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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學 排名 淡江 ：前進300大
品質格言：你思考，我思考，品質提升難不倒。（管理學院提供）

網頁英語化 充實內容 數位典藏 提升能見度非難事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
研究員侯永琪副教授受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指示，針
對包括本校在內的國內各大專院校，進行世界大學
網路排名分析與建議，完成「西班牙世界大學網路

排名」報告，並於日前送交校長、副校長及一、二
級單位主管參閱。報告指出，網路排名中，「能見
度」（visibility）是最重要的核心，並建議在資訊
化的基礎上，設置統一的行政執行單位，藉由跨部

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26日蒞校演講，同學紛紛慕
名來聽講。（攝影／黃乙軒）

菁英輪番演講 同學擠爆學祕訣
【記者陳頤華、林俞兒、王育瑄淡水校園
報導】上週學校邀請各行各業菁英蒞校，輪
番舉辦各類型演講，很轟動！場場爆滿，座
無虛席。
其中企管系的演講備受矚目，26日邀請
傑出校友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以「南僑
創業故事集」為題演講，獻出他首次對大
學生的演講，慕名而來的同學擠爆教室。
陳飛龍表示，經營企業58年來，每天都是
挑戰，不被時局打敗的祕訣就是「洞悉市
場」，有遠見、有策略，最重要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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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管理學院副院長邱俊榮
ECFA天堂?套房?
台北市政府人事處處長韓英俊
興趣是培養出來的
美國匹茲堡大學凱茲商學研究院教授尚秀貞
博士生的生涯規劃
中研院化學所教授陳榮傑
Natural Products Synthesis
華盛頓州立大學風保與不動產系系主任賴志仁
保險系
The Financial Crisis: A Risk Management
B302B
and Insurance Perspective
美國匹茲堡大學凱茲商學研究院教授尚秀貞
管科所
DEA的理論與應用
L206
資圖系
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顧問邱鴻祥
L507
後兩岸時代之人才競爭生存法則
財金系
萬泰銀行襄理林士弘
B713
房地產貸款及鑑價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特約博士
物理系
後研究學者莊鎮宇
S215
Large-scale Synthesis of Graphene
長碩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楊賢德
水環系
民國97年薔蜜颱風貓空纜車T16塔基邊
E830
坡崩塌災害搶修工程介紹
保險系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B605
產物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數學系
of
Miami, U.S.A.教授陳文憲
S433
Some Probabilistic Games
台大圖資系副教授陳書梅
資圖系
繪本書目療法與兒童之心理健康- -從
L507
512四川震災與台灣八八水災談起
資圖系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系副教授莊道明
L212
數位內容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保險系
學思教育諮詢顧問總經理郭奇哲
B712
中國金融保險證照介紹與準備方法
Research Professor,ME,Department Director,
Enabling Technology Lavoratory University of
航太系
Alabama at Virmingham施明信
E830
CFD和Mesh Generation在航太及生醫
工程上的運用
商學院
曼都企業董事長賴孝義
I501
剃頭師也有春天
水環系
兆軒水土保持水利技師事務所技師嵇質彬
E517
邁向技師之路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常駐監察人黃壽佐
決策系
中國經濟崛起之金融效益落何方─台
B504
灣金融市場及業界應如何佈局
機電系
智友智權事務所總經理李幸嫻
E830
這樣也可以申請專利?!
大陸所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杜啟堯
T505
Mou簽訂後對台灣的影響
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
決策系
究所教授李育明
B912
環境與能源管理績效指標
土木系
鼎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志賢
B713
本立而道生-一位職場老兵的建言
土木系
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理處副處長賴宇亭
E830
重大建築計畫推動遭遇問題及解決對策
理學院、諮輔組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安環保處處長左希軍
C001
婚姻、學業與事業
國貿系
叡揚資訊顧問李信儀
B604
電子化知識管理平台應用實務

