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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多動腦筋多用心，人人建議提創新。（管理學院提供）

TOTTO啟動 留學輔導互動即時通
7/1授旗 460餘生赴18國57校深造 國際化成效再突破

浙大
淡大攜手
用音樂交流熱情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大三出國的輔導
再強化！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添購的學生短期海
外留學行前輔導網站「Tick Off to Take Off」（簡

稱TOTTO），將於7月1日起上線開放使用，未來
不僅提供現有留學導師制的輔導機制，TOTTO網
站也能提供更多資訊，強化大三出國的行前準備。
隨著歌詞「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搖
擺著，其渾厚歌聲、穿透力十足，讓
台下觀眾忍不住熱情歡呼！通核中心
副教授干詠穎表示，浙大曲目安排用
心，演出的水準非常高，感覺得到他
們對音樂的熱情，聽了很感動。浙大
小提琴手張昊天對淡江的演出讚不絕
口，他說：「Perfect！從沒看過這種
形式的合唱團，口琴也很優」，第一
次看到這麼大的口琴，覺得很驚奇。
（攝影／陳怡菁）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浙
大、淡大五虎崗音樂友誼之夜」於10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行，浙大
「文琴交響樂團」帶來9首交響曲與1
首安可曲，本校弦樂社、國樂社、口
琴社和合唱團也參與演出，為夜晚的
校園增添浪漫氛圍。
其中，浙大
特別安排台灣民
謠，獨唱者穿著
原住民的衣服
與頭飾登場，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日本同志社大學（Doshisha
University）於5月21日藉由通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成為本
校第108所姊妹校。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示，日本
交換學校再增一校，同學留學的選擇更多元。
同志社大學位於京都市，創立於1895年，是日本知名的私立
大學，共有9個學系、12個研究所，並針對國際留學生開設「留
學生別科」。該校目前擁有2萬4千餘名學生，其中國際留學生達
500餘名，是一所高度國際化的學校。同志社大學與本校簽訂研究
計畫、系所交流、教師交換研究及學生交換等。李佩華說明，同
志社大學在日本擁有極高的學術地位，鼓勵同學可至該校交換學
習；此外，該校也提供英語授課課程，建議想學習英語的同學，
也可考慮至同志社大學修習。

檢驗卓越成果 23日自評

國際學院論壇世界新關係

企業最愛 時報論壇 家
─長篇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於11日舉行淡江論
壇「美國歐巴馬政府與兩岸及世界之新關係」，邀請美國美利堅
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Dean Louis Goodman等多位專家學者參與。
會中針對美國內政、美國總統歐巴馬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及中國
在非洲和朝鮮的影響力進行討論。美利堅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助理
教授Dr. Carl Van認為，雖然歐巴馬在美國的支持度下降，民眾認
為他同時做太多改革卻執行不夠徹底，但評估並不太會影響兩年
後的連任。大陸所碩一廖品睿說，這次論壇，讓他了解美國目前
如何看待兩岸情勢，下一步的走向為何；世界各國之間的互動、
改變只要是一點點，都有可能帶來很大的影響。

陳淑彌：循循善誘 薰陶積極態度

（水環三張志光家長）
常聽孩子說，課堂中教授會教導如何面對未來職場
與人生規劃，使孩子在思考上更加成熟，也能了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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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99年度第2期
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7月25
日受理申請。為協助本校教師順利申請，提升申請
率，研發處於11日在覺生綜合大樓I501會議室舉行
「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說明會」，由研發
長康尚文分享撰寫計畫及申請的撇步，約33位教師
及創育中心廠商代表出席。
說明會過程，與會者反應熱烈，期待能藉由與
廠商媒合及國科會的補助，拓展研究資源。康尚文
表示，該補助計畫與一般專題計畫不同之處在於申
請通過率高，且與一般專題計畫不相衝突。資圖系
系主任林信成表示，以前沒有參加過類似的補助計
畫，不知如何申請，經說明後了解各項流程及方

法，未來會考慮申請。
會中康尚文還熱心提供相關審查資料及他的計畫
書供參考，希望教師們把握機會踴躍申請。他說：
「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是教師拓展研
究計畫很好的機會。康尚文提醒，有意之教師請於
截止日前上國科會網站（http://web.nsc.gov.tw/）
申請。
另外，19日（週六）下午1時研發處及校友處將
於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產學合作及技術媒
合推廣說明會」。邀請化材系教授董崇民等說明自
己的研究成果，向校友廠商進行技術推廣，並與廠
商座談以尋求媒合機會。

