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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校園的永續經營
2008年本校通過國際衛生組織協力單位的認
證，成為世界第一所通過ISS四十二項指標考核
的大學，獲得「國際安全學校」的授證，張家
宜校長當時即表示，「獲得認證並不表示本校
完全沒有健康與安全的問題，而是表示我們對
於這兩個議題的重視，以及對於相關問題和對
策的掌握。」
的確，過去幾年來，本校在健康與安全議題
上基礎功的努力，已經呈現相當良好的績效，
不論是去年軍訓處針對校安中心業務的訪視，
或是今年體育司對體育室的評鑑，本校也都獲
得高度肯定。由此可見本校透過健康安全校園
計畫，有效串聯相關資源並且提供校內各單位
分享，已產生具體的整合性效應，更有助於全
校各單位共同打造一個更健康與更安全的校
園。
本學年度健康安全校園的議題上特別加強

環境永續的議題，創造「Greener, Safer, and
Better」的健康環境。舉例來說，台北縣政府已
實施垃圾不落地政策且將會實施專用垃圾袋，
本校對應也提高校園資源回收的標準，這個學
年度結束前會將所有校園的戶外垃圾桶移除，
以免成為社區家庭垃圾的去處。
另外，在環境保護與安全的考核方面，今年
十月本校三年一度的ISO14001重新驗證，認證
委員也採取更嚴格的標準，要求各項指標都必
須全面清查以免有任何疏漏，對於已經另有規
範的檢驗項目也建議重新納入ISO驗證。
在治安方面，本校公園化和花園化的校園早
已成為觀光景點以及社區休閒首選，然而，開
放的校園也提高了可能的治安疑慮。今年度總
務處全面加強走動勤務，並且要求全處職工一
律穿著制服，以提供校園「隨機服務」，並提
高「見警率」，更增加校園安全。

外卡效應在淡江－
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中，「行」是活化所有行為的串連，
「有了它，生活才得以便利」，運管系系主任劉士仙如此強調
「行」的重要性。民國75年，本校創立「交通管理學系」，以培
養公路、鐵路、海洋、航空及都市運輸各方面之交通運輸專業科
技管理人才，並於民國84年創立研究所。之後，為使該系發展定
位更明確，民國88年更名為「運輸管理學系」。
該系教師多擔任政府委員會委員，如系上副教授羅孝賢目前擔
任台北市交通局局長，部分教師亦參與民選首長政策白皮書之草
擬，皆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與學術背景，並與各相關機構關係良
好，不僅有助於產學交流與合作，更可擴展學生見習、實習，及
就業機會。此外，為開發學生全方位思考及專業競爭力，該系以
多元學程設計方式，結合跨系、院之課程配套，協助學生未來生
涯規劃更多的選擇。
至98年度為止，本校畢業生考取公職錄取率約20%，錄取平均
比率高，為國內目前10所相關大專院校進入公職體系之主要系
所。

加強實務課程的廣度與深度 提升就業力

運管系專任教師皆具博士學位，其學術專長涵蓋運輸規劃、工
程、管理等各領域。研究運用的運輸系統則以公鐵路、航空客貨
運為主。為擴展專業多元視野、加強實務課程廣度與深度，教學
內容融入實務說明演練、邀請產官學界專家演講、辦理校外觀
摩，並聘任實務界資深專業人士擔任兼任教師，親自傳遞實務經
驗，藉以驗證理論，以達到理論與實務整合的教學目標。此外，
為確保學生均充分瞭解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要求所有教師須
於學生選課前上傳教學大綱，供學生選課參考，務使學生於上課

永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郭右君
系上的課程教學面向很廣，相當貼近實務，在大學時期，系上
教師曾經帶領大家參訪捷運公司，並觀察內部系統與結構，印證
課中理論所學，雖然在參訪過程中，對整體運作方式仍有些模
糊，但到職場後才了解其相通之處，這使我有相當大的體悟，即
是「當下用不到的不代表未來用不到！」系上教師中，最難忘董
啟崇老師，老師的要求相當嚴格，每星期都會監督學生的期末作
業並且有課後的會談，而老師也會問大家問題並和同學討論問題
的癥結，這樣的訓練方式讓我在職場中有了自問自答的習慣，使
在面對和上屬的會議前，便先擬好可能的問題和答案，以清楚了
解整個企劃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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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即能充分了解學習內容，並利用教學支援平台，提供師生充分
溝通的管道，達到輔助學生了解學科教學內容與進度。

