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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98學年度新設12學程 培養跨領域人才

█淡水
日期/時間

密大師生蒞校交流 體驗生動課程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姐妹
校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由該校管
理學院金融系教授Dr. Seyed Mehdian率領
師生訪問團一行15人於12日蒞校訪問，由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等人接
待，並參與國貿系助理教授蔡政言的管理
學全英語課程，另由國貿系30名學生陪同
參觀校園及體驗淡水老街文化。
參與管理學全英語課程後，來訪研究
生Brian表示，淡江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學

校，教師以分組討論方式授課很活潑，加
上同學語文能力好，很快就融入課程。
Fitima表示，「同學發音很道地，好像美
國人！」第一次到亞洲國家，覺得淡江學
生外語能力好，溝通沒有障礙。Dr. Seyed
Mehdian教授也表示，從來沒有學校以學
生接待的方式導覽校園，同學很熱情且親
切！國貿三江婉綺表示，來訪師生都覺得
老街小吃十分有特色，此外，對本校宮燈
及覺軒花園的中國式建築印象深刻。

國品獎迴響

世界各地校友 ：以淡江為榮

歐盟研討會 台歐攜手前瞻議題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歐研所、歐盟研究中心及
臺灣歐盟中心於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臺灣與歐洲聯
盟：經貿、科技暨文化前瞻研討會」，共有外交部常務次長林永
樂、臺灣歐盟中心執行長蘇宏達、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所長洪德
欽，及東吳、輔仁、東海等校多位學者參加。
研討會針對「臺灣與歐盟經貿、科技交流」、「臺灣與歐盟語
言、文化關係」等議題，從經貿、科技、語言及文化層面做深入探
討。林永樂表示，臺灣歐盟中心將於22日舉行揭幕儀式，歐盟的研
究更形重要，將來希望透過臺灣歐盟中心的運作，可以跟國內的研
究單位做更多的互動。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本校為臺灣歐盟中
心成員之一，未來將與該中心進一步合辦經貿、科技、文化相關之
學術研討會。歐研一劉佩恒說：「參加研討會可以聽到許多不同學
者的角度與想法，收穫很多。」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752-1.indd

1

論武俠小說之美 海內外學者交鋒

工程、化學學門再度入 1% 研究成效卓著

台北縣縣長周錫瑋（左）日前蒞
校座談及演講，校長張家宜（右）
致贈本校紀念花瓶，歡迎其到來。
（攝影／洪翎凱）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前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
獎，許多校友聽到這個好消息，開心地表示，「與有榮焉」，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長段相蜀說：「母校獲得此殊榮得之不易，
是全校共同努力的成果，張家宜校長的決心與企圖心是獲獎的關
鍵，能將企業精神融入學校經營，真是了不起的成就！希望世界
各地的校友們一起以淡江為榮。」
對於母校執行全面品質管理有成，淡江菁英校友會會長侯登見
表示：「學校實行全品管已經17年，去年返校時，從學校的品質
屋概念，看見母校在品質上下的功夫，能獲獎是對學校最大的肯
定。」台北市校友會會長陳兆伸提及：「多年來，母校對整體教
學品質的提升不遺餘力，有目共睹，現今各大學之間競爭激烈，
學校獲得國品獎的肯定，對校友、學生、家長都是一劑強心針，
我們都同感光榮。」
對於母校未來的期許，陳兆伸說：「人外有人，一定要勇往
直前才不會被迎頭趕上，希望母校以此自我警惕，全體師長、學
生、校友一起努力，讓母校持續成長、改進，越來越好。」廣東
台商校友聯誼會會長郭山輝表示，TQM的執行在企業界很受重
視，對於學校的經營同樣有很大幫助，很高興母校能運用全品管
有效治學，期許未來能更具體落實、執行，以更高品質的教學環
境，培育更優秀的人才。中國台商校友聯誼總會會長高新平則表
示，母校的好，希望台灣的高中生都知道，在選填自願時將淡江
列入考量。

