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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專員彭國仁）

師長引領新生爬坡 勉心靈卓越 做人做事雙贏
體驗克難精神 啓大學生活 十餘社團搖滾熱舞相迎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新生開
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9、10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
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以「心靈的卓越」說明淡江
人成功的關鍵，期盼新生進入大學後重新定位自
己，學會「做人」也懂得「做事」，在競爭的時代
不要一味對抗，要學會積極合作、創造雙贏。
典禮開始前，由學術、行政及國際3位副校長率
領行政、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和7千多位新生登
上132階克難坡，此活動為新生正式成為淡江人的
傳統，新生們在豔陽高照下有的氣喘吁吁，有的精
神奕奕邁步向前行。水環一蔡欣展揮汗如雨地說，
爬坡的過程很熱、很累，但也體會到前人的「克難
精神」，期許自己未來大學四年不要被二一。中文
一林佳怡難掩興奮地表示，雖然爬坡的過程是辛苦
的，但會記住這樣的精神，希望自己的大學生活愈
來愈更上一層樓。
為迎接本校新鮮人的到來，在體育館前西洋音樂
社一連帶來3首搖滾組曲開場，淡江嚕啦啦社、跆
拳道社等十餘個社團也帶來朝氣蓬勃的表演，令新

生又驚又喜；典禮會場裡也熱鬧非凡，由活力十足
的啦啦隊首先登場，拋投的高難度舞蹈動作令現場
掌聲不間斷；合唱團戴著黑人爆炸頭唱著「流浪到
淡水」歡迎新生，國際標準舞社及熱舞社也接力演
出使得典禮生動活潑。
典禮中，高柏園首先熱切歡迎新生加入淡江這
個大家庭，他以《淡江文化》小手冊向新生簡介本
校的歷史與特色，他認為，淡江是所高度自由的校
園，因此學校信賴同學有高度的自律，期盼同學充
分利用學校資源，將資源做有效率的使用並珍惜。
教務長葛煥昭則提供選課資訊，並說明英語能力認
證、學分學程等相關事宜，勉勵大家努力學習，共
同維護學校的學術聲望。學務長柯志恩向新生簡介
學務處各組工作運作；總務長鄭晃二對環保及校園
整潔、安全的宣導不遺餘力，呼籲校園是大家的，
安全與整潔須由大家共同維護。英文一官詠薪興奮
地說，對校園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很漂亮，期待
自己能玩也能讀，有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

迎外籍生 戴萬欽：拚4年，中文嗄嗄叫
3位副校長帶領新生爬克難坡，體驗一步一腳印、堅毅進取的精神。（攝影／林奕宏）

大專諮輔主任會議 吳清基部長頒獎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校際間經驗
的交流，針對當前校園議題尋求突破的方法，以提
升輔導工作效能，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舉辦99學年度
全國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主任（組長）會議於6、7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約190
位諮商輔導主任與教育部人員共同參與。教育部長
吳清基到場致贈資深卸任諮商輔導主任（組長）卸
任感謝牌。
開幕式由校長張家宜主持，研習內容包括分組
研討座談及專題演講，座談議題包括生命教育、網
路沉迷輔導、生涯輔導與多元合作，並邀請亞都麗

緻集團總裁嚴長壽與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演說
探討大學生正向發展的條件。教育部長吳清基說：
「要肯定學生的專才，進而培養全才的人才，而遇
到在求學路上跌倒的學生，要盡力輔導，學生在往
後的人生旅途會一輩子感激。」嚴長壽說，「要做
自己的天使和他人的天使」，以正向角度做學生輔
導的工作，才能在困頓當中，看到自己工作的價值
和維持熱誠。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表示，這次的參與
人數十分踴躍。而且大家對於嚴長壽提出的教育新
視野都表示收穫很多。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
教育處於上週三（8日），在驚聲大樓文錙音樂廳
舉辦外國學生新生說明會，來自亞、美、非等世界
各地百名外籍生、交換生齊聚，現場彷彿小型聯合
國。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說明會是一個
新開始，希望未來每個人都能更充實自
己，運用學校資源，專精中文能力。
今年有2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至
本校就讀，說明會除了教務、學務、圖
書館、社團等各相關業務單位提供資訊
簡報之外，國交處更貼心安排外籍生與
系所助理交流時間，讓新生快速進入軌
道迎接開學；其中「華語班課程」事宜
最受外籍生關切，發問及討論踴躍，戴
萬欽用中文向台下說：「認真學習，四
年後你們的中文就會比我的英文好！」
來自非洲布吉納法索，就讀國際事務
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班的魏薇安表示，說
明會內容詳細豐富，非常有幫助；未來
除了結交各國的朋友，最重要的是培養

