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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品之美，在人為；質之佳，靠大家。品質格言：

台北校園

電子履歷攜著走 學習歷程重裝登場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社團活動組
演唱會嘉年華 60校慶熱鬧滾滾

選擇淡江的    
個理由60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學習歷程
再躍進！資訊中心日前推出「學生學習歷
程」，以個人化設計，讓學生自我管理電
子化生涯歷程檔案，求學時能輔助學生，
瞭解自我表現與能力，以進行職涯規劃；
升 學 或 求 職 時，可攜式動態履歷

走到哪秀到哪，增

加就業優勢及競爭力。
只要曾是淡江大學學生都能使用該系

統，入口網址為http://eportfolio.tku.edu.
tw/。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
示，「學生學習歷程」是各大學都在積極
努力的目標，希望可以幫助學生求學及就
業；此外體貼學生出社會後也有經驗紀錄

和履歷之需求，所以畢業後也依然能使用此系統。
「學生學習歷程」內容包括：「學習紀錄」、「電子履

歷」、「課程地圖」、「核心能力指標」、「我的相簿」
等多元功能。「學習紀錄」方面，學生事務處於97學年度
推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記錄學生參加講座訓練、志
工、獎懲及社團，新推出的系統除涵蓋已有的學務處學習
歷程檔案，並新增自我管理、建立資訊之功能，記載個人
資料、修課、研究成果、作業筆記、作品集等學習經歷、
校內外的優異表現及相關證書等。

「電子履歷」則將學習歷程輸出為紙本履歷或建置個人
化網頁，學生於離開校園時能將學習成果完整攜出校園，
展現個人特質及能力；此外，個人網頁提供12種樣式，讓
學生挑選適合自己的網頁，透過發表文章分享學習心得，
回顧學習過程。

「課程地圖」及「核心能力指標」方面，目前學校正建
置全校課程地圖資訊系統，未來學生可透過該系統檢測自
己的學習成效及核心能力達成度，規劃未來職涯。另整合
全校各單位及其他外部系統查詢功能，方便學生進行相關
搜尋。

該系統推出不到一個月，部分系所使用率已達100%，已
登錄使用該系統的教科碩二顧潔心說：「這個系統真的很
方便，如果我大學時代就有的話，推甄準備就可以輕鬆很
多，而且系統分類很詳細，不會不小心漏掉必須紀錄的經
歷，看到無紀錄的項目也會激勵自己多加油，增加該方面
的經驗，補足那一塊空白。」

 另預計於明年推出「教師ePortfolio系統」，初步構想是
希望提供一平台，方便老師們整理個人學經歷、著作、獲
獎資料、教學研究成果等，有利於往後查詢及交流展示。

李宗衡：多元交流 打開國際視野
（台灣良行國際行銷有限公司總經理）　

恭喜淡江連續13年獲得《Cheers》雜誌肯定，榮獲
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1！優異的表現，我認為最重
要是「工作態度」受肯定。而淡江學生「專業知識與
技術」雖名列企業最愛私校排名第3，相信以淡江人
努力學習的「工作態度」，專業能力定會進步。淡江
學生在社團活動中，培養出誠懇的態度，若可在「國
際觀與外語能力」方面多下功夫，各系所增辦多元交
流活動，相信學生更可以外語能力打開國際視野。

溫鈺萍：融入社團 培養抗壓性
（中視記者）　

淡江能蟬聯13年企業最愛大學生的私校第1，讓身
為校友的我感到非常光榮，相信是畢業生在工作上具
有較高「穩定度與抗壓性」的優秀表現，使淡江獲得
高度認同。而學校自由開放的風氣，讓學生踴躍參與