模擬交通狀況 法規一把罩

在國際化教學的原則下，該系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及國際會
議，並邀請國外學者專家演講。今年7月，該系邀請美國加州柏
克萊分校運輸研究中心主任Dr. Samer Madanat蒞校演講，以拓展
學生知識與國際視野。
為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教師以機智搶答、科技設備應用、專
題研究、戲劇表演及情境演練等多元化的方式加強學習成效，例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襄理 張庭榮
系上課程將理論和實務並重，我認為是運管系最大的特色之
一！大學期間曾參訪過捷運公司，在課堂上雖已有初步的認識系
統管理，但透過實地參訪能更了解捷運系統的運作和規劃，這是
很大的一個收穫！最難忘系上董啟崇老師，上課非常認真嚴厲，
作業要求也相當嚴格，使我在現今職場上對於企劃書亦能有系統
的分析和邏輯上的判斷。另外，系上也會不定期的邀請畢業的學
長姐回校做實務的經驗分享，讓我們能及早規劃未來職涯的目標
和方向，這都是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物流管理系助理教授 賴淑芳
我認為淡江運管系的特色在於老師在教學上，都為學生打下良
好的基石，每一門學科都為我打下正確且深厚的基本觀念，而且
老師在教學上常常分享自己的實務經驗，讓學生更容易瞭解課程
的內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羅孝賢老師在課堂中提到關於轉
彎半徑的問題，便拿他曾經畫公路設計圖的經驗作為例子，告訴
我們如何在畫設計圖的當下，就能檢核出設計是否有問題。
現在，我在德明科大教授物流管理的課程，教學過程中，我參
考淡江運管系老師的教學方式，由於曾經當過學生，了解教科書
中會讓大家產生疑惑的某些內容，這時候我就會想辦法以自己的
實作經驗來輔助學生理解，並在課堂中加強學生的實作能力。我
想勉勵現在或未來就讀運管系的學弟妹，努力去發掘系上的每一
位老師拿手的專業本領，如果時間允許，就多選修其他的課程，
並且在專業科目上多用心，不要在大學四年後空著手走出校門之
後才感到學習不足而後悔。

強化前瞻性 打造放眼未來的交通人
台中客運企劃課課長 謝明峰
當初誤打誤撞進入運管系，卻也讓我日後在職場上能充分展現
自己的專業能力。這一切都要感謝淡江給予豐富的資源，像是系
上開設一堂關於都市計劃的課程，帶給我在工作上很多的幫助，
課程內容談到的交通規劃，就與工作中的公車路線規劃有很大的
關聯，因為客運屬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所以必須符合民眾生活
上的需求，更要避免以後可能產生的問題，因此在運輸管理的
領域中也特別講求前瞻性，我們必須具備放眼未來的能力。除此
之外，張勝雄老師為了刺激大家思考，會直接遞麥克風到學生面
前，鼓勵我們開口說出自己的想法。
目前就業機會競爭激烈的環境裡，我建議學弟妹，經營自己的
人際關係很重要，尤其像是大眾運輸這類的行業，有很多機會接
觸各式各樣的人，提供各種不同的服務。另外，在大學四年裡，
一定要努力使自己的專業技能更為專精，並且找出自己的方向或
是培養第二專長，千萬不要自我設限。
交通部路政司科長 李昭賢
身為運管系第一屆的學生，雖然在學習資源上較為貧瘠，對於
未來的就業方向也有一種茫然的感覺，但是系上的老師與同學們
卻因此更加團結、彼此扶持，淬鍊出相輔相成的革命情感。我猶
記得當年羅孝賢是我們的導師，年輕的他就像是我們的兄長，總
會不時關心大家的生活及課業，也讓負笈北上的我備感溫暖。在
教學上，無論是交通工程、運輸工程，以及運輸規劃等科目，他
都很用心地傳授每一個正確的觀念，為我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作為一個交通人，常常因為法令的執行而受到民眾的反彈，但
我始終將老師的話放在心中，堅持「做對的事情，即使努力有可
能不被大眾接受」，由自己帶頭做對的事，減低大家對交通的負
面印象，讓交通秩序變得更好，這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標。