台北校園
5/31(一)
19:30

教科系
D201

6/5(六)
9:10
6/5(六)
9:10

保險系
D408
國貿系
中正紀念堂

6/5(六)
13:30

教科系
D327

木人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田冠鈞
生涯轉換與創新之路：「創業與創新
之路」之間的挑戰與樂趣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
產險業的危險管理
永光集團榮譽董事長陳定川
永光集團挑戰高科技之路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人力資源室/
人力資源發展組組長藍家祺
中國生產力人力盤點與績效評量經驗分享

【記者蔡舒帆淡水校園報導】畢業季節來臨，
正苦惱家長參加畢業典禮沒地方住嗎？會文館推
出「畢業生家長月899特惠住宿專案」，6月1日至
30日止，活動長達一個月！凡畢業生家長，不限名
額，單人房每晚只收清潔費899元，其他房型則依
清潔費打8折。即日起至6月25日截止，憑學生證及
身分證，到行政大樓A102室事務組登記。

學生圖書借閱量增為15冊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15次行政
會議於2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會中通過，專
任教師研究獎助類別將新增THCI Core（臺灣人文
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圖書館為落實學生議會之
建議，大學部學生圖書借閱量從每次10冊增加為15
冊，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新規定待校長批示核
可後實施。
另外，研發處「資訊應用研究中心」、「產業暨
金融研究中心」及「全球化與文化差異研究中心」
等3個中心將自99學年度起撤銷；另配合國家產業
升級政策；整合法律、土木與建築等不同的研究人
員，新成立「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及「工程法律
研究發展中心」；並將「漢學研究中心」改隸文學
院，俾利整合文學院內部資源，推動整合型計畫。
此外，「服務學習課程」內容分為「校園服務學
習」及「社區服務學習」，為免學生選課時混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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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畢業學分認定疑慮，將更名為「校園與社區服
務學習」。
會議提案之一，討論「淡江建校一甲子，在邁
進第五波的未來，本校之定位如何更明確化。」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針對學校現況指出，學校的資源有
限，學雜費收入成長機會不大，而文化大學成人教
育部、逢甲大學研發部的成效卓著，為其學校增加
收入，本校也應該借鏡。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理學院目前已經展開
對策，未來將加強至高中招生宣傳，另將加強與業
界產學合作，甚至部分課程與企業合作，使課程活
化。而工學院計劃實施的「五年一貫制」能夠讓優
秀學生留在本校繼續進修，提升整體學生素質，高
柏園表示，希望未來能夠推廣到其他系所。該案尚
未作出決議，校長張家宜指示，將來繼續討論。

獎勵校務計畫 教育部週二訪視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部98
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訪視活
動」，於本週二（6月1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將有4位教育部訪視委員蒞校
進行訪評，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全校一級單位主
管、秘書及相關人員參與座談。
本校98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獲教育部補助1億3仟
5百餘萬元，訪視重點為：「經費規劃與執行」、
「經常門及資本門執行情形」、「學生事務及輔導
工作推動之執行情形」及97年度經費訪視意見改善
情形等。上午由張校長針對「98年度教育部獎勵校
務發展計畫經費」執行情形進行簡報，接著由訪視
委員進行資料訪查、圖儀設備抽查；下午抽點師生
各5至10人進行晤談；最後進行綜合座談，除交換
意見，也提出訪視建議。
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配合教育部
訪視，各單位積極進行相關準備，並根據97年度委
員訪視所給之建議，持續改正缺失，所需資料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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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資工博二嚴昱文日前
獲得國科會補助，將於暑期赴日本早稻田大學進行
8週的研究。本年度獲補助者共21位，只有兩位是
私校生。
嚴昱文以「雲端網路環境下學習元件貯存庫搜索
服務優化之研究」為題，運用現今熱門的雲端運算
科技，研究如何更有效率地使用網路搜尋資訊。他
表示，日本早稻田大學指導教授金群是日本最成功
的遠距學習環境“Waseda eSchool”創辦人，正好
有個相關的日本國家型研究計畫，期望此行能一睹
國際間研究計畫的運作模式。
該項補助由國科會與日本交流協會合作，為促
進台日年青研究人員交流，擴大學術研究視野，補
助台日博士生暑期赴日研究參訪考察，補助項目包
括，機票、生活、研究、保險等費用。嚴昱文表
示，希望在研究過程中，多瞭解日本團隊的研究核
心，並觀摩他們如何成為國際頂尖的研究團隊，將
研究經驗帶回台灣分享，並在研究上相互合作，創
造雙贏的局面。
能夠獲得補助，嚴昱文非常開心，他謙虛表示，
可能是研究領域剛好符合日本或台灣的重點發展，
所以幸運獲選。對於也想申請這項研究補助的學