自己的中文能力。對於校園環境她則驚奇地說：
「學校在山上很特別，尤其是景觀視野讓我更喜歡
這裡！」另外，國交處也將在21日替外籍生舉辦中
秋餐會，屆時他們將感受到濃濃的中國節氣味道。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本校99學年度
新聘教職員熟悉校內資源及事務，並適應新環境，
人事室舉辦三場研習及教育訓練，包括8月11、12
日的「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9月1日的「新進職
員教育訓練」及9月8日的「新聘教師座談會」。
「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
議廳舉行，由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及企管系系主任
洪英正，分別進行經驗分享。另外，商學院院長胡
宜仁主講「領導哲學與溝通技巧」，管理學院院長
王居卿則主講「團隊經營與管理」，藉此讓新任系
所主任了解行政業務運作與培養領導能力。
「新進職員教育訓練」，共37人參加，除各單位
進行業務重點報告外，另有公文文書處理、ＯＡ、
ＯD公文系統使用教學，以及網路智慧財產權與性
別平等教育宣導。俄文系助教謝寧馨表示，學校辦

理的教育訓練，除了將其業務重點詳列，並提出各
種業務上容易發生的錯誤範例，讓新進人員在工作
時，能有清楚的依循方向，避免重蹈覆轍，提高同
仁的工作效率，「也減緩我們新進人員步入新工作
環境的惶恐。」
「新聘教師座談會」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等多
位主管進行專題報告、經驗分享與傳承，好讓新老
師融入淡江大家庭。中文系助理教授侯如綺感性的
說：「從一開始同學端莊親切的引導、人事室周密
的策劃、主講人悉心的準備，都可以感受到學校對
我們的重視及體貼，因此，使得我們對於淡江更有
參與感和認同感。一整天的活動，讓對於新環境
尚有些陌生的我，更快速熟悉這裡，並且期待未
來。」

本月8日國交處舉辦外國學生說明會，來自各
國的外國學生在淡江喜相逢。（攝影／黃乙軒）

跌倒》的前瞻概念提醒，保持警戒、創新再創新。
下午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及文錙藝術中心，圖
書館館長黃鴻珠介紹校史區、閱活區和無障礙資源
室時，色彩繽紛的閱活區最先受到注目，黃鴻珠表
示，閱活區是依照全品管精神規劃而成，開放式書
架與寬敞舒適的環境，擺放每期最新的書籍，解決
學生找不到新書的問題；但更讓大家驚呼連連、瘋
狂拍照的是無障礙資源室，盲生在資源室透過學校
提供的系統和設備，可和正常人一樣和朋友使用
MSN，最讓大家嘖嘖稱奇！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特助林豐章表示，很少學校願意提供盲生
資源設備，淡江這方面作的非常透澈，幫助很多盲
生！
文錙藝術中心由副主任張炳煌接待，並示範使
用本校研發的e筆書畫系統。玉山銀行科長陳彥君
興奮表示，第一次接觸到e筆書畫，很好玩、很新
奇！最後，一行人到文錙音樂廳，欣賞由通識與核
心課程中心副教授李珮瑜、干詠潁、講師王淑堯，
以及本校合唱團所帶來的音樂饗宴，為一整日的觀
摩行程劃下完美句點。

