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學校要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六日 星期五

發行所：淡 江 大 學
創辦人：張 建 邦
發行人：張 家 宜
社 長：馬 雨 沛
社 址：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電 話：02-26250584
傳 真：02-26214169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

edu.tw/ New/english.php

793期

品質格言： 產品品質要領先，必須重視品管圈。（管理學院提供）

8780 新淡江人 9月登克難坡
新生講習縮短摸索期 學長姐期待：崗上生活一起enjoy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隨著99學年度大學
指考放榜，本校約有7707位新鮮人將踏上克難坡，
在五虎崗展開新生生活；若再加上轉學生約1073
名，開學後，校園中將有8780張新面孔，加入淡江
這個大家庭。其中碩、博士生占1580人、外籍生73
【本報訊】為慶
祝60週年校慶，本校
邀請大傳系系友、金
曲獎最佳作詞人雷光
夏創作專屬的歌曲日
前出爐，曲名為〈果
實〉，由雷光夏親自
演唱；並配合歌曲
由大傳系系友王亮
鈞、陳方偉、莊千慧
拍攝MV，於大學博
覽會時播出，並在
網路上引發熱烈討
論，圖為MV中男主
角努力不懈實驗有
成，獲老師嘉勉之片
段。歡迎同學上網
觀看，網址：http://
www.youtube.com/
watch?v=15HoFZUAfU。

名、僑生294名；而蘭陽校園今年4系共招收250名
新生，甄試入學即占了162人，比例高達65%。
為迎接新鮮人到來，除了各系所學長姐已著手
規劃各式各樣的迎新；學校也正積極籌劃一系列活
動，幫助新生更快熟悉校園環境，順利展開大學

雷光夏新作

生活。全校新生體檢暨校園安全講習將分梯次於9
月9、10日舉行，由校長張家宜帶領新生爬上克難
坡，完成象徵成為淡江人的儀式，然後於紹謨紀念
體育館進行講習。
另外，「淡江社團起飛go」社團招生博覽會，亦
將於9月9、10日在海報
街熱鬧登場，9月15日
晚上舉辦社團之夜，由
各社團帶來動態表演；
全校200多個社團各個
摩拳擦掌，準備秀出
十八般武藝，吸引新血
加入。博覽會活動執行
長財金三陳宛君表示，
新生入學難免須經過一
段摸索期，希望藉此幫
助他們更快適應新生
活，「淡江學習資源充
足，而且生活很自由自
在，期待學弟妹的到
來，一起enjoy這美好
的校園生活。」
此外，學務處住宿輔
導組將於本月14、15日
舉辦淡水校園「學生宿

賀壽 MV網上夯
實
果

舍參觀日」，蘭陽校園則於21日舉行，屆時將開放
校園男、女生宿舍供新生及家長參觀，並安排專人
導覽及解說；生活輔導組於14日在商館B217、B218
舉辦「就學貸款講習」，上、下午各一場；僑生輔
導組於9月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新生入學輔
導講習」；盲生資源中心也將於9月8日針對身心障
礙生舉辦「新生營」。

新生家長座談 全台走透透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將於8月13至22日，在澎湖、金門等全台各地
舉辦11場新生暨家長座談會，由資深教授主講本校
辦學理念及學生未來出路等，並開放在校生中學校
友會與新生座談，分享生活及課業經驗。
台北場次將於21日上午10時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
中心舉行，除簡介學校概況，另有淡水校園系所參
觀及座談，讓學生及家長更了解系所發展與特色，
並將參觀圖書館、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蘭
陽校園亦將於21日上午9時30分，在蘭陽校園強邦
國際會議廳，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並有各系分組
座談、綜合座談及校園巡禮等活動。前校友處主任
薛文發表示，今年為因應需求及有效使用資源，將
屏東場次併入高雄場次盛大舉行，屆時將有表演等
熱鬧的活動讓新生感受淡江的熱情。

陳慶男膺董事 感念母校栽培 鼎力支持校務發展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9任校
長張家宜聘期於7月31日屆滿，本校董事會於
第10屆第七次會議遴選第10任校長，全體董事
一致通過，敦聘張家宜校長續任；會中並選
舉第11屆董事會董事，現任董事張室宜、陳雅
鴻、林嘉政、洪宏翔、李承泰、汪國華、李坤
炎、楊忠雄續任，陳慶男新任。
8月2日布達及單位主管交接典禮中，由董
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代表董事會致送張家宜校
長續任聘書，並說明第10任校長依新修訂的私
校法規定，任期為四年一聘。張校長的第10任
校長任期自民國99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止。對於未來四年的工作方向，張校長表示，
短程重點包括開學後即將陸續展開的60週年校
慶活動及校務評鑑；長期發展則請各教學、行
政主管，以「不連續的時代」、「黑天鵝效
應」的前瞻概念，以及面對少子化，未來台灣
畢業的學生如何在兩岸四地更具競爭力等前
提，規劃尋找創新突破的方法，期能帶領學校

