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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4 distinct campuses

化被動為主動� 拓展本校知名度
校園視窗

　【記者王育瑄專訪】行事作風快、狠、準的新
任學務長柯志恩，面對學務工作的挑戰信心滿
滿、充滿熱忱，因為對她來說，無論是學術領域
或工作經歷，學生都是她最直接接觸的對象。她
強調，「學生事務處跟學生站在同一陣線」，期

待未來能透過多元的管道，激發學生獨立思考的
能力。
　柯志恩舉例道：「如新生訓練、校慶及畢業典
禮等活動，我善用學生的想法，讓更多同學參
與，投入他們的idea！」她指出，淡江的學生雖
然為數眾多，但在表達自我的想法及思維上較薄
弱，因此她不僅希望透過強化社團的運作，吸引
更多學生走入社團，並藉由學生為主、老師為輔
的學生議會，讓同學從中收獲更多。此外，柯志
恩也期望透過今年新上路的學習與發展學門及勞
作教育課程，和導師與教官們達成共識，給予同
學們更多發表的機會。
　除了社團活動外，服務學習課程是柯志恩強調
的另一重點，「原則很簡單，聽過會忘記，真正
去做才能體會，體會就會有所感動，感動自己，
繼而才能影響別人。」柯志恩說明，本校目前有
些課程，會配合相當時數的校外服務學習活動，
希望未來能釋出更多的課程配合，加強同學與社

區之間的結合度。目前，學務處也預計條列出從
淡水校園到淡金公路上的所有社福機構，規劃與
本校的通識課程作密切結合。
　日前八八水災災情嚴重，本校共110位師生南
下屏東幫助屏東縣舊寮、泰山、羌園等國小進行
環境清理工作。其中15位教心所同學也協助災區
兒童的心理諮商輔導。柯志恩表示，未來將與學
務處諮商輔導組研擬長期的災區兒童心理重建計
畫，藉由本校專業心理師的督導，讓教心所同學
從旁協助及學習，她指出：「這就是標準的服務
學習課程。」
　「品格在生活中落實，服務在學習中扎根。」
是未來學務工作推動的重點方向。柯志恩表示：
「學務處一直在推動這一塊，現在我們要把這部
分強化出來，更具體落實。」最後她期勉今年的
大一新鮮人：「投資自己最重要！多把握機會，
培養自我表達能力，並透過活動參與，感動自
己，影響別人！」

暑期英語營拓展學生視野
　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辦的「暑期生活英語營」於上
月3至6日在淡水校園舉行，近60位同學參加。
　企管三高盈婷表示，參加營隊使她敢開口說英文，豐富的
課程開拓視野，也認識許多好朋友和外籍生，「明年有機會
還想再參加！」英語四陳映如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企業參
訪ICRT的活動及短劇表演。企業參訪讓她了解到一個電台如
何運作，以及電台DJ如何在工作中享受；經由短劇表演準備
的過程，學到如何在團體中與其他人溝通。（張友柔）

姐妹校華沙大學校長8日來訪
  本校姐妹校波蘭華沙大學校長Prof. Katarzyna Chalasinska-
Macukow於上週二（8日）上午蒞校參訪，由校長張家宜、學
術副校長陳幹男、歐研所所長郭秋慶、理學院院長王伯昌、
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及歐研所教授鄒忠科等人進行接待。貴
賓首先拜會校長，接著參觀圖書館，隨後至外語大樓外賓接
待室FL505進行簡報與座談。本校於民國90年與華沙大學締結
為姐妹校，並與該校交換學生，至今已有12位交換生出國，
此次該校校長蒞校訪問，期望加強兩校交流。（江啟義）

杜絕H1N1 蘭陽總動員
　為抵禦新型流感疫情蔓延至住宿型校園的蘭陽，蘭陽校園
主任林志鴻於上月27日、9月2、3日分別召開蘭陽校園H1N1
防疫工作會議，校園內除加強公共區域清潔消毒、張貼宣導
海報、主要出入口設置乾洗手清潔液之外，並於建軒、文苑
男女宿分別設立健康自主管理區，期望能杜絕來勢洶洶的病
毒。（蘭陽校園）

