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產經系主任  林俊宏
　本系在各大學相關科系中以學術研究著稱，
且在質與量方面皆維持高標準，雖然研究壓
力重，但有助於學生在專業能力的提升。近年
來產經系又增聘幾位大師級學者，包括中央研
究院院士麥朝成，以及國策顧問許松根。在系
上優秀教授的帶領之下，給學生更專業的學習
空間，將該系打造為國內一流的產業經濟研究
中心。另外，產經系與香港城市大學、日本青
山學院大學合作，每年輪流主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以促進國際交流與學術研究，並提供該系
師生參與發表論文。同時也邀請國外學者來
訪，舉行研討會等，讓師生能更有國際化的觀
點。

淡江大學產經系教授  梁文榮　
　系上對老師著作投稿、潤稿費等皆提供部分
補助，讓老師可以減輕負擔，研究所需的硬體
設備，系辦也會協助申購，讓研究時有更好的
資源可以運用。最要的是，產經系的老師們非

常熱衷於研究，彼此間的切磋交流、良性競爭
也形成了良好的外部效果。

淡江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蔡明芳 （校友）
　系上老師研究多元、在個體理論、計量經濟
等課程內，邏輯訓練基礎紮實，無形中對我的
判斷力產生幫助，無論研究教學或就業，都有
莫大效益，尤其許松根教授對研究要求嚴謹，
對台灣工業發展有精闢的見解，擁有許多校外
學不到的知識，上完課後收穫滿滿。在學期
間，產經系邀請許多知名業界人士專題演講，
增進產經系研究能量，也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
管道。

銘傳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呂文正 （校友）
　產經系以經濟學為理論基礎，著重在個體分
析，在理論探討之餘，融入許多應用，畢業
出路相較於其他商學系寬廣，有公職考試、金
融機構分析師或者學術路線等。系上教授們上
課內容都相當精采而且要求嚴格，如陳宜亨老
師的經濟數學，符合大學部經濟系課程內容所
需；胡名雯和梁文榮老師教學認真，課程脈絡

相當清楚，陳和全和李秉正老師則分別指導產
業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上課內容深入淺出，
邏輯清楚，也相當令人印象深刻，數年學習之
下，對我現在的教學、研究、輔導等工作都有
正面的影響。

南山人壽保險業務主任 陳哲蓉（校友）
　在財務管理課程中，對於公司股價、經濟發
展預測等，有許多訓練，尤其是在金融海嘯
後，市場分析便十分重要。系上老師
不論是在理論紮根或是生涯規劃，
都給我們方向及目標自我追尋。
　系上課程，有許多培養財務簡報
的能力，如不動產管理、總體經濟
等，常需要向全班提出報告，這不
只是文獻收集或資料查詢，還需要
統整資訊、剖析研究不同案件的癥
結點，並提出有效的獲利方式，如
此思考邏輯訓練，在職場上便成為
極大的競爭力。

　　　　       　　融會課程實務 鞏固基礎
　產經系以經濟理論為經、產業發展及管理課程為緯，架構出課
程規劃的脈絡。理論涵蓋了所有的基礎經濟課程（經濟學、個體
經濟學、總體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國際經濟學等），
在基礎的訓練課程外，產經系也著重實務層面，訓練學生可以將
產業經濟理論和產業現況連結。
　因此，除了基本的統計學課程之外，另要求學生修習計量經濟
學、產業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產業政策、經濟發展等必修課
程，以奠定學生分析研究經濟與產業問題的專業知識。產經系教
授梁文榮表示，大部分的學生對於經濟學上理論性證明都會覺得
較為困難，因此在課堂上會多演練幾次給同學看，也融入公式背
後的經濟涵義，讓同學更能融會貫通。
　學習方向亦融入台灣的工業、公平交易法等課程訓練學生，讓
學生對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現況能有深刻的認知。不論是理論或實
務，產經系皆致力於讓兩者不落於時代趨勢之下，延聘中央研究
院院士麥朝成，以及前經建會副主委蕭峯雄等教授，加強師資陣
容，讓學生的理論及實務知識皆能與時俱進。

　　　                　企業參訪 厚植就業力
　產經系提供許多企業參訪的機會，讓學生提早與企業接觸，在
了解企業文化時，可更早一步為職場生涯做準備。如副教授莊孟
翰開設的「不動產投資與經營」等課程即曾參訪過冠德建設、太
子建設、中華顧問公程司財務工程等企業，「行銷學」課程與壽
險公司合作，進行生涯規劃說明會；副教授蔡進丁的「企業經營
學」則是帶領學生參訪地方企業，藉由探討各種產業經營管理的
特色及其成敗之關鍵，培養學生認識、適應、掌握及創造環境，
建立趨勢與策略的意識。豐富的實務性課程讓學生獲益良多。

