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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唯一入榜私校 亞洲第55名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世界大學
網路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WRWU）2016年1月份最新排名
於日前出爐，本校全球排名第415名、亞洲第
55名、全國第八名，為臺灣私立大學第一，也
是全國唯一進入前500大的私校。
與去年7月世界大學網路公布排名相較，
本校全球排名由478名前進至415名，亞洲
排名從80名進步至55名，全國排名由第九
上升至第八名。在4項指標表現方面皆微幅
進步，其中「Impact」由370名前進到第205
名、「Presence」由815名提升至478名、

「Openness」排名由202名上升至154名，而僅
「Excellence」排名由877名退至884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自2004年起，由
Cybermetrics Lab （該單位附屬於西班牙國家
研究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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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WRWU
Presence
Impact
Openness Excellence
世界排名 臺灣排名
全國排名前10名
國立臺灣大學
51
1
21
65
16
95
國立成功大學
150
2
189
138
205
221
國立交通大學
159
3
56
176
118
271
國立清華大學
235
4
442
239
173
298
國立中央大學
330
5
384
297
397
42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97
6
338
141
411
888
國立中興大學
407
7
444
448
243
516
淡江大學
415
8
478
205
154
884
國立中山大學
454
9
355
527
556
555
國立中正大學
467
10
662
217
953
844
2016年世界大學網路排名出爐，本校排名全球415名，亞洲55名、全國8名，為臺灣私立大學
第一，也是全國唯一進入前500大私校。（資料來源／WRWU網站、製表／淡江時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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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淡水校園

█臺北校園

█蘭陽校園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產經系
B511

財團法人青平台基金會副執
行長陳錦稷
臺灣經濟的挑戰與對策

2/2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Associate
Professor Michito Yoshizawa
Polyaromatic Micelles with
Unique Host Capabilities in
Water

2/23(二)
13:10

歷史系
L308

Social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Ph.D. candidate
Tim Riswick
荷蘭史學家的培育歷程分享

2/23(二)
14:10

經濟系
B713

德信證券投信總經理李亞玫
輕鬆理財、快億人生~就學
理才、畢業理財

2/23(二)
15:10

歷史系
L212

Social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Ph.D. candidate
Tim Riswick
歐亞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啟發

2/25(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奇勤科技執行長陳武吉
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2/22(一)
14:00

企業最愛 《遠見》：淡江與清大並列第6
調 查 《Cheers》：淡江蟬聯私校第1
2016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TOP10

猴年開春賀禧
3校園同步新春團拜 連線獻祝福
本校一年一度的新春團拜茶會於15日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臺北、蘭陽校園
（右下圖）同步視訊。現場「淡江66‧永續99，躍進卓越‧後勢強勁」的標語，與66春節
桌飾、金猴氣球等擺飾，讓會場充滿年節氣氛，3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教職同仁、退
休教職人員等近百人相互問候「新年快樂」。
本次活動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除了恭賀新禧、感謝大家過去的辛勞外，並說明仍
須持續進行的3大工作重點，一是各系所的課程改革和發展；二是校務發展計畫推行；三為
66週年校慶活動的擴大舉辦。葛煥昭強調，高教環境日趨嚴峻，教育部為引導各校走出自
己的特色，將推行新世代高等教育發展藍圖計畫，提供「學習創新」、「科技創新」等5類
項目，讓各校可依特色發展申請經費補助；他鼓勵大家申請，也籲請全校各系所、行政單
位配合協助準備，讓全校共榮，並使聲譽躍升。
本學期新任一、二級主管也出席團拜，學務長林俊宏，EMBA執行長林宜男及成人教育
部進修中心主任李孝萍為大家獻上祝福。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產經系約聘專任
特聘研究講座教授麥朝成祝本校校運昌隆，萬事如意。全發院院長劉艾華分享蘭陽校園的
猴子看海奇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提到，過年時家鄉臺南遇強震，仍收拾心情祝大家安
康。歐研所所長陳麗娟體驗每天健走萬步；大陸所所長張五岳以臺灣選出首位女總統的時
事，分享大陸友人的關懷。（文／王心妤、攝影／閩家偉、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潮州高中4百生來校呼嚮往
屏東國立
潮州高中於
18日來校
參訪，共有
470名師生
走訪淡江校
園。本次活
動由招生組
安排由親善
大使與屏友
會協助。該
校師生在驚
聲廣場團拍
後，各自分
隊參觀校園
景觀，並由大傳系助理教授陳玉鈴、資管系教授徐煥智、機電系教授史建中，為他們說明系所
特色和報考相關資訊。同學們對各教學大樓、宮燈教室、圖書館、體育館等印象深刻。
擔任導覽員的親善大使企管二楊淯翔說：「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帶領導覽活動，高中生都很可
愛、活潑，增添了不少趣味。」潮州高中生三年級柳延瑜說：「淡江校園空氣很好，看到大學
生的自在，讓我也好嚮往這樣的生活！」（文／陳品婕、攝影／
吳國禎）