社團，容易融入團體生活，以及勇於表現、積極學習
的態度，使得「可塑性」排名私校第1。希望學弟妹
繼續加油，讓淡江保持佳績！

婁純瓏：培養實作經驗 淡江生解決問題有一套
（國巨電子台灣區銷售處長）　

很高興看到淡江「蟬聯13年企業最愛大學生的私
校第1」！企業喜愛淡江學生是因淡江學生活潑、臨
場反應快！我本身經常錄用淡江學生，對他們吃苦耐
勞，抗壓性高，有著鮮明的印象，也成為企業最愛淡
江學生的主要特質。同時，淡江人在求學時即有實作
的經驗與獨立思考能力，因此在「解決問題能力」這
項指標中，也才能在私校中排名第1。

李光第：儘早確立目標 開啟更多工作機會
（保德信人壽業務經理）　

淡江獲得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1，是實至名歸！
我經常在工作職場上遇到淡江校友，其腳踏實地、學

習意願強的工作態度建立的良好形象，已成了學校多
年來的優良傳統。我也觀察到，淡江人除了努力於工
作並不斷精進專業技能，也願意拋開個人主義的思
考，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都是深受主管重視的因
素。建議學弟妹利用在學期間，儘早確立未來目標，
以謙虛的態度學習，才能開啟更多的工作機會。

劉建林：研討國際主題 增進外語能力
（仲利控股董事長室協理）

淡江人在工作上具有「態度好」、「反應靈活」的
出色表現，相信這也是獲得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1
的主因。多元的社團經驗，使淡江人具有較佳的解決
問題能力，接觸面多反應也相對靈活。然而要使淡江
人「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建議學弟妹利用MSN
或Skype與外籍人士交談，課業報告儘量選擇國外主
題，從蒐集外國資料的過程中，讀外文資料，相信淡
江人未來的表現會更亮眼。

       　　　　　　　　　　　（文／張靜怡整理）

4/19(一)
14:00

化材系
E830

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及系統醫學所博士陳盈潔
Ultra-NanoCrystalline Diamond and 
Neutal Stem Cells:Biocompatibil i ty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4/19(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鄭原忠
Electronic Quantum Coherence and 
Light Harvesting in Photosynthesis

4/19(一)
14:10

圖書館英文系美洲所
圖書館2樓閱活區

The Rodriguez family
童言童語話湯姆

4/20(二)
13:10

企管系
O306

Google台灣業務總經理游文人
新科技網路行銷與應用

4/20(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央地質調查所副所長江崇榮
地下水資源與防災

4/20(二)
14:10

物裡系
S215

東華大學物理系教授郭永綱
Evidences of Spin-Density-Wave Ordering 
in Kondo Lattice System CeRu Al

4/20(二)
14:10

教發組
I501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教授游梓翔
溝通好才能教得好:談大學老師的教學
溝通技巧

4/20(二)
14:10

保險系
B605

中華保險服務協會理事王光煜
日本保險市場概況

4/20(二)
14:10

圖書館英文系美洲所
圖書館2樓閱活區

美洲所研究生James Chen
跟著湯姆走一遭

4/20(二)
14:30

數學系
S433

中正大學數學系教授張守德
Rings of injective dimension one

4/21(三)
10:00

資傳系
Q306

遊戲橘子研發顧問饒敏瀚
數位娛樂產業的現況與未來發展趨勢

4/21(三)
10:00

保險系
B712

中國信託金控理賠部襄理趙怡邦
儲備幹部計畫與證照考試

4/21(三)
10:10

資圖系
L507

教育部國教司科長武曉霞
國教司對國教圖書館之推動

4/21(三)
13:00

公行系
S102

伊甸基金會志工招募主任朱永祥
台灣NPO的國際化歷程與貢獻

4/21(三)
14:10

商學院
I501

勤業眾信事務所董事楊民賢
理財基本觀

4/21(三)
14:10

圖書館英文系美洲所
圖書館2樓閱活區

英文系系主任Peter Huang&美洲所所長 Lucia Chen
好吃好玩在這裡

4/22(四)
14:10

圖書館英文系美洲所
圖書館2樓閱活區

英文系助理教授Iris Ralph
Imposing Culture, Cultural Impostor強制
文化、文化騙術

4/22(四)
15:10

統計系
B713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秘書長蕭碧燕
統計背景之學生在進入投信、投顧等
金融行業前應有的準備

