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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盼本校成高教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教授的課程安排，特地移至下午1時。除會場
羊飾布景，在張校長致贈的新年賀卡上，三隻
羊爬上書卷廣場的竹卷，象徵著本校辦學績效
扶搖直上、再創巔峰！

新春團拜 神采飛羊

本校於上月2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4年新春團拜茶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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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現場佈置有羊飾佈景、財神爺充氣人偶及紅色、金色汽球
綴春聯的裝飾。大家互道恭禧，充滿過年喜樂的氛圍。（攝影／盧逸峰）

張校長致詞表示，羊是低調動物，也是仁
義、公平、親善、祥和的象徵，她並舉「黑
羊白羊過橋」的故事為例，望大家擁有謙讓
美德，且「美、善、群」等字，皆以羊為部
首字，她更期勉淡江成為高等教育的「領頭
羊」，發揮特色、創造美好願景。
針對新春伊始的校務運行，張校長提醒落實
104年校務發展，並多思考未來規劃。而去年
在全體同仁努力之下，獲教育部補助104年教
學卓越計畫五千萬元，盼今年更上層樓。另因
應明年66週年校慶，將成立籌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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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的前教育部部長、教政所講座教授吳清
基祝福大家新年好，並誇讚張校長是謙虛、
有內涵的人，也提及自己十分激賞淡江「三環
五育」及「三化」教學方針，結合四校區的運
行，培養社會、心靈卓越的人才，自由開放
的學風與體貼入微的關懷，讓在淡江的教育者
「過得很有尊嚴」，他說：「能夠在這個溫馨
的大家庭、學術的王國任教，是我的榮幸！」
另有臺北、蘭陽校園屬羊的同仁連袂以吉祥
話互相拜年，新春團拜氣氛和樂融融，在互道
恭喜聲中圓滿落幕。

Cheers.遠見評本校企業最愛私校第一
【本報訊】《Cheers》雜誌日前公布「2015
年2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整體
排名為全國第八名、私校第一名。本校為18
度蟬聯私校第一，且在「新鮮人表現超出企
業預期」中名列第四，亦在「北部地區企業
最愛私校」則位居第一。而產業最愛大學生
中，本校在「一般服務業」與「金融業」分
別名列第三與第四名，在「企業青睞產學合
作」的排名則為第十名。
校長張家宜表示，學生在課程中學習專業
知能，在社團中培養人際互動，期待學子們
累積實戰力之餘，持續精進、強化優勢。
另外，《遠見》雜誌與東方線上合作「2015

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名列第七名、
私校第一名。其中，遠見根據企業主評比
「科系」畢業生表現，本校在「媒體／傳播
系畢業生」名列第四。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表示，本校有優良的學
習環境，去年已與華航、上銀科技等逾200
家企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為培育學生具
備高度的競爭實力，學校特別重視國際化、
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並結合三環五
育的教育內涵，讓學子在畢業時即擁有軟實
力。現有了企業主肯定及外媒的報導，期待
有助於本校招生。」

學教中心奪第九屆淡品獎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
核處於1月1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第9
屆淡江品質獎」複審，本次有學習與教學中
心、蘭陽校園主任室、商管學院3組進入複
審，由校內外11位評審委員進行簡報提問、
實地訪評。秘書長暨淡江品質獎召集人徐錠
基致詞時表示，「角逐淡品獎的團隊競爭激
烈，恭喜三組突破重圍、進入複審，預祝各
組有好成績！」
學習與教學中心由執行長游家政簡報，說
明學教中心積極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精進教
師教學，期待型塑「好學樂教」的師生文
化。並針對現行的改善學習策略工作坊課
程、提升教學助理教學品質及多媒體設備使
用情況等，進行案例分享。
蘭陽校園主任室由主任林志鴻代表，以
「全英語授課」、「大三出國」、「住宿學
院」為核心目標，希望發展「國際、品格、
學用」的優質校園。而評委提出「如何強化
學生職場優勢，以彌補地理上的弱勢」，林
志鴻說，蘭陽有全英語學習環境，也有與業
師合作教學，加上大三出國，學生在職場具
有一定優勢。」
商管學院由院長邱建良說明該院致力於推
廣學分實習課程，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進
而通過AACSB國際認證，未來期以擴增交換
學習與雙聯學位，增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並
透過良好和諧的教職關係，提高生產力與工
作效率。

會，本校將持續卓越辦學，「希望與大家一同
打拼，共創淡江美好的未來！」此外，張校長
允諾加強對退休員工的照顧，期以增進退休人
員與學校的聯繫，更歡迎大家回校進修，開拓
人生第二春。
隨後由張校長揭曉「第九屆淡江品質獎」得
主為學習與教學中心，並頒發獎金15萬元及獎
座。此外，陸續頒發「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績優
獎」、「教師評鑑傑出獎」、「教學特優教師
獎」、「資深職工服務獎」、「優良助教及職
工」等獎項，表揚同仁一整年來付出的心血。
頒獎後，精彩節目和摸彩活動旋即登場。節
目總策劃、財務長陳叡智以本校校訓「樸、
實、剛、毅」做為基調，票選「金會閃、金會
裝、金轟動、金會演」4獎與全場同樂。節目
開場邀請原住民小朋友表演「勇士與百合之
舞」，張校長也應邀與女聯會合唱團獻唱「陽
光和小雨」、「桃花過渡」等經典歌謠。

