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學
校國家 合作學校名稱 合作學術辦理

單位(院系所) 授予學位

法國
里昂第三大學 
Universite Jean 
Moulin-Lyon 3

商學院/中文系
/法文系 碩士+碩士

法國
索邦第四大學  

Universite Paris-
Sorbonne (Paris IV)

全校適用 博士+博士

澳洲
克廷科技大學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商學院 1+1
碩士+碩士

美國
密西根大學福林特
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Flint
商管學院 1+1

碩士+碩士

澳洲
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國貿系 1+1
碩士+碩士

美國 維諾納大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英文系
TESOL 
Program

1+1
碩士+碩士

日本

長崎外國語大學
Nagasak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全校適用
2+2

學士+學士

美國 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全校適用 3+2 

學士+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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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聯會備佳餚獻桃李致敬 隱喻校務全麵上揚

校友送愛心 籌款賑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台北校園

王紀鯤募百萬獎學金助學

教部謝師 59位資深優良獲表揚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與北市啟明學校合作，於23
日邀請啟明學校師生5人到校，義務為教職員按摩。許多教職員利用空檔
來體驗，不少人因工作操勞筋骨僵硬，按摩時痛得哇哇大叫。啟明學校實
習輔導中心主任紀乃勳表示，本校一直以來給予啟明學校諸多協助，舉辦
該活動除了回饋並進行交流，也讓學生更接近人群。

此次到校服務的師生均具丙級按摩師證照，除受過長時間專業訓練，
亦有職場實務經驗。活動一開始就吸引多位教師湧入，臉上顯露出躍躍
欲試的表情，但按下去的剎那，整張臉瞬間皺成一團，幫忙按摩的學生打
趣說：「老師，身體不太好喔！」親身體驗過的軍訓室護理教師施淑芬表
示，現代人長時間使用電腦或坐姿不良，脖子容易僵硬，經過按摩的確有
助於放鬆及促進血液暢通。啟明學校學生陳矜華說：「希望藉由這項服
務，幫助更多人，也讓外界更加認識我們。」

另外，自今天起至10月10日止，將有6位菲律賓種子師資蒞校學習視障
生從事電話客服工作的技巧，由盲生資源中心進行為期兩週的技術指導及
經驗分享。盲生資源中心輔導員洪千惠表示，希望藉此活動，幫助菲律賓
視障生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記者徐旻君淡水校園報導】教師節到了！為感謝教師們作育
英才、犧牲奉獻，教育部特別頒發「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獎
勵服務滿10至40年的教師，總計今年共有59位教師獲獎。其中服
務滿40年者共3位，分別為中文系副教授古苔光、資圖系副教授黃
鴻珠、體育室體育教學組副教授李雨農，今天將於陽明山中山樓
接受表揚。

古苔光專長於中國古典文學，多次在《淡江學報》、《中文
學報》等發表論著，曾獲選為優良導師，是學生們心目中好牌
氣又親切的「古媽媽」（專訪請見三版）。黃鴻珠為現任覺生紀
念圖書館館長，授課科目包括「大專圖書館」、「圖書館自動
化」等，經常發表研究論文或專著，理論與實務兼備（專訪請見
三版）。李雨農專長橄欖球、羽球、高爾夫，曾獲選教學特優教
師，現任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競賽委員、本校高爾夫隊領隊、本
校橄欖球隊領隊，曾出版多本高爾夫球著作（專訪請見三版）。

此外，服務滿30年的教師共7位：中文系崔成宗、化學系簡素
芳、數學系鄭惟厚、資訊系林丕靜、機電系趙崇禮、企管系黃曼
琴、日文系鍾芳珍。

服務滿20年有20位：歷史系唐耀棕、黃建淳、化學系王伯昌、
數學系胡守仁、水環系許道平、資訊系徐郁輝、國貿系林志鴻、
賈昭男、經濟系廖惠珠、企管系洪英正、沈景茂、統計系李秀
美、會計系陳慶隆、日文系張瓊玲、英文系郭岱宗、美洲所戴萬
欽、通核中心胡延薇、體育教學組覃素莉、張弓弘、陳逸政。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為向全體教師致敬，今天
（28日）中午12時將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慶祝教師節－麵
食大賞」活動，由各單位提供66道佳餚，象徵六六大順；以麵類
為食物主軸，則隱喻「淡江校務全『麵』上揚」。另將由理事長
圖書館館長黃鴻珠代表，為校長張家宜獻上桃、李，意喻並祝福
所有教師桃李滿天下。

