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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品質站得牢，哪怕大風搖。（管理學院提供）

大一生50% 焦慮、欠考試策略
諮輔組：求助輔導師找出核心問題 學發組：參加基礎課程加強班戰勝考試心魔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習與教學中心
學生學習發展組所做的98學年度大一新生「大學生
學習與讀書策略」檢測報告日前出爐，共5392位大
一生受測，施測率達97.82﹪。學發組組長徐加玲表
示，希望能協助導師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幫助學
生保持良好的讀書策略，改善不佳的學習方法。
該項測量共有11個分量表，分別是態度、動機、
時間管理、焦慮、專心、訊息處理、選擇要點、學
習輔助術、自我測驗、考試策略和解決學習困難

策略；百分等級得分在PR75以上表示學習策略良
好，低於PR50者表示學習策略不好。研究發現，
本校有超過50%的大一生在焦慮、專心、學習輔助
術和考試策略等4個學習策略上，屬於學習不佳的
狀況；另外，全校各院在焦慮及考試策略兩種學習
策略不佳的大一生，皆占50%以上。
對於焦慮問題，諮商輔導組組長胡延薇表示，大
一生適逢高中升大學的學習過度期，獨立學習能力
較薄弱，新的社交活動、人際溝通、離鄉背景、面

校慶LOGO亮相
首獎寓意深
60週年校慶籌備會社團活動組舉
辦的「60週年校慶象徵圖案LOGO甄
選」，結果出爐！在456件作品中，
由開南職業商工學生陳冠仲奪冠（如
左圖）、烏茲設計工作室何幸枝居
次、耕園整合行銷公司吳明顯第3，
分獲獎金及獎狀。而得獎作品將提供
各單位籌辦校慶使用。
獲第1名的陳冠仲表示，LOGO以
書卷設計成60字樣，除慶祝淡江生日
快樂，也有承先啟後的涵義，巧妙的
將世界地圖融入，展現高度的國際化
及正朝世界卓越大學邁進。擔任評
審、駐校藝術家顧重光指出，參賽作
品都很優秀，尤以8件得獎作品，皆
富含創新、前瞻性構圖。另有5名佳
作為竹取工坊陳羿良、E John個人工
作室許名江、本校英文碩二王開霽、
北斗家商學生陳識博、設計工作室
高郁茹。其他得獎作品請參閱課外組
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3（文／江啟義、
圖／課外活動輔導組提供）

臨國際性的競爭壓力、對未來生涯方向不明確等，
都是迷惘與焦慮提升的原因，除了提高學習動機、
改變學習技巧、善用學習輔助工具外，找到核心問
題更重要，學生必須思索大學生的學習角色與定
位，對此，諮輔組有生涯定向輔導心理師供詢問，
幫助同學找出自我定位，歡迎學生多加利用。
考試策略方面，徐加玲建議，可藉由大學學習課
程中「就是要你成為歐趴將」，學習應考技巧及準
備考試的訣竅；若無法掌握學習方向或妥善利用課
餘時間，學發組有專人協助、輔導擬定學習計畫；
另可參加學發組或系內舉辦的基礎課程加強班，釐
清課程概念、學習考試技巧，逐步戰勝考試心魔。
此外，理學院、工學院及管理學院在11分量中，
PR值低於50且人數占50%以上的各有5個分量，教
育學院有4個分量，文學院、外語學院及創發院有3
個，而商學院及全發院2個。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
示，理學院的學生相較於其他院所，必須負擔較為
艱深的課程，因此在考試策略或是焦慮程度也會相
對偏高，對此結果，理學院將請導師加強學生課業
和心理焦慮等輔導，並計劃增加助教小班輔導，幫
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難題。

各院學習與讀書策略不佳者（PR<50）
占該院大一生人數一半以上一覽表
性別/學制 態 動 時 焦 專 訊 選 學 自 考 解決
別/學院別 度 機 間 慮 心 息 擇 習 我 試 學習
處 要 輔 測 策 困難
管
理 點 助 驗 略 策略
理
術
男生
V
V V
V V
V
女生
V
V
日間部
V
V
V
進學班
V V
V V V V V
V
文學院
V V
V
理學院
V V
V V
V
工學院
V V
V V
V
商學院
V
V
管理學院
V V V
V
V
外語學院
V
V
V
教育學院
V V
V
V
創發院
V
V
V
全發院
V
V
校平均
V V
V
V
註：V表該學院有一半以上的大一生，其該項學習與讀
書策略為不佳（PR<50）。（資料來源／學發組）

