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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領袖親授 理財與創業 開課
厚植理財觀 學生摩拳擦掌等搶修

萬寶週刊社長朱成志
（上）、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
雄（右），下學期將蒞校教授
「理財與創業」課程。（圖
／商學院提供）

產業菁英談文創 改造特色人才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為培育全球文創產業領域人才，本校文化創
意產業中心在教育部「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造計畫」的補助下，將於本
週五（30日）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T505，舉辦2009年文化創意產業論
壇-「創新產學與全球佈局」，由大傳系教授趙雅麗等主持，邀請世界排名第
7位美術指導暨知名雜誌《P PAPER》創辦人、包氏國際負責人包益民，以及
頑石創意總經理林芳吟、華山創意園區董事總經理陳甫彥等校內外學者、產
業界傑出人士與會，共同研討文化創意產業相關議題。
本次論壇主要聚焦於全球文化創意產業結構之現狀、未來發展趨勢與國際
佈局的分析，探討「文化創意產業調查與知識管理策略」、「眼球軌跡訊息
研究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應用」等主題，以提升我國文化產品的競爭力，及擴
大我國在全球文化場域的論述影響力。
除發表多篇論文外，當天下午4時20分將舉辦產學論壇-「文化創意業的全
球產業結構以及台灣的國際營運佈局」，由校長張家宜主持，林芳吟、陳甫
彥、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設計產業輔導組組長黃柏菁、資訊策進委員會專家黃
國俊，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江宗鴻共同與談。

世界大學排名演講 迴響熱烈
【記者潘桂君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本校師生了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U.S. News & World Report）如何進行全世界大學排名，學習與教學中心於
21日邀請該雜誌數據調查中心主任Mr. Robert J. Morse進行演講，講題為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導綜合型大學排名。
Morse首先介紹，該雜誌自1983年開始對美國大學及院系作排名。他表示，
想拿到美國私立大學，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的學位，所費不貲，
學校排名常影響學生的選擇。根據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在2008年秋季對
大一新鮮人所作的調查，發現「大學排名」占影響學生進入這所大學比例
17.6%，而該雜誌網站瀏覽人次一個月超過八百萬，由此可看出，排名的影響
力不容小覷，不僅如此，學校管理者也會依排名而調整學校政策。
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認為，評比雖然有影響力，但不全然顯示學生們的
實質學習經驗。「學校應該發展出本身的特色與價值，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排
名，重要的是學生們在這所大學中所獲得的教育成果。」教評組組長白滌清
也指出，在短時間內排名上升只是一種短暫現象，終究會回到大學本質上的
教育經營，但他希望藉此演講，讓師生了解國際大學排名的相關內容，並提
供本校作為參考。

日期/時間

與麗澤2+2雙學士 明年開拔日本學習
學舍，為該校留學生提供完善舒適的住
宿環境，自1993年起，與麗澤大學互相
交換留學生，合作關係良好。國交處主
任李佩華表示，外籍生的存在使本校校
園更國際化，學生身處異文化的學習環
境，更能精進外語能力，國交處會持續
努力、拓展國際學術合作，吸引更多外
籍生至本校學習，促進交流。
彭春陽說明，麗澤大學是交換生來校
最多的日本姐妹校，目前至本校學習半
年以上的學生已超過1千位，本校也有
5百多位學生受惠。去年日本麗澤大學
校長中山理即與本校達成雙學位合作共

識，經過一年討論，終於該校50週年校
慶前夕簽訂合約。他指出，本學期也首
度實施一對一學伴制，由曾去麗澤大學
交換學習一年的日文系四年級生擔任學
伴，一對一照顧麗澤大學的交換學生，
在生活及學業上給予更多幫助，讓他們
及早適應淡江的求學生活。擔任學伴制
組長的日文四葉家菁表示，學伴制不但
可協助日本交換生語言溝通，也能精進
彼此的外語能力，聽到雙學位學制的消
息很開心，若有機會也想嘗試申請，更
深入日本的學習生活與環境。

