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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一人疏忽百人忙，人人品管少麻煩。品質格言：

選擇淡江的    
個理由60

理由31、姊妹校破百遍及五大
                洲
理由32、452生赴15國 JUNIOR
                ABROAD 持續成長居
                全國之冠
理由33、與SAF簽約開全球留
                學之門
理由34、蘭陽校園採英式全人
                教育大三生全體出國
理由35、與國外學校簽雙聯學
                制同時獲兩校學位（文／黃雅雯整理）

 99學年新增3學程  跨科系「智慧運輸系統」「物流管理」培養多元就業力
首開跨三校學程 華語文遠距授課          

龍琍琳：自我提升 創造成功基石
（總務處退休組員）
在校服務期間，曾接觸過不少淡江學生，甚至畢業

後留校服務，每一位都能秉持樸實剛毅的精神學習與
工作。在學期間虛心受教，忙碌工作之餘也能不斷地
自我精進、再學習，現在都有很好的成就，難怪淡江
畢業生會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1。

盧慶塘：學習不設限與時俱進發展更多元
（產經系退休教授）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在辦學理念上相當正確，國際化

更是領先他校的一大關鍵。而學校與時俱進，逐步開
設多元課程，讓學生的學習與專業不限於本科系，能
與社會需求相結合也是致勝原因之一。退休後我仍從
事飯店業，公司的財管亦為淡江校友，他做事認真積
極，這些都是淡江生令人讚許之處。建議學校對課程
及科系的發展方向，能配合趨勢有更多機動性調整，

讓畢業生更有競爭力。
陳秀潔：靈活運用專業 拓寬職涯
（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淡江生創造性及靈活性相當高，如：我曾教過一

位英文系畢業生，他運用英文專業，將莎士比亞的經
典名言運用於廣告台詞上，為公司引進更大的商機及
金源，也開拓他更寬廣的職場之路就是很好的例子。
此外，學校教師對於教學相當盡心盡力，方法多元；
自由的學習氛圍，也讓學生有更強的社會適應力。期
望淡江學生對於專業及活動皆不偏廢，並針對自己的
特質、興趣定位未來方向，未來的職場表現一定更亮
眼。

尚鳳華：關懷式教導身心靈養成齊備
（會計系退休組員）
我曾在蘭陽校園服務，仿英國牛津劍橋的教學，讓

師長與學生接觸頻繁，對淡江生熱心助人及團結力，

感受更深；關懷式的教導，也讓學生的身心靈養成教
育齊備。蘭陽生彼此懷有互助的心，當我遇到困難
時，學生也都會給予幫助，這股盡心盡力，再加上在
生命上互相扶持的精神，讓數字說了最中肯的答案！
淡江能獲得私校評鑑第一，與有榮焉。

王丁泰：活動經驗造就良好互動契機
（課外活動輔導組退休專員）
過去在課外組服務多年，我接觸超過300個社團，

發現淡江學生對活動有無比的熱忱，從參與過程無形
地培養出良好人際關係及管理能力。印象深刻的是，
淡江曾連續舉辦7年全國舞展，學生舉辦活動的能力
一屆比一屆厲害，這些經驗是造就學生進入業界後，
與人良好互動的重要契機，也是淡江生被評鑑為私校
第一的主因。

【記者梁琮閔、黃雅雯、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
99學年度將新增3個學程，包括「華語文教學數位
學習學程」，以及管理學院的「物流管理」、「智
慧運輸系統」學分學程。其中，「華語文教學數位
學習學程」跨本校、真理大學及聖約翰科技大學，
使本校成為國內第一所跨三校合作開設學程的學
校。

「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學程」是本校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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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為主導，結合真理及聖約翰
為課程夥伴學校，所推動優質化的數位學習學程，