4/22(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台灣中油公司副總經理林茂文
兩岸能源產業的合作現況與未來發展

4/23(五)
14:10

英文系
FL106

蘇州大學生態批評研究中心教授魯樞元
陶淵明的自然哲學與當代人的生存困境

4/23(五)
14:10

產經系
B511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黃河泉
Banking Structure and Growth Volatility

4/23(五)
14:10

圖書館英文系美洲所
圖書館2樓閱活區

美國在台協會官員Gilbert Morton
Is Tom Sawyer Mark Twain?湯姆原來是馬克？

4/24(六)
9:00

商管聯合碩士在職
專班及國際商學所

D222

元大證券總經理李鴻基
台灣證券業開展大陸市場的機會與挑戰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務長柯志恩召集的
6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組」，將以輕鬆活潑
的活動內容，帶起60校慶熱鬧氣氛，一連串的活動自今
年3月歡慶到100年5月，有設計類比賽增加同學參與感；
慶祝大會、演唱會、淡卷嘉年華，讓校園熱滾滾；挑戰
賽、文學講座及名家對談，讓淡江人以文相會。

社團活動組由「60週年LOGO設計比賽」為校慶暖
身！該賽將選出屬於淡江的象徵圖案，收件已截止，本
週四（22日）將進行評審。「淡江達人、挑戰60」，自
本週三（21日）起，開始徵集機智問答題目。不論提供
題目或參加挑戰賽，都有高額獎金等你拿！目前正在進
行中的「首頁設計比賽」，將打造全新的首頁，報名至5

月14日止，今年8月，你將目睹淡江首頁新風貌。
熱鬧非凡的慶祝活動，將以接力的方式陸續登場。9月

「登林美、圓蘭陽」，促進淡水、蘭陽兩校園之交流，
淡水校園的社團負責人將至蘭陽校園參加中秋烤肉，並
進行校園巡禮。11月「那人、那校、那歌，美聲傳揚」
校園演唱會，邀請各時期校友歌手返校表演；「淡卷嘉
年華」將書卷雕塑布置為蛋糕，並有點燈儀式，為淡江
祝壽；「6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將有來自各地的貴賓，
來為淡江祝壽！學務處秘書林錦河表示，目前各活動進
度在規畫時程中，且皆訂定進度管控表。他指出：「社
團活動組已為60週年全員動起來，也邀請全體淡江人一
同加入！」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
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上月29日接連舉辦良師
益友傳承帶領制團體活動，及「新聘教師茶話
會」，共有40餘位教師出席，藉由經驗分享，
幫助新進教師加速了解淡江文化、教學環境及
資源。

本次良師益友傳承的主題為「就是要三心
二意：許他一個陽光的未來」，由資傳系系主
任劉慧娟分享經驗。劉慧娟表示，老師對學生
應具備「三心二意」，三心就是真心、耐心、
信心，二意則是誠意、愛意，並談到其針對愛

讀書、不愛讀書、特殊身心狀況等不同類型學
生，給予不同的輔導方式。

新聘教師資工系助理教授陳俊豪表示：「聽
完劉主任的演講，讓我感觸很深，她鼓勵師生
間以朋友的關係對待，不要有老師及學生的分
別，感覺得出來她很重視每位學生並用心教
導，值得學習。有了資深教師的經驗傳承，未
來遇到問題時，處理將更得心應手。」化材系
助理教授許世杰也表示：「印象最深的是劉主
任分享其輔導身心障礙、同性戀等特殊學生的
經驗，透過案例分享，對我未來的學生輔導工

作，是一大幫助。」
新聘教師茶話會則邀請研發長康尚文進行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落實研發成果」專題報
告，介紹一般案計畫書、國科會研究計畫相關
資訊、傳授計畫書撰寫技巧，康尚文建議，若
計畫書未通過時，可要求看審查意見表，參考
審查意見修正改進，明年再申請。許世杰表
示：「研發長詳細的介紹與講解後，對於未來
申請國科會計畫案幫助很大。」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學校務評鑑」研習會
於1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行
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王保進，針對「大學校務評鑑之內涵與自
我評鑑」進行演講，他表示，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為此次評鑑
核心，故建議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和課程設計中，縱的連貫
與橫的聯繫上必須有清楚詳細的規劃。