碩士班招生 企管系蟬聯錄取率最低

【記者李冠賢、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9學年
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共有3951名學生報考，總錄取率
為19.29%；博士班也於12日報名截止，整體報名人
數與去年相較變幅不大。管理學院碩士班1103人，
占碩士班總報名人數的二成七九，為近四年最熱門
的學院；企管系碩士班經濟學組以3.06%蟬聯全校
最低錄取率。
今年錄取率最低前3名除了企管系碩士班經濟學
組，第2名為企管系碩士班統計學組的3.33%、第3
名為財金系碩士班A組的5.66%。各系報考人數以財
金系碩士班A組為全校之最，共318人，其次為企管
系碩士班經濟學組的294人。
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表示，每年舉辦招生說明
會，請系友會及在校生協助，讓考生了解所內教學

情況，是促使企管所成為熱門報考系所的原因；因
應未來少子化的招生困難，將更提升師資，設備等
條件，並舉辦研討會及MBA競賽等相關活動以增加
知名度，吸引優秀學生報考。
此外，在一片少子化、招生困難的聲浪下，相
較於去年，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B組報考人數增加
最多，為46人；管科所B組增加42人次之；電機系
碩士班通訊與電波組增加41人第3。國貿系系主任
賈昭南表示，該系師資陣容堅強，吸引不少學生慕
名報考，此外，課程規劃著重於國際企業、國際貿
易，以因應國際化的趨勢，也是報考人數增加的原
因之一。他表示，未來將增開國際企業相關課程，
並開闢技術轉移管理等新領域，增加學生的專長，
培養未來就業競爭力。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基金成立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古典
詩創作者蔣國樑日前不幸車禍身亡，
家屬為完成他推展古典詩詞的遺志，
捐款50萬元給中文系，成立「蔣國樑
先生古典詩創作獎」基金，於11日在
L522舉行捐贈儀式，由中文系系主任
張雙英代表接受，他指出，將利用這
筆基金舉辦比賽，持續推展古典詩。
代表捐贈的家屬之一蔣國蓉表示，
哥哥蔣國樑從小就熱愛詩詞創作，但
礙於成長環境艱困，無法學習。幾年
前，他曾到淡江參加驚聲詩社舉辦的
成果發表會，留下深刻印象，並曾至
中文系旁聽詩詞創作相關課程，那是

他這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希望藉
由貴校傳出的詩詞之聲，延續哥哥對
古典詩詞的熱愛，對我們來說，這就
好像是他生命的延續。」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說：「基金的成
立，是蔣國樑先生留了一個使命、願
景給淡江的學子們，也是一種文化的
傳承。」負責規劃創作獎事宜的中文
系教授陳文華說：「必定會把創作獎
成立的初衷發揚光大。」為蔣國樑遺
作寫序的中文系教授顏崑陽也表示，
希望藉由基金的成立，推廣蔣國樑先
生的心願，也讓年輕一輩在創作詩詞
的這條路上，能走得更好。」

職員篇
企業最愛 時報論壇 ─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商學
院「理財與創業」課程已緊鑼密鼓進
入到企業大咖的階段，12日邀請企管
系校友、冠德企業集團董事長馬玉山
蒞校演講，現場擠得水洩不通，下課
後學生也一擁而上，搶著與馬玉山拍
照！而本月26日及6月2日分別邀請遠雄
集團董事長趙藤雄、曼都企業董事長
賴孝義演講，精采可期。
馬玉山演講「ECFA對營建業之機

會與挑戰」，探討ECFA簽署對於兩岸
的影響，並針對「ECFA的定位」、
「兩岸簽署ECFA營建產業的機會與
挑戰」、「兩岸經貿合作的利基」及
「兩岸營建業合作的建議」逐項分
析。他認為兩個經濟貿易體的結合需
要經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關
稅同盟」、「共同市場」三個階段，
並樂觀表示，簽署ECFA後，透過人才
的流通及市場的擴大，台灣能夠在競