開放給三校學生跨校選修，帶領學生了解台灣華語
教學推動現況，以及語言與文化的關係。課程內容
包括「華語文教學概論」、「語言學概論」等基礎
理論，以及「華語教材教法」、「華語文測驗與評
量」等實務課程。修畢應修20學分且符合相關規定
者，由三校聯名發給「跨校數位學習學程證明」。

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帆表
示，該學程以數位學習核心課程結合華語教學特色
課程，期望未來能擴展結合所有北部學校，透過跨
校合作進行教學。負責特色課程規劃的中文系系主
任張雙英表示，課程採錄影或即時遠距教學，學生

可跨時空學習，同時獲得數位教學設計與華語學習
雙方面的專業，三校學生也能藉此交流、學習。

對於華語文學程，中文二林允文說：「學華語是
全世界的趨勢，也是未來新出路，這個學程對想往
中文教學發展的學生很有幫助，身邊有很多同學想
修類似的課程，有機會的話我也很想嘗試看看。」

此外，管理學院兩個學程開放全校同學修習，其
中，「智慧運輸系統學分學程」包括「通訊科技與
運輸」、「運輸行銷管理與公共關係」等課程，由
運輸管理學系副教授陶治中負責規劃，他表示，此
為一跨科系之學程，智慧運輸為新興產業，未來除

運用於交通外，更可與高科技產業互通，學生修畢
後，可對未來市場及商業訊息有統整性了解，能對
未來就業加分。

「物流管理學分學程」課程內容有「國際貨物運
輸」、「電子商務」等；負責規劃的運管系副教授
邱顯明表示，該學程以實務為導向，藉由參觀物流
中心或轉運中心等，使同學得到該領域的專業知識
及業界做法，培養更多元的就業力。公行二楊政凱
對物流管理學程特別有興趣，他說：「此學程主要
是以實務為主，除理論外，還能接觸到商業活動，
滿吸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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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六)
9:10

保險系
D408

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人公司業務總裁
賴麗敏
企業危機管理

5/29(六)
9:30

管科所
D404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陳哲次
企業界對策略管理之探討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畢業考於下週一
（31日）至6月4日舉行，須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等應考。學生證遺失者，可於考前攜
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行政大樓
A212）辦理學生證補發。教務處提醒：「注意遵守
考場規則，切勿作弊、夾帶小抄或攜卷出場。」另
外，畢業考試適逢上課的同學，得持考試小表向任
課教師請假，參加畢業考試。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你每餐吃下
多少卡路里嗎？總務處為落實健康安全校園，讓全
校師生吃得更健康，特別請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約聘
營養師曾怡鳳評估校內各店家銷售前3名美食的卡
路里熱量，其中卡路里最高的是雞排和風燴飯，高
達948卡，最低的是61卡的高麗菜，詳情請上總務
處網頁瀏覽。

成人每天該攝取的熱量約2000卡，究竟如何才能
吃得美味又健康，曾怡鳳表示，列出的熱量只供參
考，只要均衡飲食，不須限制什麼東西不能吃，別
超出標準值太多就行；特別注意的是，油炸食品、
肉汁、菜汁及勾芡的食物儘量少吃，這樣就能減少
很多沒必要的熱量攝取。

【記者江啟義、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校
長張家宜於16日率領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秘
書室主任秘書徐錠基等一行10人，赴大陸上
海交通大學及姊妹校復旦大學、南京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參訪，收穫豐碩，並順道
參觀上海世界博覽會。

張校長表示，以往都到歐美、日本等國家
訪問，但近年大陸進步神速，因此選定大陸
參訪。參訪的4所大學，皆屬「985工程」重
點建設學校，硬體設備完整，學生更是全國
前1%的頂尖生。參訪時，發現大陸學校日漸
重視通識課程、就業接軌及產學合作，且急
起直追，我們必須再加強努力，並持續增強
競爭力。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指出，
這次參訪對教學或行政單位，都獲益良多。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日前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所發行的
《評鑑》雙月刊報導，2010年台灣ESI論文
統計結果，全球ESI論文及被引用次數排名
前1%的學校，台灣有39校進榜，本校再次名
列其中，論文數排名居全國第16，與去年持
平；今年增加亞洲排名，本校為280名，在
世界排名表現進步4名，為1,012名。工程及
化學學門也再度進榜，工程學門論文數排名
進步10名，為365名；化學學門排名則略為
下滑。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淡江整體表
現進步，但從排名上可發現，其他學校也正
在加緊腳步，甚至超前，「我們進步，別人
也在進步。」