此外，舞研社帶來勁舞，
將現場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接著，由7個學院院長及
體育長組成「淡江八部合
音」，為大家獻唱「三月裡
的小雨」；節目尾聲由研發
處及財務處一同上臺唱跳，
帶來壓軸好戲。最後公布，
明年的歲末聯歡主辦單位將
由覺生紀念圖書館接棒。
在熱鬧的表演節目中，不
時穿插摸彩活動，讓全場摒
息以待，而幸運獲獎的同仁
們皆開心不已！最大獎是創
辦人獎三萬元，由EMBA執
行長林江峰獲得，歲末聯歡
在歡樂氣氛下完美落幕。精
彩圖輯，詳見四版。

資訊處展成果 傾聽需求用心服務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於上
月3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行「資訊處成果展示
會」，由資訊長郭經華邀請校長張家宜（左
一）、三位副校長出席，以及近百位同仁與
會。校長張家宜於致詞表示，「感謝資訊長的
提議，將本校長久以來重視的『資訊化』做專
題發表、展示，期以讓同仁們深入了解近年發
展。」首先，由資訊處6組與資工系2組進行成
果報告，並由專人在現場導覽、展示，並在尾
聲舉行票選活動。
郭經華表示，成果會除了展現資訊處同仁的
工作成果，亦為了聆聽各單位需求，特以「聆
聽需求，創『心』服務」為主題，期待持續改
善、品質提升。

表件自動販賣機 觸控螢幕 好好滑

在新學期開學之際，教務處購置新式申請表
件自動販賣機，除了原有兩臺外，行政大樓現
有3臺申請表件自動販賣機提供學生成績單、
學生證或畢業證書等申請。新式販賣機可直接
感應國際學生證，並有英文介面輔助境外生操
作，還能提供畢業校友直接查詢學號、申請在
校時的相關證明。
上月24日開學日即有同學使用並給予好評。
中文四盧正達分享，新機器螢幕大還是觸控式
鍵盤，在輸入時不易按錯，十分方便且清晰，
會優先使用新機器。（文、攝影／盧一彎）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女聯會合唱團邀請張校長一同上臺獻唱多首經典歌曲，臺下
聽眾聽得如痴如醉。（攝影／盧逸峰）

學習與教學中心獲得第九屆淡江品質獎，在上月6日歲末聯歡
會中接受表揚。（攝影／吳國禎）

展示會設有四獎項，最佳
技術創新獎、資訊最大獎分別由專案發展組
發表的「淡江e卡通」、「淡江i生活APP」獲
得，以TQM思維規劃業務需求，打造優質資
訊運用環境。作業管理組發表「2468，使命必
達」獲得「最佳服務優質獎」，以專人前往各
單位進行網絡電話及遠端系統等設定；「最佳
現場展示獎」則由數位設計組發表「教師研究
獎勵申請系統」獲得，以自動篩選、查證，並
試算獎勵金額等服務。（攝影／吳國禎）

女聯會提前同慶婦女節

【本報訊】女教職員聯誼會於本週四（5
日）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十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會中除進行第十一屆理、監事
改選、103年活動回顧、綜合座談外，因適逢
三八婦女節，舉辦賓果遊戲等團康活動與大家
同歡，獎品豐富。為了鼓勵前來與會的會員，
提供簡餐、絲巾、竹碳運動襪等紀念品。女聯
會理事長蕭淑芬表示，女聯會舉辦藝文、體育
及團康活動，提供教職員工交流的空間與機
會，藉由這次會員大會，盼大家共聚一堂，票
選心目中的理監事，歡迎同仁踴躍參與。

3校友新任局處首長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多位校友
榮任縣市政府局處新首長！建築系校友林洲民
新任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交管系校友（現
運管系）沈慧虹為新任新竹市交通處處長，大
傳系校友顏加松則新任嘉義市文化局長。
林洲民多次獲國內外建築大獎。
他說都發局要有「城市設計建築
師」概念，要主動設計，公辦都更
是他的重點項目。
沈慧虹表示，將配合施政，以市
民為本，希望能做到安全人本，推
展公共運輸，整理停車秩序，優化
人行環境，改善壅塞。」讓市民充
分享有行的安全。
顏加松講述個人使命為「成就嘉
義市民及藝術家的藝術夢想。」他
表示，文化局將善用網路科技與市
民接觸，並整合文創產業，提供服
務及行銷嘉義。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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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副總經理邱良弼、私校
人資處 退撫儲金會財務組組長李美華、
驚聲國際廳 中信銀經理白鈺萍
自主投資及增額提撥宣導說明會
城邦媒體控股集團台灣營運中心
會計系
總經理龔汝沁
B713
會計人向前衝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博士
統計系 楊棋全
B302A A universal efficient robust likelihood
method for general correlated data

