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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萬研究獎助 激勵202位專任教師

█淡水
日期/時間

張校長道服現身
體表會師生驚艷

獲獎名單如下：化材系教授黃國楨、何啟東、葉和明、
董崇民、鄭廖平；資訊系教授石貴平、張志勇、副教授林慧
珍、許輝煌；物理系教授彭維鋒、張經霖、林諭男、助理教
授劉國欽；化學系教授王三郎、李世元、副教授陳曜鴻；決
策系教授歐陽良裕、廖述賢；水環系副教授張麗秋、助理教
授戴璽恆；電機系教授丘建青、助理教授吳庭育；數學系教
授曾琇瑱、教科系副教授何俐安、會計系教授張玉坤、機電
系教授洪祖昌、統計系教授林志娟、國企系教授陳幹男、運
管系教授姚忠達。
97學年~99學年專任教師研究獎助統計表
項 目

學年度

97學年

98學年

99學年

第1,2,3類總經費(萬元)

1,928

2,170

2,250

通過審議(篇)

329

393

432

教師(人)

172

196

202

獲20萬以上(人)

14

25

29

（圖表／淡江時報製）

教學優良教師與教材 100位獲獎勵

上圖：熱鬧非凡的「滬動一甲子」體育表演會於本月20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校長
張家宜擔任神秘嘉賓，特別穿上劍道道服表演，以一記「面部打擊」，驚艷全場！（攝影
／馮文星）
下圖：十項全能的體育表演熱力四射，其中本校競技啦啦隊以青春活力的演出，成功吸
睛，High翻全場！（攝影／陳芝嫻）文詳四版。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98學年度教學優良
教師及99學年專任教師教學優良教材獎勵名單出
爐囉！教學優良教師共有中文系教授陳文華等
73位教師獲獎，各得2萬元獎金及獎狀乙紙。教
學優良教材共有中文系教授盧國屏等27位獲獎，
獲獎優良教師文學院有8位、理學院8位、工學院
15位、商學院9位、管理學院12位、外語學院10
位、教育學院6位、全創學院2位、體育室3位。
教學優良教材獲獎勵教師，文學院6位、理學
院7位、工學院4位、商學院1位、管理學院5位、
外語學院4位。獲獎名單詳網頁 http://www2.tku.
edu.tw/~ap/present.htm ，於歲末聯歡會上頒獎。
陳文華認為，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教學方
式，對於專業科目的知識要有一定的把握，才能
讓學生理解。他在教學前會將要講解的作品先在
腦中溫習一遍，再設身處地的為學生設計出適合
的教材，考慮如何帶進入作品的意境，讓學生在
學習的過程中有所成長，並進一步產生興趣。

國科會計畫案 本校通過率52.5%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由研究發展處公佈之「99學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案申請率暨通過率」截至9月14日止，本
校申請總件數共551件，較去年增加9件。通過件數共289件，
通過率52.5％也較去年上升1.8％。
在本校學院中，前3名以理學院通過件數58件，通過率
78.4％居冠，其次為工學院通過件數93件，通過率55.0％及教
育學院通過件數22件，通過率53.7％。物理系則以85.2％，
23件為各系之首；其次為數學系83.3％，15件；第3名為土木
系78.6％，11件。其中，教育學院進步顯著，通過率較去年
增加17％，工學院、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院也都比去年提

升。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尚文表示，本校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案之通過率逐年攀升，代表本校對於研究的重視。除了定
期舉辦國科會計畫申請之說明會外，還提供如回饋金、學術
研究獎助金等獎勵，鼓勵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他認為，一
流大學的條件在於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三方面的發展，利
用研究輔以教學，將新知識注入教學之中，達到相輔相成的
效果。現今高科技知識大部分出自於大學，大學儼然成為一
個醞釀新知識的溫床。

