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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千里馬計畫 3件全數通過
蔡琬琳佳作

█淡水
日期/時間

級楊玉婷申請案全數通過，3人將於明年前往
美國的勞倫斯柏克萊國際實驗室、西密西根大
學及喬治亞理工學院進行博士生研究計畫。
王偉丞去年獲得國科會研究助理經費補助，

FICHET受邀赴印 張家宜校長論高教管理

已前往與物理系有長期學術合作的勞倫斯柏克
萊國際實驗室進行研究，今年獲得千里馬計畫
的補助，使他得以繼續。以「利用X光吸收及
放射光譜研究Heusler type化合物」為研究計
畫，論文指導物理系教授張經霖表示，「這項
研究成果將可應用於能源材料科學的同步輻射
中。王偉丞的研究態度相當認真，去年除了國
科會補助的經費之外，也同時獲得柏克萊的研
究助理經費補助，是相當難得的深造機會」。
徐子軒以「軍事擴散理論的新思維：複合邏
輯下的安全備戰模型」為研究計畫，研究國家
及戰略安全議題，在此研究計畫中他以國際關
係中的各種主義來探討各國的防禦軍事行為。

當初會選擇申請西密西根大學是因為他在政大
外交系求學期間，有一位教授研究專長與他的
研究方向相近，目前就在西密西根大學任教，
他希望獲得指導與切磋研究計畫。
楊玉婷以「居家服務型機器人合作行為學習
之研究」研究計畫，她表示，在一次參加機器
人競賽之後便開啟她研究機器人的興趣，現在
要藉由其他領域的知識才能使研究更為完整。
她選擇申請喬治亞理工學院是因為其中的一位
教授專長為「動物行為研究」，正是她應用於
研究計劃中的重要學科，以討論居家服務型機
器人如何像人類一樣協力做家事。

國內高教學術聲譽 本校排名20

校長張家宜 (左三) 以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身分赴印參加「印度大學協會」第85屆年會。同
行有南台科技大學副校長吳新興(左一)、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林文通(左二)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執行長陳惠美(左四)、國立清華大學國際長王偉中(左五) 於會後合影留念。（圖／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提供）

【本報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
基金會」（FICHET），於3月與「印度大
學協會」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後，雙方積極展
開高等教育交流。11月教育部及高等教育基
金會受印度大學協會秘書長Dr Beena Shah邀
請，赴印度Bharati Vidyapeeth, Pune 參與印度
大學協會第85屆年會。
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林文通及本校校
長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
長張家宜、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
會執行長陳惠美、南台科技大學副校長吳新

興、國立清華大學國際長王偉中、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計畫專員陳怡旬6人
參加。
此屆年會主題為「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會中討論高等教育管理，張家宜
董事長並獲邀進行簡報。長期以來，台灣印
度雙方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受限於學歷採認，
無法積極開展。現台印雙方學位可相互採
認，學術合作關係愈加密切，可望吸引更多
優秀學生來台，促進教育與學術交流發展。

卓越計畫成果發表 切磋提升教學品質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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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週三），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辦「98-99年度淡江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
果發表會」。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執行秘書白
滌清表示，教學卓越計畫與全校之教學息息相
關，希望讓師生能藉此了解卓越計畫的執行內
容，並與其他學校成果交流，互相切磋學習。
發表會將以專題演講及評論的方式進行，由
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教務長葛煥昭、

