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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萬丈高樓平地起，品質追求從根起。品質格言：

 電腦教室 商館聯合服務嘛真讚！ 期望體育課加簽 男女宿服務再加把勁
學聲調查 圖書借用最滿意          

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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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思嘉、區迪恆、梁凱雯淡水校
園報導】第二十五屆「何國華金鵝獎書法比
賽」及本校中文系與書法研究室主辦的「第
二屆文錙盃學生書法比賽」結果分別於日前
揭曉，教科二楊濠傑為校爭光抱回何國華金
鵝獎大專組金鵝大獎，並獲得本校文錙盃第
2名；文錙盃第1名則由電機一林渝翔獲得。
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兼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
煌表示，楊濠傑為本校學生參加全國書法比
賽以來首次得到這麼好的成績，其得獎作品
將於6月分在國父紀念館展出。

金鵝獎書法賽參賽者來自全國各大
專院校，共32位進入決賽，楊濠

傑打敗各路好手，奪得獎金
1萬2千元及朱銘作品金鵝
獎座乙座。來自馬來西亞的

【記者江啟義、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日
前舉辦第一屆學聲節，並針對學生最常辦理的學校事
務進行「行政暨教學單位滿意度問卷調查」，了解學
生對於各單位的滿意度，隨機發放2751份問卷，共回
收1632份，回收率59%。其中「圖書借用」1268票滿
意居冠，「電腦教室管理」及「商館4樓聯合服務中
心」滿意票數居2、3。

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感謝同學的肯定，圖書
館向來以讀者為服務重心，將重視讀者意見，持續改

善。「電腦教室管理」978票，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
說明，將繼續努力以高品質為同學服務。而本學期甫
開始運作的「商館4樓聯合服務中心」也深獲學生肯
定，獲922票。西語二俞佳嘉表示，以往請假、辦就
學貸款都很麻煩，現在到聯合服務中心萬事都OK！
生活輔導組組長白怡昌表示，聯合服務中心為學務長
柯志恩上任以來積極推動的服務項目，未來將繼續增
設各業務承辦，使學生更便利。

另外據統計，近900票對系所助理的服務態度感到

滿意，近800名同學滿意其行政效率。學術副校
長陳幹男說明，同學對行政助理的肯定有激勵作
用，未來，除希望學生會繼續發放問卷統計，做
為持續改進的依據之外，助理也將秉持全品管
PDCA的精神，高效率服務同學。

調查統計中滿意票數未達300的有：體育課加
簽、各項收費、獎學金及男女宿住宿品質。同學
在開放式問卷中表示，運動場地少；僅供大三轉
學生、大四生加簽體育課，有礙同學興趣選擇。
對此，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說明，體育相關問題與
困擾，將盡可能改善，但學校有2萬8千位學生，
無法滿足每個人需求，要兼顧品質的情況下，她
建議避開熱門時段，如週一及週五下午離峰時段
運動。至於熱門課程加選不易，她也推薦，「嘗
試不同運動，體驗每種運動的樂趣！」至於體育
器材老舊，蕭淑芬表示，將提高汰換率，在寒暑
假針對各項器材檢修，「也希望同學能愛惜器
材。」

男女生住宿品質方面，德文二楊岳蓉表示，
女宿在冬天晚上常沒有熱水。住宿輔導組組長張
厚基表示，目前熱水問題已通報營繕組處理，各
館浴室也已增設電熱水器，建議同學避開洗澡尖
峰時段；男宿方面，因向業者承租，無法調降租
金，而從男宿至學校之間已增設接駁車，將隨同
學需求增加班次，持續改善，加強服務同學。

此外，學生會對自身的服務也有問卷統計，
如：承辦器材租借、討論室借用、權益申訴流程
及回覆等，逾半數同學表示沒用過或不知道。學
生會會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將加強宣導，讓同
學更了解自身權益，舉辦各項活動將更盡心盡
力。她表示，學生會將持續進行問卷調查，並針
對不滿意的意見持續追蹤，期望同學能積極在問
卷上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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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41、新生線上課程獲認證
                學習品質掛保證
理由42、教務處圖書館通過ISO
                9001認證
理由43、環境管理系統獲ISO
                14001認證
理由44、工學院全數通過工程
                認證畢業生受惠
理由45、師培中心勇奪中等學校
                  國小組評鑑雙料一等獎