妥，期訪視順利。

水墨畫展開幕 黃光男揮毫贈畫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於本
月21日舉辦「台灣鄉情水墨畫」巡迴展開幕典禮，
參展畫家林昌德、陳朝寶、蘇峰男等特別與會共襄
盛舉。現場邀請參展畫家之一，台灣藝術大學校長
黃光男揮毫，在他的畫作上題款「百世凌霄志，
雙喜樂善心」等字，並將畫作贈予文錙藝術中心收
藏。
黃光男表示，淡江創校60週年對教育貢獻卓著，
希望往後的日子也能秉持熱忱繼續在教育界奉獻付
出，並期望大專院校之間的藝術交流能日益興盛。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說：「很榮幸承辦這次巡
迴畫展，之後將籌辦60週年校慶活動及專刊，讓校
園更具藝術氛圍；希望往後能有更多的展覽，讓更
多師生能同享藝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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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嚴昱文建議，無論研究方向為何，都要持續
的自我提升，累積足夠的研究能量及研究著作很重
要，其次是機會來臨時，記得對自己有信心，好好
去把握。

海博館20週年慶 航海輪機系友回娘家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60週年
校慶暨海事博物館創館20週年，文錙藝術中心將於
本週六（6月5日）在海事博物館舉辦「海事博物館
20週年館慶暨航海、輪機系友回娘家活動」。
當日上午10時舉辦歡迎茶會，並展出商船學館時
期資料及照片；另自6月5日起至11月8日止，展出
海博館籌備經過的大事紀、出版品等歷年成果。文
錙藝術中心專員黃維綱表示，航海系與輪機系分別
於民國65年、66年成立，民國74年停招，於民國79
年6月6日成立海事博物館，由海事正規教育轉型推
廣海事社會教育，航海系、輪機系畢業校友約六、
七百位，分布於各行各業，希望藉此活動凝聚校友
向心力。

百變張校長

主辦/地點

畢業生家長月 會文館住宿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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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單位統籌監督，請各單位於8月2日前配合完成網
頁修訂並隨時更新；校級英文網頁則由祕書室主任
祕書徐錠基召集國交處、招生組等進行改革，目前
由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執行中。
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則表示，將規劃各單位充
實網站內容，目前以日文系網站為示範，除原有的
系所與師資介紹之外，未來將增加教師著作、班級
名冊等資料供查詢，另增加互動功能，例如：繳交
作業、課表查詢等，並連結「學生學習歷程」，使
師生可以輕鬆掌握學習狀況，並增加網頁使用者瀏
覽；資訊中心正積極成立「網頁服務隊」協助各系
所設計網站，預計明年6月舉辦網頁設計比賽。
此外，圖書館亦積極推行「數位機構典藏」，將
全校教職員生著作電子化，讓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快
速分享國內外人士，並藉此展現全校研究成果的全
貌。黃明達強調，單位網站內容擴充與數位機構典
藏完成後，將增加本校網站之點閱率，而點閱率正
是網路排名中「能見度」的最重要關鍵，「本校世
界排名突破300名並非難事」。