 　　　   多觸角選修商業 管理課程 資源豐
　除了經濟領域的課程之外，產經系也希望培養學生具有商業與

管理等專業知識，因此，開設企業經營學、行銷學、財務管理、
基層金融實務、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廣告學等課程。為了使學生
具備更為完整而多元的知識，滿足學生求知的興趣，由87學年度
開始，也開放成績優秀的同學至本校財金系、企管系及資管系選
修學分，多觸角性地探索各領域，使學生在未來就業與升學方面
更具競爭力。此外，自97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博士班也與台大
經濟學系簽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共計三門課程，由在學術界
頗負盛名的黃鴻教授開設之「策略性貿易理論專題」及「產業與
貿易二」與刁錦寰教授的「時間數列專題」，讓博士生的選修資
源更為豐富。

    
         　學術研究能量驚人
　產經系的學術研究在國內經濟學界備
受肯定。天下雜誌1999年的國內最佳研
究所調查報告中，該系所在國內經濟類
研究所中排名全國第五，僅次於台大、
清華、中興、政大等校。另外，曹添旺
等學者於2006年發表的一篇研究台灣33
個經濟類大學系所之學術表現的論文指
出，本校產經系在B級以上期刊之論文發
表篇數及平均篇數均位於第6位。每位專
任教師於每年皆有研究論文發表。
　在國科會公布的研究計畫資料中，產
經系自2005年起每年有7個以上的研究
計劃案獲得補助。根據《Cheers》雜誌
「2007年1000大企業對碩士生評價調查」
中指出，本校產經系在經濟學門類中整
體上排行第9名，而在學術研究上的表現
更是名列第8名，僅次於台大、清大、中
央等大學，為私立大學之首，並超越了
許多國立大學。
　產經系教師研究的領域分布在國際貿
易、區域發展、勞動市場、企業人事結
構、房地產市場等多項領域，研究的課

題多能反映社會、經濟、文化與科技發展的相關需求，顯示教師
多元性的研究與專業表現能符合社會上整體發展的需求。
　該系教師在95至97年的專業學術表現上延續過去優異的成果，
共有41篇期刊論文，其中包括22篇SSCI論文、3篇TSSCI論文、7
篇EconLit論文及9篇他類論文。平均每位教師發表1.5篇SSCI期刊
論文，2.7篇具審查制度期刊以上的論文。另外還有60篇研討會論
文、8篇專書論文及5本專書。在研究計畫上，95年度有13件，96
年度有10件，97年度有11件，其中23件來自國科會的年度專題計
畫。由此可知，產經系近年來在研究成果的數量與品質上有成長
的趨勢。

義守大學財金系教授  許碧峰
　淡江無論在學術或企業界上都備受肯定，我常常推薦自己的學
生就讀淡江，我在就學四年間，認識了許多真誠以待的朋友，產
經系老師待人親切，且學術研究優秀，教學嚴謹認真，使同學基
礎打得相當扎實，為我之後朝學術界發展植下根基。如梁文榮老
師，他教授和產業經濟學、個體經濟學、國際貿易等經濟相關課
程非常用心，筆記清楚，且能夠融會貫通，我現在也會效法他的
授課方式，盡心盡力培育莘莘學子。老師、同學緊密結合的大學
生活，改變我以往封閉的人生態度，開放自由的校風，給了我們
許多適性發展的空間，課餘時間同學皆能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領
域，離校時我還相當不捨這樣的氛圍，常對學生講起在淡江點點
滴滴的回憶。

成大經濟系助理教授  陳奕奇
　產經研究所在成立幾年內就獲得天下雜誌評選為私立大學經濟
所中排名第一，並為全國各校經濟所第五名，辦學績效並不亞於
國內的國立大學研究所。大學四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的梁文榮
教授，他治學嚴謹，教學認真，上課內容詳實，大一的經濟學、
大二的個體經濟學、大三的國貿理論及國貿專題都是由他授課，

至今我在國外留學及授課準備，仍會參考梁教授當時授課的筆
記，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學生較易吸收課程內容。而陳宜亨老師
及莊希豐老師也在我求學過程中，給我相當多有關出國留學的意
見及協助。當時班上有幾位同學，都是很認真上課及用功唸書，
在耳濡目染下，一直戰戰競競準備課業，並培養出興趣，讓我有
想要繼續出國深造的動機。而國外求學時，我一直秉持在淡江求
學時代的態度，相信勤能補拙，並且要持以之恒，再怎麼艱難的
事也能順利完成，誠如淡江校訓「樸實剛毅」。 

