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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洽Q301或網路報名

本校列亞洲90th 全國第10

《遠見》企業最愛大學評價調查 本校5指標私校第一
【記者李亞庭、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世
界大學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2014年2月份最
新排名於日前揭曉，本校全球排名第513名、
亞洲第90名、全國第10名，躍進亞洲百大，其
中「Openness」指標由41名提升至34名。

資訊處長黃明達以2013年7月的世界大學網
路排名為例，表示在本校網域內的熱門點擊網
頁，除了本校首頁之外，點閱率第二名為物理
系系網頁及第三名的電機系系網頁；他強調，
全校共同參與資訊化有其重要性及必要性，皆
有助於提升校園的資訊化程度。另外，黃明達

鈕先鍾獲馬總統褒揚令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7日，為國際
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榮譽教授鈕先鍾逝世10週
年，總統馬英九於當日明令褒揚鈕先鍾。戰略
所所長翁明賢表示，「鈕先鍾不僅是近代兩岸
戰略研究第一人，更是兩岸戰略研究的泰斗。

認為教師在教學
歷程建置和更新
個人網頁極為重
要，期待能藉此
推廣、豐富資訊
量，以及加速資
訊的流通，進而
讓師生創造更為
活絡的互動。
本校在「Open
-ness」指標為近
年來所發表之學
術研究文件能見
度，由去年從41
名躍升至34名，
彰顯出本校在學
術出版數位化的
努力成果；但在
「Presence」指標

排名第94名、「Impact」指標排名第1,194名和
「Excellence」指標排名第993名，3項數據較
上次評比皆有退步。
根據WRWU網站（網址：http://www.
webometrics.info/）資料顯示，世界大學網路
排名重點為將全球大學的資料庫和Google、
Google scholar、Yahoo、Live Search及Alexa等
重要網路搜尋引擎
及學術資料數位化
以後的引用次數，
納入評比要項之
列，排名於每年1與
7月更新一次。
此外，《遠見》
雜誌與1111人力銀
行合作，發布2014
年「企業最愛大學
評價調查」，本校
在綜合性私立大學
排名第二，但本校
畢業生在6項指標
評比中，有「工作
表現」、「國際
視野」、「獨立
作業」、「團隊能

學

Presence

Impact

Openness

Excellence

臺灣大學

40

2

114

22

104

交通大學

175

159

162

310

303

清華大學

236

84

440

155

316

中央大學

252

152

255

400

436

師範大學

347

164

371

115

934

成功大學

374

5596

356

78

208

政治大學

411

997

226

122

1323

中山大學

422

112

803

357

515

中正大學

502

716

464

598

806

淡江大學

513

94

1194

34

993

資料來源／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製表／淡江時報

商館中庭

低碳便當開賣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商館大樓1樓低碳便當中庭餐廳新開幕！
由總務處招商，迦南餐廳進駐、營運，於14日上午舉辦「湯圓相見歡」
活動。總務處資產組組長林永吉表示，配合商館空間美化與整修，並利
用閒置場地來規劃餐廳，「之前試賣低碳便當的反應良好，希望藉此營
運，活絡商館空間，期待成為全校師生皆可駐足的休憩區。」
活動當日適逢元宵節，現場提供免費的甜、鹹湯圓，吸引不少教職員生
前往響應。未來，總務處將在一旁增設桌椅，打造更適切的環境。土木
三張仲堯認為，「低碳便當很環保，且菜色豐富，但份量略少了點。」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師長期布局智財
權和申請專利有成。自1月陸續獲得臺灣發明專利，有
化學系教授陳幹男發明「功能性聚胺酯預聚物、利用其
製備聚胺酯之方法及其應用方法」、化學系教授王三郎
發明「利用類芽孢桿菌生產界面活性劑和胞外多醣的方
法」及「沙雷氏菌素（Serranticin），其製備方法與其抗
腫瘤／抗氧化用途」、航太系教授陳增源發明「具漩渦
流集風罩之阻力型垂直軸式風力發電機」及機電系教授
林清彬發明「適用於馬桶水箱之清潔器結構」。
陳幹男說明專利特殊處是使用二氧化碳當原料，取代
傳統PU原料，製作親水性樹酯後，鑲附在纖維上，有效
達成吸收人體濕氣；另透過紫外光照射後，能有效提高
乾燥速度，相當具有環保概念。陳幹男提示，「研究關
鍵在於利用廢棄物，進行清潔生產、節省能源。且運用
在織物上，能達到吸濕排汗效果，增進衣服舒適感。」

