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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大處不做錯，小處不放過，品質一定有把握。（管理學院提供）

學輔工作績優 獲友善校園獎
微笑至上 聯合服務中心開張 學務長：學務服務更省時 更有效率

學務處本學期起於商館4樓設立聯合服務中心，以
「微笑為核心精神」，整合學生事務，提供更省時
有效率的服務。（攝影／曾煥元）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務處榮獲
教育部「97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日前於台
北市立教育大學接受表揚，該獎係獎勵推動學輔工
作成效斐然的學校，全國共8所大專校院獲獎，本
校首次參加就得獎。此外，學務處僑生輔導組組員
雷菊仙亦獲得97年度北一區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員
獎。學務長柯志恩展望未來學務工作，將朝全面性
發展「注重學生身、心、靈的成長」，自本學期起
於商館4樓設立「聯合服務中心」，她說：「友善
校園未來將更友善！」往後，學生的各項學務疑難
雜症，走一趟該中心便可獲得解答！
本校推行學務工作卓著之績效包括輔導實務之
危機管理、強化輔導人員專業能力、僑生輔導、法
律諮詢服務及推動品德教育等。前學務長蔣定安表
示，學務處在學生事務服務上不遺餘力，尤以輔導
實務之危機管理有一套標準機制，長期盡心輔導學
生。諮商輔導組組長胡延薇表示，諮輔組鼓勵學生
發揮正向影響力，如果發現其他同學有狀況，第一
時間向諮輔組求助，可幫助同學早日接受輔導。強
化輔導能力方面，目前為本校實習輔導員的東華大
學碩三賴韻雯表示，淡江擁有良好的實習環境，除
了開設工作坊讓實習者相互模擬輔導，還有師長督
導，隨時接受詢問。胡延薇強調，未來諮輔組將致

設備新穎 課程多元 體育評鑑獲一等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公布私
立大專院校體育評鑑，本校獲評為一等學校，
是繼「體育績優學校獎」後，對本校體育整體
表現又一肯定！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示，「充
沛的體育資源是受肯定的關鍵。」
蕭淑芬表示，目前大專院校體育課程普遍不
足，教育部對此十分重視，本校「三必一選」
體育課程安排，符合教育部準備推行大學體育
課「二必一選」的趨勢；另外，學校場館設備
新穎齊全，如符合標準的游泳館、器材眾多的
重量訓練室及大力推廣體育活動等，都大大
為評鑑加分。蕭淑芬說明，本校自95學年推動

「體育年」以來，體育活動層面不斷擴大且深
入，不止學生有更多元課程可選擇，教職員也
開設體育課程，未來仍會增加開班，讓師生享
受運動的樂趣；她也以「25公尺捷泳」研擬納
入100學年度新生畢業門檻為例，表示將來大
一新生都能在教師帶領下學會游泳，不但能有
效利用游泳館，更能培養學生的體育技能。
蕭淑芬以「吸引顧客」為比喻，表示未來
會加強學生上體育課的興趣及設備使用率。理
學院學士一陳俊諺說：「能透過體育課找到
球咖，又有好的場地，這麼好的機會怎能錯
過！」化材四鍾秉軒則表示，即使已經大四仍

要選修體育課，「活著就是要動啊！」他說體
育課會無形中督促自己運動，但他也提到，體
育選修時段會與必修課衝突，排課上有困難。
對此，蕭淑芬表示，本校學生人數眾多，時間
上無法盡如學生需求，但會持續修訂及調整，
提升滿意度。
為讓學生更愛上體育課，蕭淑芬提及，體育
室目前規劃於99學年度試辦大一單班上課制，
未來大一體育課將出現同班男女共同上課，不
再男女分班，「希望藉此拉近班際之間的團
結、凝聚力，在即將到來的60週年校慶運動會
中，展現團體活力。」

