企業最愛調查 本校16度蟬聯私校第一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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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2013年臺灣3000大企業
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調查」中，本校獲企
業最愛大學生總排名第七，為全國排名前10
名中唯一私校。（資料來源／《Cheers雜誌
2013最佳大學指南》）
【記者李亞庭、林佳彣、吳泳欣淡水校園報
導】《Cheers》雜誌公布「2013年臺灣3000大
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於私
立大學中奪冠，全國排名第7，16度蟬聯私校
第1，為全國排名前10中唯一私校。校長張家
宜表示，本校治學理念與此調查的8大能力指
標相符，最值得高興的是「新人表現超乎預
期」的指標獲私校第一，「大學4年最重要的
就是培養一輩子繼續學習的能力，學習如何去
學習，這項指標的表現肯定本校這幾年的努
力。」
張校長指出，本校除呈現系所專業表現外，

張校長：感謝肯定 繼續朝公立大學標竿努力
8大能力指標 本校全獲私校第一

同時透過課外活動，培養學生全方位的發展，
成為心靈卓越的人才；在職場的連結方面，則
是藉由校友職場上的表現、返校講課、分享
工作經歷、提供實習機會等，讓在校生能了解
產業動態，例如，電機系、資工系等校友皆與
學校進行產學合作，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
會。
張校長期許，未來能繼續維持私校第一的目
標，並與全校師生一同朝公立大學為標竿努
力，使學生在職場上有傑出的表現。
《Cheers》雜誌連續17年進行「企業最愛大
學生」調查，針對3000大企業人資主管就「學
習意願強、可塑性高」、「抗壓性與穩定度
高」、「專業知識與技術」、「團隊合作」、
「具有解決問題能力」、「具有國際觀與外語
能力」、「具有創新能力」、「融會貫通能
力」等8大能力指標進行評分，本校「8大能力
指標」與「新人表現超出預期」皆蟬聯私校第
一。
調查項目中，「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抗壓性與穩定性高」和「團隊合作」項目進
入全國前5名，且為各指標中唯一進入前5名私
立大學，其中「抗壓性與穩定性高」由去年排
名第4進步為第2，在全國排名中僅次於成功大
學，而「團隊合作」排名第3、「學習意願強
與可塑性高」排名第5。調查中發現，4成企業
坦承有「血統偏好」，其中金融業偏好排名，
本校位居第3，僅次政治大學與臺灣大學。
《Cheers》雜誌提到，未來職涯發展的關
鍵，在於「自學」的能力與態度，無論是名
校、非名校的畢業生，要在工作中升遷的關
鍵，不在於進入職場後是否能立即上手，而是
有沒有「自學的本事」。雖然「國內企業最
愛」對於境外生影響不大，但傑出校友的表現
讓更多人認識淡江。
根據本次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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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因此她表示，假若受邀回到高中母校協助
於往後在職場上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學弟妹升學輔導，會以「臺灣私校第一」的頭
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傳二林素妤就因為電視劇
銜向他們推薦淡江。
〈下一站幸福〉的導演陳慧翎而知道淡江大

獎牌包括教科系教授徐新逸等6
人，共71人受頒「淡江之光」，
以獎勵其研究績優。（詳細名單
將刊登於淡江時報網站）
據統計，500萬元以上之獎勵
人數中，工學院以5人為冠、其
次是理學院3人、教育學院1人、
研發處1人，依序為：虞國興、
吳嘉麗、林諭男、張家宜、陳幹
男、翁慶昌、葛煥昭、洪錫銘、
鄭啟明、葉豐輝共10人。而系所
方面，整體補助最多人次以化
學系10人居冠，其次是水環系8
人、土木系和機電系6人。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
女聯會舉辦「塑身健身‧活力校
園」健康活動，自3月7日至6月6
日，每週四中午12時20分至1時20
分邀大家一起戰勝「體脂肪」，
擁有好身材！體育長暨女聯會副
理事長蕭淑芬說：「體育處所有
的同仁都很樂意奉獻自身的所
學，帶領大家一直持續運動下
去，並承襲校長張家宜『一人一
運動』的理念，歡迎大家暫時放
下手邊的工作，一起來參與這項
活動。」
本次活動為期13週，本次的活