學務長柯志恩、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
佩華及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執行長趙雅麗，針對
「教師面」、「課程面」、「學生面」及「特
色面」進行專題報告；邀請校外學者聖約翰科
技大學副校長林嘉洤、台南大學教育學系講座
教授陳伯璋、台北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芮
祥鵬、弘光科技大學教務長蘇弘毅、逢甲大學
學務長廖盛焜進行評論。白
滌清表示，期能藉此更提升
本校教學品質。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大學數量激 成功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公
增，高等教育在20世紀末邁入市場化的新時 立大學學術整體表現仍優於私立大學。而學士
代。國際間大學競爭越來越激烈，確保大學教 型大學排名前3則是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文藻
育品質已成為現在社會大眾關切的問題之一。 外語學院、國立金門技術學院，表現優秀的大
本校大學排名研究至今邁入第8年，學習與教 學多半學校特色發展鮮明且已有悠久歷史。
侯永琪在研究報告指出，本校此次在問卷聲
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委託輔仁大學教師發展
與教學資源中心主任侯永琪，進行我國大學學 譽排名20，與2009年相較，學術聲譽調查持
術聲譽排名研究。今年各面向評比增加學生報 平，但仍略有成長，而國際化仍是本校最顯著
到率及畢業率的評比項目，繼續探討2010年我 優勢，這幾年在師資品質的提升上也有顯著的
國139所大學之學術聲譽排名，以了解國內各 成果。但未來若要在排名上能有更好表現，可
以從研究成果、學生結構、教師資源、財務資
大學教育品質現況。
結果指出2010年本校在97所碩博士大學中總 源等主要影響博碩型排名的因素改善。如持續
排名為32名，與2009年90所大學中排名33名相 改善大學生與研究生比例結構，並增加更多教
較略為上升。在學術聲譽評比方面，本校名列 師資源。同時除了提升整體財務資源並爭取更
20；在學生註冊率方面，台灣大學、高雄應用 多研究經費，也要鼓勵校內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科技大學及本校排名前3，而在國際化方面， 發表。而且可分享更多學校資訊，給社會大眾
作為了解大學各項表現的參考。
在外籍教師比例上排名第7。
研究結果發現博碩型大學總排名前3為國立
資料來源：2010年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研究
平均值之上指標
原始資料
名次
全體平均
學術聲譽
3.45
20
2.79
博、碩士班研究生人數比
0.14
25
0.10
助理教授以上職級之專任教師比例
0.91
22
0.80
具有博士學位教師比例
0.83
25
0.70
專任教師SSCI平均篇數(篇/人)
0.062
28
0.06
大學部註冊率
99.32
3
92.63
外籍學生比例(%)
2.44
24
1.51
外籍專任教師比例(%)
5.94
7
2.25
平均值之下指標
原始資料
名次
全體平均
研究生人數比例
0.17
49
0.22
專任教師比例
0.50
59
0.53
師生比
0.03
85
0.04
平均每位學生單位成本(千元)
125.31
72
203.27
專任教師SCI平均篇數(篇/人)
0.42
39
0.54
每位專任教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平均經費(百萬)
0.15
41
0.20
每位專任教師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平均件數
0.23
38
0.24
學生畢業率
79.48
75
84.59

向尤薩致敬資料來源：2010年我國
中南美使節共襄盛舉

99學年招生獎勵 管院3連霸 公行系最亮眼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99學年度招生宣導及文宣製作獎補
助款，總獎補助金額由管理學院3連
霸，獲得第1。工學院及商學院分別
居次及第3；若以系區分，公行系不
僅拿下第1，並獨得報到率特優獎，
獎金50,000元。第2名為財金系，第
3名為日文系。全校總補助額百餘萬
元。
獎補助除了報到率特優獎外，亦包
含報名人數累計獎、報到率進步獎、
外國學生人數增加獎、僑生人數增加
獎。其中，報名人數累計獎學院以外
語學院最多，而系所則由財金系以
1264人獲得最高補助。報到率進步獎
則由文學院、管理學院並列第1；外
國學生人數增加獎、僑生人數增加獎

分別由國際學院及商學院獲得最高補
助，各增加了9人及15人。
公行系本學年度註冊率高達
99.17%，系主任黃一峯表示，淡江聲
望高及職場大環境的影響高普考人數
增加，「感謝各高中老師在大學入學
推甄、大學入學申請措施中的努力均
致感謝函，以及任公職的校友也多推
薦等等。」
財金系為報名人數累計最高系所，
並為系所總獎補助金額第3名，系主
任邱建良說，「財金系在商學院中本
是熱門科系，且系上的師資及課程具
競爭力，也提供較多資源，另外未來
職場上也很需要財金方面的專才，這
些都是吸引學生報名的原因。」

第109姊妹校 日本北海道大學通訊簽約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
再添一校！日本北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於11月29日，藉由通信簽訂學
術交流協定書及交換學生協議書，成為本
校第109所姊妹校，將於100學年度開始進行
學生交換。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
佩華表示，很開心與學術聲望高的北海道
大學締約，增進本校國際化的環境。
李佩華說明，感謝亞洲所所長胡慶山積