雙獲專利 康尚文改善LED散熱 林孟山簡化溶氧檢測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師研究成果亮眼！研發
長康尚文及化學系教授林孟山雙雙獲得專利肯定。康尚文以「高
功率發光二極體照明燈具與其散熱模組」於日前取得美國發明專
利；林孟山則以「測量溶液中溶氧濃度之方法及虹吸式印刷三電
極電化學檢測試片」通過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康尚文的研發主要因應地球暖化日趨嚴重，為降低民生照明之
能源浪費，提高使用功率，所做的發光二極體之改革模組。發光
二極體（LED）具有耗電量低及壽命長之優點，但其最大瓶頸在
於無法有效「散熱」，導致效能衰減，大都只能運用在低功率的
指示燈範圍。因此本發明能將高功率發光二極體產生之熱能快速
有效地逸散，並廣泛運用在高功率的探照燈、戶外照明等燈具。
此技術亦正申請我國、日本及大陸專利中，取得美國專利讓康
尚文信心十足，相信能趁勝追擊。目前康尚文手上還有十四項專
利於各國排隊申請中，他除了對研發充滿熱誠，也會帶領學生一
起研究，將理論變成實務，他表示，這次研究就是與機電系博士
生簡坤誠、蔡孟昌一同完成，他們不但在過程獲得學習的機會，

︵攝影／曾煥元︶

段艱難困苦的歲月，猶歷歷在目。創校初期，淡
江同仁抱著開拓者精神和衝勁，蓽路藍縷，經過
八年的努力，才從英專升格為文理學院，再經過
了廿二年的奮鬥，終於達成了淡江起始創校的目
標，奉准正名為淡江大學，第一條「S」形曲線
（Sigmoid Curve）到此完成階段性任務，英專和
文理學院的世代告終。大學成立之後，淡江第二波
發展開始，這是淡江發展過程中的第二條曲線The
Second Curve （Ian Morrison），一轉眼，另一個卅
年又將過去，學校從第三波到第四波發展至今天，
已經擁有淡水、台北、蘭陽和網路四個校園，成立
了十一個學院，四十三個學系，五十個碩、博士研
究所，招收學生人數達二萬八千餘人，為全國規模
最大的大學之一。淡江近六十年來的慘澹經營，榮
獲十九屆國家品質獎，受到國家的肯定。培養出來
的二十多萬子弟連續十二年獲得企業界最愛私校第
一名，受到社會的肯定。2008年通過世界衛生組織
（WHO）國際安全學校認證，成為全球第一所安
全大學，受到國際上的肯定。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淡江躋身前五百大學之林，是台灣私校第一名。最
近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合作所做「2010年碩士
生評價與需求」調查，本校連續二年蟬聯整體表現
最佳的私立「研究所學校」第一名，「碩士畢業
生」整體表現也為私校第一。這些成果和榮譽把淡