教職員飽饗西班牙美食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上月2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西班
牙美食教學」，由西班牙語文學系系主任吳寬、副教授白士
清介紹西班牙美食的作法及特色，並準備了色、香、味俱全
的「西班牙海鮮燉飯」、「西班牙蛋餅」、「素食燉飯」及
「西班牙涼湯」等讓大家嚐鮮，與會人員個個吃得津津有
味，爭相詢問烹煮的秘訣。吳寬表示，加水的速度、米粒的
選擇及香料的使用等都是重要關鍵。人事室專員樂薏嵐表
示，海鮮燉飯尤其好吃，風味特殊而且鮮嫩多汁，吃了還想
再吃，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品嚐這些美味的料理。（林奕宏）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華裔語文研習班體驗傳統技藝
　成人教育部於暑假期間承辦僑務委員會「2009年海外華裔
青年語文研習班」，共有來自美國、荷蘭、奧地利、瑞士等
23個國家，近240位華裔青年參加。經過6週的相處，學員們
感情甚篤，離別前依依不捨。
　研習會除了華文教學、中國結、捏麵人、功夫等課程，還
另外安排台北城、溫泉之都北投及淡水古蹟參訪之旅，並與
北海岸共10所中小學合作，進行學術交流。其中，學員在竹
圍國中學習手拉坯，這項傳統技藝對長年生活在國外的他們
來說十分新鮮，玩得不亦樂乎。來自加拿大的謝承諺表示：
「今年的暑假真的令我印象深刻，很感謝每位輔導員的付
出。」（陳若伨）

新鮮人暖身操 遠距課程一把罩 
　為使新生們了解本校遠距教學及課程，遠距教學發展組推
出數位學習新鮮人課程「新鮮人暖身操」，提供認識數位學
習、數位學習小秘訣及網路校園的數位學習資源等資訊，協
助同學們熟悉數位學習的環境及學習方式。歡迎全校新鮮人
踴躍前往本校網路校園首頁http://cyber.tku.edu.tw/，點選上
方「上課去」的連結，進入最左邊的選項「網路教室」，依
步驟進入「新鮮人暖身操」的頁面。（遠距組）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96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中，圖書館的
　 服務品質及設備獲得學生及行政人員最
　 滿意的評價！這樣的好成績可不是一蹴
　 可幾的喔！一起來看看「急用書申請服

　 務系統」是如何蛻變而來的吧！
　問：學校圖書館於97年8月正式啟用「急
用書申請服務系統」後，申請量從96學

　 　 　 年度的178件快速攀升至97學年度的3,951
　 　 　 件，急用書處理滿意度也高達92%，這是
　　　　 　依循著TQM辦到的嗎？
　 　 　 　 　　　Ms. Q答：沒錯，為了讓師生充分運用
　 　 　 　 　圖書館，以滿足閱讀需求、支援研究教學及 
                   新書馬上就能借到等目的，圖書館依據PDCA
持續改善的原則， 規劃「急用書申請服務系統」，其過程如
下：
　P（Plan）--加速急用書的處理；D（Do）--提供「到館
申請」（需親自至櫃檯填寫「急用書申請單」）及「e-mail
申請」（讀者可上線下載「急用書申請單」，填妥完畢寄至
採編組OA信箱）申請管道；C（Check）--檢討兩種管道並
行的缺失，包括：接單來源分散、難追蹤歷史紀錄、難掌握
處理狀況、新書處理時程長、申請費時不便、處理過程不透
明等問題；A（Action）--經檢討後後，自行研發「急用書
申請服務系統」，於97年8月正式啟用，並修訂急用書處理程
序及相關規則，現在大家只要登入http://info.lib.tku.edu.tw/
urequest/index.asp網頁，就可以上網申請急用書。圖書館館員
收到申請書後，學術研究的相關書籍約3個工作天之內就能夠
送至典藏單位，非學術研究的相關書籍則是依整批出書的時
程來處理，然後再以e-mail通知申請人到館借閱喔！
　如果你認為這套系統還有需要改進的空間，可以適時向圖
書館提出建議喲！（王育瑄整理）