走向另一高峰。
此外，新任董事陳慶男為本校商學系校友，
民國58年畢業，為國內最大民營造船公司慶富
集團總裁，曾任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總
會長，現任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長，

西語師生往訪 巴拿馬校友設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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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由西語系副教授林惠瑛率領西
語系及歐研所學生組成的「國際青年大使團」，於日前抵達巴拿
馬進行為期二週的學術文化交流活動。巴拿馬淡江校友會設宴招
待，並邀請我國駐巴國大使柯森耀蒞臨，為同學們面授機宜。
訪問團除進行學術及文化交流之外，也赴巴國境內老人中心、
希望之家及邊緣兒童之家等，發揮淡江學子的志工精神與活動創
意，達到實行國民外交的目標。西語系碩三黃姿綾表示，對巴拿
馬的貧富差距印象深刻，也對當地小孩的主動學習態度相當感
動，「小孩勇於表達想法，並感謝我們的教導而給予熱情擁抱，
這都是台灣學生少見且不敢的舉動。」
巴拿馬淡江校友會致贈青年大使團成員巴國原住民手工藝品
MOLA（為一種巴國KUNA族婦女製作之拼布藝術），同學們則
以隊歌〈你是我的花朵〉舞蹈回饋母校學長姐。黃姿綾說：「感
謝校友會會長邱鑑淘熱情的款待，他很關心同學的適應狀況，並
且提醒該注意的細節，讓大家感到相當窩心。」

月 日交接，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左︶任
期屆滿，由水環系教授虞國興︵右︶接任，
校長張家宜監交。︵攝影／林奕宏︶

螢幕為平臺，運用電腦動畫與聲音的功能，
增加使用者的學習興趣。有別於其他繪畫系
統，使用者於觸控螢幕上繪畫動物完成後，
該動物會如真實般動了起來，並搭配各種
動物的知識、英語單字、互動遊戲與動畫內
容，以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組長張筱玫表示，感謝指導教授梁恩輝，
從校內專題至校外比賽，不斷地給予技術上
的糾正與心靈上的輔導，大家才能克服緊
張，堅持到最後一刻。此外，比賽的最大收
穫，是從與大陸學生的相處及作品交流，發
現不同的文化和思維，這
都是課堂中難以學習的寶
貴經驗。
【記者符人懿、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配合外交部擴大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管
系張筱玫、林詒慧，在指導老師資管系副教
授梁恩輝帶領下，日前與政治大學、中央大
學，代表台灣赴四川成都參加中華民國資訊
經理人協會主辦之「2010泛珠三角（9+3）安
利杯大學生計算機作品賽」總決賽，本校自
中國、澳門、香港等地51個參賽隊伍中脫穎
而出，以「動物王國－幼兒益智觸控資訊系
統」，榮獲金牌獎、最佳答辯獎二項大獎。
「動物王國－幼兒益智觸控資訊系統」主
要針對幼兒與學習繪圖者所設計，以觸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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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拓展本校校友會會務，促進校友向心力不
遺餘力。膺任董事後，他表示，因為母校的栽
培，才能有今天的他，所以對母校有一分深厚
的感情，未來將全力以赴，依循淡江的辦學理
念，協助母校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虞國興任學副 全力以赴拚學術

兩岸計算機作品賽 資管生奪二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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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9
學年度布達及單位主管交接典禮，於2
日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任
期屆滿，由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虞國興接任，另包括19位教學一、二級
主管，10位行政二級主管交接，並頒發5
個新設單位印信。
其中，蘭陽校園全球化研究與發展
學院、創業發展學院合併為全球創業
發展學院，由劉艾華任院長；研究發展
處新設文化創意產業中心由趙雅麗任執
行長；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由范素玲
任主任；整合戰略與科技中心由翁明賢
擔任主任、商管學院新成立商管聯合
AACSB辦公室，執行長由林谷峻出任。
張校長除了對卸任主管為學校的貢
獻、付出表示感謝外，也期勉新舊主
管因應即將到來的校務評鑑，仔細研讀
《大學生學習成果評量》，清楚建立學
習機制，熟悉校務評鑑規範，期望共同
為淡江更上層樓打拚。
新任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為美國普渡
大學博士，曾任工學院院長多年。他表
示，接下這個職務心情很惶恐，很榮幸
接下這項挑戰，也期許自己全力以赴；
對於上任後的計畫，首先要努力提升學
術能量，協助老師並培養學生，希望能
給予同學最好的學習資源。

