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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祈願 新歲馬力勁揚

張校長期許教職員工負重耐壓 馬到成功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以「三化開盛
紀，萬馬闖雄關」氣勢，迎接人潮的本校「新
春團拜」於1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
張家宜、3位副校長及教學與行政一、二級主
管到場參與。今年現場佈置有馬年剪紙、紅燈
籠、財神爺充氣人偶及彩虹汽球綴春聯的拱
門裝飾，桌型擺設以獨具心思的「宜」字形陳
設，大家互道恭禧，充滿過年喜樂氛圍。

張校長致詞時，回顧去年各單位優秀表現，
並特別分享出席韓國教育者協會第十六屆年會
心得，期勉同仁在國際化潮流中，須不斷接受
新觀念、欣賞異國文化；她亦指示未來各學院
教師須前往海外進行交換、與姊妹校交流，期
以深化國際化。最後，張校長期許同仁能以馬
的速度、耐力、溫馴等特性，在家庭、事業上
努力。而生肖屬馬的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外語

學院院長吳錫德，亦表達新春祝福。
今年淡水、臺北、蘭陽3校園現場連
線，進行首次跨校區大團拜出席特別
踴躍，臺北與蘭陽校園同仁接力以吉祥
話向大家拜年。於1日接掌新職的遠距
教學發展組組長的資工系教授王英宏說：
「新職務是個學習新領悟和事物的機會，將
（圖／馮文星提供）
以用心、負責的態度，服務全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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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Cheers》企業最愛私校 本校17度蟬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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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表現超預期 淡江全國第二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
園報導】天下《Cheers》
雜誌2014最佳大學指
南於11日發布2014年
「2,000大企業最愛大
學畢業生」調查，本校
第17度蟬聯私立大學之
冠，全國排名第八。校
長張家宜出席14日新春
團拜時，對於本校在
「新鮮人表現超出企業
預期」項目位居全國第
二，表示非常高興，也
感謝地說道：「這是同
仁們近幾年來辛苦、努

學 校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製表／淡江時報

工學院出線 拿下第八屆淡品獎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第八屆淡江品
質獎複審於上月1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工學
院捲土重來！本次共有工學院、體育事務處、
人力資源處3組進入複審，評審委員由國家品
質獎資深委員擔任，校內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學務長柯志恩、電機系副教授楊淳良、亞
洲所教授蔡青龍、教務處註冊組專員潘劭愷、
理學院助理蔡雨寰擔任評審。
工學院去年曾與研發處、學務處進入複審，
在院長何啟東報告完後，去年的勁敵柯志恩還
大讚：「比去年精彩！」何啟東利用「八卦」
第八屆淡江品質獎複審於15日上
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簡報；下午
則進行各單位實地訪察。圖為航太系
在工學大樓的中庭展示多軸空拍機。
（攝影／鄧翔）

第一屆亞洲所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的概念，並融合學校的品質政策，完成工學院
8系的八大能力與素養，謙稱自己只是將「50
年來的點點滴滴呈現」，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
繫，是一大經營重點。評審則建議，關鍵績效
指標（KPI）應只著重在一項，才能聚焦。
體育事務處則把握「樂活健康」的核心目
標，碰到問題也積極解決，例如學生缺乏體育
道德，對器材使用不當，就在課堂上多加宣
導；也透過「金牌計劃」，以1萬元獎金激勵
學生拿金牌，果真隔年就成績亮眼。而人資處
秉持「希望服務超越期待」的價值，除了將對
的人才放在適
當位子，也導
入資訊化。
人資長鄭東
文舉例公行系
教授林聰吉，
從青光眼到中
途失明，他沒
有因此失去教
職的身份，反
而因為人資處
的幫忙，能繼
續留在杏壇，
甚至從助理教
授成功升等。

13拉美菁英畢業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開設臺灣
第一個國際遠距數位學習「亞洲研究所數位學
習碩士在職專班」，經過2年的遠距學習，於
上月17日畢業了！為遠道而來的13位學生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畢業典禮，校長張家宜、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美
洲所所長陳小雀皆出席，並邀請外交部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海司簡任秘書朱盛鴻等外賓蒞校，
共同祝賀拉美菁英完成碩士學位。
本班學員來自拉美地區8國的產官學界人
士。張校長致詞時表示，「這是本校第一次在
冬天為1個系所舉辦畢業典禮，各位畢業生在
工作之餘能完成學業不易，充分感受到同學們
的認真與努力！」張校長同時感謝各界支持，
讓本校三化教育能融入課程中，「期待未來成