陳惠娟：經營社團 學習領導協調能力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輔導員）
學校能獲得《Cheers》及《遠見》雜誌評為私校第
1，社團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在課外組服務多年，看
到學生藉由舉辦社團活動、經營社團，培養團隊溝通
及合作能力，這是課內教材無法學到的。此外，社團
如同小型社會，擔任活動籌備人，必須學會領導與協
調能力，養成負責任的價值觀，甚至面對活動失敗與
挫折時，學會抗壓與調適，累積了小成功，也決定了
這些學生的大成就。

林惠瓊：出國磨鍊 培養獨立人格

（蘭陽校園圖書館編纂）
從曾是淡江學生，到現在為母校服務，我為淡江
感到驕傲。在蘭陽校園服務，看這些孩子從大一、大
二的懵懂，經由大三出國的磨鍊，到大四成熟幹練、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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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組

中文系週五起研討社會與文化
【記者莊旻女意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
主辦的「第十三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
研討會」，將於本週五（21日）上午9
時起一連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盛大
展開，邀請日、韓、大陸、新加坡及台
灣等學者與會，發表23篇論文。
研討會中，曾擔任本校文學院院長
王曾才將針對「社會與文化的互動」進
行專題演講。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說：
「學者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對各種問題
會有不同的看法及研究心得，希望藉此
產生新見解，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馬玉山 理財課探討ECFA 學生蜂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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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當中自我提升並脫穎而出，引起在
座同學們的熱烈討論。
馬玉山表示，從同學們提出的問題
中發現，大家對於ECFA審慎用心地思
考，這是個很好的現象。對於即將就
業的同學，建議除了要充實專業知識
外，也要多培養興趣、技能。國貿四
蔡威祥說：「聽完演講後，對於ECFA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獲益良多。」

彬彬有禮，我看見「態度」上的改變及外語能力的進
步，在圖書館工讀的大四生，都能流暢的與外籍生交
談。經過大三出國的磨鍊，開拓了視野，也培養了獨
立的人格特質，相信未來就業，他們的競爭力一定不
輸他人。

洪玲玲：教學隨趨勢改變 強化職場競爭力

（建築系編纂）
在校服務20多年來，校園設備及資源不斷更新，
而老師對學生的熱忱及學生奮發向上的學習力，卻不
曾改變。淡江的老師會隨著市場趨勢改變教學內容，
如：建築系教師教授數位建築，以取代傳統課程。而
學校也給予學生很大的發揮空間，豐富的課外活動、
充足的教學資源，增強了就業的競爭力。另外，師生
之間無距離感，如：師生共同討論課程、架構，甚至
到半夜系館仍燈火通明；小班導師制度也讓學生更快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運動會校際競賽 活力校慶一整年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
室主任蕭淑芬召集的6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
會「體育活動組」，以26日的「水上運動
會」為一系列體育慶祝活動揭開序幕，
11月有「校慶運動會」、12月有「體育
表演會」，直到明年5月的「聯合校際競
賽」，將讓淡江活力充沛一整年！
蕭淑芬表示，為歡慶淡江一甲子，11月
6日的校慶運動會將以韻律表演及跆拳表
演開幕；另將於12月20日在體育館7樓舉
辦「體育表演會」，這將是首度非體育相
關科系大學舉辦表演會，藉由代表隊及社
團的表演，展現各項運動技能的力與美，

讓全校師生享受運動的美感。
另外，從10月起至明年5月，也將有一
連串的「聯合校際競賽」，此為本校與真
理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簽訂「北海岸運
動聯盟」後，首次舉辦的校際競賽，比賽
項目多元豐富，屆時將邀請3校教師及代
表隊共襄盛舉。
為讓校慶活動能在操場完美展現，蕭淑
芬表示，場地整修也是籌備項目之一，包
括跑道、草地植皮等，預計6月底動工，9
月完工。她指出，希望全校能享受更完善
的體育設備，透過體育活動行銷淡江的活
力！

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來交流管理經驗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東莞理工
學院城市學院考察團一行12人，於本月12
日蒞校訪問，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主持簡
報及座談，針對學校的管理經驗、建設及
辦學特色進行交流。
座談中，考察團提出行政管理、課程規
劃等進行探討。高柏園指出，管理的制度
與思維相當重要，在資訊化時代，本校格
外重視資訊安全。此外，來訪學校之辦學