蔡承勳：職前實習 接軌就業
（化材二） 
學校投入大筆經費打造知識殿堂，

完善的硬體設備，讓我能獲得良好的學
習，且提供實習機會，如暑假時安排學
生參觀化工廠，讓我在踏入職場前增加
實務經驗。學校還會不定期邀請業界名
人及學長姐蒞校演講，以利吸取成功人
士的經驗，並舉辦各式各樣的展覽，這
些都讓我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用心，身
為淡江一員，感到非常驕傲。

王凱豪：分組學習 體驗團隊合作
（大傳二） 
系上擁有電視、廣播、報紙及暗房等

4種專業實習媒體供學生選擇，讓課堂上
所學到的知識、理論，在實習媒體中獲
得驗證，並與企業合作，讓學生可報名
暑假實習，以獲得實務經驗。我很高興
能在自由開放的學風中學習，精進專業
能力，並從作業分組中體驗到團隊合作
的精神。

翁千喻：完善設備 培養實力
（產經碩一）
本校的圖書館，藏書非常豐富，也

提供許多重要的國際文獻、資料庫，讓
師生在學術研究上能更順利、深入。圖
書館的空間寬闊、擁有大量的閱覽桌，
並為研究生量身打造研究小間，使得

讀書、做研究更專心，而24小時的自習
室，打破時間限制，想讀書的學生隨時
都可到自習室讀書，讓學生能在良好的
求學環境中學習、成長。

張翔婷：細心教輕鬆學 養成主動性
（企管二）
本校不僅擁有多元的資源提供學生

運用，課程也相當多元，而教師教學態
度用心，講課時都會細心解說，並重視
與同學間的互動，讓學生能輕鬆學習，
所以教師即使不點名，學生也會主動出
席，這是本校能引以為傲的地方。

【記者江啟義、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國際交流又向前推進一大步！上月24日在福華飯
店與四川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23所姊妹校。經濟系也繼國
貿系與姐妹校澳洲昆士蘭大學簽訂雙碩士學位之
後，於日前與該校簽訂大學部「3+2」與碩士班
「1+1」學生交流計畫。

四川大學為大陸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自下
學年第2學期起，將與本校互派交換生，此為本
校第6所在大陸的交換學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表示，本校於去年參加在四川舉辦的兩岸學
術業務負責人會議，因而與四川大學開始交流，
並於上月24日合辦「川臺高校校長論壇—區域經
濟發展與高校社會責任研討會」，促成簽訂姊妹
校。內容包含師生互動、研究成果交流及不定期
互派教師進行學術交流等。

經濟系則自99學年度起，凡有意前往昆士蘭大
學深造，符合交流計畫標準之大三及碩士班該系
學生均可提出申請，有機會同時取得本校與昆士
蘭大學雙學位。大學部學生欲透過「3+2」取得
雙學位，需在本校前三年修滿128學分（97學年
度入學學生需修滿系上認可的131學分），學業
成績平均達70分以上且具一定英語能力檢定核可
者，方可提出申請；而碩士生欲透過「1+1」取
得雙學位，需於本校修畢一年級必選修課程後，
才可至昆士蘭大學修習8門碩士班課程。

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說明，澳洲昆士蘭大學是
全球大學排行前50的名校，透過此交流，不僅讓
想出國深造的學生一圓留學夢，也能培養出學生
的國際觀。經濟碩一吳維晨表示，系上很替學生
著想，只要在淡江讀完一年碩士，再到澳洲昆大
留學一年就可取得雙碩士學位，真是造福學生。

6/7(一)
9:10

管科所
L204

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行銷室主任何麗君
石化產業之行銷策略

6/7(一)
10:00

學發組
SG402

化學系副教授陳曜鴻
挑戰傳統勇於突破

6/7(一)
13:10

資工系
E787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教授陳攸華
一個小女人的心路歷程

6/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主
任賴信志
Molecular diagnosi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6/7(一)
14:10

亞洲所
T60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研究所
副教授楊聰榮
印尼人民的宗教習俗與勞動行為