也同時成為專利發明人。
林孟山的研發為改善受測樣本在檢測溶氧量時，侷限於傳統
儀器的繁雜程序，利用虹吸式試片的乾式吸取技術，取代舊有更
換浸泡溶液的手續，不用長時間等待氧化反應，就可得到檢測結
果，並提高氧氣樣本的保存效益。林孟山強調，氧氣是自然界生
命現象重要的元素，從化學上的細菌養殖到生活中的罐頭食品工
業都需要溶氧量的檢定，他謙虛表示，這項技術並不是什麼驚為
天人的發明，只是希望能改進學界及業界檢測手續繁瑣的困境。
他說：「這項專利可使用在眾多民生產業上，相信未來可進一步
達成產學合作」。
對於學術研究，林孟山笑著說：「化學實驗室像個社團，由教
授帶著學生，學長帶著學弟，如同練武功一般，切磋武技進行研
究。」他建議學生：「不要拒絕任何的知識，要不斷追求創新，
看到別人沒看到的東西，進而成為『發現』」。他認為開展學術
研究，就是不斷挑戰，印證理論，成就實務。對於未來，林孟山
期許他的化學研究能「讓人類生活品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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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聲望推至最高峯，淡江儼然已成為一所實至名
歸台灣頂尖大學之一。我們能以此自滿？以此驕傲
嗎？
美國管理大師柯林斯（Jim Collins）今年五月出
版了一本新書：《巨人如何衰敗》How The Mighty
Fall ，這本書是他花了五年時間來研究分析美國
十一大企業的衰敗原因，歸納出這些大企業衰敗的
五大階段，我僅提出其中與淡江有關連的兩個階
段，以做為我們的警惕。第一就是不要被成功和榮
譽沖昏了頭，驕傲自滿，忽視大環境的轉變，沉醉
在過去成功的慣性中，停止學習，不思進取，最後
走向衰敗之途。第二雖然創新十分重要，但必須符
合組織的核心價值，建立紀律和規範，有所為有所
不為，不能漫無限制的擴張，破壞組織原有的特色
及文化。前美國MIT校長維士德（Charles Vest）曾
提出過警告，大學發展應避免「擴張過度，失去焦
點，壓力過多，經費不足」的情況發生，我們應該
好好反省，是否對學校目前的發展與成就太自滿？
學校的發展與系所的增設是否擴張過度？因此失去
焦點！
今年六月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新出爐的「2009年
我國大學排名研究」報告，從資料上顯示：無論是
在學術聲望（佔25%）或教育統計資料（佔75%）
上，淡江已不再是私校第一，已落在元智、中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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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冠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下學期將蒞
校教授「理財與創業課」，為學生的理財觀加
持。（圖／商學院提供）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代表校長張家宜，偕
同日文系系主任彭春陽，於本月初出席
日本麗澤大學50週年校慶，與該校簽訂
「雙學位合作計畫備忘錄」，為本校
第9所簽署雙學位學術合作計畫的姊妹
校，學生在本校修讀2年後，赴麗澤大
學留學2年，即可獲授予二校雙學士學
位，預計明年4月開始實施，為本校國
際學術合作又邁出一大步。
本校自1982年即與麗澤大學簽訂交
流協議，至今已有20多年，1988年更由
本校提供建地，麗澤大學出資興建麗澤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商管聯合碩士在
職專班將於31日上午9時，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舉辦「2009年全球暖化下企業因應策略研討會」，
邀請國內知名企業領袖南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陳飛龍等人共襄盛舉，會後將舉辦「未來趨勢個
案情境演練工作坊」，邀請未來學學者Dr. Sohail
Inayatallah，在D324與EMBA師生進行相關探討。
當天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校長張家宜等人蒞臨
致詞，除EMBA執行長林江峰演說「歐盟對全球暖
化氣候變遷衝擊之因應對策」外，陳飛龍及綠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和龍也將發表演說，向與
會者經驗分享。

█淡水

九十八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開幕致詞

今天又到了本校一年一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
會的日子，我們聚集一堂，討論我們年來教學與行
政上的缺失，同時，對目前國內外高等教育發展趨
勢及學校未來願景，共同來進行腦力激盪，建立共
識，在新學年裡讓我們的教學與行政單位，互相勉
勵，攜手合作，行政配合教學，提升老師的教學與
研究能量，為淡江莘莘學子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
境。
今年是本校建校五十九週年，在這建校一甲子
六十年的前夕，我回顧了整個建校歷程，過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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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經營決策系副教授陳登源、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及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協助規劃，讓學生透過堅強的
師資陣容，建立理財基本觀念，進而引發對理財的興
趣，為未來的財富奠基。「該課程將由財金系副教授
顧廣平主持，開放全校同學選修，希望學生能把握這
次機會，多多吸取校內、外業界資深前輩人才的經
驗。」
大傳三邱致潔期待這門課，她表示，希望能
正確的理財觀念，及基金、股票等投資理財
知識。國貿二曾瑜涵說：「成功的人必有
過人之處，我希望可以選修這次課程，
吸取他們的成功經驗，並在未來的工
作上學以致用。」