本校第3人再獲法國

殊榮

01 臺灣大學
02 成功大學
03 交通大學
04 清華大學
05 台北科大
06 政治大學
07 中山大學
08 臺灣科大
09 淡江大學
10 中央大學
《Cheers》雜誌日前公布「2016年企業最
愛大學生調查」，本校在整體排名為全國第
九，且19度蟬聯「企業愛用私校」排名第
一。（資料來源／《Cheers》雜誌、製表／
淡江時報社）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Cheers》雜
誌日前公布「2016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本校在整體排名為全國第九，且19度蟬聯「企
業愛用私校」排名第一。「新鮮人表現超出企
業預期15所大學」中排名第四、私校第二。
在「9大能力指標看私校」排行中，本校9
項指標皆搶進前3名，在「抗壓性與穩定度
高」、「具有創新能力」、「人際溝通與團隊
合作」、「具有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能
跨領域並融會貫通」5項能力榮登冠軍，「學
習意願強可塑性高」獲得亞軍。「專業知識與
技術」、「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榮獲季
軍，表現亮眼。今年新增的「數位應用能力」

新設校務研究中心

【本報訊】為確保本校校務永續發展，並提
升校務管理效能，依本校組織規程設置校務研
究中心，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兼任
該中心主任綜理業務，未來將進行本校校務發
展相關議題之研究事項、校內外校務研究專案
之委辦事項，將運用行政運作、教師教學措施
與學術研究、學生學習歷程等校務質化與量化
資料，進行分析彙整，
以利於校務發展推動。

