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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獎勵管理學院再居龍首
上星期為期中考週，天氣冷颼
颼，候考時間，學生個個身穿厚
外套，甚至帶口罩，把握時間衝
刺搶分。︵攝影／王文彥︶

會計系蟬聯特優 總獎補助第1 口碑佳向心力強是關鍵

交卷出場的同學，核對
答案時，表情時驚時喜。
（攝影／張豪展）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副教
授歐陽崇榮指導系上畢業校友吳朝裕，以「詮
釋資料在數位保存過程中之應用」論文，奪
得「檔案管理局98年度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
與應用」優等獎，獲頒獎狀及2萬元SOGO禮
券，已於19日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公開受
獎。
歐陽崇榮表示，很開心能在台大、師大等多
所國立大學的參賽論文中脫穎而出，將捐出部
分獎金給系上，獎勵未來想朝這方向繼續研究
的同學。他指出，現今資料都已逐漸朝數位化
的方向邁進，電子檔案是未來發展趨勢，目前

檔案管理局正推動電子檔案相關研究，希望未
來能向檔案管理局提供策略、做法，讓其設立
相關規範，給各公家機關或民間企業參考。
吳朝裕說：「重點不是得獎，而是希望我
所研究的題材，可以獲得國內重視，這是我最
初、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動機。」論文內容主要
探討數位保存的運用，例如長期保存資料時，
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以及哪些可以事先記
錄起來，以免流失。他解釋，國內對於數位保
存的研究略顯不足，許多檔案及圖書館珍貴的
資料，若沒有事先數位保存，一旦流失，就可
能無法補救，非常可惜。

英語授課調查 老師表達及溝通最滿意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解本校實施英語授課的情況及學習成
效，教務處於97學年度第2學期，針對該學期211堂英語授課科目，8483人次
選修同學，進行「英語授課課程學習問卷調查」。問卷題目共20題，包括
「老師表達及溝通」、「英語進步程度」、「作業與考試」、「對整體教學
滿意度」四大類，滿分為5分，學生對於「老師表達及溝通」滿意度最高。
其中「老師表達及溝通」類的「比起學期初，我可以逐漸習慣老師的教學
方法」題目，平均分數4.07，為20題中之最，現正選修英語授課課程的經濟三
宋昕葦說：「剛開始上課時注意力不易集中，但習慣英語授課方式後，聽力
會大幅進步，加上老師會寫板書並用中文解釋專有名詞，要聽懂內容其實沒
有想像中困難。」
此外，該類中的「我會用英語回答老師的問題或表達意見」平均分數3.29，
是所有題目中滿意度最低者；而四大類別中，亦以「英語進步程度」滿意度
最低。法文三曾然楓本學期選修英語授課課程，她說：「平常練習說英文的
機會不多，所以遇到問答時，要將腦海中的中文翻譯成英文再透過口語表
達，經常會反應不過來，若能克服中翻英的習慣，直接以英文翻譯文句，加
上老師給同學充裕的思考時間，相信口語表達會有所進步。」
多次擔任英語授課課程教師的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英語要進步、口語
表達能力要提升，老師必須付出耐心、學生要拿出毅力。他以過去的上課經
驗談到，一般課程不如英語會話課，師生之間的對話互動較少，因此能主動
發問的學生自然進步得快；部分學生會私下以中文向他提問，他會鼓勵學生
公開以英語發問，增加練習的機會也建立自信。陳幹男建議：「閱讀英文書
時要唸出來，常唸，英語就會很快朗朗上口。」