【記者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為因應時代潮流的變遷，並
域學習，可增加專業知識的廣度。（製表／陳宛琳）
配合產業需求，本校致力推動各項學分學程，除原有的11個
98學年度新設學分學程一覽表
學分學程外，於98學年度再增設12個新學程，讓同學有更多
選擇，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全球化趨勢之下，學生需要具備
的能力不可只侷限於主修的專業，學分學程就像一張學習地
圖，讓同學在跨領域的學習上，能更有方向。目前職場環境
競爭激烈，期盼同學可藉由學程所規劃的課程，達到不同專
業領域上的整合，成為跨領域人才，增加就業信心。
98學年度新設學程，包括：文學院文化創意產業；商學院
產經財務、財金與保險、保險與資訊、商業財經；管理學院
專案管理、都市交通與環境系統、決策分析；外語學院外語
翻譯；創發院資訊旅遊；而跨院學程包括：管理學院、教育
學院開設的企業訓練與數位學習；全發院、創發院的文化旅
遊。其中，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由於獲得教育部補助，已
先行在97學年度第2學期開課。
對於管理學院開設跨院學程，管理學院院
長陳敦基表示，各行各業皆需要「管理」，
因此跨領域整合時，「管理」就相對應用較
廣，期望學生透過學程，增加學習的豐富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學術活動頻繁！甫於8、9日在覺
性，發展多元化專長。針對文化旅遊學分學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11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3日、14日
程，創發院院長劉艾華指出，多領域的學習
又分別在L401、L522舉辦「民俗說唱藝術演講」及「中文系大學部論文
比單一領域具有加乘效果，未來找工作就更
發表會」。
有籌碼，現在文化旅遊十分熱門，旅遊系的
文學與美學研討會主題為「武俠小說與文學理論相結合的美學呈
學生除了須鑽研本科系的專業科目外，也應
現」，共有來自澳地利、日本、大陸等海內外超過180位學者參與盛
多涉獵文化相關議題，同樣地，語言系的學
會，發表26篇論文。中文系系主任崔成宗表示，每篇論文都有其獨特的
生也應多涉獵不同領域的知識，未來的出路
見解，不但達到交流的目的，也為中文系學術研究指出更多新的道路。
才能更寬廣，他希望蘭陽校園的學生都能成
民俗演講方面，邀請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團長王振全蒞校，以「悠遊
為跨領域的人才。
說唱廿五年」為題，暢談相聲的口語魅力。西語二廖彥盈表示，透過這
財經二鍾依凡表示，藉由學分學程的修
次演說，讓她更了解相聲的內涵。
習，可讓自己具備本科系以外的知識技能，
另外，大學部論文發表會共發表6篇論文，邀請系上教師擔任講評
未來就業時，就不用侷限於本科系的工作，
人，讓大學部學生彼此交流觀摩、互相砥礪。參與發表的中文一王君瑭
增加就業機會。企管三陳珈云也認為，學程
表示，收穫最大的是對論文寫作形式的了解，也知道該如何更清楚地陳
的規劃，應該對就業很有幫助，在學校跨領
述想表達的內容。

【記者黃士航、陳宛琳、張友柔淡水校園
報導】根據日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所發行的評鑑雙月刊報導，2009年台
灣ESI論文統計結果，全球ESI論文及被引用
次數排名前1%的學校，台灣有31校進榜，本
校再次名列其中，論文數排名居全國第16，
工程及化學學門也再度進榜。學門活躍性指
數方面，化學學門僅次於中原大學，全國排
名第2名，高於台大、清大。
基本科學指標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是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針對論文
被引次數為世界前1%的機構進行統計分析排
名，本校今年平均被引次數由去年每篇3.6次
提升為3.94次；每位教師平均論文數由去年

3.64篇提升為3.68篇；高被引論文數為5篇，
較去年增加3篇，該指數不僅反映出論文的品
質與重要性，亦是論文在國際上影響力的表
現。工程學門ESI論文數排名為第375，進步
17名；被引次數為第532，進步54名，學門活
躍性指數全國排名第12。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本校實施助理教
授8年條款，鼓勵教師升等，近年在新聘教師
時，也著重其研究成果、潛力，教師評鑑辦
法也積極鼓勵教師發表論文，論文數因而得
以增加。「本校在沒有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
補助，仍能有所進步，實屬不易！」
工學院院長虞國興指出，為提升工學院學
術能量，工學院積極建構研究環境，如五年