目標以學校立場為主，主任秘書徐錠基建
議，辦學理念可以加入學生為要素，讓學
生不只具備學術能力，更培養卓越心靈。
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名譽董事長周致
納說：「淡江以學生為導向，提升學校向
心力，在管理方面，也獲得第19屆國家品
質獎的肯定，相當優秀；未來將考慮朝向
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的教育理念努力，
致力辦學。」

適應系上的課程。以學生為導向的教學服務，培育出
的卓越淡江人，更能在職場上表現優異。

彭梓玲：22萬校友連結網絡 攜手相助

（人事室第二組組長）
從英文系畢業後便留在學校服務，至今已逾30年，
看著淡江一路成長，不僅感受學校軟、硬體設備的成
長，教學也更趨多元。前校長張紘炬曾以「每4個家
庭中，就有1個是淡江人」，比喻淡江校友之多；淡
江是孕育22萬畢業校友的強大後盾，而學長姊與學弟
妹之間向心力強，永遠不吝於伸出雙手，一個拉拔一
個，讓淡江校友在業界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互助網絡。
不少教職員是淡江畢業校友，他們都能在學校工作中
展現創意，遇到問題也都能沉著面對、積極解決，大
部分人更是一生奉獻給淡江，展現了進入職場後的穩
定性。
（文／江啟義整理）

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17(一)
10:00

資圖系
L202

精誠資訊資深技術處長陳孝強
網頁設計與資訊架構

5/17(一)
10:10

經濟系
E901

5/17(一)
10:10
5/17(一)
13:00

保險系
L201
資工系
E404

5/17(一)
13:00

化材系
E830

5/17(一)
13:30

學教中心教發組
I601

5/1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5/17(一)
15:10
5/18(二)
9:10

俄文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教科系
L203

5/18(二)
10:00

教科系
SG321

5/18(二)
10:10
5/18(二)
13:10

公行系
B428
保險系
Q409

5/18(二)
13:10

教科系
SG314

5/18(二)
13:10

教科系
L203

5/18(二)
13:10

產經系
B507

5/18(二)
14:10
5/18(二)
14:10
5/1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保險系
B605
水環系
E830

5/18(二)
14:30

數學系
S433

5/18(二)
16:10
5/19(三)
10:00

中文系女性文
學研究室
SG314
資圖系
L507

5/19(三)
10:00

資傳系
Q306

5/19(三)
10:10
5/19(三)
12:00

5/19(三)
13:10
5/19(三)
14:10
5/19(三)
14:10
5/20(四)
12:10
5/20(四)
13:00
5/20(四)
13:10
5/20(四)
13:30

保險系
B712
西班牙舞蹈社
外語大樓B1
學教中心教發組
I601、CL506(
同步連線)
德文系
SG602
商學院
I501
航太系
E830
就輔組
Q409
電機系
E680
國貿系
L206
美洲所
T306

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處資深協
理王斐秋
經濟系友經驗分享-就業篇
新光人壽行政部專案襄理陳永芳
健康險核保實務
安源通訊營運事業部副總經理張聖
資訊人職場未來生涯規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組長
林聲仁
紡織產業於電池的應用介紹
大眾傳播系兼任講師劉中薇
說故事了沒？把課堂說成一門故事
中原大學化學系教授蔡宗燕
奈米級無機-有機混成複合材料的開發
與應用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馬曉瑛
聖彼得堡藝術巡禮
遠傳電信教育訓練專員劉哲宇
專案管理的應用性和PMP證照的準備技巧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本部
人力資源部訓練發展管理師吳純萍
企業內部教育訓練實務分享(以Delta為例)
國立台灣戲曲學校講師張孟逸
傳統戲曲身段示範、講解、教唱
新光人壽投資企劃部協理陳瑞崇
保險公司投資實務
Assistant Professor ,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Metropolitan State College of
Denver, USA Hsin-Te Yeh, Ph.D.
Promoting Visual Literacy: Let’s Talk
about Visual Design Principles
喬立達數位媒體網路策略總監&經驗設
計總監魏澤群
介面設計與優使性測試經驗分享
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行銷通路業務部專員林志學
用熱誠燃燒你的夢想
政治大學應用物理所助理教授林瑜琤
The universal behavior of disordered systems
長榮國際公司副總經理邱展發
企業風險管理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馬鴻文
永續物質管理
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王振男
Inverse boundary problems and related
questions
中文系副教授陳瑞秀
薄命如斯 至情若此 品賞《紅樓夢》寶
黛釵悲劇之審美意蘊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秘書長凌爾祥
天下：閱讀，讓改變看得見
Yahoo!搜尋暨社群服務事業部產品經
理林華
網路知識交流行為與平台經營
南山人壽商品部經理黎兆盈
CFA證照考試與準備方法
佛朗明哥舞者陳雅慧
西班牙奇幻旅程-遇見佛朗明哥