碩學士學分班即起招生
　成人教育部進修教育中心本學年度第1學期開設之碩、學
士學分班即日起開始招生，有20多個系所的碩士課程、碩士
在職專班隨班附讀課程、日語學士學分班、商管學群80學士
學分班，有興趣進修碩士學位或學士學位者，可利用晚上及
假日的時間進修，供社會各界人士選讀。學士學分班招收高
中、職畢或同等學力者，碩士學分班招收大（專）學畢或同
等學力者；不需考試可先進入大學，選擇專班或隨班附讀方
式進修，本學期課程於今（14日）起陸續開課。詳情請上網
http://www.dce.tku.edu.tw查詢。（進修教育中心）

師培中心明起秀輔導成果
　師資培育中心師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的教學輔
導成果－2009年成果展示會「與史懷哲相約在黑天鵝」，將
於15日（週二）至18日（週五）中午12時在黑天鵝展示廳，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展出，並於15日上午10時舉行開幕儀
式。將展出師培中心師生利用暑假期間，針對石門國小、三
芝國中、自強國中等弱勢學生，所做的課業輔導成果。（師
培中心）

　【記者張靜怡專訪】「接下就全力以赴，把
這件事情做好就是了！」在淡江任教邁入第20
年的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接下院長職位，
和當初任職化學系系主任的心情是相同的：
「不論擔任哪一個職務，都是為學校服務，也
是一個責任。」 
　王伯昌自1989年回國後，就在淡江化學系任
教至今，擔任系主任期間，曾舉辦過許多講座
與活動，如「鍾靈化學創意競賽」，每年都吸
引不少高中學生組隊參加，這場化學盛宴成功
增加本校的知名度。他期望以這些經驗，為理
學院各系所加強舉辦研討會、論文發表等活
動。王伯昌強調，淡江理學院不比台大、清華
這些學校廣為人知，「所以我們一定要主動做
事，千萬不能被動！」
　對於理學院未來的規劃，王伯昌認為，理學
院底下的系所在整體發展上已有深厚基礎，無

論師資或設備都很完整，因此計劃從教學、研
究及招生方面著手。首先，為了提升理學院的
學術研究，會從加強各系與國外的交流及產學
合作的方向著手。他強調，由於理學院的歷史
相當悠久，所以有不少在業界或學術界的系
友，因此必須加強健全系友會組織，使系友會
繼續在產學合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讓理學院
的運作更加順利。
　其次為活化課程的內容，由於理學院的數
學、物理及化學都是理論的基礎，所以他希望
調整課程偏向社會經濟潮流等應用內容方面；
最後，王伯昌秉持著「積極、主動、多做」的
理念，除了配合學校招生組的招生活動之外，
為了加強理學院的招生，也計劃再從理學院各
系所選出部分老師組成小組，到各個高中介紹
淡江理學院，拓展知名度，讓學生了解淡江的
好。

　王伯昌表示，學生的行為思想不斷地隨著時
代改變，是時代巨輪下的產物，因此必須了解
學生的想法，才能彼此溝通。親切隨和的他笑
著說：「『帶心』比較重要」。而在新學期的
開始，王伯昌勉勵同學：「在學風自由的氣氛
下，要善用淡江的資源，並充分發揮你們的創
造力！」