重點領域扶持計畫，每年投入300萬打造研究
特色，目前以風工程及機器人兩大領域為主
要重點，同時推動儀器設備經費3年輪流分配
計畫，打造優質的教學與研究實驗環境。另
外，積極研議吸引優秀的學生留下就讀工學
院研究所，如：讓學生以5年時間完成學士碩
士一貫的學制，這都將有助於提升工學院學
術研究能量。
化學系系主任王伯昌表示，化學系長期
以來鼓勵教師致力研究，成立教師相同領域
研究群，定期舉辦小型討論會，進行心得交
流，並自97學年起，從校友捐款中，撥款補
助論文收錄於SCI的助理教授，讓教師能致力
研究及發表論文。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主辦/地點

█網路

演講人/講題

5/18 (一)
歐研所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張健雄教授
歐洲聯盟的經濟問題
10:10~11:30
T306
5/18(一)
化材系
核能研究所研究員邱耀平
契合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之淨碳研究策略
13:10~15:00
E830
5/18(一)
保險系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14:10~16:00
B505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5/18(一)
化學系
宗瑋工業(股)公司董事長林健祥
高分子產業簡介及塑膠射出加工業的分析展望
14:10~16:00
Q409
5/18(一)
文學院
大傳系講師蔡益彬
你想成為年薪百萬的品牌高手嗎?
15:00~16:00
黑天鵝
5/18(一)
德文系
上海中央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梁雅貞
格林兄弟與童話
15:20~17:00
T311
5/18(一)
通核中心 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林正弘
知識整體主義
16:10~18:00
SG503
5/19(二)
文學院
Shopping Design設計採買誌總編輯黃威融
想像一本有趣好玩的城市生活誌
10:00~11:00
黑天鵝
5/19(二)
數學系
中國蘭州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教授鍾承奎
帶廣義導數項的半線性反應擴散方程的吸引子
14:10~15:00
S433
5/19(二)
物理系
台積電技術副理黃立行
Recently progress for CMOS device
14:10
S215
5/19(二)
數學系
Academia Sinica＆Kyoto University Yoshio Sone
Equations of Gas Dynamics
15:10~16:00
S433
5/19(二)
數學系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劉太平
Nonlinear Waves
16:30~17:20
S433
5/20(三)
拉研所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教授Francisco Anibal Doncel Duarte
巴拉圭文化的歷史演進
10:10
T504
5/20(三)
文學院
巨匠電腦校園專案講師林偉
13:00~15:00
黑天鵝
職場電腦技能證照大解析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教授胡寶林
文學院
5/20(三)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15:00~17:00
L522
5/20(三) 正智佛學社 台中普民精舍住持法師上見下達
手中的風箏想飛
18:30~21:00
Q409
5/20(三) 投資理財社 台灣銀行貿易部副理楊天立
18:50~21:00
B312
黃金趨勢
5/20(三) 學園團契社 學園團契輔導員佳琪姐
19:00
E312
愛情二三事
鼎鼎聯合行銷電子商務事業部資深協理林麗君
資傳系
5/21(四)
電子商務網站經營
10:00~12:00
Q306
5/21(四)
拉研所
巴拉圭亞松森大學教授Almidio Milciades Aquino Arguello
瓜那尼文化在巴拉圭之研究
10:10
T504
5/21(四)
資訊系
Dept.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University of Delaware副教授沈建中
MAC and Swarming Protocols for Underwater Networks
14:10~16:00
E819
5/21(四)
文學院
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戴月芳
15:00~16:00
黑天鵝
走過歲月的歷史創意
霸菱資產管理台灣區負責人林志明
5/21(四)
大陸所
人民幣在國際與亞洲外匯基金的角色與功能
16:10
T505
5/22(五)
西語系
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Luis Roncero
中西文法的差異
10:10~12:00
T703
產經系主任梁文榮
5/22(五)
商學院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liberalization
10:20~12:00
L522
in the Harris-Todaro model
5/22(五)
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劉威漢
Convergence in Cost of Living across U.S.Cities
10:20~12:00
B302a
5/22(五)
英文系
密西根大學教授Philip Deloria
從國族到鄰舍-北美殖民地下的文化地理學
14:00~16:00
FL204
5/22(五)
英文系
莎士比亞學者Dr.Novy
Women Outsiders in Shakespeare
14:00~16:00
C031
5/22(五)
產經系
清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朱筱蕾
Outsourcing innovation in Product cycles
14:10~16:00
B511