冷戰結束至今，美國共歷經四任總統，其中，老布希總統處於新舊時
代交會點，處理對外事務小心翼翼，例如在兩德統一的議題上，謹慎顧
及蘇聯立場，又如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在尋求聯合國的授權與國際社會的支持之後，才對
海珊採取武力攻擊，美國也因為這兩件外交軍事上的勝利，進而鞏固其一支獨秀的超強地
位。在柯林頓總統方面，他雖然在競選期間強調國內議題，但就任後對於重大外交議題的
處理方式，包括世貿組織談判、以巴衝突以及北約東擴等，都不免使美國陷入單極體系的
漩渦。至於小布希總統上台後，因911恐怖攻擊事件，對外則強調單邊主義與先發制人的策
略，而美國所發動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也在美國內部與全球引發相當爭議。
作者強調，本書並非以美國的霸權衰敗為出發點，而是希望美國人民深刻理解當今的國際
局勢，現階段國際體系是處於「一超多強」的局面，但所謂的「多強」，並非舊有國際體制
的強權，而是指中、日、德、韓、印、巴、俄等國，因為以經濟指標視之，他們都有資格被
稱為強國，而其中又以中國為美國的主要競爭者，重點在於，由於這些美國必須面對的「多
強」，並非過去所熟悉的對手，因此美國更必須謹慎因應。歐巴馬總統目前所處於「後美國
世界」的新時代，他摒棄小布希時期獨重硬實力的路線，轉而重視明智權力的運用，重視溝
通、彈性與多邊合作，選擇以更積極的態度與這些未來強權協調與合作，期能增進美國的國
家利益。

文／張靜怡、張莘慈、施雅慧

課程貼近實務 「所學總是比想像中來的多！」
鼎漢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師 簡誌良
運管系的課程非常契合社會的業界走向，會媒合相關的產業發
展，引導學生了解外界市場產業著重的重點，例如在大學時期曾
經參訪台北捷運在北投的調度場站，讓課堂上所學的理論能與外
界實務相印證，是非常好的一次學習機會。在課程的學習中，系
上教師與學生相互討論不厭其煩，用引導的方式讓我悟出答案，
並不會只給魚吃而不給其魚竿，這使我在現在面對職場上的難題
時，也能儘速找出問題的根源並找出解決的方法。此外，系上教
師給予的不只是課業上的知識，更是生活上的教育，像是羅孝賢
老師常主動找學生交談，叮囑我們在專業技能之外，更要懂得做
人處世的道理，常以身教給予機會教育，「所學總是比想像中來
的多！」

導讀 李大中 戰略所助理教授

交通安全的部分，近期已經陸續完成全校三
處徒步區的建置，提高了對於校園內行人安全
的保障。然而，中午時段校園行人最多的時
間，正好也是校外送便當的機車大量進入校園
的時間，為了降低可能的事故傷害，今年另一
個新的規定是管制這些外送便當的機動車入
校，另以其他替代方案滿足師生外食的需求。
今年並取消過夜停車證，開放老師夜間加班
校園停車不必事先申請，只要天亮前開走或是
事後報備，但是另一方面對於違規停放也加強
取締、甚至上輪胎鎖，開學至今已經有效提高
校園汽車停車位流動率。
這些規定與做法都具有強制性，自然會造成
一些師生不方便，甚至覺得不舒服，然而，每
個人一點點的不方便，卻可以換來全校三萬師
生的健康與安全，請大家支持追求「更永續、
更安全、更優質」校園的行動。

跨領域整合 培育先進的運輸人

為培養具有專業素養，行事符合倫理規範，內心永保創新熱
情，及人文社會關懷的運輸人，運管系在課程設計上兼具理論與
實務並重，共分為基礎、規劃、工程、管理與通識等五類，並本
著「由淺入深」、「基本入進階」循序漸進的學習安排，輔導學
生有效學習。此外，由於運輸界的主流研究日愈趨向科技整合，
為滿足社會及市場的人才需求，該系規劃若干跨系跨院的學程，
採科技整合的概念，結合其他學系開設「物流學程」、「ITS智
慧運輸系統學程」、「都市交通與環境系統學程」，及教育部補
助開設之「RFID物流供應鏈學程」。透過這些學程的規劃，學生
除了具備專業運輸和心智能外，更能跨領域整合學習，期具備先
進物流管理、智慧運輸系統管理等核心競爭力。