　【記者柯俐如專訪】「接任一項新工作是
一種磨練與訓練。」甫上任的商管聯合碩
士在職專班（EMBA）執行長林江峰說，這
份職務對他而言，主要以向上溝通、從中協
調、向下著手整合及服務，達成校內師資整
合、提升學生滿意度及本校EMBA整體排名
為目標。
　同時兼任華商專班系主任的林江峰是學生
們的良師益友，他受訪時，剛好接到一通
畢業學生邀約聚餐的電話，可見他與學子的
感情之融洽。他感動地說，許多畢業後的學
生，只要有時間就回來找他聚餐；知道他喜
歡到各地吃古早味的老店，甚至常有遠在其
他縣市的校友，親自帶當地美食請他品嚐。
林江峰秉持著「對學生好是應該的！」這信
念，無私的付出，分享自身經驗毫不吝嗇，
使他深受學子們愛戴。林江峰表示，他以學
生的成就為榮，也當成美好的回饋。

　善與學生交心的林江峰認為，淡江與他校
相較之下，擁有無窮盡的人脈網路，他將
盡己所能積極推動EMBA與校友的相關資源
之聯繫，以達到提升學生滿意度的目標。此
外、也將多舉辦EMBA的系友會及同學會，
並邀請各業界的優秀校友回母校與學弟妹交
流，分享其經驗以培養校內學生的多元化發
展。
　課程方面，林江峰細心地分析，EMBA為
滿足各管理階層的在職人士，特別提供涵
蓋商、管各專業層面的10個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各課程間互有共通性，卻又各自擁有其
專業性，「等於讀1所就擁有10所的資源及老
師。」活化課程內容並增加了多樣性，且統
合校外豐富資源與校內聘請的近200位專業教
師，如此便能順勢提高淡江EMBA的整體排
名。他強調：「多元化、跨領域的發展更能
提升本校學生適應職場環境變遷的能力。」

因此，在職人士進修我校專班，不但可吸收
不同領域的知識，也能擴展人脈網絡。另
外，近期將和遠距教學組合作，推動同步網
路遠距教學課程，讓突破地域限制、零時差
的遠距課程之教學品質更上一層樓。

　【記者張靜怡專訪】「當一個管理
者不是說要管誰，而是透過整合大家
的力量把事情做好。」新任管理學院
院長王居卿認真地表示，管理的精神
其實就是「群策群力，以竟事功」，
透過全體的努力達到理想的目標。
　談到未來工作的最大挑戰，他認真
思索後回答：「如何突破現況是最需
要思考的地方，我的個性喜歡多一點
刺激與創新，畢竟有突破才會有進

步。」王居卿自民
國83年進入淡江任
教，先後擔任本校
建邦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企管系系主
任，以及EMBA執
行長等。他不但深
入學術界也熟知產

官界的脈動，他曾擔任大同公司海外
處業務經理、公共採購評選委員，以
及管科會「大專院校管理學術發展」
副主任委員等實務管理工作，無論在
學術或實務的資歷都非常豐富。他表
示，由於EMBA執行長的經歷，使他
對於商管學院的課程、師資及資源方
面都有了解，而且平時就常參與學校
的活動及相關會議，因此接任院長沒
有感到太多壓力。
　面對管理學院未來的發展規劃，王
居卿說明，為了提升院內「研究能
量」，必須提高老師的研究成果、研
究所學生的報名人數及錄取率，以及
促進產官學合作。王居卿說：「增加
研究成果的量，不但可以獲得更多補
助，也可建立良好的聲譽，對學校、
老師、管理學院及各系所都有利。」

他也會繼續積極推動TQM及QCC品
管圈，以達到「質量並重」。王居卿
提出具體的作法，例如將院內資源整
合，舉辦院內老師與學生的活動、課
程與師資的共享等，並積極向外部進
行資源開發，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
炊」，期望透過募款、增加產官學的
研究計畫案、各系系友會的積極運作
和舉辦全國性的活動，使管理學院運
作更為順遂。
　王居卿認為，淡江自由的學風是學
生的優勢，可以訓練學生自我管裡，
他說：「學習自我要求是一個很好的
基本」。因此對於剛進淡江就讀的新
鮮人，他期許同學可以趕快適應環
境與科系，「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
半」，如果不適應就必須趕緊做調
適，千萬別和學習機會擦身而過了。