立跨國校友會，擔任起淡江在中南美洲的親善
大使，宣傳淡江。」
朱盛鴻說明，透過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的
開設，可以使邦交頻繁的中南美洲人民更加認
識臺灣，鼓勵大家多參加外交活動，回國後與
親友分享在臺見聞。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達比亞
說：「現今網路使學習無遠弗屆，是很好的發
展，期待未來各位畢業生貢獻所學，讓更多人
知道此項學習平臺，申請就讀。」
目前任職於瓜地馬拉社會福利部司長的雷安
利代表畢業生贈送紀念品。他提到，「學校做
為一座連接亞洲的橋梁，讓我更進一步認識亞
洲，期待未來能展示所學。」另國際研究學院
今年新設「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招收10名外籍生，詳情請洽分機2700。

育成中心歲末感謝暨跨業聯誼會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於上月17日在淡水亞太飯店舉行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說明會」
及「歲末感謝會暨淡江大學跨業聯誼會交流
會」。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研發長康尚文、創
育中心主任蕭瑞祥、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臺北

事務所所長久高將匡，以及各培育企業公司代
表、創育中心同仁皆與會出席。高柏園說：
「今天最重要的是，大家放鬆、開開心心的吃
飯，盡興而歸！」蕭瑞祥表示，感謝大家扶持
與努力，才有今日的成績，也特別感謝高柏園
對育成的重視及康尚文長期的支持。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力的成果。」
該調查有8項指標評比，其中「抗壓性高」
與「團隊合作」2指標本校同時超越臺大，排
名第二，「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則排名第
四。其他指標還有「專業知識與技術」、「具
有國際觀與外語力」、「具有創新能力」、
「具有解決問題能力」、「融會貫通能力」。
而五大產業（高科技製造業、高科技服務
業、傳統製造業、一般服務業及金融業）的最
愛中，「一般服務業」本校緊跟在成大與臺

大之後，排名
第三；「金融

14日，校長室舉辦「新春團拜」，由校長張家宜（前者）率領教學、行政
團隊一同祈福，臺北及蘭陽校園首度和淡水校園同步視訊，祈願新歲展鴻圖。
（攝影／劉代揚）

業」略遜政大與臺大，也排名第三。
《Cheers》雜誌已連續18年進行「企業最愛
大學生」調查，本次調查是針對2,000大企業
人資主管進行問卷調查。該雜誌提到，學歷非
一切，根據連續2年調查，企業都將「態度積
極主動」列為人才首要評估指標，「態度積
極」、「肯學習」、「抗壓性高」才是企業選
才重點。

歲末聯歡 百項好禮從天而降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102年度歲末
聯歡會於上月24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行，
今年主題為「龍『馬』精神驥、淡江好『馬』
吉」。校長張家宜表示，感謝同仁們的付出，
去年創下了許多高峰及突破，並逐一表揚各單
位及臺北、蘭陽校園的優良事蹟；接續由張校
長公布「第8屆淡江品質獎」得主為工學院，
並頒發獎金15萬元及獎座。
隨後，大會也陸續表揚及頒發「101教師專
題研究計畫績優獎」、「101教師評鑑傑出
獎」、「102資深職工服務獎」、「101優良助
教及優良職工獎」等獎項，表揚在淡江付出心
血的教職員工。
本次聯歡會節目由總務處精心策劃「主廚精
選菜單」，準備眾多精采節目、創意表演及
摸彩活動等。活動開場旋即由總務處全體主管
和舞研社同學在臺上熱力舞動，場間亦有同

仁穿戴附有LED燈飾的手套，一同熱舞〈今罵
某ㄤ〉，動感十足的表演，成功將場子炒熱
起來！此外，女聯會合唱團為大家獻上〈回
憶〉、〈月亮代表我的心〉等經典歌曲，讓聽
眾陶醉其中。商管學院EMBA企管所帶來水鼓
表演及酷炫的LED燈舞，獲得現場觀眾讚嘆！
在動感之餘，大會播放《我們一起創造的淡
江點滴》MV，之後張校長致贈禮物給校長室
機要秘書黃文智，感謝他過去30年來不辭辛勞
擔任歲末聯歡會司儀。隨後，「授旗典禮」由
總務處移交給明年歲末聯歡會主辦單位研究發
展處及財務處。
節目尾聲時，眾所期待的「張創辦人獎金3
萬元」獎由退休教師楊維楨獲得，他開心地
說：「坐在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四周的人都有
中獎，這都多虧他帶來好運！」
本次歲末聯歡的精彩圖輯，請翻閱至四版。