校長賀新春 贈小金虎祝福虎生豐
【本報訊】結束歷來最長的寒假
後，全校教職員工於上月19日開始虎
年第1天上班。上午10時，校長張家
宜帶領大家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
「新春團拜」，現場布置以「五虎崗
上、福虎生豐」春聯、招財進寶財神
爺、小老虎及象徵平安、吉祥的蘋
果、柑桔等，一片喜氣洋洋，大家開
心問候、互道恭喜；張校長還特別致
贈到場者每人一隻「小金虎」，祝賀
「新春如意、虎年發財愉快。」
張校長表示，本校與「虎」的關
係甚深，「五虎崗」為淡水校園永
久校址，且建校於虎年所以生肖屬
「虎」，又適逢60週年校慶，今年對
本校而言意義非凡，因此特依傳統習
俗，到龍山寺為學校安太歲，祈求順
利，並期許全校教職員工生、校友及
退休人員全力籌辦60週年校慶活動，
展現本校豐碩的辦學成果。
生肖屬虎的總務長鄭晃二及學務

長柯志恩也向大家拜年，並分享新年
新希望，鄭晃二祝大家虎年行大運；
柯志恩則細數一年來需要面臨的挑
戰，提醒自己「要像虎一樣，在逆境
中衝出一片天。」蘭陽校園創發院院
長劉艾華特別獻上一副對聯，上聯
為「五虎崗上虎威揚」，下聯是「蘭
陽林美鷹翱翔」，橫批是「如虎添
翼」，祝福淡江能飛得更高更遠。
EMBA執行長林江峰則代表台北校園
全體同仁，向大家賀新春。
張校長另藉此機會宣達，2月2、
3日召開的全國大學校長會議中，總
統馬英九到場致詞，針對私校退撫問
題、大學優質化、國際化等主題深入
說明，而國際化也正是本校今年的重
點發展之一，期許全校共同努力；另
外，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特別於會議
中表示，民國100年全國大學將分2梯
次進行校務評鑑，內容流程將結合全
面品質管理的精神及概念進行，並以

學校定位、校務經營管理及教學資源、績效與社會責任、持續改
進等為評鑑重點，提醒大家全力以赴，面對重要的任務及工作。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文系校友施清文於日前獲得財
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十二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將於5月公
開頒獎。施清文表示，「很高興能獲獎，未來仍會努力不懈到各地講
述生命教育課程，回饋社會大眾」，希冀藉自身經歷，激勵更多人。
全球熱愛生命獎章主要為提倡「熱愛生命」之精神，迄今共表揚過
世界各國193位人士。施清文曾就讀陸軍官校，因演習意外導致失明，
經歷過落寞失意後，領悟到「痛苦者沒有悲觀的權利」，他立定志向
突破重重障礙走出自己，民國63年順利進入本校中文系就讀，並曾榮
獲文建會第三屆文藝創作獎；畢業後為了生計，嘗試過很多不同的職
業，最後從「氣功」中重建他的光明人生。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指出：
「施清文為中華文化氣功學會創辦人，將氣功及中國傳統的經脈學、
穴道原理融入復健工作，治癒過的病人，從乞丐到大官都有，最難能
可貴的是，施清文憑著堅定意志走出人生幽谷，還長期救助弱勢提供
各種獎學金，進而以身作則逆轉弱勢為優勢，活出光與熱。」
施清文表示，淡江是全台第1所招收盲人的大專院校，「當時的校長
張建邦是位慈悲且開明的人」，對此他一直感念在心。畢業後，飲水
思源的施清文亦盡其所能捐贈盲胞就業基金予本校盲生資源中心及台
中啟明學校，希冀能讓盲胞擁有更多資源。
學會氣功的他，不吝將其技能傳向各地，並擔任財團法人周大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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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學生諮商輔導精緻化，如鼓勵學生對自我生涯
規劃的探索。
僑生輔導方面，僑輔組組長陳珮芬表示，輔導僑
生須主動且多面向的關懷，僑輔組除了營造「家」
一般友善溫馨的環境，長期以來由僑生擔任工讀，
使其熟悉相關輔導工作，服務更貼心。至於獲優秀
學務人員的雷菊仙，陳珮芬讚賞：「雷菊仙學生時
代也是僑生，工作十分認真之外，更能用同理心關
懷學生！」。落實品德教育上，生輔組組長白怡昌
表示，學校提供學生專業法律諮詢、落實智慧財產
權宣導，輔導學生了解人權、法治等民主素養。
柯志恩表示，「以學生之力服務學生」，可使學
務處的工讀生從服務中學習，貼近學生需求，本學
期開跑的聯合服務中心，提供就學貸款、請假等整
合性的學生事務，希望縮短學生辦理事務的時間、
距離，讓學務服務更省時、更有效率。柯志恩強
調：「微笑是該中心的核心精神！」大傳三石馨文
表示：「到4樓時，眼神看向服務中心，她們立刻
起身詢問『需不需要幫忙？』雖然只是經過，但感
覺十分溫暖。」柯志恩表示，未來將進行服務品質
問卷調查，作為改善依據，以達最佳成效，並精緻
化提供學生更完整的服務。