企業最愛 時報論壇─ 社會人士篇
林聰明：好態度 造就好的就業力

（教育部政務次長）
我遇到的許多淡江畢業生，表現很優秀，經
過努力，有些已是研究成果豐碩的大學教授，
有些則是成功的企業家，淡江大學能獲得私校
第1，實至名歸。外語能力方面，淡江生一向有
很好的口碑，政府加入WTO後，與國外的交流
更熱絡，相信英文的聽說讀寫都不是問題。現
今業界對於畢業生的就業力首重態度，尊重師
長、與同儕互重互諒是時下年輕人急須加強的
重點，期許每位畢業生在擁有專業能力之餘，
更有良好的工作態度，在業界有更好的發展。

王昱婷：發揮創意 跨領域學習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很開心淡江大學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1的
殊榮！淡江不但校景優美，也是很好的讀書環
境，青輔會有許多畢業於淡江的職員，他們都
有很好的資料整合能力；在學習、教學及社團
活動上，淡江也都有傑出的表現及發展。淡江
生在職場上的良好「態度」，更令我印象深
刻，部分職場人員擁有優異的專業能力，但態
度、穩定度及抗壓性卻必須加強，當然，這也
是現今大學生都必須改進的，此外，建議多培
養興趣，發揮創意跨領域學習，如此才能增強
競爭力。

李維峰：交集業界 增加實務訓練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育成中心執行長）
我所遇到的淡江生表現都很優異，這與淡江
歷史悠久、教學師資、研究強有很大的關係。
以前我曾指導淡江研究生，發現淡江的設備新
穎，能夠提供學生充足的資源，這也是淡江能
獲私校第1的原因。教學上，我強調實務經驗，
現今很多老師與業界沒有交集，較不了解教學
與實務的差異性，這也造成業界對畢業生的不
安全感，建議每位學生都能夠在就業前積極爭
取實習及實務的訓練。

顏弘洺：建立自信 無懼挫折

（台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校長）
我有許多朋友的孩子就讀淡江，他們的表
現可圈可點。淡江在許多高中師生眼中，擁有
很好的口碑，要求嚴格，且培育出許多優秀人
才，畢業生抗壓性強，所以對面對社會急遽的
變遷能很快適應。此外，社團很重要，從社團
中能培養人際關係，與同學相處磨合、學習做
事的方法、培養領導能力等。建議學生要對自
己有信心，擁有「昂首闊步」的精神，勇敢面
對挫折，以增強職場就業的抗壓性。
（文／江啟義整理）

個理由
選擇淡江的

█淡水

演講看板

「hospitality」的服務精神，以客為尊，才
能在商場上屹立不搖。陳飛龍說：「再回淡
江，整個人都有了活力！龐大的校友是淡江
最大的優勢，也是為最值錢的人脈資源。」
他勉勵學弟妹，要對自己有信心，「認為自
己會成功，就一定成功！」
另外，27日創意中心與研華文教基金會合
辦的淡江大學Tic100創新專題講座，邀請名
音樂製作人、喜歡音樂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子
鴻演講「流行音樂的市場創新」，分享音樂
載體的演進、唱片的價值鏈等議題。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課程於 日邀請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
雄演講﹁創業歷程與兩岸房地產發展﹂，分享他的創業歷程、
遠雄企業團簡介、兩岸房地產等議題。︵攝影／鄭雅文︶