不驕不餒，勇往直前，再創新局

編者按：本文為98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
討會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開幕致詞，介紹美國管
理大師柯林斯《巨人如何衰敗》著作，警惕本
校不應沉醉於過去成功的慣性當中而自滿，鼓
勵大家虛心檢討，並齊心迎接淡江第五波，共
創新的第二曲線。

764-1.indd

國際合作再跨步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金融風暴免驚啦！本校將
於下學期在商學院共同科新增2學分之「理財與創業」選
修課程，邀請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信義房屋董事長周
俊吉、冠德建設董事長馬玉山，及萬寶週刊社長朱成志等
知名企業主管及學者，前來授課，增進學生理財觀念。
該課程由校長張家宜全力支持、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指示開設。高柏園表示，從全球化角度
來看，去年金融海嘯造成世界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
下，所有人都是參與經濟活動的一分子，希望把
理財的觀念落實並普及於大學教育，讓大學生
懂得自我財務管理和規劃，以適應社會，與社
會環境做結合；多數人認為理財是有錢人的經
濟活動，其實一般民眾更需知道如何理財，才
能創造、管理、發揮財富的力量，進而回饋社
會。若是這門課獲得熱烈的迴響，將考慮設置
一系列的課程供學生選修。
負責課程整體規劃的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
示，「理財與創業」結合商管兩院教師的努

EMBA研討暖化因應策略

逢甲之後，當然在總排名上淡江也不可能勝出。就
原始資料十六項指標排名在九十所大學全體平均數
之上的淡江只佔八項，其他八項都在全體平均數之
下。再就淡江的學術聲望這單項指標排名來看，
2003年全國排名為十四，2007年排名十七，2008年
排名十九，今年排名二十。雖然全國博、碩士型大
學從2003年的四十三所到2007年增加到七十六所，
2008年增為八十五所，到今年增加到九十所，但是
本校的學術聲望逐年下滑，卻是不爭的事實。本年
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本校雖然比去
年進步，獲得補助，但與逢甲、中原和元智等校相
比，所獲補助金額相差甚遠。我們也許自認為已經
很努力了，但是在這高等教育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環
境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越加顯著，當其他的學校比你更努力時，
你就輸了。
學校現在的規模相當龐大，大到有人說我們像大
象，身體笨重，行動緩慢，缺乏衝勁，雖然將IBM
公司起死回生的前執行長葛斯納（Lou Gerstner）
曾經出版過一本《誰說大象不會跳舞》，但是，不
是所有的大象都會跳舞。牠需要瘦身，需要不斷的
學習和訓練，有進步，不能自滿，還需要精益求
精，進步再進步，才能讓大象跳舞。淡江是不是需
要瘦身？是不是要繼續不斷的策勵自己，加緊學習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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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化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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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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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10/27(二)
14:10
10/27(二)
14:10
10/27(二)
14:10

化學系
C004
圖書館
U301
物理系
S215
歐盟研究中心
黑天鵝展示廳

10/28(三)
10:00

公行系
Q409

10/28(三)
14:10
10/28(三)
14:10
10/29(四)
12:10
10/29(四)
12:10

歐盟研究中心
黑天鵝展示廳
決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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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輔組
Q409
教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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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四)
14:00

機電系
E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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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10/29(四)
14:10
10/29(四)
14:10
10/29(四)
14:10

教發組
I501
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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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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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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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四)
15:20

歐研所
T306

10/29(四)
16:10
10/30(五)
9:00
10/30(五)
10:00
10/30(五)
10:00
10/30(五)
10:00
10/30(五)
14:10
10/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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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所
T404
保險系
T411
教政所
Q409
大傳系
O202
保險系
B302A
產經系
B511
生輔組
B118