6/7(一)
14:10

英文系
FL204

中國中央民族大學外語學院院長郭英劍
人文學科能拯救我們嗎?
大學語境中，人文學科的現狀及前景

6/7(一)
16:10

中文系女性文學研究室
L412

中文系兼任講師李桂芳
消費社會的性別圖像與媒介改寫

6/8(二)
9:10

亞洲所
T607

前駐瑞士代表王世榕
對台政策：美中日的三角關係

6/8(二)
10:10

決策系
B117

仁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喜梅
台灣紡織業之行銷策略

6/8(二)
13:10

保險系
B702

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
工程保險

6/8(二)
14:00

水環系
E830

中興工程顧問社水利工程組長譚志豪
流域山崩與水文地質特性之關聯研究

6/8(二)
14:10

財金系
B604

元富證券風控部副總陳志偉
證券商市場風險管理與最新發展趨勢

6/8(二)
14:10

財金系
B713

日盛銀行產品部經理陳俞臻
結構型商品與證照剖析

6/8(二)
14:10

英文系
FL204

澳洲維多利亞推廣教育部門主任Dr. 
Mark Brophy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ESL community 
Engagement

6/8(二)
14:30

數學系
S436

University of Toronto榮譽教授暨中央研究院
數學研究所訪問學人Professor Peter Greiner
Can one hear the shape of a drum?

6/8(二)
16:10

資工系
E787

趨勢科技技術經理張書源
國際資訊證照與就業趨勢介紹

6/8(二)
18:10

資工系
E401

趨勢科技技術經理張書源
國際資訊證照與就業趨勢介紹

6/9(三)
10:10

亞洲所
T607

國立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辛炳榮
女性移入配偶就業行為的影響因素

6/9(三)
10:10

西語系
L407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系主任邱稔壤
拉丁美洲政經情勢兼論生涯規劃

6/9(三)
10:10

保險系
B712

國家精算師林中君
談精算科學與精算考試

6/9(三)
11:10

資工系
E787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子漢
在Internet TV尋找機會

6/9(三)
14:00

建築系
E512

建築系系友胡國裕
四宮格住宅

6/9(三)
14:10

商學院
I501

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
7-11創業心得分享

6/9(三)
14:10

商學院
B302B

財政部部長李述德
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

6/10(四)
12:10

法文系
T604

法國在台協會法語教學專員M. Thierry COSTE
中法生活文化

6/10(四)
13:30

就輔組、戰略
所

Q409

前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
《逐夢，在不遠處》與青年學子談國
際觀與台灣未來

6/10(四)
14:00

機電系
E518

匯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中和
台灣機械產業的剖析與機電系同學就
業的建言

6/10(四)
16:00

大陸所
T505

德盛科技大壩基金經理人陸宗賢
亞洲基金成長概況

6/11(五)
14:10

財金系
B115

靜宜大學會計系副教授林卓民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of 
group-affiliated firms:New evidence 
f rom the  i n te rna t iona l i za t i on  o f 
Taiwanese

6/12(六)
9:10

保險系
D408

雙和醫院院長吳志雄
醫院的危險管理

（文／段采伶整理）

【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盲生資源
中心幫助身障生就業不遺餘力！除於上月27日在
SG316召開「身心障礙學生畢業轉銜會議」。另
外，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發的盲用系
統成果，繼去年6月開發國內首套「視障遠距客
服系統」後，又於上月29日在中華電信總公司舉
辦「無障EYE資訊圓夢成果展」，展示視障「聽
打快手」服務系統、盲用電影播放系統及盲用
KTV播放程式等多項創新設備，提升視障者的生
活品質，也增加其就業力。

盲用系統新研發 聽打快手助就業

姊妹校再添川大   與澳昆大簽3+2
1+1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配合60週年校慶所
舉辦的「首頁設計比賽」結果今天（7日）揭曉。
前3名從缺，佳作由資傳四高贔倫、曾韻如、朱純
儂所組成的第一組；資傳二林紀緯的第八組及教科
三鄭勝謙、黃宇誠、王禮維、吳思蓓、林子揚組成
的第九組獲得，每組各獲獎金5千元及獎狀乙紙。