（攝影／吳佳玲）

門的支援，使得進入前300大的目標能順利實現。
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於每
年1月及7月，針對世界大學網路學術表現進行「世
界大學網路排名」，本校為台灣進入前500名的唯
一私立大學。侯永琪說：「由於這幾年本校在能見
度的表現稍差，影響了整體排名」，報告中針對本
校的表現提出「網頁英語化」、「隨時更新網頁內
容」、「以圖書館與資訊中心做為全校整合的窗
口」、「發展『數位典藏』」4項具體建議，期能
幫助本校於3至5年內進入前300大。
侯永琪分析近三年來，本校表現最好的一次排名
為351名，其主要因素為能見度大幅度的提升及網
頁數大幅增加，報告中表示，「能見度」代表全校
整體的學術聲譽，是吸引全球目光的關鍵，突出的
研究成果、特殊課程活動、大師演講、重大國際研
討會等，可增加能見度；此外，網頁以世界共通的
語言呈現，較可吸引世界使用者瀏覽。
如何改善能見度？秘書室以世界大學網路排名的
精神為準則，已於日前公布中英文網頁規範，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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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36、全國唯一大專院校受
教部肯定的體育績優學校
理由37、春暉社推校園環保受
肯定獲全國唯一特優
理由38、體育評鑑獲一等設備
新穎課程多元
理由39、課外組獲教部獎勵服
務學習優秀承辦單位
理由40、以大學學習課程帶領
新生適應大學生活

德語文學 未來學生4日研討
【本報訊】向來重視身教的
校長張家宜，26日才在紹謨
紀念游泳館的「98學年度水
上運動會」中，為推廣一人一
運動而換上泳衣，親自參加教
職員比賽，成為全場焦點，也
留下本校難得的歷史鏡頭（上
圖）。28日又馬上執起麥克
風，在鍾靈中正堂演講其專
長之「大學全面品質管理」
（左圖）。（攝影／林奕
宏、教政所提供）

【記者蔡孟倫、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
將於6月4、5日（週五、六）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2010國際學術研討會：德語文學暨異文化
詮釋」，邀請德國Chemnitz大學專任教師Michael
Ostheimer；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德文系教授Takashi
Narita；前新聞局局長、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教
授謝志偉等國內外學者與會。
未來學研究所則將於6月4日（週五）在SG316、
SG317舉辦「2010年第八屆全球／在地趨勢與變遷
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因應持續少子化趨勢、即將
進行的五個都會區選舉、正夯的ECFA議題等，探
討全球化與社會變遷、休閒與文化趨勢、知識創新
與學習等三大議題。此外也對外論文徵稿，報名
至6月2日（週三）下午5時止，可上未來學所網頁
www2.tku.edu.tw/~tddx最新消息報名。

外語文學 弱勢教育 2百餘專家來校交流
【記者梁凱雯、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外語
學院與北京大學主辦的「外國語言文學論壇」，以
及課程所與師培中心合辦的「第二屆亞洲地區弱勢
學生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均於21、22日分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水牛廳及C001教室舉行。
外國語言文學論壇來自北大、台大、交大等94校
內外學者發表論文約百篇，主題分為「文學組」、
「語言組」，邀請兩岸英、德、法、日等語言學
者，針對學習外語時所遇到的障礙，進行跨語種教
學經驗交流。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學生大三可出
國進修一年，希望未來和北大能實質交流，不只教
授之間學術往來，學生也能到對岸學習。
亞洲弱勢學生教育研討會邀請約150位國內外專
業學者，針對亞洲各國對弱勢學生教育的觀點和經
驗交流。曾在本校師培中心修習教育學程，現任教
於高雄縣茂林國中的鍾志華，分享他教原住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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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的經驗，他表示，起初也想離開，但考慮偏
遠學校教師流動率高，學生需耗費較多時間適應新
老師，所以決心留下。他憶起學生面對老師又離開
的無奈神情，哽咽地說：「每次想要離開學生都來
挽留，任教第三年後就再也放不下那群孩子了。」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課程與教學研究院副院長梁
威表示：「淡江對弱勢教育的理念和我十分相近，
感覺就像找到知音，十分難得。」

99轉學考6/11起報名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9學年度轉學考
報名訂於6月11日至28日，日間部轉學考於7月20、
21日舉行；進修學士班於7月22日考試。詳情請上
網http://www.acad.tku.edu.tw/exam/exam_date.htm
或電26215656轉2513、2208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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