惜別避風港 榮退情依依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上週二（1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行「98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
仁歡送茶會」，退休人員致詞時，
許多人數度紅了眼眶，總務處編
纂陳美代在校服務已41年，為這次
退休人員中年資最久，還未上台便
泣不成聲，同仁立刻起立掌聲，高
喊「不要走！無論在哪，都甘苦與
共！」場面十分感人。
活動開始，人二組組長彭梓玲
以優美圓滑的嗓音高唱〈掌聲響
起〉，台下跟著齊聲合唱，並於歌

聲結束時獻花給退休同仁。機電系
講師戴權文服務年資37年，桃李滿
天下，教過的學生學習有成，甚至
也回校任教和他成為同事；就要退
休，他感性的說：「很捨不得！」
有33年資歷的商管聯合辦公室
專員郭健芬曾在教務處服務很長時
間，她說：「捨不得教務處的事
物。」資歷40年的總務處出納組編
纂孫扇則說：「在校服務的時間，
比我的婚姻還長，淡江是我的避風
港，感謝同仁的照顧，也難忘大家
一起努力的日子，希望和大家一直
保持聯絡。」

鄭愁予分享創作經驗
學生爭聆詩人涵養

鄭愁予︵左︶演講後，粉
絲排隊索取簽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為落實及檢討教育部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將於23日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自我評鑑暨成果發表
會」，由校長張家宜及一級單位、教學二級單位主管等參加，邀
請3位外校學者進行評鑑，檢驗卓越計畫成果。
會議首先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報告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執行成
果，接著由卓越計畫4項分項計畫主持人，針對這學期舉辦的活動
進行成果報告，並展示書面資料。最後，由外聘專家學者南台科
技大學教務長張鴻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務長張信良、朝陽科
技大學教務長鄭道明進行評鑑，並於會後進行座談。教學卓越計
畫辦公室執行秘書白滌清表示，期望3位學者提出更多不同的見
解，以做為參考。

（中文一顏瑜家長）
與孩子分享學校生活時發現，淡江在教學上極具創
意，以女兒就讀的文學院為例，淡江大力推動「文化
創意產業學程」，成為各大學開創意課程的先驅，不
僅掌握時代脈動，也為學生帶來跨領域的學習。在現
今華文學習風潮中，淡江教授給學生的不只是專業能
力，還有多元的靈感刺激，讓畢業生不只能從事本科
的工作，還能具備創意思考！

示，很期待該網站的啟用，藉此對該校的環境更加
熟悉。將赴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修習的政經
二廖柏威說，得知這個網站即將啟用非常心動，未
來能夠第一手掌握校園最新動態，不過建議網站仍
要隨時更新，以免資料老舊，無法得到最新資訊。
對此，戴萬欽說明，該網站的各項資料，將隨時更
新，不斷改善，並視需求增加更多資訊。
參加此次授旗典禮的留學生，包括淡水校園232
名、蘭陽校園157名及71名交換生，將啟程赴海外
四洲18個國家、57所學校深造，出國人數逐年增
加，出國國家數也是歷年最多。授旗典禮將由校長
張家宜主持，創辦人張建邦授旗並勉勵同學。根據
《遠見雜誌》「學生赴國外修學分人數統計」調查
指出，本校出國留學人數居全國之冠，戴萬欽表
示，本校在10餘年前就提出大三出國留學計畫，因
此國際化程度相當高，這是本校與眾不同的特色。

研發處扮媒人 鼓勵產學合作

與日同志社大學締盟姊妹校

王翠龍 ：創意教學 掌時代脈動

此外，「99學年度淡江大學學生出國留學暨國際青
年大使交流團授旗典禮」，將於7月1日下午2時30
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將有460餘名學生出國圓
夢，人數再創新高。本校西語系及美洲所共28位學
生組成的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也將參加授旗典
禮。
TOTTO為英國Keele University推出之互動性質
網站，其目的為輔導即將赴海外短期留學學生之申
請流程，並提供學生了解該學校概況、課程選擇、
費用、申請表及申請程序等相關訊息。同時，學生
透過該網站也能獲得留學國家辦理簽證時，需要的
文件、流程及保險等訊息。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說明，不僅本校學生可上網查詢，家長及教師也可
透過該系統與學生互動，了解學生在國外的學習情
況。
將赴西班牙拿瓦拉大學留學的西語二游采玲表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由台灣大哥大主
辦，中國時報、誠品書局及本校中文系協辦的「第
四屆myfone行動創作獎」，於17日在鍾靈中正堂邀
請知名的現代詩詩人鄭愁予以「時不我予─時間美
學的小漩渦」進行演講，聽講者擠爆會場。
鄭愁予分享他從鉛筆、電腦到以手機簡訊創作的
過程，希冀大家能沉澱生活經驗化成文字。中文二
蘇湘婷說：「很喜歡鄭愁予將生活情緒帶入詩中的
感覺。」保險一甘家瑋表示，鄭愁予涵養極深，字
字珠璣；從他朗誦19歲至今的作品，可了解其在各
個年代的心境變化。（攝影／吳佳玲）