業的入門票，比起其他大學相關學系的學生，我們實在
是太幸運。」航太系將於3月27日舉辦招考說明會，邀請
華航公司的人員到現場詳細解說報考日期、考試時間和
地點，以及報考資格等相關資訊，有意願參加的學生可
留意系所公告。
此外，航太系也將與中華航空公司進行產學合作，推
出2個學程，課程含括航務和機務，並提供獎學金與實習
機會給成績優秀者，希望栽培出優良的機師或技師；學
程預計於103學年度正式實施，將為學生帶來更多培養就
業能力的機會。航太系預計於5月份會召開學程相關說明
會，詳情請洽航太系系辦，校內分機2577。

王三郎發明「利用類芽孢桿菌生產界面活性劑和胞外
多醣的方法」，特殊處在於以烏賊軟骨為原料，經由微
生物液態發酵，應用於化妝品或醫療產業，如保濕乳
液、面膜，以及傷口癒合與褥瘡保養等產品開發。另項
發明「沙雷氏菌素，其製備方法與其抗腫瘤／抗氧化用
途」，特殊處在於抗腫瘤及抗氧化，亦可應用於醫療產
業及保健食品產業的「健康保養」。王三郎說：「目前
此專利仍持續研究中，並針對水溶性進行改善。」
陳增源提到發明的專利，其特殊之處在於應用風力發
電，運用微風即可啟動，效力可提高10倍，且研究關鍵
在於如何使用葉片產生出漩渦，「裝置適用於都會區
的大樓頂樓，不僅可以節省空間，還能產生更多的能
源。」林清彬對於發明專利表示，「此項發明裝置能定
時定量的釋出藥物，且可安裝在多處，如馬桶。另感謝
王健嘉、袁嘉瑩2位機電系畢業校友的協助。」

條、色彩、光影來呈現各家風格，期
待教職員生能在此次難得的展覽中，
體會藝術內涵，且進一步帶動和版畫
藝術的對話。」本展期至3月27日止。
右圖為吳炫三的版畫作品「除舊佈
新」，屬於孔版方法中的絹印法製
成，並運用絹印四色表達新年猴戲的
歡悅氣氛。吳炫三於1942年生於臺灣 會金爵獎、法國巴黎騎士藝術勳
宜蘭，西班牙馬德里皇家藝術研究所 章等獎項。（文／黃怡玲、圖／
畢業，曾榮獲國家文藝獎、中國畫協 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區報導】為鼓勵學生組成創新創業團隊，全球
創業發展學院、研究發展處及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共同舉辦
「淡江大學2014創新創業紮根競賽」，即日起開放報名。
活動將邀請各領域的專家擔任指導業師、辦理座談會及競賽。嘗試
讓學生將學習理論與實作結合，啟動創新能力和培養團隊合作。研發
處產學合作組經理王竣騰表示，「今年已邁入第三屆，本屆培育重點
著重在『紮根』，以較易創新、創業成功的經營為競賽主題，同時邀
請專家蒞校，預計將在淡水和蘭陽校區舉辦演講。」
競賽報名資格不限年級、科系及學院。參賽隊伍須由2至10人組
成，且每隊須有1位指導老師。完成報名後，即可送出初賽稿件，收
件時間到5月5日截止。創新創業獎第一名獎金高達新臺幣2萬元。詳
情至研發處網站（網址：http://www.research.tku.edu.tw）最新公告。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演講人/講題

2/24(一)
15:10

保險系
B605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教授兼
系主任林俊宏
人口老化之衝擊與因應策略