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示，因參賽組
別不多，作品表現未達評審的期望，所以前3名從
缺；此次比賽希望以學生的想法為主，增進本校首
頁的創意及內容可讀性，下個學期將把參賽作品的
部分理念運用在改版的網頁設計中。

首頁設計佳作出爐 前三名從缺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心理與諮商研
究所將於本週五（11日）上午9時10分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首次舉辦「N世代化之學習與諮商：發展
與挑戰」學術研討會，預計近200位教育心理與輔
導相關機構的教師、社會工作人員及研究生參與。
研討會主要探討沉浸在網路及各種數位產品下的N
世代，他們學習、思考與人際互動的狀況，並透過
專家座談及相關論文發表，互相交流以增進對N世
代族群的了解。

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表示，取得N世代族群與數位
移民相處的平衡是現代應關注的議題，希望透過此
研討會，面對N世代這個新新族群時，能激盪出不
同的新思維。

N世代的學習與諮商週五研討

【記者符人懿、王育瑄、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第63次校務會議於上週五（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召開。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
以「私校獎補助與校務評鑑參考效標之分析」為題進
行專題報告，他指出，99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
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金額，撥給30餘所私立大學共約
29.5億餘元，本校為綜合大學一類組中獲得最高金額
者，獲1億3100餘萬元，較去年減少357萬餘元，為私
校第2，次於逢甲大學。

獎助款占總經費的80%，包括學校的大學評鑑、教
育特色、行政運作、經費訪視及政策績效5大量化指
標，並由「獎助審查小組」進行質化之「教學、研究
暨整體經費支用計畫書」簡報審查及評分，今年獲得
約1億；補助款占總經費的20%，依學校現有規模及
資源投入作為年度補助依據，今年獲得3100餘萬元。

校長張家宜表示，下一學期最重要的工作是籌辦60
週年校慶，8個分組的召集人要積極籌備。而各院系
在慶祝校慶的同時，也應思考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各
方面的問題，具體提升本校的軟實力。

另外，研發長康尚文專題報告「強化產學合作，

創造多贏局面」，他指出，教育部各項補助指標對於
產學合作相當重視，本校在私校產學合作的表現只能
說「差強人意」；學雜費收入佔總體收入的73％，若
是能增加產學合作的誘因，讓業界與學校充分合作，
甚至校友創業後也可藉產學合作回饋母校，除增加學
校收入，學生畢業後就業也比較順利，達到多贏的效
果。張校長指示，在短期內可以改善的部份，如教學
品質與產學合作等，應積極改善。

另外，「98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經費」訪視活動於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訪視委員景文技術學院董事長張文雄表示，可看出
學校努力將過去之成果、績效等資料完善呈現，讓查
證、比較過程更清楚了解各細節，「淡江優點很多，
尤以制度之完善及執行力之落實令我們印象深刻。」

訪視委員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吳鐵雄提醒
注重生師比之改善，現雖符合教育部之規定，但學生
人數不斷攀升，教師逐漸退休，可能會造成生師比過
高。張校長解釋，本校每年約有50~60名增聘名額，
秉持寧缺勿濫之原則，去年僅招收20位，會持續努力
招聘，提升本校師資結構。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首屆「大學部
學生申請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總錄取人數
為55人。其中，土木系以前留系考研究所學生之名次
約為20名左右，今年有9位為前10名，水環系更爭取
到學業成績班排名第1的水環三張立瑋、第3的水環三
張家芸及第4的水環三湯雅芳。工學院院長虞國興表
示，足見「五年一貫」已發揮留住優秀學生之初步效
果！

　虞國興說明，國內已有多所大學實行「五年一

貫」或稱「4+1」完成學、碩士學位學制，藉此計畫
不僅能讓各系優秀學生提早研究，達到連續學習、
縮短修業年限的效果，並增加研究效率、提升系所學
術能量。他同時也強調，預研生需參加11月研究所推
甄，向學校提出申請並通過才能正式成為研究生。張
家芸表示，本來不打算讀研究所，因「五年一貫」學
制而改變心意，「如果能夠提早一年取得碩士，是增
加自己競爭力的方法。」榜單請詳工學院網站http://
www2.tku.edu.tw/~te/。

