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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二一預警率17.84% 4300生警惕
蔡琬琳佳作

█淡水
日期/時間

要是學習風氣不佳，學生用功
不足；且課程的內容需要課後
複習，但學生通常較少做到，
以後將透過導師的督促及宣
導，讓學生在課餘時間複習課
程內容。」
99學年度第1學期「期中二一
預警制度」共寄發了4,309封
預警函，比起98學年度第1學
期的4,276封增加33封。教務長
葛煥昭說明，期中預警單的目
的在於提醒學生，並且讓家長
了解學生的情況進而討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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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丘建青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丘建青今年以「具風力與太陽能發電裝置之載
具」及「結合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模組之安全帽」
兩項研發成果取得專利申請。
丘建青表示，「具風力與太陽能發電裝置之載
具」的研發為鑑於今日科技發達，手機等通訊設
備為人們廣泛使用，電力的使用也大幅增加。現
今由於環境保護、節約能源的意識漸起，此裝置

補救。最終還是以期末成績為
主，預警單只是要警惕學生。
導師在二一預警輔導系統
填報的輔導資料，將會由
系統轉存至導師輔導系統
中，導師不用另外於導師
輔導系統中填報。其網址
http://163.13.243.42:8080/AA/

期末教學評量今開始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
導】本學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
跑了！學習發展教育中心教育
評鑑發展組表示，本學期所有
課程教學意見調查於今日(20
日)至1月2日進行，系統將在今
日上午10時開放，一律採網路
填寫。
為了提升評量填寫率，只有
填畢所有問卷的學生，教學評
鑑發展組將會以電腦隨機的方
式進行抽獎，並提供4G隨身
碟作為抽獎獎品，共有名額40
名，請同學踴躍填寫問卷。同
學可由學校首頁左方點選「教
學評量」，或直接連結http://
info.ais.tku.edu.tw/tas/進行問卷
填寫。

等兩項研發獲專利
在獲得專利後將能運用於耗電的通訊設備，利用
風力、太陽能再生能源的特點作為發電載具，將
能減少許多電力的耗損及污染。「結合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模組之安全帽」的研發，為將汽車的衛
星導航系統與機車騎士所戴的安全帽相互結合，
導航系統會顯示於安全帽前緣的玻璃罩，機車騎
士能直接看的到地圖以找尋行駛方向，而不再有
「迷失感」。

卓越成果發表 貼近學生需求
【記者梁凱雯、陳頤華、莊旻嬑淡水校園報
導】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於15日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舉辦「98-99年度淡江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成果發表會」，邀請校外聖約翰科技大學副校
長林嘉洤等進行評論。
首先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就教師面
報告「教師專業成長列車」，除介紹落實教學
評量回饋機制之重點特色，另分享本校「教學
評量干擾變數影響之研究」成果，解析本校教
學意見評量問卷所隱含之構面。林嘉洤評論時
建議，老師教得好，更要教得對，要從未來的
角度去規劃教學方針。
第二場教務長葛煥昭以「改革課程厚植學生
基本素質／核心能力」為題，針對課程面說明
本校專業課程改革，以強化課程評估、推動跨
領域學分學程等為主軸進行變革。台北科技大
學副校長兼教務長芮祥鵬指出，難以檢測的
課程未來可以和各學校相互連結，擴大檢測目
標。弘光科技大學教務長蘇弘毅建議，課程地
圖與選課相連結，透過學生自己學習選課的目
標，結合未來專業，讓學生向下深入學習。
學生面由學務長柯志恩以「大學生定向與學
習輔導」為題，以大一學習為例，透過導師課

林蒼祥 浙江大學聘為永久客座教授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財務金融
學系教授、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林蒼祥，於
今年9月受聘為姊妹校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永久
客座教授及博導。他發表感言時說道：「感謝
能有這個殊榮代表兩岸金融界的產官學者，希
望未來能促進兩岸的金融交流」。
浙江大學為本校姊妹校，是大陸評比第3名
的學校。而林蒼祥同時也視台團法人台灣工
程學會理事長，並於去年6月起便擔任浙江大
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金融創新項目客座教授1
年，在兩岸金融交流等領域已深耕多年，在浙
江大學除了有專題演講外，他主要致力於提供
博士生論文專題指導、研討及發表，他謙虛地
表示感謝系上能給予他支持，也希望能作好本
校商管學院與浙大的學術交流橋梁，並希望能
協助促進「後ECFA時代浙台的金融商機」。