後美國世界

國防大學運籌管理學系系主任 王中允
我認為運管系的特色就是「負責」、「關懷」和「專業」。專
業和負責是必然的，不僅可培養對事情負責的態度，專業的學習
更是奠定能考取公職的基礎，並能把課本上所學的知識運用到生
活之中。我認為，系上老師們不僅注重學生課業上發展，更關心
身心的健全，甚至在我畢業之後還保持聯繫，讓我一直能感受到
運管系的溫暖，知道永遠都會有人支持，自己並不孤單。
當年羅孝賢老師說：「如果我花30分鐘，能改變你一輩子，不
管再怎麼忙，我都願意花那30分鐘。」這句話，讓現在同樣身為
教育者的我受用無窮，繼續傳承關懷的精神教導學生。我認為，
系上老師的特色是「不錦上添花，但雪中送炭」，他們雖然在你
功成名就時拙於稱讚，但在你遇到人生低潮時，卻絕不吝惜伸出
援手，這一直讓我很感動，我也深深感謝運管系的老師，不管是
在課業上的幫助或是心靈上的輔導，甚至是實質上的援助。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綜合規劃科科長 沈慧虹
「自由」我想是對運管系最好的註解。不僅是因為淡江佔地廣
大，和校風長久以來都以自由著稱的關係，當年系主任對我們未
來的規畫皆採取尊重，和依照學生本身的興趣去做考量，讓我更
深深體會到淡江自由的校風。而雖然我是第一屆的學生，但我並
未因沒有學長姐的幫助而感到沮喪，系上的氣氛也很融洽。
現任交通局局長的羅孝賢老師所授的運輸規劃，更讓我受用至
今，或許是因為我現在從事的行業是與該科系相關的專業技能，
但羅老師這門課，我認為是所有運管專業知識的基礎，而羅老師
本身正義感強烈的人格特質和實務經驗，及對學生不只是學業上
還有品格上的要求，讓我覺得和羅老師相處「零距離」。而系上
的實務課程，不僅提供與同學交流的機會，也可以把所學的專業
知識運用到實務中，讓我受用無窮。

如在「交通行政法規」課堂中，藉由
模擬情境的方式說明在生活中可能會
發生的交通狀況，藉此讓學生瞭解法
規的制定原因。此外，該系亦安排各
類課外活動，像是到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實習、邀請台灣大車隊總經理洪鈞
澤演講、參與兒童上學環境規劃等社
區服務或社團活動，豐富學習生活。
該系也設置導師制度以輔導生活及
課業，並主動服務於教學的行政作
業。另外系上也辦理成績預警制暨補
救教學活動，針對學習情況不佳的同
學，由學生自行申請參加小班補救教
學。而系友聯絡網路的建立，不僅可
以提供職場就業訊息或分享工作、生
活上的經驗，亦可以協助在學同學生
涯規劃與就業。

計畫獎助成果好

本著「以人為本的創新發展」之精
神，運管系教師近年來的研究主題著
重於提高運輸系統運作、營運效率，
藉由資訊、通訊系統的整合，提供使
用者更安全、友善與效率的使用環
境。加上該系教師專長多具互補性，以及同仁間的互動協調性，
故常合組研究團隊辦理整合性研究案，利用本身的專長領域與研
究成果，擴大研究的交流與視野，如2004年至2007年，連續4年
由運管系系主任劉士仙、羅孝賢與張勝雄兩位副教授，一同參與
由交通部委託的「智慧型交通資訊蒐集、處理、傳播與旅行者行
為」之系列研究，並將其研究成果納入政府ATIS體系。
研究生訓練方面，除了修習課程、擔任大學部課程之實習助教
及進行本身的論文研究外，積極參與該系教師所承接之研究案，
藉此磨練累積多元能力，增進研究與專業能力，並可將研究成果
彙集發表於期刊或研討會。從95至97學年度止，擔任實習助教高
達71人次，申請國科會與一般研究案共獲准執行25案，通過率達
61%，金額總計2359萬元，參與之研究生合計41人次，劉士仙表
示，本校運管系爭取計畫獎助的成果較他校更為出色。