工學院55人才留校 五年一貫拿碩士

【記者曾詩涵、江啟義、施雅慧淡水校
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於1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淡江音樂季─繽紛、浪漫
木管三重奏之夜」；本週四（10日）浙江
大學「文青藝術團」交響樂團一行65人，
將與本校合唱團、國樂社、口琴社及弦樂
社攜手，於晚上7時在學生活動中心帶來
「浙大、淡大五虎崗音樂友誼之夜」；此
外，文錙藝術中心也將於同日晚上7時30
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樂擊銅樂會」–
台灣銅管五重奏vs.爵士鼓之夜音樂會。

「繽紛、浪漫木管三重奏之夜」由通核
中心副教授干詠穎演奏雙簧管，單簧管演

奏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林慶
俊，而低音管邀請2006年入圍金曲獎最佳
演奏獎的王映丹演出。

「浙大、淡大五虎崗音樂友誼之夜」
方面，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浙大
來台僅挑選3所大學演出，此為本校首次
由大陸學生組團表演。表演內容包含《歌
劇魅影序曲》、《阿里山的姑娘》等多首
膾炙人口的歌曲。「樂擊銅樂會」將由台
灣銅管五重奏樂團團長陳錫仁率團演出。
曲目豐富多樣，除大家耳熟能詳的卡農與
魔女宅即便組曲外，並將民謠《丟丟銅
仔》、《青春嶺》等重新編曲呈現。

浙大樂團10日演出 搭兩校友誼的橋梁

楊濠傑，小學便開始練習書法，曾參加過大大小小書法比
賽，他表示，這是他首次在台灣參加校外比賽，抱著平常
心去參賽並觀摩，能得獎很意外也很開心。

文錙盃書法賽由林渝翔奪得最高獎金2萬元，第3名為中
文碩一絲凱郁，頒獎典禮訂於週四（10日）上午10時在文
錙藝術中心舉行。張炳煌表示，本次參賽作品程度普遍提
高，決賽時各種書體兼備，可見本校學生書法學習多元，
尤其幾位低年級生相當具潛力，是本校書法生力軍，他勉
勵參賽同學繼續練習書法，不要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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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行政暨教學單位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一覽表

轉銜會議方面，邀請台北縣勞工局職管
員謝麗楨等與會，介紹身障生就業服務資
源及權益。謝麗楨表示，身障生在求職過
程與就業中遭遇困難，可經由勞委會「職
務再設計」申請補助並排除困境。她提
到，政府提供協助管道及烘焙、按摩、電
腦等免費職業訓練，但本身要有強烈的就
業意願及動機，並注意履歷表的填寫、面
試時服裝、態度等，讓求職更順利。

無障EYE資訊成果展方面，「聽打快
手」幫助視障者提升聽音打字之工作效
率，可應用於聽打會議紀錄等方面，為視

障者的職場能力加分。盲用電影播放系統，結合
電腦語音合成報讀中文字幕及與電影畫面同步功
能，讓視障者看外語電影時再也不會「ABC聽攏
嘸！」盲生資源中心電腦工程師張金順說：「盲
用電影播放系統可以解除語言不同的障礙，讓視
障者看外國電影時更融入劇情。」

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校向來重視無障礙環境，
打造友善校園，期望未來能培育更多優秀的視障
人才。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呂學錦表示，去年啟
用的「視障遠距工作中心」迴響很大，不僅推廣
到菲律賓，今年將進一步到大陸北京；他承諾視
障者從事「遠距電話客服中心」的名額今年將從
6位增加為30位，給更多視障者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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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一林渝翔參加文錙
盃決賽時，屏氣凝神揮
毫。（攝影／區迪恆）

教科二楊濠傑參加文錙
盃決賽時，專注運筆，
不為外物所動。（攝影
／區迪恆）

盲生資源中心系統工程師賴俊吉（前排右
二）於無障EYE資訊成果展中，向參觀者解說
盲用系統功能。（攝影／張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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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獎補助獲1億3千餘萬 蟬聯綜合大學一類組最高

附注：總票數為1632張。（製圖／陳頤華、資料來
源／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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