█淡水

一般服務業 金融業 本校入全國前5名

校內淡水客運紅28線候車
處的智慧型候車亭，結合公
車動態資訊系統，公車路線
及預估到站時間，並設置賽
博頻道，候車時可以了解校
內訊息。（攝影／蔡昀儒）

█網路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演員李國毅、王少偉，主持
2/25(一) 通核中心 人通核中心講師黃文智
12:30 驚聲國際廳 戰爭與人性，從電視劇「回
家」談起
中鼎工程公司品保工安部經
2/25(一)
化材系 理丁心逸
13:10
E830
工業安全衛生講習 危害鑑別
及風險評估(II)
2/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興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李進發
Recent Advances in C-S Bond
Cross-Coupling Reaction

2/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
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特
聘研究員兼所長賀曾樸
Precision Astrophysics

2/26(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化學所教授陳曜鴻
醫療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2/26(二)
16:10

資工系
E813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陳振炎
myAgile方法之開發工序－以
成績系統為例

2/26(二)
19:00

公行系
D501

外交部退休大使張文雄
國際禮儀

國家環境教育獎 委員訪視複審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參加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
獎」，將於27日（週三）評審委員共10人訪視
本校，進行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定期實地查
訪，將以進行簡報說明和實地現勘審查作業。
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表示，本校去年申
請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並通過初審，這次
委員來訪主要是進行複審評選，因此安排簡
報、實地走訪與綜合討論座談，說明本校執行
環境教育成效。
本次參訪地點將安排商管大樓4樓、商管大
樓公廁、服務學習課程、課外組辦公室、化學
館實驗室、紅28公車候車處、松濤館、文錙藝
術中心，工學大樓教室排課節能系統，說明本
校空間活化和環保節能的教育宣導。

開學第一週 課堂闖關收心

動以不同的塑身運動進行，除了
延續上學期的健走和有氧活動，
另增加肌力塑身的活動，以3週為
一個單位進行輪替，由體育教師
郭馥滋和陳文和擔任指導老師帶
領大家一起做運動，以提升同仁
健康體能，並養成個人規律運動
習慣。凡參加達10次者可獲體育
處贈送精美禮品1份，全勤者將獲
女聯會贈送的禮品，活動報名自
即日起到3月1日（週五）止，歡
迎全校教職員工有興趣者，可前
往體育處教學組聯絡人郭馥滋報
名，校內分機2183。

【記者仲葳、林佳彣淡水校園
報導】寒假過後，校園內呈現新
風貌，淡水校園方面，在行人徒
步區入口和商管大樓前進行道路
彩色鋪面、三重郵局為身心障礙
生建置無障礙坡道、美食廣場增
設台南意麵店家、大忠街校門口
公車候車區與校內淡水客運紅28
線候車處完成智慧型候車亭；而
在蘭陽校園方面，將建置多功能
活動中心，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
宜山表示，因蘭陽校園氣候多
雨，因此該多功能活動中心主要
是提供室內球場和學生社團空
間，以增加師生活動多元性，預
計103學年度正式啟用。
姜宜山說明本學期試辦道路彩
色鋪面，藉此以提高人車分道的
辨識度，在顏色選擇上，行人道
為綠色鋪面，行入徒步區入口採
用醒目紅色作為警示，「因考量
淡水氣候多雨因素，在鋪面上做
成粗糙路面，以避免走路滑倒，

█蘭陽

淡水校園

【記者夏天然
淡水校園報導】
開學了！在「社
團學習與實作」
中，以課堂闖關
方式讓學生了解
社團經營模式，
學生紛紛提筆看
圖作答，專注認
真的神情，顯見
寒假的散漫已被
甩到一邊！中文
一羅浩云表示，
上課方式很有
趣，可增進團隊
合作，促進成員
間的情感和知識
交流。

校園新風貌 彩色道路鋪面無障礙坡道智慧候車亭
淡水校園商管
大樓前以道路彩
色鋪面，提高人
車分道辨識度，
綠色鋪面為行人
道，以增進交通
和行路安全。
（攝影／謝佩
穎）