2/24(一)
16:10

中文系
L408

行政副校長兼中文系專任副
教授高柏園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
建》導論1-2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學
院客座教授菲利普‧拉姆
（Philippe Rahm）
Atmospheric Architecture（天
氣建築）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中正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
員林耿民 甄試報名表
Plasmon Resonance in Onedimensional System
A TDDFT Study
中央研究院生醫所博士後研
究員林岑軒
蘋果論壇系列講座第一場：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留學
心得

2/25(二)
19:10

物理系
S215

2/26(三)
10:10

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
財金系
趙揚清
B712
金融市場概述

2/26(三)
15:10

國企系
B312

安吉斯媒體集團凱絡媒體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IMC整合行銷
總監楊麗娟
整合行銷案例分享

2/26(三)
18:10

國企系
B608

安吉斯媒體集團凱絡媒體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IMC整合行銷
總監楊麗娟
整合行銷案例分享

2/27(四)
14:10

機電系
E830

華梵大學機電系教授羅勝益
鑽石工具磨削之應用

2/27(四)
14:10

資工系
E819

2/27(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立臺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錢炳全
From Image Retrieval to Image
Understanding
長庚大學臨床資訊與醫學統
計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張書瑋
Analytical Methods in
Candidate Gene Research：
An Example of Associations
of Toll-like receptors（TLRs
3/7/8）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Taiwan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2/24(一)
19: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財金系
D223

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聞
部財經台總監林慧珍
The Me Me Me Generation下
你不能不知道的互聯網操作

蘭陽校園
2/27(四)
8:00

研發處啟動紮根競賽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主辦/地點

日期/時間

吳炫三等41名家版畫展
開學後的第一場藝術饗宴，是由文
錙藝術中心獻禮。20日，「當代版
畫收藏展」在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開
展，由駐校藝術家顧重光策展，此次
共有41位名家參展，精選78件代表
性作品，可一窺現代版畫的製作與演
變。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表示，
「在西畫中，版畫非常受到重視，因
此特選為年後強檔。此次展覽匯聚臺
灣當代版畫家，透過畫作的構圖、線

日期/時間

臺灣前十名大學

河岸景觀競圖 建築7生獲獎 陳幹男王三郎陳增源林清彬獲專利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學生再獲3佳績！建築五鄭凱蔚、陳
乙嬋以「破堤種子」為題，榮獲「『以河之名轉動雙城』淡水河流域景
觀示範區綱要－忠孝與大稻埕河段創意學生競圖」第一優勝；建築五李
應承、蔡昀霖、黃冠傑以「TAIPEI RING」奪得優選及建築五孫羽、唐
珈融以「FLOATING TRIGGER」拿下佳作，表現突出。
臺北市水利局於去年7至8月舉辦該創意學生競圖比賽，針對指定河岸
景觀，廣徵建築、景觀等設計背景的學生參加，提出增進生活機能，進
而打造優質水岸。鄭凱蔚實地訪查基地後分析，「因為快速道路和堤防
的阻擋，顯得水岸距離城市很遠」，為突破此障礙，利用淤積土在河岸
邊填丘及建橋方式，來達成「破堤」目的，同時引進住宅、運動場等規
劃，希望提升綠地生活。
此外，由於建築系系主任黃瑞茂曾提點鄭凱蔚，沙洲在此案設計中是
很重要的部分，啟發他將河川博物館建置在沙洲上的想法，呈現淡水、
艋舺、大稻埕的歷史串聯。鄭凱蔚認為，許多參賽隊伍的設計概念都很
好，而設計中「連結」的過程很重要，也呼應「破堤」主軸。
鄭凱蔚謙虛地表示，部分設計概念的實際度仍有努力空間，以想像的
成分居多，對於獲獎感到幸運。建築五陳乙嬋說：「藉由與隊友的合
作、相互學習是很好的成長經驗。」