該活動邀請歷任校長與全校教職員一同歡慶教師節，準備的菜
餚琳瑯滿目，葷素均有，包括海鮮南瓜湯、水果燜雞、客式米苔
目、韓式海鮮煎餅等。其中，教務處提供的日式煎餃，由註冊組
同仁們親自動手製做，別具意義。此外，因為中秋節已近，教務
處及本報分別委由前生輔組組長高燕玉，製作好吃又應景的中秋
點心、綠豆糕，讓大家大快朵頤，慶祝教師節之餘，也快樂過中
秋。

                                                   

9/28 (一)

10:10

電機系

E819

中正大學通訊工程所助理教授潘仁義
Forecasting WiMAX System Earnings:A 
Case Study on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9/28 (一)

13:00

化材系

E830

台灣大學化工系助理教授Jef f rey 
D.Ward
Ins igh t  fo r  Opera t ion  o f  Ba tch 
Crystallization

9/28 (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輔仁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劉茂煌
Synthes is  and e lec t rochemica l 
characterization of spherical nano-
structured cathode material  for 
lithium-ion batteries  

9/29 (二)

12:00

會計系

 鍾靈中正堂

東吳大學會計學系教授李春成

整合管理會計與決策科學的幾個研究議題

9/29 (二)

14:10

資傳系

SG314

新媒體藝術創作者林俊廷

新媒體藝術‧藝術新疆界
9/29 (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灣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吳俊輝

AMiBA:Now and Future

9/29 (二)

14:30

數學系

S433

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恆修
Constrained Factor Models

9/30 (三)

10:20

  德文系

FL411

德文系專任教授賴麗琇
Vergleich ausgewahlter grammatischer 
Kategorien beim Nomen und Verb im 
Chinesischen and Deutschen漢、德語法
(名詞和動詞)比較

9/30(三)

14:10

大傳系

L301
導演蔡明亮
臉

9/30 (三)

14:00

決策系

B712

威寶公司總經理張豐雄

威寶3G行動通信的運用與展望

9/30 (三)

14:20

圖書館

圖書館301

指導室

參考組組員盧巧樺

蒐集資料的方法(基礎篇)

10/1(四)

10:10

資訊系

E311

東海大學工學院院長朱正忠

從學術界的觀點來回顧台灣的軟體

產業
10/1(四)

14:00

企管系

B616

柏騰科技董事長劉啟志

我的未來不是夢

10/1(四)

14:00

機電系

E830

智慧財產法院主任技術審查官林國塘

大專院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與保護

之策略

10/1(四)

14:10

統計系

B512

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潘宏裕
A Nonparametric Lower Bound for the 
Number of Species Shared by Multiple 
Communities

10/1(四)

18:30

圖書館

圖書館301

指導室

參考組組員盧巧樺

蒐集資料的方法(進階篇)

10/2(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南山人壽襄理王如萱

如何打造個人品牌

10/2(五)

12:00

西語系

T212

文藻外語學院西文系系主任林震宇

天平的兩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衡量

10/2(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經濟系助理教授蔡明芳
A welfare Analysis on an Earmarked 
“Output Tax Combined with Recycling 
Subsidy”

10/2(五)

16:00

大陸所

鍾靈中正

堂

經濟部次長林聖中

當前台灣經貿發展策略與ECFA對我

國之影響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莫拉克重創南台
灣，本校校友紛紛慷慨解囊，除了台北市淡江校友
會募得新台幣40萬元成立救難基金專戶，捐助本校
學生，許多旅居國外校友也積極募款幫助災民。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薛文發表示，本校非
常關心校友狀況，於日前發函各校友會回報受災、
援助情形，由回報的情形看來，慶幸無重大事故發
生，而在危難時刻，校友們發揮人飢己飢的精神互
相幫忙，真的很窩心！

台北市淡江校友會執行長曾榮華表示，「救難
基金專戶」將全數提供受莫拉克颱風影響的本校學
生，資助其生活費，讓同學不因風災影響學業；旅
居國外的巴西淡江校友會會長李瓊玉亦以行動支持
救援活動，日前返台前往災區，發放慰問金賑災；
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君愉、世界校友會聯合
會會長段相蜀等人，亦募得美金5020元，協助災後
重建。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企業經營模擬與情境演練實驗室」於22
日舉辦啟用典禮，活動當天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等人到場剪綵恭賀。高柏園表
示，這間實驗室讓學生能以新的模式及方法有效學習，希望商管學院的學生
往後能多加運用。