5/20(四)
14:00

機電系
E830

5/20(四)
15:10

統計系
B713

5/21(五)
9:10

數學系
S433

5/21(五)
10:10

數學系
S433

5/21(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淡水校園

5/19(三)
13:00

企業管理系主任洪英正
魅力教師的情緒管理篇
德國拜耳公司總裁Steffan Huber
Kulturverständnis und Bayer
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
我適合創業嗎？創業性格與創造力總體驗
航發中心熱動組組長張鳴遠
航空推進系統之實務研究
104人資學院人資顧問朱建平
提升職場關鍵競爭力
電機系教授江正雄
多攝影機協同之物件與人物追蹤
復華投信投資研究處經理謝良武
證券公司研究員的產業分析觀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江時學
拉美的發展前景是什麼?
尚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簡剛民
遽變環境下，學子/新鮮人及企業所必
須關切及因應之課題
花旗銀行決策管理處副理楊惠婷
善用統計優勢，與成功有約
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講師張定中
Graphs with Maximal Signless Laplacian
Spectral Radius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吳淑惠
On the Reduced Graph Matric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劉錦添
台灣個體實證資料的介紹；低體重新
生兒的長期影響

近百位學者探討管理科學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經營決策學系暨
管理科學研究所將於本週六（22日）上午9時在
B712、B713、B709、B708，舉辦「2010年管理科
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有來自土耳
其、印尼、印度、美國、馬來西亞、台灣等地學者
與會，發表68篇論文。
研討會在學術副校長陳幹男開幕致詞後，由
知名學者美國弗羅里達州州立大學講座教授王
緒斌（Dr. Ben Wang），進行「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ology」演講。決策系系主任暨管
科所所長廖述賢表示，此次研討會已邁入第10屆，
為國內少數以管理科學為題的研討會，此次以「管
理科學傳承與發展」為題，希望與會者能藉此擴大
視野，並了解管理科學的未來發展。

鋼琴演奏 蔡孟儒肢體並用

選擇淡江的

60 個理由

理由26、輔導工作績優教育部
頒友善校園獎
理由27、落實三級預防教育部
頒生命教育績優學校
理由28、機制完善三度獲台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頒輔
導工作績優
理由29、教官輔導成效居全國
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第1
理由30、教育部表揚唯一獲三
項智財權績優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淡水

【記者陳瑩臻、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文錙音樂
廳6日及11日分別由文錙藝術中心、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主辦「吳家雯-薩克斯風獨奏會」及「今夜
文錙廳遇見蕭邦－蔡孟儒鋼琴獨奏會」。吳家雯的
薩克斯風演奏指法熟稔令人驚嘆；蔡孟儒的鋼琴演
奏很另類，手指與身體並用，激烈處還會猛然從鋼
琴椅上彈跳起來，讓大家印象深刻。
薩克斯風時而激昂時而柔美，搭配鋼琴，除了
彰顯薩克斯風的特殊音色，也展現了兩人絕佳的默
契。德文二謝孟學表示，演奏者帶給大家薩克斯風
與古典樂融合的驚喜，讓人有不同層次的感動！
蔡孟儒表演時情感濃烈，閉上眼睛用盡全身力氣
表達樂曲之美，不少教職員攜家帶眷，一同感受這
樂曲和身心交融的音樂饗宴。會計二王育萱表示，
演奏者會隨著曲調變化表情，在重音處很用力的彈
奏，有種奮力一搏的感覺，演奏方式很特別。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2010/5/14

下午 08: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