指標，也獲得季軍。
2016年
2016年
2015年
在5大產業（高科技製造業、高 遠見企業最愛排名
科技服務業、傳統製造業、一般服 成功大學
1
1
務業、金融業）最愛中，本校不僅 臺灣科技大學
2
3
超越多所國立大學，更是唯一私 臺北科技大學
3
2
校，在「一般服務業」排名第三、 臺灣大學
4
4
「金融業」排名第四。
交通大學
5
5
此調查針對2015年天下雜誌2000 清華大學
6
6
大企業人資主管進行問卷調查，調 淡江大學
6
7
8
10
查時間自2015年11月23日起至2015 政治大學
8
8
年12月23日為止。回收884份有效 逢甲大學
輔仁大學
10
11
問卷，回收率42％。
《遠見雜誌》日前公布「2016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結
資管系校友陳恕表示：「對於企
業對母校的高度評價，感到與有榮 果出爐，本校與國立清華大學並列第六，與去年相較進步1
焉。淡江自由、開放的環境，在大 名，且再度蟬聯私校第一。（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學時期除了基本學科，課程設計 製表／淡江時報社）
的多元性及社團培養『課堂以外』的能力，使
不動產業」占5.9%、「金融∕工商業服務業」
淡江人發展出『全才』人格特質，讓我在職場
占4.3%、「貿易∕流通業」占4.3%、「百貨零
上遇到不同領域的專業也能較快理解、融會貫
售業」占2.2%、「醫療∕農牧∕環境業」占
通，且在遇到問題時隨機應變，越挫越勇！」
1.2%、「媒體業」占0.3%。此調查時間為2015
運管系校友曾煥元表示：「大學時由於參與
年12月9日至2016年1月6日，邀1594家上市櫃
社團活動，需要與學弟妹分享想法、溝通，從
公司填寫網路問卷，共完訪322份，回收率
此培育出的『溝通力』及『邏輯能力』在職場
20.2%。
中能得以運用。此外，學校課程安排多元，在
1111人力銀行之雇主最滿意大學生 本校亞軍
選修其他領域課程時能激發不同想法，讓我對
1111人力銀行進行「2016雇主最滿意大學調
任何事物保持『好奇心』及培養『問問題的能
查」，本校在「總體表現最符合雇主所需」
力』，在工作時方能得心應手。建議學弟妹在
獲得私校亞軍。在「各產業雇主最滿意大學」
學時，務必加強外語能力並找到興趣所在。」
中，在8大類別，本校5項進前5名，分別是
《遠見》企業最愛大學生 再度蟬聯
「一般傳統製造/能源」第五、「餐旅／遊憩
《遠見雜誌》日前公布「2016企業最愛大
／服務」第二、「金融投顧、保險相關」第
學生調查」結果出爐，針對上市櫃公司進行
三、「流通／貿易／販售」第二、「建築營造
調查，本校在全國排名中，被喻為以黑馬之
／不動產相關」第三。此調查時間為2015年11
姿與國立清華大學並列第六、2度蟬聯私校第
月2日至2015年11月30日，針對有選才、用才
一。相較於去年，本校排名第七，今年進步
權力的企業主管進行立意抽樣調查，共回收
1名。調查中指出，本次受訪企業高達47.5%
3396份有效問卷。
是「傳產∕製造業」、28%為「資訊∕科技
新鮮人表現超出企業預期
業」、6.2%為「民生∕服務業」、「營建∕

性平創意宣導賽快報名

【本報訊】根據統計，本校行政單位一、二
級主管男女比例接近1：1（男35：女38），符
合機會平等原則，顯示本校重視性平教育且持
續推動。即日起，只要針對性別平等主題發揮
文字或圖像創意，就可參加標語及宣導海報
創作比賽，表達你對性別平等的理念，還有
機會獲得獎金和獎狀。凡本校教職員工生都
可以參加，趕快報名，創意標語參賽字數，
不含標點符號限定在20字內；海報設計規格以
A1尺寸，解析度為300dpi之jpg檔案，完成作
品後請以光碟片繳交，送至本校性別平等委員
會（A108）或諮商輔導組（B408），活動詳
情見性別平等教育網頁。（網址http://gender.
tku.edu.tw/news-detail.asp?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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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成功大學

02

逢甲大學

03

臺北科大

04

淡江大學

05

中央大學

《Cheers》雜誌日前公布「2016年企業最
愛大學生調查」中，本校在「新鮮人表現超
出企業預期」中獲得第四名。（資料來源／
《Cheers》雜誌、製表／淡江時報社）

吳錫德獲法教育榮譽騎士勳位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教授吳錫德日前榮獲
「法國教育榮譽騎士勳位」，法國在台協會於18日在信鴿法國
書店舉行授勳典禮，由法國在台協會大使紀博偉頒贈勳位。吳
錫德為本校繼國際長李佩華、前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之後，為
第三位受勳者，獲獎比例為全國大專院校法文系之冠，可見本
校法文系推廣法國文化跟法語教學，深獲法國官方肯定。
吳錫德除在法文教學及研究上的優異表現外，在出版與法國
文化的推廣更擁有傲人成績，遂獲肯定。吳錫德致詞表示，教
授法文及推介法國文化已邁入30年，只是盡本分，能獲此殊榮
深感榮幸，此外內心尤其感謝家人及老師的支持與協助，及本
校給予難得教學經驗，將繼續專研法文與傳遞對法文的熱情。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法文系教授吳錫德（左）榮獲「法國教育榮譽騎士
勳位」肯定其在臺出版與法國文化推廣，18日晚間在
在信鴿法國書店，由法國在台協會大使紀博偉（右）
頒贈勳位。（圖／法文系提供）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