近20國專家交流風工程研究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風工程學會與本校風工程研究中心
於8至12日，在台北圓山飯店合辦第七屆亞太風工程研討會，聚集19個國家、
逾200位國內外風工程相關領域學者共同參與，發表論文183篇及特邀演講8
篇。會中一位德籍教授直指，這是他參加過最棒的國際研討，風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鄭啟明表示，此次活動能成功舉辦，並得到許多回應與讚許，都歸功
於團隊人員付出相當大的心力規劃、籌辦。
開幕當天由鄭啟明主持，校長張家宜及工學院院長虞國興等均蒞臨致詞。
該研討會是國際風工程學會（IAWE）正式例行性學術會議之一，IAWE分三
個區域：亞太、美洲及歐非區，該會議每四年舉辦一次，今年由臺灣主辦。
與會學者包括國際風工程學會會長Professor Yukio Tamura、美國國家工程學院
院士Professor Ahsan Kareem、國內追風計畫主持人吳俊傑及各大專院校風工程
領域學者等。
研討會主題範圍廣泛，除了分享歐美、亞洲風工程研究及發展應用之經
驗外，也由基本的風場特性、鈍體空氣動力學理論推廣至環境工程應用及災
損評估等層面，涵蓋相關領域種類多元，在場學者互動頻繁、交流熱烈。此
外，工程參訪行程中，與會人員參觀了台北101，對於平常在論文及學術研究
數據上，才看得見的耐風設計裝置「懸浮阻尼球」，相當驚喜與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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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系上教師教學嚴謹，培養出來的人才，專業能力
屢獲業界肯定；系友向心力強，不吝提攜學弟妹等，
都是會計系維持高報到率的因素。她開心地說：「本系
EMBA學生將出錢出力，主動辦理EMBA招生說明會，
相信會更提升招生報到率，把好學生留在本校。」
日文系為報名人數累計最高系所，總獎補助金額第3
名，系主任彭春陽表示，本校日文系在社會評價上口碑
佳，加上畢業系友或在學生向心力滿意度均高，回高中
母校時會向學弟妹介紹、推薦該系；另外，日文系近年
來舉辦暑期高中生活營；研究生到北部高中支援日文教
學等，都為招生宣傳發揮很大的作用，所以，近年來不
論是申請入學或推薦徵試，報名人數都逐年增加；未來
除持續發揮日文系優勢，本學期開始，每週六在成功高
中開設日文課，提供北部高中生學習日文管道，相信將
更提升知名度，吸引更多人報名就讀。

衝！ 工學院優質化實驗室 校長巡視成果
衝！
搶 衝！
期 中考 分

歐陽崇榮 吳朝裕 獲數位保存論文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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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98學年度招生宣導及文宣製作獎補助款
於日前公布，總獎補助金額由管理學院蟬聯第1，工學
院、商學院分居2、3名。以系區分，今年表現最亮眼的
是會計系，除了蟬聯並獨得報到率特優獎，獲獎金5萬
元，另延續去年的好成績，再度取得各系總獎補助金額
第1名；第2名為國貿系；第3名則由資工系及日文系並
列。全校總共獎補助百餘萬元。
補助獎項另有報名人數累計獎、報到率進步獎、外
國學生人數增加獎及僑生人數增加獎。其中，報名人數
累計獎，由外語學院的2703人掄元，系所則由日文系以
1280人獲該項補助最高；進步獎由理學院稱冠；外國學
生人數增加獎及僑生人數增加獎則分別由商學院及管理
學院，以增加14人、29人獲最高補助。
會計系本學年報到率達99.44％，系主任陳叡智表
示，會計系畢業生就業前景一片看好，尤其在這不景氣
的時代，學習會計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幫助很大，此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宜於18日巡
視工學院「實驗室優質化」成果，由工學院院長虞國興
及化材系系主任余宣賦、航太系系主任李世鳴等人一同
參與解說，張校長詳細詢問各實驗室使用情形及安全措
施，工學院研究生也細心地解說各設備用途及實驗課相
關學習技能。張校長表示，工學院優質化推動多年，在
這一期全新的規劃中可看見整體實驗室環境變得乾淨也
更安全，是一個全新的改變。
工學院各實驗室在優質化規劃中更新地板材質，全面
將水泥質地板改為瓷磚，更新後環境更顯明亮乾淨，其
中水環系因硬體設備龐大且操作複雜，在汰換地板工程
中也做全新的動線規劃，讓實驗室空間加大；機電系實
習工廠地板更換成防滑PU材質，提高實驗環境安全，
CNC實驗室今年新購CNC線切割機及綜合加工中心
機，設備與目前業界使用之機器同步，張校長還親自操
作，取出校慶紀念壓克力作品，機電系系主任李宗翰表
示，為紀念59週年校慶，特別帶領團隊設計，中心書卷
廣場由四個葉片組成，象徵校運似渦輪運轉不息，而兩

創育中心美意
廠商樂交流

旁題字「五福吉慶」及「九轉
綿延」。
航太系今年新增風洞實驗
區，在場地配置做了大變動，
增加了模擬風力發電的風洞
設備，參觀過程中，張校長按
下啟動開關，驚喜的說：「第
機電系設計的校慶 一次接觸這樣的工學設備，感
紀 念 壓 克 力 作 品 。 覺非常新鮮。」而「軟體教學
（圖／機電系提供） 區」為資工系去年開放之「電
腦輔助工程室」（CAE），提供教授授課及學生上機
練習。化材系藥品儲藏室清楚地將藥品分門別類，空
間雖不大，但因歸納良好，保存的物品種類多卻一目
了然。視察建築系木工場時，該系還製作立體模形，
展示預期規劃木工場擴大工程的初步雛形。虞國興表
示，因硬體設備多，場地規劃不易，多虧系所間相互
協調，才得順利進行，這也代表「工學院不分系所都
是一家人，共同為工學院盡心盡力。」