本以外的世界，這有助於學生面對職場壓力及全新事
物，培養良好的抗壓力與學習態度。「態度」是面對
學業、職場的不二法門，在競爭激烈的現今，相信淡
江生在學校風氣的薰陶下，已訓練成謙卑、肯學的積
極態度，成為企業的首選。

張淑惠：大師傾囊 業界經驗提早吸收

（公行二洪薇亞家長）
淡江的師資優良，造就不凡的學生，讓淡江生在業
界發光發熱，成為企業最愛私校第一。教師對學生不
但傾囊相授，也常邀請專業領域大師級教授或業界龍
頭，透過講座方式，讓學生與成功人士面對面接觸、
學習，吸收成功經歷，提早學習社會經驗，早一步了
解業界或研究領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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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論文賽 丁玉如
王玉富 獲院長獎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於11日在科
學館1樓大廳舉辦畢業論文展及論文競賽，經過激
烈競爭，由化學生科組碩二丁玉如及物理碩二王玉
富獲得院長獎。
丁玉如論文題目為「篩選具防護馬兜鈴酸腎病之
天然物」，嘗試從花椰菜、仙草等天然食材中，提
煉出預防腎病的物質。評審化學系副教授陳曜鴻表
示，丁玉如不論在研究、海報編排或現場解說上，
表現都相當好，透過這項研究，或許未來能從天然
食材中，萃取出預防腎病的機能飲品。
王玉富以「應力對La0.85Zr 0.15 MnO3 薄膜異向性
磁阻效應的影響」為題獲獎，評審物理系教授周子
聰說明，這個研究具有實用意義，且海報呈現條理
清楚，解說時亦信心十足，這些都是獲獎關鍵。另
外，由理學院同學進行票選的最佳人氣獎，分別由
物理碩二李昀儒及化學無機組碩二邱奕儒奪得。

台上台下銅樂high

翻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10日晚間，戶外下
著滂沱大雨，文錙音樂廳內則是小號、法國號、長
號等銅管樂器與大雨熱情互尬！文錙藝術中心舉辦
的「樂擊銅樂會」以輕鬆愉快的方式互動表演，為
聽眾掃去潮濕陰雨的情緒，安可曲〈杯底不要養金
魚〉後，現場聽眾整個High翻，直呼「不要走！」
演奏會由台灣銅管五重奏樂團團長陳錫仁率團
演出，曲目包括古典、卡通組曲、民謠。陳錫仁在
每次表演前，以活潑的方式分享樂曲的故事、介紹
樂器特色，趣味及知性兼具，聽眾了解樂曲和樂器
後，更能深入音樂精髓，個個陶醉其中。理學院學
士一江莉娟表示，如此活潑的音樂會還是第一次見
到，陳錫仁演奏〈快樂的出航〉到一半，還忘情大
唱副歌，如此輕鬆的演出印象真的很深刻！

使用P2P易觸法 疑似侵權48件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根據資訊中心統
計，自去年8月至今年5月本校教職員生疑似侵犯智
慧財產權的案例共48件，相較於97學年度同期件數
減少22件，其中以工學院的20件最多。
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表示，因積極宣導之故所以
情況有所改善，但淡江學園的案例還是偏多，將向
各系所推廣，要求教職員向學生宣導，希望能將發
生率降至最低。由於大部分的觸法行為都與P2P下
載軟體有關，黃明達指出，學校雖未加強限制，但
以後會多宣導，希望同學盡量避免使用，如果改善
效果不彰，最後將會封鎖軟體。他呼籲：「同學要
自愛，盡量不要使用下載軟體以免觸法。」