程、線上學習及工作坊等，協助學生建立學習風
格。逢甲大學學務長廖盛焜指出，導師在學生學
習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須給予老師相關的工作學
習。雲林科技大學學務長林君維表示，讓學生將
專業學習貼近生活、加深實務經驗，能更有效的
達到服務學習成效。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就特色面談
「從拓寬國際視野談淡江國際化」，她表示現與
馬來西亞四學院實行雙聯學制；並與美國、法國
等地學校執行雙學位計畫，也藉由全球視野課程
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透過活動營造校園地球村
的環境；未來希望可以發展「系院國際化的機
制」，讓整個校園一起推動國際化。逢甲大學國
際事務處事務長游慧光對於本校國際化的努力表
示肯定，她建議各個計畫的銜接如何相輔相成，
可再進一步思考。
另一項特色面由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執行長趙雅
麗報告「培育全球文創領域人才執行成果」，她
表示，近年來致力於與相關專業機構共同發展專
業證照考試輔導系統，讓學生更有競爭力，並希
望藉由文創課程讓學生有「軟硬通吃」的學習視
野，軟就是培養美感及符號應用，硬則是強化相
關產業的專業。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劉
淑德提出兩點建議，首先是希望未來可以藉由成
果展示，看到學生的成長；其次是讓老師也參加
業界實習，更加了解業界的需求，在課程目標的
設定上更貼近學生。

1

由原本1間大型教室、2間中型教室、1間小
型教室，可容納140人，擴建為4大間教室、
1間中型教室、1間小型教室，可容納360
人；在設備方面則採購180 台電腦，配備頂
級cpu-intel core i7，提升電腦運算速度；軟
體方面採購 Pro/Engineer、AutoCAD 2010、
MatLab（網路版）100User，都是工學院共同
之軟體，提供工學院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張校長表示，過去看過工學院的實驗環境
後，認為需要提供學生更優質的環境，在歷
屆工學院院長及所有工
學院師生的努力之下，
有明顯改善；「資訊能
力」是本校學生特色之
一，過去無論在軟體設
計或是數位競賽方面
都有傑出的表現，「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希望透過學習環
境的提升，讓學生在未
來的職場上更具競爭
力。
另外，與神通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合
作，將共同發展產學合
作，並由神通資訊提供
實習機會及獎學金等。
蔣台方表示，本校與
該公司淵源深厚，該公
司有不少員工畢業於本
校，且表現優秀，希望
透過產學合作的模式，
校長張家宜與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蔣台方進行簽約 創造雙贏局面。
儀式。（攝影／陳芝嫺）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工學院
16日在新工學大樓舉辦「淡江大學工學院
CAE實驗室擴建竣工暨淡江大學與神通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意願書簽約儀式」，
由校長張家宜與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蔣台方進行簽約。
工學院CAE（Computer Aid Engineering）
實驗室於今年暑假進行擴建與搬遷之工程，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針對CAE實驗室的落成進
行報告，他說明，經過擴建，CAE實驗室已

面對的全球化挑戰與預應策略，並宣導永光
化學品格「勇敢」，強調「與時俱進、實事
求是」的觀念。陳偉望與學生互動熱絡不僅
僅分享自己的經驗，同時也將問題丟給學生
思考，提供學生多面向的看法。國企三毛志
弘表示：「這場演講讓我了解到自己與業界
所需要的人才的差別在哪裡，而且講者的互
動方式讓學生能實際的給予業界回饋，之
後應該會去多多聽演講，多多接觸業界的資
訊。」

千里馬計畫得主 27日傳密技報名及早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為配合國科
會每年「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即千里