台北校園
5/22(五)
18:30~21:30
5/23(六)
9:30~11:30
5/23(六)
13:30~16:00

財經系
D223
保險系
D501
國貿系
D404

美商富蘭克林投顧協理邱良弼
對沖基金型態與操作策略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執行長邱仲峰
健康危險管理-癌症危險管理
主任檢察官陳盈錦
企業因應刑事案件的應變策略

保險系產學合作 共創雙贏

周錫瑋讚賞本校獲國品獎、企業最愛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
際研究學院於14日邀請台北縣縣長周錫
瑋蒞校演講，講題為「台北縣的願景與
挑戰」。演講前周錫瑋率領北縣各相關
單位主管，在驚聲國際會議廳會晤校長
張家宜，並進行座談，周錫瑋表示，恭
喜淡江大學得到國品獎及連續12年蟬聯
企業最愛私校生，這是教師致力教學、
學生認真求學的成果。「一進到淡江，
就能感受到優美的環境，及良好的讀書

氣氛。」
座談中，周錫瑋指出，將針對淡江周
遭的交通環境及餐廳衛生等問題，責由
各相關單位主管商討對策，加以改善。
張校長表示：「很高興周縣長及其他長
官能撥冗蒞校，相信這次座談能促進本
校及台北縣的進步。」之後，周錫瑋針
對「北縣升格」、「國際都市」、「語
文教育」、「創新策略」及「公共七
安」等6個議題，向與會者經驗分享。

一日捐補助41生就學 愛心勸募再挹注
【記者林宛靜、孫筱婷、陳思蓓、柯俐如
淡水校園報導】日前由校長張家宜發起的一
日捐，共募得232萬餘元，已納入「惜福助學
專案」，並動用一日捐741,600元，補助本校
41位學生，包括本學期住宿補助、學雜費補
助及清寒助學金，希望藉此幫助非自願性失
業人士子女順利就學。
一日捐捐款比例，專任教師61.51%、職員
工69.81%，其中董事會、校長室、秘書室、
文錙藝術中心、軍訓室、資訊中心、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共7個單位同仁全數響應捐

█蘭陽

淡水校園

管理、創意熱門 配合產業需求 提升就業競爭力

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師生訪問團於12日蒞校交流，體驗內容豐富，一
行人快樂地與本校國交處同仁合影。（攝影／白辰幃）

█台北

款，張校長表示，以目前申請補助的人數來
看，募款金額已足夠，暫不需要繼續補足至
原先預定的300萬，補助41位學生後剩餘的一
日捐款項也將持續用於助學，所以她提醒有
需要的同學，仍可至學務處申請。學務長蔣
定安也指出，同學可先參閱學務處網頁，以
便下學期提出申請。
而2009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
義賣活動「幸福，來自於你我的付出」，在
淡江、真理、聖約翰三校的師生、校友及淡
水居民的大力支持下，共募得1百多萬元。

活動負責人資圖二鄭祺穎表示，本週三（20
日）中午12時10分將在覺軒茶藝廳舉行受贈
儀式，將捐贈約27萬元給本校「惜福助學專
案」，其餘募款金額捐贈予財團法人罕見疾
病基金會及法鼓山社會慈善福利事業基金
會。
另外，為使學生不受金融風暴襲捲的影響
而中斷就學，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
「安心就學方案」，詳情可撥分機2817洽承
辦人許之榕，或點閱生輔組網頁查詢。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右）與錠嵂保險經紀人
公司經理劉大維，簽定「產學合作協議」。（攝
影／黃士航）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與錠嵂保險
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合作，12日在L522，由保險系
系主任高棟梁與該企業處經理劉大維代表簽定「產
學合作協議」，預計自今年暑假展開合作，提供學
生實習、獎學金等機會。另外，保險系5月底擬與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定合作協議。
這次為保險系首次與業界正式簽立合作協議，
雙方將基於互惠原則，相互支援，除了由該公司提
供學生寒暑假實習、獎學金、協助實務課程之研習
或培訓之外，保險系亦將接受委託，進行專案研究
或專業計畫等，詳細合作內容正積極規劃中。劉大
維開心地說：「淡大保險系歷史悠久，很高興能合
作。」高棟梁也表示，保險系一直以來積極與企業
界合作，提供學生與業界接觸機會，如：寒暑假到
台灣人壽、國泰人壽等保險公司實習；邀請富邦產
險專業經理人來校開課，分享職場經驗等，期待未
來在雙方合作發展之下，共創雙贏。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2009/5/22

下午 01:4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