　【記者王育瑄專訪】臉上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親切熱情地招呼同
事與同學們，這是新上任的體育室主任蕭淑芬給人的第一印象。自師
範大學體育系畢業後，秉持對教學的熱忱來到淡江大學廣授學子，一
轉眼已27個年頭。除了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外，她也擔任淡江女子桌
球代表隊的教練十年有餘，憑藉著多項體育專長及豐富閱歷，蕭淑芬
於今年榮任體育室主任的職位。
　對於活化體育課程與創新思維，蕭淑芬希望能持續推動大四選修體
育課程證照制度。她進一步解釋：「例如，讓完成體重管理與實務課
程的同學們，能夠考有氧體適能初級證照；而選修桌球競技實務與欣
賞的同學，則有足夠的能力考取C級(初級)桌球裁判證。」蕭淑芬指
出，本校的游泳課程早已推動多時，她表示：「我校是創風氣之先，
希望其他的體育課程也能逐漸走到這條路上。」除了培養同學們的終
身運動習慣之外，還具有相關裁判資格與能力以服務社會。
　蕭淑芬也期望在任內推動設立「體育畢業指標門檻」為本校學生的
體育運動相關能力把關。她笑說：「屆時會在未來的招生簡章上標注
門檻標準，所以填志願的時候，學生們就會明白自己的體能需達到一
定的水準才可畢業。」她強調這樣的設計，除了提升個人運動能力之
外，更能增加同學的運動健康知能與鑑賞能力。
　體育室於2006年推動的「淡江體育年一人一運動」計畫，也即將讓
同學自發性地展開驗收。蕭淑芬希望能持續推展全面性體適能的檢
測，鼓勵同學們逐年檢查自己的體能狀況。她呼籲同學們可自行登入

學歷：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傳播教育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經歷：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資深媒體工作者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美國南加大人力資源訓練中心講師
　　　美國南加大學習中心輔導員
　　　世界真奇妙主持人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 柯志恩

學歷：
　　　美國天主教大學博士
　　　美國天主教大學碩士
　　　淡江大學化學系學士

經歷：
　　　淡江大學化學系系主任
　　　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理學院院長 王伯昌

提高研究能量 促進產官學合作

整合校內師資 加強系友連結

品格教育 從服務學習開始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法學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法學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企管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法學碩士 
經歷：
　　　中華民國工業總會員貿一發展委員會學者委員 
　　　我國赴WTO、OECD談判代表團顧問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研究顧問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副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法律學系客座教授 
　　　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EMBA教育中心客座教授 
　　　淡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暨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林江峰

經歷：
　　　淡江大學企管系教授
　　　淡江大學企管系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淡江大學全球華商經營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淡江大學企管系系主任
　　　淡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博士
　　　大同工學院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士

管理學院院長 王居卿

Ms.Q 之4 急用書急用書的品質管理

攝影／王文彥

攝影／吳佳玲

攝影／曾煥元

攝影／劉瀚之

強化體育課程證照 推動畢業指標門檻

攝影／凃嘉翔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經歷：
　　　淡江大學體育室教學組組長
　　　淡江大學體育室活動組長
　　　淡江大學體育室教授
　　　淡江大學體育室副教授
　　　台北市立懷生國中體育教師

體育室主任 蕭淑芬

上體育室的「體適能學習護照」網頁，逐一比照每年的體適能成績，
了解自己體適能的狀態是否因年齡的增長衰退或增強。
　另外，在硬體方面，今年為了因應蘭陽校區多雨的特性，並鼓勵同
學養成運動的習慣，特地增添了室內跑步機與運動按摩機等器材。而
淡水校園的操場跑道也將於明年全面翻修，屆時完工後，將以全新的
面貌及更完整的功能和大家一起迎接60週年淡江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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