貢獻專業 創造運輸新文化

依據95至97學年度畢業生問卷調查，並以畢業3年內與畢業3年
以上工作比較發現，畢業3年內的系友，約有84%仍從事交通專業
領域為主的就業工作或繼續升學，而畢業生的的國內升學管道，
主以淡江、中央、台大、交大居多；畢業超過3年以上的系友，
則有78%繼續留在交通專業領域發展，並涵蓋公私部門暨陸海
空、客貨運輸企業等。總體就歷年畢業系友就業分布而言，公教
從業人員比例最高，物流通信業次之，再其次為專業科技與繼續
升學，均齊為運輸產業貢獻技能並創造運輸新文化。

未來展望
運管系系主任劉士仙表
示，因為該系與政府在交通政策上的
接觸較為緊密，因此依交通部未來十年「智
慧臺灣」中智慧運輸施政方向，進行本系所學術
研究之整體發展規劃。未來基於「永續運輸」之經
濟發展、社會公平與生態環保的三大原則，發展出規
劃、設計、工程、營運、管理及維修六個研究面向，並按
各教師的專長領域區分成團隊合作研究群組。
在課程方面，教師仍然會適時地在教學中加入個人的特色
與產學經驗，並持續關注社會的脈動，例如綠色運輸，目
前全世界面臨到全球氣溫暖化的問題，所以未來在大型的
交通運輸計畫評估上，不見得會以成本效益的角度做為
評估標準，而是以排碳量所產生的社會成本角度衡
量之。此外，增加校外參訪機會、廣泛聘請來自
業界的兼課教師蒞校授課，希望學生及早了
解運輸管理的現況及未來趨勢，成為
日後相關領域的生力軍。

運管系優秀校友
姓名
李德紘
郭美娟
謝金玫
賴炳榮
李昭賢
賴淑芳
沈慧虹
何淑萍
王中允
蘇先知
周裕德
黃雅芬
許超澤
張 慧
李 綱
賴建勳
張庭榮
郭右君
陳佳宏
湯慶輝
吳忠榮
簡誌良
謝致遠
謝明峰

職務
新加坡國立大學土木系副教授
台北藝術大學主任秘書
交通部民航局航站管理小組副組長
交通部觀光科科長
交通部路政司科長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物流管理系助理教授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綜合規劃科科長
交通部航政司專門委員
國防大學運籌管理學系系主任
台北市停車管理處企劃科科長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員管理課副課長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企劃處科長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航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管理局交管組科長
英國里茲大學智慧運輸系統實驗室研究員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襄理
永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樹德科技大學運籌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開南大學空運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達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鼎漢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師
DHL運務企劃專案部工業工程師
台中客運企劃課課長

（運管系優秀校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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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Q 之14 學生自治會
的品質管理
「別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是「學生自
治會」的主要目的。大家知道嗎？原來學
生自治會也是依循著TQM而來的呢！
問：每個學期學生會都會舉辦許多的活
動豐富我們的淡江文化，學生議會也會為
淡江2萬多個學生把關權益，難道這也需
要TQM來幫忙做管理規劃嗎？
Ms. Q答：That’s right！任何關於同學
們的校園生活品質無一不是與TQM緊密
結合的，學生自治會的成立宗旨是為了透過民主的方式建立
起同學及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如此重要的角色當然不能排
除TQM的管理與規劃囉！以下是學生自治會運作的PDCA流
程：
P（Plan）--訂定學生會、學生議會年度工作計畫，並視
情況決定修訂本校學生會組織規則、會長選舉規則及學生議
會議員選舉規則；D（Do）--年度工作計畫執行，如本年度
上學期主要活動為社團博覽會、校慶蛋捲節、淡淡生活節及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下學期則有望春瘋、藝術季、全校同學
對學校的滿意度問卷調查、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
二合一選舉等等；C（Check）--針對工作召開各階段的籌備
會議，並且及時提出修正；A（Action）--針對工作提出檢討
改善報告，並作為下次活動舉辦時的參考依據。
同學們若有任何疑問或建議，可向學生會（SG203、校內
分機2131，或e-mail：rightfighting@hotmail.com）表達，或是
在每年的問卷調查中適時反映出你們的意見喔！（王育瑄整
理）