荷蘭銀行投資銀行部台北分行執行董事 吳坤裕
　產經系的課程中，必修專業、選修貼近實務，學校培養金融分
析能力，使學生多了份實體專業能力、了解台灣經濟與產業現
況，梁文榮教授針對時下金融現況分析，嚴謹的態度，使我們養
成課前預習的習慣，到現在我仍保有這個習慣，正是老師傳授學
生理論以外的能力。另外，具備不動產投資與經營的專業，讓我
更具有競爭力，莊孟翰教授分析房地產波動及房價，應用層面提
升同學的市場洞悉力。淡江產經正是囊括了商學技能的中和，相
信加上自我努力，就能擁有亮麗的表現。

　2006年3月24日產經系第一次舉辦國際性會議，與會學者青山學院大學教授太田浩
（左三）與校長張家宜（左二）、商學院院長胡宜仁（左一）、產經系教授梁文榮
（右一）會面。（圖／產經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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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視窗

 網路電話今開放申請　

　教育部為促進網路應用服務效益，日前發起串連全國各級
學校「網路電話」語音平台。「網路電話」互撥方式與一般
電話同，可與校內分機互通，亦可藉網路與他校聯繫，承辦
人資訊中心網路管理組技術師張維廷表示，其功用如隨身分
機，有網路的地方就可遠距聯繫，方便且節費。全校師生均
可連線至http://sip.ipcnet.tku.edu.tw/sipreg/申請，本校限3000
個門號，發完為止。（黃雅雯）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遠距talk很大 
　自5日起每週一至週四晚上8至10時，蘭陽校園於電腦教室
與美國北卡阿帕拉契州立大學（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教育系直接以Skype連線對談，談話內容以托福口語會話考試
技巧為主，期增進同學口語對話的能力，因10月份為免費體
驗，機會難得，學生報名十分踴躍，但由於是第1次嘗試，同
學們都有點緊張。（蘭陽校園）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同學們遇到校外租屋糾紛或者意
外 事 故 時 ， 是 不 是 會 想 找 教 官 幫

忙解決呢？如此貼心的「學生安全
維護」，是如何依循TQM規劃出來的

呢？
　 　問：入學時，學校會發學生手冊給
　 　 　 　 　　我們，上面提到如果在外有租賃
　 　 　 　 　問題、意外事故處理、緊急傷病，
　　　　　 　　或是在生活上、學習上有任何苦痛困
　 　 　 　 　 　　　難，都可以向軍訓室尋求教官的協
　 　 　 　 　 　　　助，這是真的嗎？

　Ms. Q答：係金ㄟ！軍訓室為能夠確實維護本校學生的安
全，依據TQM的流程規劃出許多教育安全宣導，包括新學期
舉辦的新生安全講習、教學大樓逃生演練及防範新流感的健
康管理站等，現在就來一窺「學生安全維護」的PDCA流程
吧！
　P（Plan）--擬定教學大樓逃生演練、安全教育宣導及校
園災害管理機制實施計畫；D（Do）--教官除了平日24小
時輪流執勤、負責學生意外事件處理與輔導外，也會定期舉
辦消防逃生演訓活動及交通安全、校園安全等教育宣導；C
（Check）--統計分析本校交通意外事故及校園安全事件，
並檢討安全教育宣導活動的成效；A（Action）--召開年度工
作檢討會，針對校園危安事故處理予以檢討，並具體修正，
列為下年度工作依循目標。
　各位同學們，如果你們有任何關於生活上的問題，都可以
撥打專線2622-2173，教官們一定會熱心地為你解決任何問題
喔！（王育瑄整理）

Ms.Q之8學生安全維護

　本書所描述的未來世界，是一幅幅嚴重發展失衡
與危機處處的景象，隨著人口增長趨勢無法減緩，
全球資源匱乏的程度日益嚴重，在往後的數十年
中，仍有二十多億人口活在貧困中。在作者卡普蘭