歲末聯歡 體育室軍訓室攜手舉辦

馬計畫）之作業，本校研究發展處將於下週
一（27日）中午12時，在SG317舉辦「國科
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經驗分享暨申請
說明會，歡迎有意申請千里馬計畫之博士生
報名參加。
此次說明會除了協助學生了解相關申請
事宜，以便及早準備因應外，也特別邀請2
位通過「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之博士生
與會，分別是機電系博士生蔡孟昌與電機系
博士生林俊辰，提供其申請經驗並分享其國
外研究期間之心得。說明會採網路報名，報
名時間至本週三（22日）上午8時止，網址
為http://enroll.tku.edu.tw/。

今日研討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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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川講座--分享永光化學企業理念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99年度歲末
聯歡會將於100年1月21日下午1點半，在淡
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今年將頒發淡江品質獎、教師專題研究績
優、教學優良教師、職工資深服務、優良職
工等五個獎項。頒獎完後還有表演節目及最
令人期待的摸彩活動。
今年的演
出將由體育
室及軍訓室
攜手舉辦，
場面精彩可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經營
期。
決策學系副教授李旭華於5日至11日
帶領財金四曹靜雯、旅遊四鄭郁勳等
10位學生，參加由大陸天津大學主辦
的「2010海峽兩岸青年學生領導力論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及上海國際問
壇」，收穫滿滿地回國了！
題研究院，將於今天（20日）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共同舉
該論壇為第二屆舉辦，今年首度邀
辦第十五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
請本校師生參加，兩岸共有來自天
「善意與雙贏的機會」，由兩岸學者發表14篇論文，並邀請大陸
津、台大、東吳等校200餘名師生參
研究所教授蘇起及前校長陳雅鴻等擔任會議主持人。
加。今年以「責任、創新、國際化」
此次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率領該院台港澳研究
為主題，由兩岸的學生組織、社團負
所執行長嚴安林等12位學者蒞校參加會議。另將進行圓桌座談，
責人等，就兩岸校園文化、社團發展
討論選後兩岸關係發展及國際格局情勢之新情勢。國際事務副校
等進行交流與聯誼，促進青年學生的
長戴萬欽表示，兩院合作召開研討會已經有15年的歷史，去年更
互動及文化交流。
簽訂兩院「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進行教師與研究生交換，希
學生除參加主題論壇、專題講座
望藉由這次研討會，更促進彼此未來的交流與合作。
外，還參觀天津、北京兩地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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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實驗室擴建竣工 與神通資訊簽約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國企系於8日
下午13時舉辦「陳定川先生國際企業產學菁
英系列講座」，主題為「培育廿一世紀的全
方位人才 -- 永光化學經驗分享」，本次由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偉
望蒞臨演講。
演講分為3部分，每一個部份結束都會邀
請學生上台分享，氣氛相當熱絡，讓學生不
僅僅吸收經驗，也能學習在眾人面前表達。
會中提到永光化學的成長過程、新世代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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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98學年第2 學期退學率1.33% 缺乏課後複習是主因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
導】根據教務處統計，本校98
學年度第2學期大學日間部因
學業退學人數為266人，較97學
年度第2學期的234人上升了32
人，退學率由原本的1.2%升至
1.33%。
退學率最高的前2名仍為理學
院及工學院，其中理學院的退
學人數有，共上升19人。以系
所而言，物理系光電物理組的
退學率8.84%則為各系所最高，
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說，「主