學習地圖引路
研討青年就業力提升

黃壽佐任台灣金總經理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由行政院青輔
會指導，本校學務處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協
辦的「協助大專校院提升青年就業力研習－職
涯進路與課程學習地圖」，於本月1日上午在
B712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青輔會第
二處處長施建矗、德霖技術學院企管系主任柯
亞先等，共有42所學校167人參與。
此研習會議主要目標為讓學生在學期間，
具體進行職涯探索測試，瞭解適合自己的職涯
方向，再依循各科系的專長建置的職涯進路地
圖，將所學與相關的職業相關連，以有效提升
學生的學習。企管系編纂史蓓蓓表示：「之前
只有課程的學習地圖，這次加上職涯進路的部
分，讓學生與家長能更全面性的了解如何將修
課與未來職業做連結，使學生能在選課時更有
方向。」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管理科學研究所校友
黃壽佐，以其豐富的資歷，於上月30日接任台灣金融控
股公司新任總經理。經營決策學系暨管科所所長廖述賢
表示，黃壽佐接任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總經理一職，本所
同仁皆感到與有榮焉。
黃壽佐畢業於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歷任財政部
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組長、大華證券代理總經理、復
華金控總經理、合作金庫銀行常駐監察人等職務，在證
券領域輩份極高。廖述賢表示，本系也力邀他在管科所
兼課，本學期開設「經營決策專題講座」與學弟妹分享
自身的經驗談，目前為碩士班最熱門、修課人數最多的
一門。管科所碩二林芸妃表示，黃壽佐教授是位注重實
務經驗的老師，除互動式教學外，更靈活地引用時事，
分析各類弊病與發展，引領我們有更多思考的空間。
廖述賢指出，他除了是一位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和藹
可親的學長外，回饋母校亦不遺餘力，除兼課外，同時
是管科所同學會發起人兼監事的黃壽佐，更允諾60週年
校慶，將親自返校為母校獻上最誠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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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伸聯盟觸角 與厦門泉州連線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邦創新育成
中心分別與大陸廈門高新技術創業中心及海西電子
資訊產業育成基地，於8月16、17日簽署台北-廈
門Incubator策略聯盟及台北-泉州Incubator策略聯
盟。
本校與廈門育成中心簽約之後，將能夠有效結
合雙方育成中心資源，建構兩岸多功能商業交易
平台，徹底發揮Incubator（孵化器）輔導與服務功
能，以提升育成中心及校內進駐廠商之國際競爭力
與商業效益。建邦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
此項策略聯盟協議代表本校與廈門育成中心將邁向
更深層、更進階的交流與合作。
蕭瑞祥表示，期望能夠先發展好與此區域育成
中心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進而拓展與大陸其他區域
育成中心的合作。建邦創新育成中心經理游步斌表
示，本校進駐廠商以IT資訊軟體、數位文創及綠能
產業為主，透過兩岸育成中心的交流與合作，以輔
導校內廠商拓展大陸的經營版圖，並使產品獲得更
多利潤。
雙方合作內容中，最重要的一項為廈門育成中心
同意免費提供當地的科技創業需求資訊，而本校則
同意免費提供建邦創新育成中心空間，作為聯絡業
務使用。游步斌表示，此項合作代表了本校有著其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本校目前擁有全世界百餘所姊妹校，對於本
校60週年校慶均表慶賀；11月校慶當天，共有
29位姊妹校校長或教授代表將蒞臨共襄盛舉，
本報獨家為您揭曉29所姊妹校的歷史及來訪者
的簡介，敬請期待。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創立於1365年，是德
語區國家中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也是中歐規模
最大的學校之一，於2000年11月締結為本校第57
所姊妹校。60週年校慶當天，該校Prof.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將代表蒞臨賀壽。
該校共有60個校區，15個學院，學生現有來自
世界各地130個國家的外籍生約1萬人。與本校自
簽署姊妹校至今已有多名奧地利學生來校就讀中
國文學系，本校亦有學生至當地攻讀德國語文、
國際貿易及歐洲研究等課程。近年來，該校校長
兼歐洲大學協會主席 Prof. Georg Winckler、奧地
利學術交流總署主席Prof. Alfred Ebenbauer、教授
Mr. Christian Leitner等均曾蒞校訪問或演講，與
本校之間交流熱絡。

日本麗澤大學
日本麗澤大學（Reitaku University）位於本州
千葉縣柏市，創立於1935年，與本校於1982年1
月正式締結姊妹校，今年11月，該校校長中山理
夫婦等將來校，參加本校60週年校慶，並加強兩
校關係。
該校目前學生約有2768人，設有外語及經濟
兩個學院，其中有來自25個國家約555位外國留
學生研修，並與9個國家、地區的23所大學積極
進行國際交流。自1995年起，每年陸續派遣交換
生赴日進行短期留學，並在1988年與本校合作興
建「麗澤學舍」，供留學生及本校日文系學生共
同住宿；甚至與本校日文系開設同步遠距選修課
程。多年來，兩校學術交流關係良好，2009年兩
校簽訂2+2雙學士合作，以提供同學更多元的選
擇。