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表示，該實驗室為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引用耶魯大學情
境演練之概念，歷經2年建造完成，主要為商管學院四年級以上學生及研究所
師生共同使用，透過軟硬體的資源配置模擬經營情境，提供教學、研究、個
案討論之用途，讓學生經由電腦演練增加實務經驗，期待商管學院學生未來
的表現，能更加亮眼、更具競爭力。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指出，本校在過去企業個案管理方面總以書面為主，
缺乏動態實務經驗，藉由此實驗室的使用，可彌補不足。企管四紀儒嬑表
示，第一次來到情境模擬實驗室感覺很新鮮，實際操作軟體後，對於企業經
營有了不一樣的思維，謝謝學校能提供這樣的場地供學生演練。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榮譽教授王紀鯤籌募獎學基金新台
幣1百萬元，配合本校獎勵金20萬元，成立「王紀鯤老師建築設計優良獎學
金」，於22日下午4時在鍾靈中正堂舉辦第一屆頒獎典禮。王紀鯤說：「獎學
金金額雖不多，但希望給同學精神上的鼓勵！」並於頒獎同時，贈送每位得
獎者1本他的近作《建築十零》。

王紀鯤曾任本校建築系系主任長達9年，建築系研究所所長6年，及中華民
國建築學會理事長，1998年榮獲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技術貢獻獎。他於2003
年1月的退休惜別會上，與建築系系主任吳光庭、教授何德仁及多位知名建築
師發起頒發獎學金的想法，經過5年的籌募與申請，終於2008年正式成立，每
年取建築系各年級設計前3名，每名頒發6千元獎勵，及畢業設計前3名，各9
千元。剛畢業的建築系系友黃勻芳拿到畢業設計獎，她開心地說：「這是辛
苦很久得來的鼓勵，對剛出社會的新鮮人不無小補，希望未來持續在建築專
業上發光發熱！」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日前由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承辦教育部的「培育優
質人力促進就業計劃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
職場實習」方案，經過近4個月的努力後，
已於本月21日順利完成667位畢業生的媒合
工作，達成率100%！ 

校友處主任薛文發表示，參加媒合的人
數近1千名，報名媒合的企業更達1千3百多
家，顯示淡江學生深受企業喜愛，所以吸引
眾多企業提出申請。而達成率百分之百，歸
功於迅速辦理就業博覽會，除了時間上取得
先機，也成功打響知名度，增強企業與學生
間的媒合度。此外，第二階段網路媒合，也

提供無法參加博覽會的企業進行媒合，增加
不少就業機會，目前已有5百多名畢業生到
企業實習，其餘校友亦將陸續到職。

薛文發指出，實習時若遇困難，可上網
登入龍華科技大學提供的問卷，學校已成立
訪評暨輔導小組，除定期訪評實習企業，視
察實習人員工作狀況外，若畢業生或企業有
迫切的狀況，亦可透過輔導小組緊急通報。
經由該方案媒合，目前在1111人力銀行大學
網擔任駐校記者，大傳系應屆畢業生林世君
表示，受到大環境影響，今年各公司職缺較
少，幸好有這個方案才能順利就業，把在學
校學到的採訪技巧實際應用在工作上。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
處資料統計，至本月24日止今年大學部新生
報到率為97.15%，相較於去年降低0.88%。
原因是受金融海嘯及八八風災影響，目前仍
有許多學生因辦理就學貸款，而未完成報到
手續。教務長葛煥昭表示，近五年報到率縱
然有微幅波動，但都能夠維持在97%至98%
的水準，未來將持續加強招生宣導，以維持
高標準的報到率。

各學院報到率最高為商學院97.82%，管理
學院居次97.75%，蘭陽校園則以創業發展學
院95.33%最高。系所方面，今年設立的電機
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報到率達100%。

此外，報到率進步最多為土木工程學系
營建企業組的98.33%，較去年上升3.33%，
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表示，報到率提升的主
因是宣傳與行銷，放榜前對系網頁做了改
革，放榜後由系學會、專任老師主動打電話
聯絡，8月底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承諾學
生從土木系畢業之前，提升全國排名至第7
以上。楊長義說：「今年有15位學生以第一

志願進入土木系，其中高於錄取分數100分
以上有9個，我們會請他們來詢問原因，作
為強化宣傳的參考，希望明年更精進。」

中文系的報到率99.17%，較去年提升
2.5%，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表示，這幾年來
華語教學盛行，中文系因應時代需求開設相
關課程，且在開學前密切與新生及家長聯
繫，如有疑問皆能及時反應，是報到率提升
的可能因素。另外，資傳系、化材系材料化
學組、航太系、產經系、教科系、政經系、
資創系軟體工程組等報到率皆較去年提升。