本校與資策會緯育簽MOU
【本報訊】本校於今（2）日上午由校長
張家宜與資策會執行長吳瑞北，在緯創資
通總經理黃柏漙、緯育董事長葉吉祥見證
下，在臺北校園簽訂數位微學程合作備忘錄
（MOU），期待提升學生就業及企業選才
成效。
資訊長郭經華表示，本校在國內首創數
位微學程，精心規劃磨課師（MOOCs）課
程，改變學習模式及創新教學，藉由資策會
建立TibaMe網路學習平臺，讓學生透過自
主學習、導入學習關卡及徽章認證、整合個
人履歷、提供企業媒合，亦為產業需求分
析、迅速掌握人才需求，有效進行學用接
軌，將為學生就業以及企業取才提供最直接
的媒合服務。
本校數位微學程課程提供選修，目前已有
585名教職員生報名。運管四林祖捷表示，
行動應用軟體逐步轉化為雲端服務，提供使
用者即時、多元的豐富資訊，且APP程式設
計師是未來市場熱門需求人才，期待透過數
位微學程3門課程，培養實作及職場實力。

【 本 報 訊 】 世 界 大 學 網 路 排 名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2015年2月份最新排名
於日前揭曉，本校全球排名第426名、亞洲第
77名、全國第10名，為臺灣私立大學第一，也
是臺灣唯一進入前500大的私校。
與去年7月世界大學網路公布排名相較，
本校在4項指標表現方面皆微幅退步，其中
Presence排名由84名略退至111名、Impact由
478名退至574名、Openness由274名退至第368
名、Excellence排名則維持第996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自2004年起，由
Cybermetrics Lab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
會，CSIC）每半年提供一份高等教育機構
的學術排名報告。根據WRWU網站（www.
webometrics.info/）顯示，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重點為將全球大學的資料庫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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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與7月更新。

守護校安 你我有責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於上週
展開，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呼籲，同學們務必
留意校園安全，尤其在從事戶外課程，如體育
課、服務學習課程時，特別注意個人隨身物
品，慎防遭竊。此外，若在校園中遇到校外人
士，如補習班、心靈課程等推銷人員，請回報
安全組，或撥打校內分機2110、2119。

本校與澳洲會計師公會簽署認證

258教師獲研究獎助逾2700萬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
日前公布103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助名單，
以A&HCI、SSCI、SCI、EI、THCI Core、
TSSCI收錄之期刊論文，共計258人，485篇通
過審議；創作及展演獎助由資傳系助理教授賴
惠如1人通過。本獎勵篇數視當學年度預算，
總計獎勵258人，467篇，總經費超過2,700萬
元。今年各學院期刊論文得獎人數，商管學
院以95人居首，其次為工學院82位、理學院
41人、教育學院13位、全球發展學院9位、文
學院7位、國際研究學院6位、外國語文學院5

█蘭陽

本校列WRWU426名

歲末聯歡抽大獎 金蛋獎逗趣登場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03年度歲末
聯歡會於上月6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
研究發展處與財務處共同主辦，以「金蛋獎
頒獎典禮」為主軸，現場準備精采的表演節
目。會中另有豐厚的摸彩獎金與獎品，由全
校同仁與退休人員、教職員工眷屬共同歡聚
盛會。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細數本校於103年度在
教學、研究與行政方面的執行成效，如推動
產學合作、國際化，以及獲選品德教育特色
學校等經歷。為因應未來少子化及高齡化社

█臺北

淡水校園

本校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5千萬元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上週二是春暖花
開的開學日，本校一年一度的新春團拜茶會也
在覺生國際廳登場，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逾百位教職員工共襄盛舉。今年顧慮諸多

█淡水

位。而獲20萬元以上補助教師，有曾琇瑱、郭
忠勝、何啟東、董崇民、許駿飛、王三郎、歐
陽良裕、吳乾埼、丘建青、陳曜鴻、黃國楨、
鄭廖平、彭維鋒、何俊麟、林諭男、孫嘉祈、
葉和明、劉承揚、張志勇、廖述賢、林千代、
林志興，共22人。
人資長莊希豐說明，因鼓勵教師發表文章在
優質期刊，故修訂獎勵辦法，如提高SSCI及
SCI的「Impact Factor(影響係數)」權重，希望
藉由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平衡研究與教學，進
而擴大產學合作，期以提升學術競爭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本校會計學系首開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先
例，獲得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認
證通過。1月28日上午於淡水漁人碼頭福容飯
店舉行正式授證典禮。校長張家宜、澳洲辦事
處副代表王茂亭、澳洲會計師公會首席營運官
杰修思等人致詞及揭牌，澳洲會計師公會大中
華區分會2014年度會長任德煇先生、大中華
區分會總經理梁煥芹等6人，共同見證臺灣與
澳洲的歷史一刻。
校長張家宜表示，透過未來的相關訓練計畫
將可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培育高品質的人
才。會計學系主任張寶光表示，澳洲註冊會計
師為全球認可的專業資格，擁有此認證即具有
國際競爭優勢，該公會將協助會計系學生考取
澳洲註冊會計師資格，並設獎學金鼓勵成績優
異學生。（文／謝雅棻、圖／會計系提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