蔡宜穎：活潑自信 合作精神致勝

（資圖系系友、獲2004、2008年廣播電視小金鐘）
因製播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別節目－「音樂超
優SHOW」，曾邀請淡江口琴社學弟妹們到節目
與他校進行PK，錄音時，我觀察到學弟妹比他校
同學自信、活潑、有創意，且向心力很強，也因
為絕佳的合作精神與默契，曾經兩年順利獲勝－
得以在空中演奏淡江大學校歌，為校爭光！每次
聽見母校校歌的悠揚樂章，心中均深以身為淡江
人而驕傲。至今，淡江開放的學風、蓬勃的社團
發展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仍令我印象深刻。

鍾志華：資源充沛 創新力持續更新

（化材系系友、獲教育部97年度全國教學卓越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99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場次
日期

承辦校友會

活動地點

8/13(五)
金門縣
10:00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8/14(六)
澎湖縣
10:00

松鶴日式餐廳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30號4樓

8/14(六)
花蓮縣
14:00

宜昌國中活動中心1樓103會議室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1號

8/15(日)
新竹縣議會會議室
新竹縣(市)
10:00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號
8/15(日)
台東縣
14:00

台東七里坡餐廳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2號

台北縣(市)
8/21(六) 基隆市
淡江大學活動中心
10:00 桃園縣
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宜蘭縣
8/22(日)
彰化縣
10:00

卦山月圓景觀餐廳會議室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23號

8/22(日)
台中市議會3樓
台中縣(市)
10:00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8/22(日) 雲林縣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
14:00 嘉義縣(市) 嘉義市西區興業東路6號
8/22(日)
台南商務會館
台南縣(市)
14:00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北路347-1號
8/22(日) 高雄縣(市) 高雄縣議會1樓簡報室
14:00 屏東縣
高雄縣鳳山市國泰路156號

1、8/21（六）蘭陽校園新生座談會於蘭陽
校園舉行，邀請函另行寄出。
2、若有最新消息或資料異動，隨時公布於
校友服務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資料來源／校友服務處）

訂閱本報 淡江脈動報你知

（圖／陳方偉提供）

張家宜續任第10任校長 領淡江邁另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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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校長張家宜授旗給國交處主任李佩
華，期勉大三出國學生滿載而歸。（攝影
／曾煥元）

大三出國授旗 452生圓夢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9學年度學生出國暨國
際青年大使交流團授旗典禮」於7月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共有452名學生出國圓夢；本校西語系及美洲所24位同學組成
的「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也出席。校長張家宜親臨主持並授
旗，會中邀請巴拉圭駐華大使馬旭耀等貴賓與會勉勵同學。
張校長表示，本校推動大三出國留學已超過15年的經驗，在
全球有108所姊妹校，是本校長期推動國際化的成果，期盼同
學珍惜機會努力學習，順利學成歸國。今年欣逢本校60週年校
慶，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特別交付功課給即將出國的同學：
「校慶慶祝活動陸續開跑，在國外的同學可以早晚各瀏覽一次
學校網頁，與在校師生共同慶賀。」
此次特別增加「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授旗。本校共有4個
代表團獲外交部遴選，為全國之冠，28位師生分別赴瓜地馬
拉、尼加拉瓜、巴拿馬及巴拉圭服務並進行文化交流。外交部
中南美司副司長林正惠肯定本校國際化的卓越成就，他認為，
透過青年學子的交流，對國家與友邦之間的外交幫助很大。

服務隊授旗 師生暑期播愛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
6月28日上午11時在商館B713舉辦「暑假社會服務隊授旗授證
典禮暨行前研習會」，海天青、西語學會等23個社會服務隊，
約190位師生於暑假期間將愛心散播至全台各地，甚至遠至柬
埔寨及中南美洲服務。
會中前學術副校長陳幹男期勉同學：「發揮社會服務隊具有
passion、energy、responsibility、honor的精神，服從領隊並注意
自身安全，讓被服務的人感受我們的愛心。」此外，本校服務
隊今年首次到中南美洲服務，陳幹男為他們加油打氣，「希望
同學透過服務經驗，建立自己的信心，期許大家滿載而歸。」