校長張家宜於致詞中提及，「學生基本能力」與「學生學習
成效」將是評鑑重點，而學校的自我定位、校務治理與經營、
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責任及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是五大評鑑項目，這五項指標必須明確融入學習成效中，希望
全校同仁一起努力，加強不足的、精進好的，持續品質改善。

大學校務評鑑以改善並確保教育品質為出發點，王保進指
出，評鑑的目的在引導學校找到自我定位和發展特色，故在內
外部環境中，必須依照ＳＷＯＴ分析，並以PDCA之計畫、執
行、檢核、行動的循環圈，落實學校自我管制的精神。

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亦針對「本校校務評鑑作業」進
行說明，並提供高教評鑑中心的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等
多項資料，做為填報資料時之參考。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執
行「教育部大專院校數位學習推廣與數位
學習跨校合作計畫﹙北區﹚」，在上月25
至27日舉辦「教師數位學習專業成長研習
工作坊」，邀請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律師楊敏玲等多位業界人士、學者進行專
題演講，共計22所大專院校、53人報名參
加。

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表示，數
位學習是將來網路學習的趨勢，此研習營
主要是為培養教師對線上教學的能力，課
程內容主題以數位學習與數位教學設計概
論、智慧財產權、線上教學導論、數位學
習課程經營設計等為主。 

工作坊共邀請校內外6位專業人士進行演
講，其中，致理技術學院多媒體設計系技
術級助理教授張淑萍，以案例呈現數位教
學設計模式與教學評量設計等多媒體設計

要訣；旭聯科技經理董千瑜，介紹數位教
材開發工具與實作等；徐新逸則針對線上
非同步帶領、線上同步帶領和實體課程提
出分享。

日文系助理教授江雯薰表示，收穫最多
的是學到PPT2007版的製作技巧，以及旭聯
科技的錄音設備軟體。她認為本校與姐妹
校遠距同步教學，能大幅提升學生實際交
談的能力，而錄音設備的數位化也使教師
有更多元的教學方式，她已將在研習會中
所學的PPT製作技巧運用在教材中，希望帶
給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法文系兼任講師
沈美利表示，對於Moodle的使用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尤以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
帆所介紹的實體應用收穫最大，未來的教
學中，也會積極接觸和摸索網路學習教材
的使用。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期中考將於下週
（26日至5月2日）舉行，即日起至25日開放B119室
供同學溫書。另外，本學期修習「英文（一）」、
「中國語文表達能力」及「資訊概論」之同學，應
參加能力測驗，請記得攜帶2B鉛筆應考。

溫書教室開放時間，19至23日為晚上6時10分至
10時；24至25日則為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教務
處提醒，期中考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
保卡、駕照等），若學生證遺失，須於考前攜帶
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註冊組辦理補發；未帶證件
者，也須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所長郭
秋慶帶領4位歐研所教授，於6日前往大陸，參加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主辦的「歐盟軟實力的
現狀與未來研討會」。

研討會主要討論有關歐洲軟實力的現狀，例如：
以法國、荷蘭等個案研究其在海外的軟實力，郭秋
慶描述研討會當時，連大陸權威雜誌《歐洲研究》
編輯宋曉敏都在旁全程錄音，欲將研討會內容做詳
實的報導並刊於期刊。郭秋慶表示，中國社科院歐
研所在中國是最具代表的歐盟研究機構，未來會固
定兩年一次，由兩所輪流舉辦該研討會，使兩所有
固定學術上的交流，也讓關係更良好。