日本東麗公司顧問蘇添貴
「聚合物奈米技術」「聚乳酸的回
收」「氣體阻隔性能的聚合物薄膜」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兼政大外
交系教授黃奎博
提升國際現勢研究的思辯力(二):國際
關係研究應有的態度與作為
中研院院士龔行健
Cancer And Cancer Genes
館長黃鴻珠、數位組約僱人員許雅婷
淡江大學機構典藏推廣說明會(一)
國家奈米實驗室副研究員呂明霈
Si奈米線元件在生物感測方面的研究
金展旅行社遊學部經理磊欣怡
2009到浪漫的歐洲旅行與學習
美國美利堅大學教授Professor David Rosenbloom
I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ust
Another’Next New Thing’?
法國教育中心主任曾馨弘
留學法國、放眼歐洲
富邦產物保險總經理陳燦煌
企業經營與產物保險
學術交流基金會留學顧問傅鏡平
美國留遊學簡介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新聘教師研習系列-談教學與研究的平衡
交通大學機械系副教授蔡佳霖
Investigating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Nanocomposites
中央大學副教務長暨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楊鎮華
鴨子從此不聽雷—適應不同學習風格的教學策略
科見美語股份有限公司顧問王揚文
資訊世界你我他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溫麗淇
環保經濟
館長黃鴻珠、數位組約聘僱人員許雅婷
淡江大學機構典藏推廣說明會(二)
捷克外交部戰略分析暨計畫管理司司長胡秉格
Diplomacy a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s
104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方光瑋
兩岸就業市場之比較
友聯產物保險公司高級顧問張仲源
除外責任─從保險法律的觀點談起
教政所教授蓋浙生
高學費、高補助-消弭經濟隔離現象的作為
台灣當代藝術連線執行總監羅健毓
當代藝術與文化行銷
經濟系副教授柯大衛
Consumer Surplus and Probabilistic Demand
產業經濟系教授梁文榮
水平差異與不對稱成本下的最適貿易政策
生輔組上校主任兼組長白宜昌
濫用藥物防制

台北校園
10/30(五)
19:00
10/30(五)
19:20

保險系
D406
財金系
D222

富邦產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台灣產險市場經營分析
中華聯合電訊集團諮詢顧問張樹森
數位匯流下的媒體產業

呢？我們真正要加四倍努力，才能與我們的對手相
抗衡，才能在高等教育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現在網際網路N世代已經來臨，我們必須重
新檢視我們推行多年的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
化三化政策，是否患了全球化恐懼症（Global
Phobia），N世代恐懼症（NGenophobia）以及未
來化恐懼症（Future Phobia），因為我們仍舊活在
全球移民（Global Immigrants）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和未來移民（Future Immigrants）的
氛圍中。如果由於我們不是全球化原生（Global
Natives）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和未來化原生
（Future Natives），因此我們就不敢面對危機，也
不敢接受挑戰，那麼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克服對全球
化、N世代的代溝和未來化的恐懼。
在這校慶前夕，我們應該檢視一下，在這充滿變
數的高等教育大環境中，淡江現在是不是再一次攀
到「S」形曲線的最高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
們絕不能驕傲自滿，因為這正告訴我們，第二條曲
線即將終了，應該在學校走下坡之前，趕快找到新
的第二條曲線，發揮淡江創校初期的開拓者精神和
幹勁，迎接淡江第五波另一個六十年的開始。運用
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威廉斯（Anthony
D. Williams）所著《維基經濟學》核心概念「集體
協作」的策略，檢討歷年教學與行政革新的內容和
指導方向，組織重整和活化課程，勇敢的面對麥克
華勒士（Mike Wallace）所著《五十年後的今天》
50 years from today 也即2058年生命科學和科技的挑
戰，地球的暖化，能源和水資源的枯竭，氣候的變
遷和環境保護等問題。在這裡與各位同仁共勉之。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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