獎「國中組」金質獎）
圖書館擁有最新的論文、期刊，讓學生的視
野不狹隘，也讓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持續更
新，所以能在實驗、研究上不斷創新，這或許
也是淡江校友在《Cheers》雜誌調查中，居私校
「具有創新能力」排名第1的原因吧！

施清文：廣納百川 學習意願強

（中文系系友、獲周大觀基金會「第十三屆全
球熱愛生命獎章」）
淡江學風自由、學生活潑但有分寸，且畢業校
友在各行各業的表現也相當傑出，不會輸給公立
大學學生，這是因為淡江學生學習意願強、可塑
性高，他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也願意學習新事

【本報訊】你知道一天付不到一塊錢就可以掌握
淡江脈動嗎？為幫助新鮮人及家長掌握淡江資訊，
本報優惠國內新生及家長，即日起訂閱淡江時報
僅收郵費，一學年200元、四學年700元，終生訂閱
只要3600元。訂戶並享免費訂閱本報中、英文電子
報，歡迎劃撥訂閱。
本報於學期中每星期一出刊，報導淡江校園新
聞，內容包括學校政策、學生活動、校園人物及
師生文藝創作等，每學年約出版36期，並設中、
英文電子報，提供e-mail寄送服務，網址為http://
tkutimes.tku.edu.tw/。
郵局劃撥帳號：18228912，戶名：淡江大學淡江
時報社，並請於通訊欄註明姓名、系級、收件地址
及通訊電話，或洽本報專線：(02)26250584。

華裔語文研習
242青年體驗寶島風情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於7月
6日至8月16日承辦僑務委員會「2010年海外華裔青
年語文研習班」，帶領來自美、法、加、德等242
位華裔青年，體驗寶島風情。
活動除配合在地生活及電影「不能說的秘密」、
「艋舺」，設計出淡水追星與古蹟之旅、剝皮寮文
化園區、龍山寺、孔廟等文化觀覽行程，並與北海
岸竹圍、正德、三芝等8所國中進行交流，讓學員
藉由電影與在台學生的互動，深入了解本地風情，
另安排扯鈴、押花、功夫、書法、中國結等豐富的
文化課程，讓學員滿載而歸。
為了這次活動，本校經過8週的訓練，歷經美工
設計、電腦、拍戲等重重關卡，甄選出26位優秀輔
導員，不但英語能力佳，西語也頂呱呱，展現本校
國際化成果。執行長國貿系江婉綺說：「學員從14
歲到18歲都有，對課程反應不同，輔導員從中學到
溝通及領導能力之外，也發現各國不同的文化特
色，如美國小朋友大方熱情，歐洲小朋友獨立自
主，這些都是難忘的經驗。」
來自加拿大14歲的LILIAN表示，台灣的流行歌
曲很好聽，服飾風格跟加拿大差很多，而且被輔導
員照顧得無微不至，中文也因朝夕相處而進步神
速。而來自西班牙17歲的狄哲宇，今年第二度參加
研習班，他說：「去年參加後和輔導員都有保持聯
絡，也因喜歡淡水的風景與夕陽而再度前來，以前
只會聽中文，但這次讀、寫都有進步，所以能夠更
接近中國文化，這是最大的收穫。」

物。而且淡江人做學問總能廣納百川，老師教學
不侷限於特定門派，中西比較，讓學生吸收各家
學問再做統整，並能提出自己的見解。

黃莉智：主動用心 突破壓力不逃避

（保險系系友、獲中國青年救國團98年青年獎章）
淡江的社團很多，學生辦活動時非常團結、很
有向心力。就我以前擔任淡江親善大使的經歷，
接待外賓便代表學校，團隊合作非常重要，大家
會針對細節的事前分工，並做扎實的規劃；之前
曾回校教導親善大使美姿美儀，發現學弟妹很好
學、很主動，課間主動踴躍發問，課後也會用心
練習，不會逃避壓力，而是想著如何去突破。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文／張莘慈、陳思嘉整理）

選擇淡江的

60

個理由

理由56、行動M校園即時資訊
帶著走
理由57、圖書館設備新藏書豐
號稱淡江SOGO
理由58、設情境語練教室語言
聯誼專區創新英語教
學
理由59、工學院斥資千萬打造
CAE實驗室
理由60、首設電話語音線上即
時選課與註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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