已經報到成為本校新鮮人的資傳一陳侑
伶說：「淡江在企業界評價優良，雜誌評比
高居第一，加上校風自由，生活機能便利，
還曾被食尚玩家評選為校園美食第1名！所
以當初義無反顧地選擇淡江，現在正開心、
努力地過著大學生活！」至於，因金融海嘯
或風災不克報到的學生，本校設有「學生
家庭非自願性失業助學專案」及「88水災助
學專案」等，申請日期至30日止，歡迎多利
用。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國際貿易學系與澳洲姐妹校昆士
蘭大學於去年簽約合作雙聯碩士學
位，自民國97年暑假起陸續送出6
位學生留學該校，其中1位已順利
取得雙碩士。國貿系系主任林宜男
表示，藉由這樣的合作，系上學生
不僅可至國外名校就讀，與來自世
界各地的學生一起學習、培養國際
觀，也可提升專業及職場競爭力。

目前與本校另有1+1雙碩士學位
合作案的姊妹校有法國里昂第三大
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
及美國維諾納大學、澳洲克廷科技
大學；另與法國索邦第四大學有
雙博士學位合作案，與日本長崎外
國語大學則有2+2雙學士學位；及
美國天普大學的3+2學、碩士雙學
位。經濟系目前也正積極與澳洲昆

士蘭大學洽談1+1雙學位中。
林宜男指出，昆士蘭大學為全

球排名前50的知名學府，系上碩士
生欲取得雙學位，須先在本校就讀
一年，於碩二時再前往該校就讀一
年即可。昆士蘭大學非常重視與
本校的合作關係，該校代表Shirley 
Chang也於22日來訪，進行交流。
林宜男期望未來能發展2+2雙學士
學位，提供學生優質的國際化學習
環境。

第一屆藉由此計畫取得雙碩士學
位的黃啟賢校友表示，在課堂上遇
見來自許多不同國家的學生，讓他
學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事情，他
還到阿瘦皮鞋的澳洲門市實習，不
僅賺取生活費，該跨國企業的營運
模式也成為他論文研究的方向。

滿10年者共29位：中文系陳文華、化學系徐秀福、物理系曾文
哲、數學系余成義、土木系洪勇善、化材系蔡子萱、水環系李奇
旺、建築系賴怡成、劉欣蓉、姚忠達、航太系李世鳴、資訊系陳
瑞發、保險系曾妙慧、財金系顧廣平、產經系許松根、公行系韓
釗、決策系廖述賢、曹銳勤、日文系齋藤司良、河村裕之、西語
系白士清、美洲所陳小雀、亞洲所胡慶山、教政所蓋浙生、教科
系蔡秉燁、通核中心藍毓華、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宋佩芬、體育教
學組雷小娟、軍訓室張景台。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藝術中心「e筆書畫藝術展」21日舉行
開幕式，知名書畫家顧重光、陳若慧
等皆共襄盛舉，一起分享e筆書畫系統
創作的心得，現場參觀者體驗e筆書畫
的創作奧妙，無不嘖嘖稱奇。

校長張家宜表示，e筆書法結合了中
文的傳統與資訊的科技，和學校的三
化教育--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正
能相互呼應。駐校藝術家顧重光舉版
畫為例表示，以傳統工具雕版製圖，
除了費力也容易受傷，使用e筆除了省
時省力環保，更重要的是作品仍能呈
現畫中的粗細線條，不失其生命力。

家住淡水校園附近的顏明先生，
當日一早便特地來參觀，他表示，最
喜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的作品
〈大師〉，畫中星雲大師塑像及格言
「為人要像山一樣崇高，處事要如水
一般流暢」，使他想到八八水災時，
台灣人團結捨我的精神，感觸深刻。

國貿&澳洲昆大攜手育雙碩士

（資料來源：國交處提供）

本校與姐妹校簽定雙學位一覽表

風災效應 新生報到率微滑

媒合100% 667畢業生順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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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e筆 觀展者稱奇

盲生資源中心辦活動，為教職員義務按摩，不少教師抽空來體驗，
但因平時工作操勞，筋骨僵硬，被按得哇哇叫。（圖／劉瀚之）

秒殺老師開課 

歐研所副教授林立所授課程豐富有趣，260
人大班課，一開放選課就額滿，被學生封為
「秒殺老師」。（圖／林奕宏）

參觀「e筆書畫藝
術展」者，爭相試
用 e筆 書 畫 系 統 。
（圖／曾煥元）

學生爭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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