e

演講看板

主辦/地點

1

以 筆特有的半透明技法，模
擬國畫水墨的濃淡應用，在層疊
諸山中以顏色和水墨濃淡，表現
出中國山水畫的透視景色，使畫
面具有深遠的山勢效果。並巧妙
的運用淡色環繞，而有雲層飄渺
於山間，使得 筆運用更貼近傳
統水墨畫。本畫由張炳煌繪作。
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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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快馬公司軟體專案專員廖于涵
求職實務經驗
赫尼曼診所執行長.中華順勢醫學學會
秘書長江啟誠
電子通訊到整合醫學
Av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of. Joni
Adamson
Ecocritism,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Global Indigenous Literature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of. Robert Wanior
The Osages in the 21st Century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部高
級管理師連士傑
人力資源發展證照介紹及經驗分享
中興大學化工系教授戴憲弘
TBA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副
教授蔡慧敏
台灣周邊島嶼之發展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
遊學、留學快樂
經濟系匈牙利籍邵凱婷(Katalin Sogor)
聚焦匈牙利
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王子敬
Looking for Dark Matter
中國時報家庭版專欄作家馮志梅
好想談戀愛 - 如何愛與接納自己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守正
文學史的敘述與隱喻
英商施羅德投信總經理巫慧燕
如何成為具國際觀的經理人
104人力銀行行銷處品牌公關專案經理
周宜樺
面試準備的制勝技巧
台灣東電化公司營業助理李珮瑜
擔任面談主管
蘇黎世產險協理韓建玲
教科書沒教的個人品牌
佳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繆惠南、前DHL
全球運輸公司亞洲區業務處處長王榮
職場生涯經驗談
中華康輔協會理事李勝隆
提升人際關係 – 了解自己.學會溝通
台北榮總資訊室教授江淑瓊
Justifying the High Prevalence of
Microalbuminuria for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in Taiwan with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pproach – A DEMAND Ⅱ
Study
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秘書長李培芬
商業服務業國際發展趨勢以連鎖品牌
為例
大傳系碩士研究生吳致寬
如何準備研究所與交換學生學習心得
分享
研華科技公司國外業務蔡尚娟
俄語學習與職場
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研究員劉
大年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機會與挑戰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謝智源
兩稅合一與經濟成長

員福會中台灣採果樂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由員工福利委
員會主辦之「中台灣農情蜜意」一日遊活動於
12日登場，有30位本校同仁、6位退休人員、
42位眷屬共78人參加。活動當天，天氣溫暖宜
人，第一站在苗栗通宵「城南有機蔬果農園」
聽取專業人員介紹有機蔬菜，在場眾人皆獲贈
2至3株有機蔬菜。
下午在卓蘭鎮雄葡萄園區及大湖莓有良心草
莓園體驗「採果樂趣」。理學院秘書江夙冠直
呼：「真好玩」，,她表示，自己摘的水果味
道特別香甜，印象最深刻的是「莓有良心」的
「高架式草莓」有別於一般草莓的生長環境，
草莓生長在高架子上，採集容易，「真的是
『莓有良心』耶！」。文學院秘書張寶愛則
說，本次活動雖然時間緊湊，但是和同仁一起
「濃情蜜意」出遊的感覺，令其難忘。

兩岸青年聚天津 交流領導力論壇
人文景觀。財金四鄭富仁表示：「很
開心能參加兩岸交流的活動，在短短
的一週中，許多來自不同地區的學
生，因為觀念、態度的差異，讓我有
完全不同的體驗；雖然大陸學生講話
能夠引經據典、學識相當淵博，但是
個性顯得內向、嬌羞；相較之下，台
灣學生外向、活潑，很不相同！也因
為這次交流，結交了許多好朋友，甚
至還互換明信片呢！」

「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徵文
【本報訊】慶祝60週年校慶系列活
動中，公關及文宣小組監製完成《那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些淡江教我們的事》影片，引起校友諸多
迴響，其中楊雅喆編導的《Rehearsal》和
陳慧翎編導的《Action》短片段落，受邀
參展今年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透視介－
台灣新勢力」單元。
為了讓大家一起來說淡江的故事，公關
及文宣小組舉辦觀賞後心得感想徵文活
動，召集人徐錠基主任秘書表示:「除了
藉此傳達辦校60年自由、開放、多元的理
念，更彰顯豐碩的大學教育成果」。即日
起至12月31日（週五）截稿，字數300字
以上，邀請淡江人踴躍線上投稿。 網址
http://t2006.tkutimes.tku.edu.tw/New/2006/
onlinepost.php。投稿即贈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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