的眼中，衝突而非合作才是歷史常態，因此在可預
見的未來，世上仍會充斥著因宗教、統獨、種族、能源與經濟等因素所
造成之紛亂。
   擁抱現實主義邏輯的作者，盛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與美國前總統雷
根，因為兩位領導者都在關鍵時刻展現魄力，反對姑息，因而避免國家
厄運。本書也不忘提醒，光依靠國際組織與國際法，不足以維護國際秩
序，國家必須擁有足夠實力，才能創造真正和平。
   卡普蘭認為自蘇聯瓦解以來，美國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全
面性帝國」，與其他競爭者相較，舉凡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以及
文化等領域，美國都保有不同程度的優勢，身為當今最強盛的國家，美
國責無旁貸，必須持續與更堅定地領導全世界，重點在於，過去美國常
因受限於民主體制，而阻礙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所稱之「帝國動
員」，即美國領導人往往在輿論壓力下，在對外行動上猶豫不決，因此
作者主張美國唯有透過未雨綢繆與深思熟慮的決策，才能開創一個穩固
的國際體制，進而實現國家利益，至於秘密外交與局部戰爭，則成為維
持國際和平之必要與不得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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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管理

以全面品質管理深化教學卓越計畫成果

外卡效應在淡江－

打造研究力
文／陳韵蓁、陳依萱、陳頤華、梁琮閔

　從去年12月5日起歷經8次推動委員會的討論與凝聚
共識，匯集了全校教學與行政單位的努力共同完成的
計畫申請書，讓我校獲得98與99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的
獎勵。雖然核定金額與申請計畫有段落差，但能再次
進入獎勵名單之內，顯示出審查委員肯定淡江大學在
提升教學上的績效以及落實計畫內容的決心。
　本校以「深化全面品質教學、廣育心靈卓越人才」
為總目標，預計要在長期建立的全面品質管理基礎
下，積極推動教學卓越。執行本期卓越計畫首重深化
各項教學品質改進之內涵，以成果為導向發展學校特
色，因此不論在學校整體、教師、學生與課程等方
面，都要依據本身特質並以顧客需要為導向推動各項
計畫。各項活動的舉辦應遵循PDCA的程序如下：1. 事
前瞭解活動對象的需要並訂定計畫目標與關鍵績效指
標。2. 執行過程依據計畫內容進行，同時記錄執行成
果並衡量關鍵績效指標。3. 活動結束後檢核執行成效
並依關鍵績效指標衡量目標的達成率，進而檢討實際
作法的成功、失敗之處與其原因，成功的要素可納入
下次活動的標準程序中，反之則提出改善方案，成為
下次的參考。在如此持續改善的循環下，後續活動將
可不斷精進。

除了重視深化之外，卓越計畫也非常強調普及性，
即資源的運用要讓師生普遍獲得其執行成效，進而
全面提升教學品質。因此要顧及不同群體的特性又要
深化，活動的類型必須更為多元且精緻，內容設計也
須針對目標顧客量身訂製，以期使資源的運用能達到
最大的效益。全員參與在執行計畫過程中是不可或缺
的，相關行政支援及推廣說明，甚至教職員生的親身
參與支持，都是推行計畫的關鍵成功因素。
　全國大學院校都積極爭取卓越計畫之獎勵，獲得
獎勵之學校也都不斷籌劃推動各種提升教學品質的
方案，因此進行校際間的標竿學習也就更形重要，如
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層樓是刻不容緩的事。首
先，我們可運用加入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的機會，獲取
績優學校的經驗傳承及教學資源的分享。藉由參與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的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以及至績
優學校參訪學習，尋求自我改善與突破創新的方向。
再者，善用教育部設立之獎勵教學卓越的網站資源與
資訊，以得知教育部的相關公告與規定，同時也可獲
得全國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學校相關活動的訊息與內
容，藉由同步的標竿學習，適時調整方向。
　執行成效最主要的關鍵點還是在每次參與活動的顧

客，因此建議更積極的作法如下：1. 教學一、二級單
位除了要瞭解教學卓越各項計畫內容，依活動對象鼓
勵教師或學生參與。2. 在執行時也要加入行銷的要
素，不只讓全校成員從知曉到實際參與並產生成效，
也要設法展現成果讓主管機關、審查委員乃至社會大
眾都感受到具體績效。3. 我們平時便應依據計畫、預
期成效指標及自我改善機制辦理自評以提升成效，活
動訊息與計畫執行成果應儘早呈現於教育部獎勵教學
卓越網站上，以便於審查委員平時就能瞭解本校計畫
執行之內容與成果。
　歷經三次的挑戰才榮獲第十九屆國家品質獎，以及
今年度重返卓越計畫的獎勵名單，這都展現出本校勇
於面對問題並持續改善的特質。如同在獲得國家品質
獎後，社會大眾都以高規格與放大鏡來檢視學校的品
質，而在重新獲得獎勵教學卓越計畫後，審查委員同
樣也會更詳細檢視學校是否在各項計畫要件上確實符
合且更深化。失而復得是彌足珍貴的，即使補助金額
相對不多，我們仍要在有限的資源下，創造出淡江大
學在教學上更顯著的卓越成就。