極與該校聯繫，並邀請教師參加學術研討
會，促成兩校締結合作協議。北海道大學
創立於1876年，前身為札幌農學校，是日本
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該校目前在札幌市
及函館市擁有2個校區，12個科系、17個研
究所，以及3所全國共同教育研究設施，共
有1萬8千餘名學生，是一所以研究所為核
心的研究型綜合大學。北海道大學以「具
有廣闊的視野、崇高的理想、高端的專業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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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大使二級秘書代表María Alejandra Artigas Pena
參加「向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尤薩致敬：拉丁美洲
文學賞析」並為這次活動致詞。祕魯駐台北商務辦事處
代表郭棟及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處長慕東
明、薩爾瓦多大使館和巴拉圭大使館人員、外交部中南
美司外交官，也是尤薩《城市與狗》譯者曾永銳及聯經
出版社編輯等共襄盛舉，巴拉圭辦事處特別贊助表演
巴拉圭舞蹈，現場也提供秘魯的「酸奶畢斯科」(pisco
cour)，讓同學不僅認識尤薩等作家相關文學作品，也更
加了解中南美洲傳統文化。（文／曾詩涵、攝影／鄭雅
文）
知識、富有國際化素養的人才」為基本理
念，並重視東北亞的學術交流，積極展開
眾多豐富的交流活動。
另外，李佩華也提醒，欲申請出國留學的
同學，由100學年起交換生申請條件將有重
大變革，申請時必須依照該國語系檢附語
言能力證明。此外，許多國家的語言學校
提供英語授課的留學環境，也歡迎同學踴
躍申請。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中壽提供癌症診療再諮詢

e

演講看板

█台北

█蘭陽

主辦/地點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王偉丞 徐子軒 楊玉婷 赴美研究能源材料居家服務機器人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100年度千里馬計畫，本校物理學系博
士班四年級王偉丞、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
士班四年級徐子軒及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四年

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光，在國
際西畫畫壇享有盛名，對於油
畫及版畫的成就均讓人折服。顧
老師以版畫專長，使用 筆的運
筆特點，完成本畫作。其用筆如
同版畫的過程，但是省去了刻板
及拓印的過程，表現更為細緻生
動。 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e

1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退休福利儲金
管理專案」委託機構，中國人壽公司8日舉辦健康講座
「認識癌症」，由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務長簡哲民主
講。
現場介紹癌症的防治方法，讓大家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簡醫師強調，癌症要「早期發現，正確治療」，
其秘訣在於仔細分科檢查，「不能單一以一項檢查結
果就下定論。」中壽宣布將提供本校同仁「癌症診療
再諮詢（Second Opinion）」服務，對疑似罹患癌症保
戶提供再次病因確認及治療方式之建議，現為回饋本
校保戶，只要保單有效皆可適用，一旦疑似罹癌均可
以透過中壽預約安排優先在和信醫院就診，並可依居
住地區申請1,000至3,000元不等的車馬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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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5

12/16(四)
18:10
12/17(五)
10:10

國企系
B601
大傳系
O202

12/17(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12/17(五)
12:00
12/17(五)
14:10