校務評鑑衝刺 張校長：全體一起努力
依SWOT分析學習成效 尋找自我定位

資圖師生北大交流數位出版開眼界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14日晚上在文錙音樂廳舉
行淡江音樂季「聖樂之夜」音樂會，由本校通核中
心講師、知名女高音王淑堯演唱，與擁有雙博士音
樂家、副教授李珮瑜鋼琴伴奏，兩人絕妙的演奏默
契十足，吸引台灣藝術大學校長黃光男等許多校內
外人士慕名而來享受天籟之音。王淑堯指導的校外
媽媽級合唱團也蒞臨聆聽，成員之一張秀美表示：
「特地帶兩個小孩來享受老師的美聲。」台藝大音
樂系學生洪明誕說：「王老師擁有200分的美聲，
真是驚為天人！」（文／梁琮閔、攝影／曾煥元）

文錙響天籟 
校外來賓爭聆美聲

分享三心二意 新舊教師傳承經驗

跨22校研習 培養線上教學實力

兩岸交流歐盟研究 期刊報導 

B119即起開放期中考溫書

【記者柯俐如、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
世界閱讀日，圖書館自今天（19日）起至5月19日
止，舉辦一系列「2010世界閱讀日」活動。除於
5月舉辦2場演講外，由於適逢美國文學知名作家
「馬克．吐溫」逝世百週年，特別與美洲所及英文
系合辦「《湯姆歷險記》暨馬克‧吐溫主題書展」
及「閱讀《湯姆歷險記》」。

主題書展於19日至5月7日，在總圖書館2樓閱活
區展出，包括不同語文版本的《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的著作及探討馬克‧吐溫或其著作之
圖書。「閱讀《湯姆歷險記》」則於本週每天下
午2時10分至3時，由美洲所及英文系師生等陪伴大
家，一同回味走過兒時的《湯姆歷險記》。

另外，5月18日下午1時10分在閱活區有英文系副
教授郭岱宗「方法對了，文法就全通了！」講座；
5月19日下午2時則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帶大家認識
「魔幻古巴：陳小雀的古巴故事十三則」。

閱讀日重溫湯姆歷險記 回味童年

【本報訊】今天（19日）下午2時30分將於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辦「監察院監察委員蒞校訪查活
動」，就95年至今，教育部委託高教評鑑中心評鑑
高等教育之情形與成效，聽取受評學校之建言。

聽建言 監委今蒞校訪查高教評鑑

壓力 bye了！
彩繪藝術放風箏

學生會主辦的第四屆「蝴言亂嶼--藝術季」，於13至16日一連四天，在書卷廣
場及海報街登場，儘管天氣乍暖還寒、陰雨綿綿，仍澆不熄同學對藝術的熱愛，
爭相彩繪T恤、風箏，創意市集也吸引大批師生駐足，手繪筆記本、木製吊飾，成
為爭先採購的熱門商品。圖為彩繪風箏後，同學冒著細雨，在書卷廣場放風箏，
期中考的壓力，彷彿在風箏直飛天際的剎那，煙消雲散。（文／江啓義、攝影／
林奕宏、陳依萱））

理由6、《遠見》企業最愛
              調查淡江蟬聯私校
              3連霸
理由7、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蟬聯國內私校第1
理由8、打進世界前1％工
              學院名列ESI
理由9、《遠見》與104人
             力銀行調查 2009企
             業最愛碩士生淡江
             私校第1
理由10、WOS評鑑TOP10本
             校8學門上榜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圖系及北京大學新聞傳
播學院於4日合辦「2010年淡江大學-北京大學數位出版典藏
學術交流座談會」，由文學院院長邱炯友及資圖系系主任林信
成，率領18位師生至北京進行學術交流座談會，會後並參訪北
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印刷博物館及中國知網公司等，邱炯友表
示：「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北京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期望往後也
有機會共同簽訂合作協議。」

研討主題包括「數位時代傳統出版社面臨的挑戰」、「數位
出版的典藏與加值」等，與會者分享研究成果。林信成笑說：
「中國知網公司傾注許多人力建構CNKI（中國知識資源總
庫），此華文資料庫系統強大、資料完整，是我國相關產業同
仁可共同借鏡及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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