師生談天論學
愛上多元林蔭大道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14日下
午，在覺軒茶藝廳舉辦「淡大育成
秋季聯誼暨廠商交流會」，共七家
廠商代表及本校師生約40人出席，
彼此互動熱絡。學術副校長陳幹男
也蒞臨共襄盛舉，並鼓勵教師多參
與產學合作。
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除藉
此機會讓大家放鬆心情聯絡感情，
也希望以不同的產業背景及經營概
念，激發各種創新構想。廠商之一
來標網有限公司負責人張伯韜說：
「經這次交流，更感覺到學校對育
成中心的重視，及對廠商的用心和
照顧，會中和許多志同道合的廠商
規劃，未來可進行合作，整合資源
一起執行，互補彼此的不足，相信
對於小型企業的經營更有幫助。」

【本報訊】台灣檢驗公司（SGS）稽核
小組於18、19日來校，在淡水及台北校園
同時進行ISO14001重新驗證。稽核結果，
並未開立任何主要不符合事項，唯一提出
的次要不符為「內部稽核之內容未完整
涵蓋條款要求」，另有數項觀察建議。校
長張家宜表示，有缺點才有持續改善的空
間。由於驗證過程採抽樣方式，張校長指
示，同樣的問題，沒被抽中的單位亦應據
此改進。
本校於2003年通過ISO14001認證，該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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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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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五)
10:20

保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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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
D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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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directrice du CUEF,Université de
Grenoble Ш Dominique ABRY
Les révolutions du français parlé
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
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的思潮
中山大學物理教授周雄
The puzzle and development in Diluted
Mangnetic Oxides
名古屋大學大學院情報科學研究科計算
機數理科學教授神保雅一
A Cyclic Steiner quadruple System on
r residue ring admitting all unitsas
multipliers
中華體驗學習發展協會助理引導師林昀冀
我是OPEN講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品質長林全貴
Green Asus
mina米娜時尚國際中文版總編輯尤莉惠、
無名愛漂亮部落格編輯Tanya
穿著Prada的小惡魔，魔鬼訓練班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國棟
戰爭決策之研究
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
清代”封建論”對郡縣政制的檢討
內政部參事兼資訊中心主任沈金祥
全球化之我見
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
跨越原文書障礙
大學講師/自由作家劉中薇
這樣面試就對了
三商美邦人壽區經理鄭光晏
社團行銷
富蘭克林投顧襄理吳欣燕
基金簡介
宏瞻數位執行董事周昭安
不敗大學生之葵花寶典(優秀的養成從社
團開始)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黃政能
Embedding Intelligence on Distributed
Camera Networks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授魏文翔
Java Stat Soft: A Software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and Education
曼都集團總裁賴孝義
創造最佳服務品質
教育訓練講師鄭淮辰
SciFinder Scholar
國際貿易學系助理教授何怡芳
應用社會網路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知識網
路分析

台北校園
元大證券資深副總高子鈞
期貨交易新趨勢及經驗分享
味全食品總經理蘇守斌
味全的變革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改版後的
教學卓越計畫網站（http://excellent.tku.
edu.tw/excellent/index.aspx）於16日與大
家見面囉！學術副校長陳幹男指出，自本
校通過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後，
在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的精心設計下，網站訊息公
布及成果發表都比以往豐碩，且頁面內容活潑，希
望全校師生瀏覽教學卓越網站就像瀏覽網路新聞一
樣，「天天都會想上去看看」，並善加利用交流平
台，給予回饋及建議。
新的教學卓越網站上增加了影音專區：同學可在
網頁上看到演講片段；賞鮮專區：提供最新的活動
資訊；點閱率：即時知道哪個活動最熱門；活動滿
意度調查：參加活動後藉此讓主辦單位改進缺點。
日文二謝璧朱表示，網路改版後，除可在網站上得
知活動詳情，還加入活動網路報名等，「大大增加
我對於活動的參與意願。」卓越辦公室組員簡宇青
說明，很多同學不知道卓越網站在哪裡，也錯過很
多參加活動的機會，希望藉由充滿活力的新網頁，
提供更完整、豐富的消息。