淡水校園

大一、大二、研一生 科系不限

航太系與華航產學合作

此褒揚令不只是向鈕先鍾致敬，也能提升本校和戰略所的聲譽。」
鈕先鍾自民國68年起任教本校共23年，並開創了戰略研究新境界，
為國培育無數戰略人才。在戰略研究領域，鈕先鍾的相關文物是第一
位被典藏於國史館，館內設置專區，典藏其所有文章、作品及褒揚令
等文物，讓更多人了解鈕先鍾在該領域的卓越貢獻和重要性。
翁明賢也提到，鈕先鍾的書籍、文章發表逾百萬字，深深影響著兩
岸戰略研究，甚至於逝世前仍鞠躬盡瘁撰寫書籍，著有《戰略研究入
門》、《戰史研究與戰略分析》、《中國戰略思想史》等作品。（圖
／ 戰略所校友會副理事長賴進義提供）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招考文字/攝影記者

世界排名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這是華航送給我們的
大禮！」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表示，將與中華航空公司
於4月底舉辦機師招考，提供多達30個專屬本校學生的名
額，增加學生就業機會；並計劃推出2個學程供學生修
習，進行產學合作。湯敬民說明，「過去可能30個名額
是和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競爭，但是這次30個名額只給淡
江，相信可以為學生帶來更多培訓機會、就業可能。」
此次招考條件強調多益成績需達650分以上，且須為今年
畢業生；若通過考試，將獲得赴美培訓機會。
正在華航接受修護實習的航太四吳崇豪表示：「聽到
機師招考的消息實在太振奮人心了！這等於提前拿到就

演講看板

力」、「危機處理」5項居私校第一名；「創
新力」名列私校第三名。
2/24(一)
建築系
《遠見》提到企業認為新鮮人以「年輕有
17:00
Q409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15
幹勁」最為優勢，且企業最重視新鮮人「學
習力與可塑性」。此外，企業重視實務經驗
親洽Q301或網路報名
勝過在校成績，若具有打工經驗、專業證
2/25(二)
物理系
14:10
S215
照、實習經驗、外語證照4項則有加分作用。

2014年2月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大

甄試報名表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蘭陽校園
佛光大學心理系碩士、心理
主任室
諮商師吳楷貴
強邦國際
失戀分手學
會議廳

2014溫哥華雙年會
即日起歡迎校友報名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2014年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活動將於8月24日在加
拿大溫哥華會展中心（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3 floor）舉行，預計來自美、加等各地
海內外300名校友共襄盛舉。
此活動自2006年起，每2年辦理一次，今年
經過校友協調，選擇在加拿大溫哥華辦理，世
界校友會聯合會副總會長郭豐表示，「期盼雙
年會能加強校友凝聚力，協助母校發展，使各
地校友有更多交流機會。」
校友暨資源服務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
淡江世界校友會人數眾多且遍布各大洲，雙
年會自第一屆開始已從北美洲至東亞、南亞各
地舉辦，本屆重返北美洲舉辦，恰好環繞世界
一周，而這次交流活動期能促進校友之間感
情，望在北美的校友能踴躍參加。
雙年會結束後，加拿大校友會也規劃旅程，
歡迎校友踴躍報名參加，即日起至27日止，
詳情請洽校服暨資發處網站（網址：http://
www.fl.tku.edu.tw/2014conference/index.
asp），或電洽校內分機：8124。

課程加退選開放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即日起開放本
學期加退選，教務處呼籲同學審慎規劃選課。
若同學們於期中考後，因特殊情況而無法繼續
修習課程時，務必於第十三週（5月12日至18
日）辦理期中網路退選，並以2科為限。上學
期首次以網路辦理學生期中退選，共有6,277
人次8,020人科，但有學生逾期仍以書面報告
申請退選。教務處課務組組長許秀凰表示：
「逾期申請退選原因，多數是成績達二分之一
不及格、錯過網路退選時間、誤退科目、不利
申請學校或獎學金、課業繁重、身體不適、課
程內容不符合期待、重複修習、缺課太多、期
中成績公布晚於期中網路退選時間、成績不理
想、無法跟上老師進度、校外補習或打工等，
本學期將不再接受上述理由申請退選。」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