校園視窗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Windows 7中文企業版免費借囉！
資訊中心自即日起提供新版校園授權軟體Windows 7中文企
業版，讓本校教職員生使用，可安裝於自有之一台電腦上，
方便在家工作或學習。學生可至各系辦；教職員可洽B219或
D108借用光碟，也可使用軟體伺服站連線。詳情可上資訊中
心網頁http://ipc.tku.edu.tw/index.php查詢。會計一劉冠宏表
示，聽說Windows 7作業系統相當好，且可隨心情更改桌面功
能，讓他很心動，「現在能從學校得到免費安裝軟體，真的
太棒了，一定要馬上去借。」（陳韵蓁）

山東大學10日來訪交流
大陸山東大學副校長樊麗明一行5人，於10日下午來訪，
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教務長葛煥昭、國交處主任李佩
華等人接待，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簡報及座談。戴萬欽指
出，目前本校與復旦、吉林、浙江及廈門四所大學進行交換
生協議，本年度首度加入山東大學，希望有進一步合作。樊
麗明說，近年與淡江交流密切，明年將舉辦的研討會，也邀
請淡江學者專家參加。本校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歷史系系
主任王樾等，也針對系所特色及合作，提出看法與建議。針
對大陸學生將開放來台，葛煥昭表示，將研擬招生文宣，希
望能吸引優秀陸生來本校修習課程。談到未來兩校交流，戴
萬欽表示，很多外籍生來本校修習課業，都有不錯的評價，
希望未來除學生互相交換學習外，也能開放教師短期研究、
互相參加學術研討會等，增進雙方合作關係。（江啟義）

溫州大學期與本校交換學生
浙江省溫州大學校長蔡袁強於8日率領參訪團一行4人蒞校
訪問，由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交處主任
李佩華、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電機系系主任翁慶昌共同接
待，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簡報，並洽談交換生之事宜。
溫州大學以文科、商科專業著名，在校生約有3萬人，蔡袁
強笑說：「本校鼓勵同學到企業實習，我們的學生喜歡搞創
業。」並讚許淡江教育程度高，期許能與本校合作進行交換
學生，在課業與教學上做深度的合作。戴萬欽表示，本校會
盡力配合，EMBA的師生可以互相交流，而本校師生也可藉此
到溫州大學學習。（余孟珊）

教育部舉辦公聽會 說明大陸學歷採認
教育部為規劃大陸學歷採認及招收大陸學生來台就學，自
10日至23日在全台17縣市舉辦「開放大陸學歷採認與陸生來
台就學政策規劃及配套措施公聽會」，藉此廣徵各界意見，
凝聚共識。國交處兩岸事務承辦人徐宏忠表示，承認大陸學
歷與開放陸生來台屬於國家新政策，具指標性意義，對本校
與大陸交換學生的政策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希望有興趣的
師生及家長踴躍參加，並表達意見。詳細活動時間及報名資
訊，請上教育部電子佈告欄http://www.edu.tw/download_list.
aspx查詢，並於各場公聽會前三天完成報名手續。（江啟義）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成教部招募同學 接待南美洲學員
成教部辦理僑務委員會海外華裔青年台灣觀摩團第6梯業已
2年，今年重新招標，本校獲僑務委員會委辦台灣觀摩團第1
梯及第6梯。台灣觀摩團第1梯將於2010年1月6日開始，約有
來自中南美洲100名學員飛抵台灣，體驗21天的福爾摩沙風
情，歡迎具有葡語及西語能力之本校同學，參與接待工作。
意者請電2321-6320分機24，洽成教部組員鄭曉涵。（日語中
心）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寢室整潔即起比一比
蘭陽校園自上月11日起，於每週三下午4時至8時開放男女
學生宿舍互訪，促進男女同學間休閒聯誼活動。並自本月7
日至15日共9天，進行學生宿舍交誼廳美化及寢室內務整潔競
賽，由同學推派6名大四學長姐擔任評審，分為個人組及團體
組，個人組以寢室為評分單位，男、女生各取前三名，團體
組則以公共空間美化布置為評分單位，建軒一館及文苑一館
各取前三名，將提供獎金及敘獎等獎勵同學。（蘭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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