 姐妹校合作遠距教學 國際交流零距離
　本校與姐妹校日本早稻田大學合作之國際遠距教學CCDL
（Cross-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由英文系老師協助開設，
本學期共開設7門CCDL課程，主要以Internet雙向網路連線，
進行即時視訊、語音、文字交談為主要模式，該課程全程以
英語授課及互動討論，與國外學生進行面對面的小組專題報
告，分享學習經驗，並即時得到國外師資的建議與回饋，與
外國老師和同學進行溝通，了解當地最新議題，學生反應活
潑熱烈，並與外國師生有良好的互動。該課程計畫於本週進
行第一次連線活動。相信透過與國外師生互動，更加深對彼
此風俗文化之交流與體驗，遠距組將持續與其他姐妹校以遠
距方式進行學術研討及課程交流，讓每一位在網路校園中的
學習者，享受豐富多樣的學習內容，創造無遠弗屆的學習環
境。（遠距組）

　本校產經系成立於民國59年，原名合作經濟學系，為配合國家
整體經濟發展之需要與經濟學術不斷蓬勃發展趨勢，於81年更名
為產業經濟學系，翌年設置碩士班，民國92年設置博士班，成為
大學至博士班完整的學術研究與教育體系。
　該系強調學術表現，藉由定期舉辦國際性學術會議以培養教師
學術研究氣氛，追求質量俱佳的學術論文，同時要求博士生論文
需發表於SSCI、SCI或EconLit等期刊，始能畢業，從學生到教授
完整的學術研究系統，目標將產經系打造成國內一流的產業經濟
研究中心。產經系不負產業之名，在銀行、學術、保險、音樂等
各行各業中皆培育出許多發光發熱的人才。

聘任大師級教授 首重學術論文成果
淡江產經

（產經系優秀系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資料／產經系提供

　 姐妹校交換留學生甄選週三截止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自即日起至14日（週三）中午12
時，受理99學年度赴非日本國姊妹校交換留學生甄選，請欲
參加甄選學生於時間內繳交備審資料，詳細交換學校名單及
報名辦法等相關訊息請上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網站http://
www2.tku.edu.tw/~oieie/，或至國交處（FL501）洽業務承辦
人李靜宜小姐。（林姍亭）

 英詩背誦賽即起報名　

　你對英文詩有興趣嗎？由英文系主辦的「英詩背誦比賽」
開始報名了！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11月2日止，比賽題目不
限。比賽日期為11月5日晚上6時3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最高獎金2500元。詳情請上英文系網站http://www2.tku.
edu.tw/~tfex/ch/indexc.htm或至英文系辦公室（FL207）查
詢。（張靜怡）

 希臘學者參訪 期促進交流　

　希臘歐洲暨外交政策基金會秘書長都可仕、希臘羅德島愛
琴大學教授嘉可納及賽普勒斯國立賽普勒斯大學教授吉流烈
於2日蒞校訪問，上午10時在T306舉行座談，由戰略所所長翁
明賢主持，與本校歐研所教授鄒忠科等學者學術交流。參與
本次座談會的國交處秘書郭淑敏表示，這次的交流主要在促
進雙方相互了解，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學術性交流，如交換
學生，與師資的經驗交換，並能進一步加強與歐盟的關係。
（張莘慈）

姓名 現任職務

陳奕奇 成功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吳錦波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蔡明芳 淡江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許碧峰 義守大學財金系教授
呂文正 銘傳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陳盈秀 元培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陳谷劦 佛光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林晏如 佛光大學未來學系助理教授
李怡慧 南華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陳瑞璽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系助理教授
陳孝如 聖心中學國中部指導老師

產經系學術界優秀校友

姓名 現任職務

吳坤裕 荷蘭銀行投資銀行部台北分行執行董事
郭山輝 台昇國際集團董事長
黃國書 新光金控新光銀行中華分行經理
郭明祥 陽信銀行北市企業金融中心經理
葉獻文 保德信元富投信襄理
蕭凱駿 宏利人壽區經理
李瑞麟 宏利人壽資深區經理
紀乃介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理財處協理
彭耀琮 音樂創作人
陳哲蓉 南山人壽保險業務主任

產經系企業界優秀校友

傳道授業深入淺出 化育下一代師者 

研究　　　　  拚出好口碑衝衝衝

產經系專任教師研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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