大陸南京大學

國品獎聯誼會來校交流 驚嘆連連 3項新人研習 親切融入淡江大家庭

【記者王育瑄、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獲得國
家品質獎之企業獎、中小企業獎、機關團體獎、特
別獎得獎單位代表及個人獎、特別貢獻獎得主所組
成的「國家品質獎得獎者聯誼會」，8月4日於本校
舉辦觀摩活動。得獎機構代表及個人獎得主等共58
人與會。
活動一開始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
宜表示熱烈歡迎，聯誼會會長杜武林也期勉與會
者，經營品質「只有更好，沒有最好」，追求品質
的路上是「再接再厲，永無止盡」的；並希望藉此
活動，增進會員之交流，擴大國家品質獎之影響層
面，協助推動品質政策，提升企業競爭力。
上午由張校長、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資訊中心主
任黃明達針對本校「經營理念」、「經營績效」及
「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進行簡報。Q&A時間，
來賓提問與回應踴躍，對於本校推行TQM的理由
及因應少子化所調整的經營策略等特別感興趣，張
校長說明，本校推動TQM讓各單位同仁更清楚工
作執掌及作業流程；並表示面對少子化的趨勢，本
校以企業化模式，持續組織再造，並以《巨人也會

60校慶
姊妹校熱情參與

他大學育成中心所沒有的優勢，此為本校與廈門育
成中心深化交流合作的關鍵。
該協議的達成，將能扶植包括校友企業在內的
校內廠商，能夠在兩岸經貿交流日益頻繁之下，至
大陸拓展經營版圖，以增加自身的優勢。蕭瑞祥表
示，因本校與廈門大學為姐妹校，而能夠更為順利
簽署策略聯盟協議，未來期望能夠透過本校與其他
國家所締結的姐妹校實行「育成絲路計畫」，佈局
全球以擴大建邦創新育成中心的地位。另外游步斌
表示，此項合作以輔導及服務淡大校內廠商為優
先，再進而輔導全台其他育成中心。

楊前董事塘海先生公祭

許傳陽赴葡國發表傳播論文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助理教授許
傳陽日前遠赴葡萄牙布拉加參加一年一度的全球傳
播菁英盛會──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發表了「The Virtual movement and
On-line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T-Rex Event in
Taiwan」論文，從2008年台灣職棒簽賭黑米事件去
探討網路媒體如何去形塑一種文化知識。
IAMCR是國際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傳播研究
專業組織之一，此次主題為「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Rethinking Crisis and Change」，總計邀
請近25個國家、約150位學者，發表100多篇論文。
台灣代表包括台大、交大、政大及本校共10多位教
授參與其中，許傳陽表示：「這次赴葡萄牙看到歐
洲學者以文化運動的角度去看文化創意產業讓我印
象深刻，獲得很多啟發，希望未來也能將在此所學
的理論運用到本校的文創領域裡頭！」

█淡水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董事會前董事
楊塘海於7月29日在陽明山自宅寧靜安祥地辭世，
享年97歲。上週六（11日）於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
（景行廳）舉行家祭及公祭。
楊塘海曾於信大水泥公司擔任董事長，於民國75
年11月起擔任本校董事，93年9月辭去董事一職，
由楊塘海公子、信大水泥公司總裁楊忠雄先生兼任
本校董事。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大陸南京大學（Nanjing University）位於大陸
南京市，創立於1902年，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
卓著的百年名校。於2001年4月與本校簽訂學術
交流備忘錄，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8所姊妹校。
今年11月，該校校長陳駿將率領港澳台辦主任從
叢等來校，同賀本校60週年校慶。
該校目前擁有鼓樓、浦口、仙林等校區，共25
個學院、71個系。南京大學研究實力堅強，共有
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基礎學科人
才培養基地等，該校在教育教學改革中進行多方
探索，形成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在
高等教育界產生重要的影響。去年10月，南京大
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等人甫蒞校，
與本校大陸所學生進行交流。今年5月，校長張
家宜亦率領本校行政主管拜訪南京大學，並與之
簽訂「學生交流意向書」，進行學生交換。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9/1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9/15(三)
12:30

課程所
L408

物理系助理教授秦一男
真的有世界末日嗎?一個天文學
家的觀點
國立海洋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吳
靖國
海洋教育的省思與構想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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