張炳煌甲午新春開筆 總統府前飄墨香

【本報訊】由中華民國書學
會主辦、本校協辦的「甲午新
春揮毫開筆大會」，於8日在
總統府前廣場舉行開筆大會，
現場超過3千人參加。開筆官
今年邀請吳伯雄、許水德、文
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左
一）、駐校藝術家李奇茂，以
及來自大陸的中國硬筆書法
協會主席張華慶等14人齊聚一
堂，聯手揮毫「甲歲迎春好運
到、午駿獻福豐年來」，盼開
展國政及藝文新契機。
8日，總統府前廣場舉行「甲午新春揮毫開筆大會」。文錙
活動現場在開筆官書寫後，
為表示薪傳之意，特將毛筆傳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左一）擔任開筆官之一。（圖／文錙
交給14位書傳生，再由他們書 藝術中心提供）
寫「書藝盡美輝百世、翰墨傳薪展千秋」，俐
與，並提供宣紙創作，一同觀摩，或把作品贈
落、自信的揮毫，完成美好的作品，獲得全場
送給前來觀賞的來賓，現場洋溢著文化迎春的
觀眾讚嘆的掌聲。
氣息。當天受邀書法家代表作品和現場獲選特
主辦單位除了邀請200位知名書法家在現場
獎的揮毫作品，將於4月在國父紀念館展出，
一展身手外，另開放逾3千名書法愛好者參
歡迎舊雨新知前往欣賞。

境外生聚首
感受春節喜慶
【本報訊】國際
處境外生輔導組於
上月17日在福格大
飯店舉辦102學年
度境外生春節師生
聯誼會。會中，由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
教育司司長楊敏玲
（前排中）抽出教
育部所提供的19件禮物得獎人，得獎人開心
合影。來自貝里斯的僑生西語系四顧庭羽興奮
地說：「我摸到500元紅包！剛才已經打電話
回家告訴爸媽了，想再去大吃一餐。非常謝謝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學校，讓我們提前感受到喜慶的農曆新年！」
她表示，平常少有機會與相識的境外朋友們聚
會，大家藉著充滿團圓氛圍的活動相聚，內心
很感動！（圖／境外生輔導組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2/18(二)
16:30

2/20(四)
14: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聖路易斯波托西大學建築與
建築系
都市設計系教授Ivan Juarez
Q409
ephemeral landscapes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
學研究所生物統計與生物資
統計系
訊研究組、中正大學數學系
商管大樓
教授林培生
B302A
Generalized Scan Statistics for
Disease Surveillance

內部控制教育訓練
劉火欽暢談風險評估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於上月1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內部
控制教育訓練」會議。校長張家宜在致詞中
提到，「3年前，品保處以一級單位的身分成
立，由卸任的系主任們組成稽核小組，組織又
劃分為經費及業務2部分，期初訂定目標，並
在期末進行呈報，有別於他校的行政層級，是
鑒於對品質的重視，今天邀請的講者在財務上
有鑽研，擁有豐厚的經驗可與大家分享。」
本次教育訓練邀請到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處
長劉火欽蒞校，以「大學內部控制與校務績
效」為題進行演講，強調學校須正視整體經營
風險的重要性，更點出「不同於稽核要求的事
越多越好，風險評估則要做到準確。」同時表
達對本校稽核發展的看好，並期許淡江成為優
良品質稽核的領頭羊。
演講結束後，由張校長率領一、二級單位主
管、秘書及內部稽核委員等百人進行座談。
稽核長白滌清指出，「劉處長特別談到風險評
估的重要性，本學期稽核處也開始進行風險評
估，至於稽核方式是各單位由下往上進行，藉
由各單位完成報告後，再交由品保處審核。整
體來說，稽核在操作流程上透過逐步發展，目
前已逐步上軌道了。」

淡江書城上線

【本報訊】「淡江數位書城」全新上線！
想了解校園全方位資訊，現在有新選擇。別
於以往的資訊平臺，淡江數位書城整合了影
音、圖片、文字，以電子書形式呈現，利用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進行數位閱讀。全校
教職員生均可使用管科所校友、奇多比行動
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莊英俊捐贈的「多
媒體互動APP製作平臺」，經審核後將上架至
淡江數位書城中，提供大家下載、閱覽。
文學院秘書舒宜萍表示，這是屬於全校的
「淡江數位書城」，教師能使用該平臺製作
學術成果，學生可展現畢製成品和創意內
容，各系所教學和行政單位亦能完成廣宣作
品，歡迎大家多加利用。為了解「多媒體互
動App製作平臺」的功能操作，文學院近期將
開設教育訓練，詳情可洽文學院，校內分機
2300。另淡江書城直接在iOS和Android平臺下
載、安裝，歡迎多加利用。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