演講看板

█臺北

8大能力指標 本校3項入全國前5名

研究績優 71教師獲淡江之光 腰瘦唷 女聯會邀你健走塑身

【本報訊】100學年度專題研
究計畫案績優教師名單出爐！根
據研發處統計，補助經費達100
萬元以上或近5年累積 250萬元
以上的計畫案主持人共71位，其
中，達500萬元以上計10人，而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獲補助金額
超過6千萬元，12度蟬聯本校之
冠。
在績優名單中，研究計畫案金
額達500萬元以上有虞國興等10
人；300-500萬包括化學系教授
李世元等11人；100-300萬元則
為水環系教授李奇旺等44人；近
5年累計金額達250萬元未曾獲頒

1

會再觀察使用情形後，評估是否
擴大辦理。」機電二陳奕達說
道：「這彩色的道路還不錯，可
以提醒大家知道人車分道的行路
安全，比較不會有安全上的擔
憂。」資管三劉羣冠認為，整體
視覺感不太好，「畢竟先前已
有白線分道，可以不用多此一
舉。」
而本校大忠街校門口公車候車
區、校內淡水客運紅28線候車處
的智慧型候車亭，結合公車動態
資訊系統，可顯示紅27、紅28公
車路線及預估到站時間，使校內
師生可透過網路或「淡江i生活」
APP隨時隨地查詢公車資訊；該
候車亭內還有賽博頻道，提供本
校訊息交流平台。另外，現在想
吃英專路的台南意麵，不必跑那
麼遠，在美食廣場就能吃得到，
凡自備餐具者提供優惠，姜宜山
鼓勵大家自備環保餐具。

職工英語進修 同仁讚好
【本報訊】人資處職能福利組辦
理101學年度第2學期每週二的中
午12時10分的「職工英語進修教
育」，並與臺北校園、蘭陽校園同
步視訊授課，邀請英文系兼任講師
滕偉擔任授課教師，參加人數為21
人，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表示，
上學期採同步視訊方式，學員反應
不錯，因此繼續採用這樣的授課方

式，同時也增進同仁的進修權益，
未來若開辦相關進修課程時，將儘
量以同步視訊方式呈現。
資產組組員汪家美表示，很喜歡
學校開辦的英語進修課程，除了增
進英語能力外，還能從授課教師的
分享中了解各國風情與語言使用方
式，「希望課程能繼續開辦。」

本校與瀚荃產學合作簽約

竹圍高中賀卡交換 全臺首度加入iEARN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師資培育中心
於101學年度榮獲教育部補助「協助高中優質
精進計畫」，其中師培中心助理教授陳劍涵、
朱惠芳與iEARN Taiwan國際聯繫人、鳳新高
中吳翠玲老師，以及國立善化高中吳其臻老師
共同合作，至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辦理「全
球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其中亦協助
該校師生進行iEARN Holiday Card Exchange
Project，與白俄羅斯、澳洲等地區師生進行賀
卡交換。
竹圍高中學生透過工作坊的活動，不但擴大
國際視野，還能增進跨文化學習能力，該校教
師也學習將國際教育落實於學科教學中，掌
握專案式學習的運用（PBL），進而提升教育
品質。而該計畫在去年12月舉辦成果發表會，

詳細內容可見國際iEARN官網（網址：http://
www.iearn.org/）
師培中心致力於推動跨國際活動，同時為推
動該校工作坊而加入iEARN，成為全臺第一
個加入iEARN Taiwan的團體會員，以開拓職
前教師的國際視野，並增進實施國際教育的能
力。師培中心主任宋佩芬表示，這是師培中心
首度榮獲教育部補助「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
畫」，藉此幫助高中教育突破傳統，發展特色
與國際教育。iEARN是跨國際的教育平臺，
目前全球有多國加入，就像是教育界的聯合
國，希望透過此管道能夠多跟國外師培中心交
流，藉此強化本校師培中心的國際化、資訊化
與未來化，實踐本校的三化教育。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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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師培中心
獲 教 育 部
「協助高中
優質精進計
畫」至竹圍
高中協助該
校師生與白
俄羅斯、澳
洲等地區師
生進行賀卡
交換。（圖
／師培中心
提供）

上月18日研發處與瀚荃股份
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意向書簽
約，以協助瀚荃公司專案執行，
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代表簽約；
此外，亦透過研發處的協助成立
研發中心，進駐在建邦中小企業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創新育成中心以利於專案執行。
研發長康尚文表示，希望透過本
次合作，讓各界更了解本校的技
術服務能量，共同拓展產業合作
與創新。（文／林薏婷、圖／王
峻騰提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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