響應低碳便當 本社最熱烈

15日舉辦榮退茶會，人二組組長彭梓玲（右）為退休人
員獻唱〈掌聲響起〉並獻花，因不捨而哽咽。圖左為退休人
員總務處出納組編纂孫扇。（攝影／鄭雅文）

100學年度6系所分組整併更名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63次
校務會議決議，100學年度將有6個系所分
組、更名或整併更名；另外，系所評鑑待
觀察的歐洲研究所博士班、歷史學系碩士
班如申訴通過，取消待觀察，且於「100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
量」報部之前核定，則可撤銷停招決議，
100學年度繼續招生。
其中，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
預計分為「水資源工程組」及「環境工程
組」，系主任李奇旺表示，水資源與環境
工程分屬不同領域，分組後，學生將更能
著重於專業領域的學習，強化競爭力並增
加考取水利或環境工程技師執照的機會。
另外，全球化政治與經濟學系、旅遊與
旅館管理學系、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化
學系碩士班生命科學組將分別更名為全球
政治經濟學系、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英語

學系及化學系碩士班化學生物組；「經營
決策學系學士班」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碩
士班、博士班、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則將整併更名為管理科學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
政經系及語言系系主任鄭欽模表示，為
使系所之中英文名稱相符，將全球化政治
與經濟學系更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但
保留「全球化」相關課程，並因應全球局
勢，將政治學與經濟學課程融合，使學生
更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之議題，將來出路
更寬廣；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則因領域太
過廣泛，認知不易，學生難以專精學習，
更名後將以英語為主軸並保留多元文化之
學習。他說：「有別於淡水校園的英文學
系，英語學系將採取實務、就業取向之教
學，例如：商用、簡報英文等課程，以培
養學生具體的核心能力。」

李宜倉：專業研習 啟發潛能可塑性

（歷史一李昭樺家長）
淡江有豐富的活動及多元的社團，造就學生活潑的
性格與負責的態度，增加職場上的競爭力，正是企業
最愛的要素。例如：孩子參加社團，透過社團評鑑學
習對社團負責、管理乃至檢討。另外，也透過學校舉
辦的「大腦開發課程」、「時間管理」等相關研習，
在專業講師的帶領下，有系統的啟發潛能，增加可塑
性，也幫助學生更認識自己。期許未來能開展更多專
業以外的課程，讓學生在人際關係或價值觀念上正常
發展，成為全方位均衡成長的優秀學生。
（文／陳頤華整理）

選擇淡江的

60

個理由

理由51、多元學習啟發潛能校
友屢獲金鐘金曲獎肯定
理由52、建築系師生專業獲青
睞國際大獎屢拔頭籌
理由53、機器人研究聲名播世
界盃獲5連霸
理由54、熊貓級大師授課麥朝
成獲終生榮譽國家講座
理由55、逾22萬校友回饋母校力
量大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為愛護地球，總務
處宣導低碳飲食，籲請全校各單位減少使用一次性
餐具。據統計，自去年10月26日至今年6月7日止，
已有44個單位訂用4,678個低碳便當，其中響應最熱
烈、使用最多的前三名分別為淡江時報社、遠距教
學發展組及盲生資源中心。淡江時報社組員黃佩如
表示，地球只有一個，對於學校愛地球的政策，淡
江時報社全力相挺。

兩岸企管研討週四登場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與上海復旦
大學企管系、江西財經大學管理學院及中山大學人
資所將於本週四（24日）上午9時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辦「2010 年兩岸企業管理學術研討會」，將
發表29篇論文，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驗收預警成效 退學率再降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處統計，
98學年度第1學期大學日間部因學業退學（含修業
屆滿）人數為183人，較97學年度第2學期的234人
下降51人，退學率由1.2％降至0.88％；也比97學
年度第1學期的189人少6人，退學率減少0.06%；其
中，教育學院及全發院退學率均為0。
另外，98學年度第1學期「期中二一預警制度」
共寄發4276封預警函，比97學年第2學期的3849封
增加427封。自96學年度開始實施期中預警函發送
已有三年的時間，在成效上漸有收穫。教務長葛煥
昭分析，預警的成效需要兩年以上的時間，才可確
實看出成果。他表示，退學人數的減少，將在實施
第四年（99學年度）達到高峰，「顯示出學生接受
預警函後願意加倍努力。」
而退學率最高前二名依然為理學院及工學院，但
各院均有下降的趨勢；就系所而言，退學率最高為
物理系應用物理組的4.37％，物理系系主任曾文哲
解釋，理工學院計分方式較易產生不及格的成績，
因此期中二一的機會相對提高，班上超過半數同學
都收到預警函時，同學容易對預警函產生麻木，而
減少危機感。他提醒同學注意預警函上的班平均，
看出自己和班上同學的差距，是否在班平均上，
以警惕學習，「讓預警制度不只是看分數，也看程
度。」土木三胡家瑄也贊同，不少人的確因為多數
人都收到預警函而不以為戒，「在學習上還是要靠
自己用功，千萬不能有僥倖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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