基 本 科 學 指 標 （ E s s e n t i a l  S c i e n c e 
Indicators，簡稱ESI）是美國科學資訊研究
所針對論文被引次數為世界前1%的機構進行
統計分析排名，本校今年平均被引次數由去
年每篇3.94次提升為4.39次；每位教師平均
論文數由去年3.68篇提升為3.91篇；高被引
論文數為6篇，較去年增加1篇，該指數不僅
反映出論文的品質與重要性，亦是論文在國
際上影響力的表現。工程學門ESI論文被引
次數為第507，進步25名，論文數亞洲排名
則為112名，被引用次數亞洲排名為124名；
化學學門ESI論文數排名為第622，較去年下
滑12名，被引次數為第866，下滑27名，論
文數亞洲排名為183名，被引次數亞洲排名
222名。

陳幹男分析，本校圖書館統計，平均每位
教師的論文數量由96年的0.7件，提升至今年
的0.85件，數量增加但幅度不夠，研究質量
還有進步的空間。他說明，學校將加強整頓
重點計畫及整合研究，也希望透過研究獎勵
的提高，讓全校教師「動起來」，「每位教
師都是學術研究的分母，論文為分子，只要

1位教師未提出研究，分
子數就會被龐大的分母除
掉。」陳幹男勉勵教師再
接再厲視研究為本分，團
隊研究很重要，全校教師
為生命共同體，每位教師
的表現都將影響淡江整體
成績，希冀明年能有更多
論文、更多不同學門加入
排名，提升本校學術聲望
之能見度。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15日舉辦
「2010春季交換生、國際留學生三義木雕彩繪之旅」，由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帶領72名學生一同參與，除讓學生體驗親手彩繪木雕
外，另安排至五穀文化村參觀陶瓷展示及客家擂茶DIY活動，參與
學生有吃有玩又能拿，個個樂得笑呵呵！

學生在濃厚客家味的五穀文化村，體驗客家擂茶的製作過程，
剛開始製作時每個人都有些手足無措，格外吃力，戴萬欽為激勵大
家，提供最快完成的一組可獲得獎勵，各組同學都開始卯足全力猛
磨，場面頓時熱力十足，甚至還出現了日本、韓國、中國等不同版
本的加油聲。來自大陸的交換生國貿一楊君偉表示，舉辦這樣的活
動很有意義，除了解到許多國家學生不同的藝術風格外，也體會到
台灣傳統產業轉型的成功。圖為來自奧地利、現就讀於國貿一的陶
百合（左）及化學三鄭江帆開心合力製作擂茶。（攝影／吳佳玲）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舉辦21世紀世界思潮系
列講座，於13日下午2時特別邀請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校區政治系
教授陳思德（Dr. Steve Chan），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師生進行主題演
講「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政治
學在美國的新發展）。

陳思德曾任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客座教授，為美國政治學界最傑
出的華人教授之一。他以教育發展的角度出發，探討國際政經變化對
政治學領域學者未來發展趨勢的影響；在政治學發展與學位高低關係
的議題上，他表示，學術研究與未來就業方向不同，會有不一樣的收
穫跟學習。財金三郭筱昱表示，演講主題看似會有許多專業艱深的政
治語言，但是陳教授提到許多教育問題讓她有意外的收穫，例如：講
到亞洲地區學子到美國留學較自閉性學習、注重單科系的研究等現象
都讓她相當認同。