商學院,經濟系
B302A
資傳系
SG318

財團法人對日貿易投資交流促進協
會投資顧問根橋珍子
日台貿易經濟關係和企業聯合勢力
乾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處封裝
部經理陳大容
被動元件產業與乾坤科技簡介
博士候選人李攸軒
Ln2ZrO7(Ln=Nd,Gd)相轉變與矽氧化
物薄膜對鋼片防蝕研究
輔大圖書館館員曾玲莉
學術電子資源之產業環境、需求人
才與競爭策略分析
戰略所博士班一年級杜允士Italy,a
European Country：an overview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行銷專
員徐佳容
電子資源推廣服務經驗分享
理論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旭
微中子面面觀
光禾國際視覺設計總監黃文君
從媽媽挖嘎哩共看美學行銷
戰 略 所 博 士 班 一 年 級 杜 允 士 I tal y
and its Industries：Local and Global
科見美語總裁侯登見
就業與創業
逸思資網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李思壯
網路服務產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劉承慶
商標法基本概念與案例分析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研究員王文君
著作權與數位資源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協理吳哲生
台灣壽險業務發展的契機
台灣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王德毅
宋代荒政之探討
台北縣心理衛生中心駐點心理師林
文怡
中英文履歷撰寫的勝出之道
富邦藝術基金會展覽組長陳緯倫
智慧大樹－粉樂町的創意美學
台壽投保信總經理陳翠芝
共同基金與理財
大愛電視台導演蕭毅君
大愛電視台－唐朝小栗子動畫製作
過程經驗分享
朝代企管顧問總裁柯耀宗
競爭力再造－企業顧問之實務大公
開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暨電信管
理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威勳
近場通訊技術(NFC)與T SM 平台簡
介
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鐘添東
利用雙光子聚合技術製造3D微奈米結構
中興大學統計研究所教授沈宗荏
Small sample estimation of
species richness applied of forest
communities
年代民調中心主任林永宗
市調與民調的經驗分享
地球綜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葉飛呈
地球綜合工業投資中國大陸常見的
風險及因應對策
淡江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蔡明芳
ECFA經濟分析
台新銀行經理秦有義
職場溝通技巧
產經系助理教授劉德芝
Regions and the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滑明曙
教學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微析科技執行長何金源
網路行銷分析規劃

台北校園
12/14(二)
19:20

國企系
D406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學研究所研
發副組長孫健仁
LED產業現況與專利發展趨勢

水環系工程認證期中審查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中華工程教育
學會認證委員會（IEET）於6日至本校進行水
環系的工程認證實地訪評，委員對於水環系在
課程改革與規劃、成立課程委員會，以及成立
教師精進教學成長專業社群以提升教學品質的
措施予以肯定，認證結果將於明年3月公告。
訪評委員此次建議改善之處，包括空間不
足、研究生在校期間缺乏國際交流機會等，水
環系系主任李奇旺表示，這次訪評委員對於系
上所做的改善給予很好的評價，日後也將對委
員所提出的建議持續改進，積極爭取空間改
善，並在經費許可的情況下增添實驗室設備與
提升教學環境；多邀請業界人士與老師同學進
行訪談交流。

ISO14001今年度通過驗證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99學年度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外部稽核於8 日由台灣檢驗公司（Ｓ
ＧＳ）在淡水校園、台北校園、蘭陽校園進行同步
稽核。淡水、台北校園有幾項待改進的觀察建議
事項，而蘭陽校園有3項列入次要缺失，後續需提
出預防再發生之矯正行動，因此本校今年度通過
ISO14001驗證。
在閉幕會議中，外稽委員提出建議：在淡水校園
方面，有害廢棄物應確實有適當的處理，例如物理
系和電機系的廢電子零件及廢電路板的處理、化學
實驗室的擦拭紙之丟棄等；化學實驗室的毒化物領
用與存放，應有更嚴格的管制程序；在台北校園方
面，要確實保持緊急應變相關設施的功能正常，例
如訪視時發現逃生指示燈未亮；蘭陽校園在環境考
量面，例如冷氣機的噪音或飲水機的水質等，可再
加強補足其鑑別完整性，在紀錄管理面和管理審查
面，則未有適當的保存，以及紀錄的討論項目較無
一致性；而在未來也會將蘭陽校園的醫護室廢棄物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列入稽核中。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蘭陽校園是第1次參加外稽，
雖沒有充裕時間彙集資料，得到這樣的成果是很不
錯的！「外稽的目的是找出我們所不知的盲點，讓
校園的環境更安全」，很高興通過這次的外稽，
也恭喜蘭陽校園第1次接受驗證就有目前這樣的成
績。

20個空杯 校園店家換飲料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由總務處保管組舉
辦「外帶飲料喝完後，空杯還給店家可換免費飲
料」的活動開跑囉！即日起，只要集同一家廠商相
同種類並洗淨的20個飲料空杯，即可免費兌換店家
指定商品，白鷺鷥的家、海音咖啡及月亮咬一口為
35元飲料一杯，小小麥則為一杯10元飲料。
化材三湯和益滿意的說︰「藉這樣的活動不但可
以養成隨手回收的好習慣，還可以減少校園的垃圾
真是一舉兩得。我目前已經蒐集到15個囉！希望能
快點換到免費飲料。」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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