卓

越

一手推動改造「休
憩文化區」的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右），
也經常與學生在文館
前小憩論學。（攝影
／王文彥）

張校長指示：依結果持續改進

學院之廢水處理設施區域，其化學藥液儲
存區須注意防洩漏的設施規劃；教務處的
環境標的、目標，須注意對環保貢獻度的
量化，並能衡量和統計分析等。
針對上述建議，總務處約聘人員何兆中
表示，廢水水錶的校正已與稽核員商討校
正方式，未來會依其方法進行校驗。防洩
漏方面，工學院院長虞國興表示，已做過
相關演練，未來可很快改進。至於環保貢
獻度的量化，教務長葛煥昭回應，少數資
料沒有量化，會馬上改善。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旅遊系
美商安達保險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張嘉麟
建邦國際會議廳 Risk Management of Life Career

卓越新網站 影音秀活動

家學生貧窮、教育環境不佳或制度不公平的問題，她說：「很多
教育問題是沒有國界限制的，需要所有人一同關心；為協助弱勢
國家，學會也撥出基金，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學者參與學會年會，
共同討論。」
高熏芳指出，理事由全世界約200名會員以匿名投票方式選
出，職權包括協助辦理年會、管理學會財務與政策行銷、會務拓
展及法規修訂等。「這是對自己能力的肯定；而學校積極推展國
際化，不只是在國際學術場合發表論文而已，參與國際性的組織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認證每隔3年須重新接受驗證，總務長鄭
晃二表示，可藉此機會進行總體檢，再把
問題找出來，關於所提出的缺失會儘快改
進。稽核員對於本校結合產學的努力共同
達到環安績效、節能設備、能控系統的掌
控及節能減碳的宣導、推廣等極為稱許。
對於次要不符項目，主任稽核員柯方甯則
提醒，下次稽核時應避免相關條款的遺
漏。
此外，所提出的觀察建議包括：注意廢
水排放監測設備之校驗規範，如水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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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熏芳挑重擔 膺國際師資培育學會理事

ISO14001重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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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校園

文館前自從改為人行步道後，詩意
的林蔭大道成了師生小憩、討論課
業、社團活動的最佳首選，一手推
動改造的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將該區
定義為「休憩文化區」。現在休憩
空間越來越多元，除了不時傳來學生
討論功課、談天說笑的聲音，還有小
小麥誘人的三明治和海音濃濃的咖啡
香，本學期又新增一些休憩桌椅，及一家
別具特色的小店「月亮咬一口」。
由文館前延伸到教育學院原為停車場，上、下
課時間人車擁擠，近年來陸續規劃、改善，成為現在的
徒步區，高柏園表示，未來除將加強該區夜間燈光照明，另將於黑天
鵝展示廳、海事博物館、工學院停放飛機處及警衛宿舍等附近成立第
二休憩區，平衡學校人潮。水環三張容榕表示，休憩區店家變多了，
室外椅子也增加，討論報告時再也不怕座位不夠，餓了馬上就可以填
飽肚子，繼續衝刺喔。（文／戴瑞瑤、攝影／林奕宏）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日前
當選「國際師資培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acher
education）理事。高熏芳表示，擔任該學會理事要願意服務，也
要盡自己最大的能力與責任，「可以從中學到許多新的觀念與作
法，除加強自身的能力，亦可引進至教育學院與淡江師資培育體
系，增強實力。」
國際師資培育學會自1981年成立至今，會員遍及世界50多國，
致力於改善師資培育。高熏芳說明，該學會關注整體性的教育師
資培育議題，包括幼兒、小學、中學及高等教育，亦關心部分國

█淡水

縣市升格 公行學者建言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公共行政學系與
台北縣政府合辦的「2009年地方制度變革與挑戰」
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本週四、五（26、27日）在
鍾靈中正堂及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數十位來
自日本、中國及台灣之國內外學者及政府官員與
會，發表4篇論文及進行綜合座談，日本流通經濟
大學法學部也將藉此機會，與公行系交換交流協議
書。
研討會除邀請台北縣政府研考會主任委員王振軒
等官員致詞、與談外，還邀請日本流通經濟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及國內多所大學專家、學者進行研
討，論文發表主題包括「制度變革與都會治理」、
「財政收支與產業發展」、「公民參與與協力治
理」及「組織再造與人事管理」。公行系系主任黃
一峯表示，自明年起，將有許多縣市升格為直轄
市，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很大，希望藉此研討會，整
合各校地方政府研究，並成為台北縣政府的研究智
庫，提出具體建議。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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