【記者湯琮詰、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美
洲研究所於1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拉丁
美洲電影論壇，邀請宏都拉斯、尼加拉瓜、

國際學生遊三義

多明尼加等10國15位的駐華大使、武官及參
事等與會，共同探討美洲所教授白方濟等5
位學者發表的論文。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達比
亞說：「這些議題很有趣，希望以後還有機
會再進行更多的討論。」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所發表的論文表達拉丁
美洲貧富差距的議題，注重描述社會問題、
心靈孤寂及黑暗面，與重視唯美、大場面的
好萊塢電影有很大的不同。她表示：「往年
只有論文發表、分享與評論，這次是論壇加
展覽雙方面進行，為論壇增添色彩；拉丁美
洲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好電影，只是台灣人很
少有機會欣賞，藉此機會讓大家認識，也建
議學校多採購一些拉丁美洲的電影。」

美洲所碩二黃文志說，台灣長期接受好
萊塢電影，對拉丁美洲電影涉獵較少，參加
這次論壇感受到每部電影的詮釋方式都不
盡相同，「其中最喜歡的電影是《愛情是狗
娘》，因為內容相當貼近年輕人的生活，讓
我印象很深刻。」

另類學習體驗台灣

張校長率團訪陸 與南京大學簽約交流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台北市文
化教育交流發展協會、四川省高等教育學會
主辦，本校與四川大學承辦的「川臺高校校
長論壇—區域經濟發展與高校社會責任研討
會」，將於今天（24日）下午2時，在福華
飯店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期望透過交
流探討教育與社會發展應有的責任，並探索
創新人才的培養方式，促進教育交流合作。

包含台灣政大、交大、逢甲等31校校長、
教育人士，以及四川省四川大學、西南財經
大學及成都中醫藥大學等34位教育界人士與
會。此外，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一行33人，
將於明天（25日）上午10時蒞校參訪，將由
張校長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針對學術、教育議題進行交流。

四川高校校長今來交流

15駐華使節參與拉丁美洲電影論壇

ESI排名1%淡江再進榜 增加被引用次數
平均論文數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程中
心將於27、28日（週四、五）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辦「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教育未來」國際研討
會，邀請來自澳洲、美國、日本、塞爾維亞等14位
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會，探討全球氣候變遷、大學高
等教育發展趨勢等相關議題。報名至25日（週二）
下午5時止，有興趣的同學可上網報名http://www.
core.tku.edu.tw/climate。

環境與教育未來研討25日前報名

卡路里報你知 均衡飲食愛注意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愛看書的你，好康
來了！圖書館將於今明兩天（24、25日）淘汰舊期
刊，現場有語言雜誌、電腦月刊及理財雜誌等多類
別的書刊供挑選。教學單位、教師及義工請於今日
至各館索取，職員及學生則於明日前往。總館、鍾
靈分館上午8時30分至晚上8時開放、台北分館於中
午12時30分至下午8時開放。圖書館提醒，前往選
書別忘了帶環保袋，才能滿載而歸喔！

圖書館今明送舊期刊

畢業考31日起舉行

美傑出華人陳思德論政治思潮

本校與南京大學簽訂「學生
交流意向書」，將於下學年
開始進行學生交換；而20日
適逢南京大學建校108週年，
張校長一行人也特別向南京
大學祝壽。李佩華表示，本
校 目 前 與 大 陸 大 學 交 流 密
切，藉由參訪可學習這些學
校的優勢，而復旦大學、南
京航空航天大學也將分別於
7月及11月來訪，進行學生短
期交流及舉辦學術研討會。

另外，世博台灣館設有點
燈水台區，觀眾可自電腦螢幕中，選擇喜愛
的祈福語，投影於虛擬天燈，其中部分祈福
語為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以e筆