上月19日舉行「新春團拜茶會」，校長張家宜特別致
贈到場者，每人一隻「小金虎」，祝大家「虎年發財愉
快」，圖為出席者開心領到小金虎。（攝影／王文彥）

教基金會的生命教育講師，藉此告訴更多人「如何活出自己，面對生
命的各種逆境。」他勉勵大家，要做更多有意義的事，讓自己更有智
慧，便能成為幸福的人。

一筆通贈軟體 學華語上手快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

主辦/地點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3/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3/1(一)
14:10

財金系
L215

3/2(二)
14:10
3/2(二)
19:00
3/3(三)
10:00
3/3(三)
14:10

保險系
B605
大傳系
O202
資傳系
Q306
財金系
I501

3/4(四)
14:10

統計系
B512

3/4(四)
14:10
3/4(四)
16:10
3/5(五)
14:10

機電系
E830
陸研所
T505
產經系
B511

東海大學化學系教授楊定亞
Design&Synthesis of 4-Hydroxycoumarinbased Molecular Switches
中原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高一誠
Testing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Term
Structure without Data Snooping Bias
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
工程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TIVAC台灣國際視覺中心執行長全會華
視覺藝術展覽策劃經驗分享
亞洲指標數位行銷顧問公司總經理黎榮章
數位行銷新趨勢
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
台灣房地產之回顧與展望
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客座副教授黃禮珊
An ANOVA Framework for Partial
Linear Models with Applications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Data
台大機械系教授廖運炫
微細零件加工機與加工技術之研發
世界旅行社協理朱大為
陸客來台對台灣觀光業之影響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楊建成
Ramsey Taxes Meet Price Rigidity

國科會大專生專題4日前申請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99年度「大
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即日起受理申請。大學
部二年級以上學生都可自由構想題目，於4日（週
四）下午5時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協助學生通過98年度申請補助的化材系教授董
崇民表示，參與專題研究除了對研究所推甄有大加
分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大學生應學習如何撰寫計畫
案，實際操作專題計畫內容。正在進行專題研究的
保險四吳柏圻建議，大學生較無研究經驗，不妨從
指導教授的著作或專業下手，找尋研究方向。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懷念滿園櫻花、杜鵑的美麗校園
景緻嗎？那麼就回來參加本校校友年度盛事--春之饗宴吧！由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辦的春之饗宴，將於13日上午10時在淡水校
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現場備有歐式餐點供校友享用，創辦人張
建邦及校長張家宜也將與會和校友同樂。
校友處主任薛文發表示，這次春之饗宴是本校60週年校慶的
前奏曲，希望藉此讓校友周知相關慶祝活動。與會校友皆將獲得
「校友榮譽卡」及「展現你的淡江驕傲--車貼」，其中車貼是校
友處特地為60週年慶祝活動而設計，象徵淡江大學4階段（英專、
文理、大學、60週年）變化。目前已知彰化縣校友會理事長吳全
忠將帶領多位校友回娘家、台南市校友會也將組團回校共襄盛
舉。
饗宴上將由鄧公國小舞蹈團及校友合唱團帶來精
采表演，還有豐富的摸彩獎品等著校友帶回家。
今年也將邀請當初報名「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
職場實習」方案的校友參加，期望能聯繫新舊
校友間的情誼、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
茶會結束後，將安排親善大使為校友導覽圖
書館、文錙藝術中心等校園景點，而熱愛運動
的校友也可趁此機會在12時至下午5時，使用紹
謨紀念體育館，來場友誼賽。活動當天上午9時
30分至10時30分，將提供往返淡水捷運站及淡水校
園間的免費接駁車，歡迎校友搭乘。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把人才留在淡江！」工學院院
長虞國興表示，為鼓勵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讀原系碩士班，達
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的效果，工學院自98學年度第1學期
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大學部學生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規
則」，於第2學期開始實施，除建築系不在此學制規劃外，凡於前
5學期成績表現優良之工學院大三學生，可於本學期向各系提出申
請，即日起至5月7日止。
虞國興說明，目前國內已有26所大學設五年一貫學程，本校今
年由工學院率先展開。他指出，推動此計畫不僅能縮短學生準備
考試及適應研究所的時間，亦能從大學時期即投入研究，維持連
貫性。此外，相較於某些大學限定只能同系直升的學制設計，本
校申請經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
資格，可跨系選擇有興趣之特色領域研究老師學習，部分系所和
老師還提供獎學金給取得預研生資格的學生。五年一貫無論對學
校、老師或學生都是一大福音，在研究發展、跨領域的結合上亦
有相當大的幫助，可謂多贏。