書法系統所書寫。張炳煌表示，能代表國
家，利用e筆書法系統書寫，除了是個人的榮
耀，更是淡江的驕傲。

校長張家宜（前左）上週率領行政參訪團參訪南京大學，
並與南京大學校長陳駿（前右）簽署「學生交流意向
書」。（圖／國交處提供）

5/24(一)
10:00

決策系
B712

保誠投信協理蔡奇益
基金的誕生與行銷                                                                                             

5/24(一)
13:30

教科系
SG321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區經理李啟祥
成人學習在人力資源發展的意義

5/24(一)
14:0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張詠昇
電腦輔助藥物設計：抗癌藥物之結構
優化與虛擬接合

5/24(一)
14:0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高憲章
Studies of Dipyridylamine Derivatives：
Synthesis, structure, Metal Ion Sensing 
and Liquid Crystal Properties

5/24(一)
14:10

財金系
L215

政大財管系助理教授岳夢蘭
Valuation of Constant Maturity Credit 
Default Swaps

5/24(一)
16:10

教科系
SG321

旭聯科技課程規劃師董冀瑞、吳順裕
數位教材製作流程經驗分享與數位學
習人力資源

5/24(一)
16:10

法文系
T705

口筆譯工作者賴慧芸、黃盈欣
口譯經驗分享

5/25(二)
10:00

美洲所
T306

前駐宏都拉斯新聞參事黃世亮
解析宏都拉斯政變：第一手觀察

5/25(二)
13:10

保險系
Q409

新光人壽商品開發部協理曾崇育
壽險商品開發實務

5/25(二)
14:10

運管系
B616

航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慧
運管系系友經驗分享──創業篇

5/25(二)
14:10

保險系
B605

宏泰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周國端
我國人身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5/25(二)
14:10

水環系
E83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博士李維森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之演進及挑戰

5/25(二)
14:30

數學系
S433

台灣大學農藝學系暨研究所生物統計
組教授劉力瑜
Stat is t i ca l  ident i f i cat ion of  gene 
association by CID in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ng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5/25(二)
15:00

資圖系
L102

民視新媒體事業群副總經理王宗弘
新媒體內容與資源之加值管理

5/26(三)
9:10

教科系
L203

師範大學教育系教授廖遠光
創意教學的後設分析

5/26(三)
9:10

保險系
L408

中華民國壽險公會理事長賴本隊
SolvencyⅡ對壽險業的影響法

5/26(三)
10:00

資傳系
Q306

微軟互動多媒體技術經理許瓊文
停不下來的網路創意

5/26(三)
10:00

企管系
B713

南橋集團會長陳飛龍
南橋創業故事集

5/26(三)
10:10

保險系
B712

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專員姜浩智
WMAC證照考試與準備方法

5/26(三)
10:10

德文系
FL411

輔仁大學德文系專任講師葉聯娟
德語整合教學(Integrierter Deutschunterricht 
Fur Anfanger)

5/26(三)
14:10

商學院
I501

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
從300元到1000億元的創業傳奇

5/27(四)
9:00

資圖系
L527

精誠資訊/技術處長張維谷
軟體使用者介面設計

5/27(四)
14:10

英文系
FL204

高雄師範大學英文系教授歐雷威
日耳曼語的變異

5/27(四)
14:10

資工系
E819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廖弘源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5/27(四)
14:10

統計系
B512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教授Nabendu Pal
Estimating the Cdf in a Nonparametric 
Set-up Using Shrinkage Technique

5/27(四)
16:10

大陸所
T505

聚陽實業總經理室專案經理蔡維溢
紡織產業之全球運籌──以聚陽為例

5/27(四)
18:30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Q409

喜歡音樂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子鴻
流行音樂的市場創新

5/27(四)
19:10

財金系
B713

國票期貨自營部經理吳宗興
期貨實務操作

5/28(五)
10:10

教政所
鍾靈中正堂

校長張家宜
大學全面品質管理

5/28(五)
14:10

保險系
E514

新光人壽醫師連振祥
醫務保核

： ：

（製圖／陳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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