校園裡櫻花已經盛開，杜鵑
也陸續開放，上圖為校友相約回
校賞花。（攝影／曾煥元）

教部補助管院3學程
【記者黃雅雯、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管
理學院有3項學程獲98年度教育部補助，共補助241
萬元。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示，配合時代潮流趨
勢，管理學院開設相關學程，為社會培養物流、資
管及晶片人才，並提升本校同學的就業競爭力。
3項學程包括「RFID物流供應鏈應用學分學
程」、「淡江資通安全管理學程」及「晶片系統商
管學程」，後兩項學程的補助至今年1月31日止，
目前已持續申請99年度的經費補助中，第1項學程
的補助至明年1月31日止。
文學院「97年度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
畫」於去年底結束，從「小卓越」轉換成本年度
「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4創新視野品質子計畫4-4
培育全球文創產業領域人才」的一部分，而文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也邀請滾石集團董事長段
鍾沂等業師授課。該學程已有近130人於暑期前往
業界實習，至聯經數位單位實習的中文四鄭名翔表
示：「實習期間，能參與2009台北購物節策展，是
很難得的經驗。」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蟬聯國內私校第1
檔案數量提升 網頁能見度需再努力

【記者梁琮閔台北校園報導】一筆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將捐贈本校
60套Daily Chinese（一日生活華語）學習軟體，將於本週三（3日）上
午11時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贈送典禮，由該公司董事長曾瑞
霞代表捐贈，現場並將進行抽獎，贈送3套軟體給幸運來賓。
本校與一筆通公司進行技術合作，一日生活華語軟體是雙方產學合
作的成品，未來計劃應用在華語中心暑期研習班的教材。此軟體是華
語學習的應用系統，針對學生做情境式學習，提供華語名稱的口說及
標準發音，可逐筆觀看字跡筆順，或播放真實動態書寫字型，軟體中
也提供書寫練習區，搭配手寫輸入功能，讓使用者能輕鬆學習。
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該軟體將有利於外籍生或
華裔生學習華文，讓學生更易了解華語的奧妙。」台北校園內華語中
心每間教室將配置該軟體，讓同學自由上機使用，未來也規劃增設於
淡水校園，提供外籍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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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根據西班牙國家科學委員
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1月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顯示，全球18000個高等教
育機構中，本校排名世界第483名，居亞洲第50名、國內第
11名，為國內唯一排名世界前500大之私立大學，連續蟬聯
私校第1。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每半年公布一次，評比內容除師資、
期刊論文外，網路數量（size）、網頁能見度（visibility）、
學術出版檔案數量（rich files）及Google Scholar中查詢學者
文章被引用數量（scholar）等四項指標為主。
本校網頁數量由去年的第184名下滑至第291名；網頁
能見度由第363名下滑至第849名；學術出版檔案數量從第
706名上升至第407名；學者文章被引用數量項目排名第375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名，較去年第423名進步。針對資料檔案數量提升，學術副
校長陳幹男表示，由於去年的教學評鑑，間接使全校各單
位資料更新速度加快。所以各單位仍需積極、主動將最新
檔案上傳。此外，教學支援平台的普及率不高，建議任課
教師及時上傳課程資料，以提高排名。
相較於其他項目，本校在網頁能見度中名次下滑最多，
對此，陳幹男指出，「應以爭取曝光度為優先。」相較於
他校網頁，本校網頁的活潑度及創新度略顯不足，因此整
體都需再努力，至於英文網頁的更新較為緩慢，「中文網
頁更新同時，英文網頁也需同步更新才行。」此外，本校
許多系所的更新速度略慢，部分系所的最新消息仍停留在
年前的資訊，排名下滑對本校而言是很大的警惕，陳幹男
呼籲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應及時更新資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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