打造五年一貫 理管兩院重研究拼競爭力
【記者黃雅雯、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工學院
首屆「大學部學生申請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
99學年度實施大學部學生五年一貫，加入管理學院會
計、統計、資管、運管4系及理學院。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示，從外界找尋好人才，實屬
不易，因此希望能藉由「五年一貫」將優秀學子留於本
校，並縮短修業年限。理學院院長王伯昌也表示，「留
住人才！而人才不只是成績的表現，在專題研究上的能
力更是考量的要素！」兩位院長同時談到在淡江修讀
五年一貫，使學生們更能心無旁騖地學習，除奠定扎實
的基礎，以期未來能更深入地研究該科專業。王居卿指
出，未來目標希望能打造至少兩個頂尖研究領域，以期
未來更具競爭力，另外將深入與國外姐妹校合作，如：
交換生、交換師生、舉辦研討會或學術共同研究等活
動，藉此深入的國內外校際研究合作計畫。
目前在修習五年一貫的工學院航太四黃兆廷表示，
「大學部學生申請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讓他從
大四開始接觸論文研究，比其他學生早了將近一年，雖
然必須同時兼顧系上必修科目，但是在學費和時間的節
省方面都有顯著幫助，有了這一年的時間，我可以更早
進入社會，或做自己想做的事！」
統計三郭弋綸表示，有了這項制度後，對於想要考專
心研究的同學而言，是個好消息！同學們可以專心準備
自身專業，想繼續在本校深造的同學來說，更是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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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翼，可以更清楚了解學校本身就有的資源，並做更有效率的應
用！化學四蘇仁屏表示，「五年一貫學、碩士學位」對於未來有
明確目標或規劃的學生有極大的助益，藉由此計畫，確立未來的
目標並縮短其完成的時間。

保險系圓桌論壇 CEO齊聚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保險學系於18日上午9時舉辦
「淡江大學60週年校慶保險CEO圓桌論壇」，由美國華聖頓州立
大學財金保險與不動產系教授賴志仁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風險
管理學會副理事長張嘉麟、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秘書
長洪燦楠、富邦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楊清榮，以及新光人壽協
理謝文龍與會，發表「後ECFA時代：台灣保險業在大陸發展的
機會與挑戰」論壇，賴志仁表示：「中國保險市場現在每年的保
費成長率是15%，一般開發中國家只有3%到5% ，所以15%是很高
的，所以這是個絕佳的好機會」。
圓桌論壇上貴賓發表各自的經驗與見解，張嘉麟說：「台商在
大陸的優勢，就保險業來說，是人與文化。」洪燦楠說：「台灣
保險業到大陸最大的困難，大概是合資問題。」謝文龍表示：
「我們要把保險公司當作為大眾謀利益的這樣一個公司，這樣的
東西當然講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很難。」
會中，還有約40位的學生參加，保險碩二李奕慧表示：「現在
對大陸市場不太了解，而未來免不了要接觸到，聽完論壇，就可
以先努力，在語言能力與研究大陸文化、習性、法律方面做準
備，將來如有機會進入大陸市場，就能比較容易適應。」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中文二蘇湘婷表示：老師上課非常有系統，講解時非常有畫面感，
將我們帶入情境裡，實際體驗作者寫作時的心境，有感同身受的感覺。
體育室體育教學組教授謝幸珠表示，體育課的彈性很大，只要基本的技
巧再做一些變化，就可以讓課程更加活潑。她希望可以提升同學的體適
能，達到健身的作用，在課前都會事先準備及演練，上起課來更加流
暢。她笑著說：「充電是很重要的」，所以會持續的參加研討會，充實
自己。水環二黃鈴真說：「老師課程內容很活潑，不會硬性安排上課的
流程，讓我們可以學到課堂外的知識。教學時都會先示範，且教得淺顯
易懂，學習起來很輕鬆，透過老師的教學讓我更喜歡上體育課了！」

建構淡江戰略學派 出版叢書塑平台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為建構
「淡江戰略學派」，於18日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淡江戰略
學派研究叢書簽約儀式」，由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與文京出版機構
總經理林世宗代表簽約，將與文京出版機構合作出版《淡江戰略
學派研究叢書》。翁明賢分析，戰略所是本校的一大特色，希望
能透過該學派的成立，為國內戰略專家提供一個平台，成為國內
的一股力量。
林世宗表示，淡江戰略學派是國內開創戰略學派的先驅，為學
術及教學立下一個基礎開端。翁明賢表示，該叢書為淡江戰略學
派的核心工程之一，有8冊即將出版；他進一步解釋，自今年5月
的「紀念鈕先鍾老師研討會」，到11月的軍武大展，出版叢書為
此學派的第三波活動，目的在建構及蒐集學派與學者間的討論及
研究，希望透過叢書產生影響，或提供國家戰略政策相關意見。

請假系統即日上線 自然人憑證或帳號密碼登入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請假系統本日起啓用，網址為
http://lm.tku.edu.tw 。12月份之假單仍以紙本辦理。100年1月1
日起改以「請假系統」於線上辦理。人事室第二組組長彭梓玲表
示，使用線上系統可將作業迅速又正確完成，且增加人力資源的
運用。自然人憑證尚未辦理校內註冊者，請攜帶本校服務證及自
然人憑證洽資訊中心專案發展組( 商館大樓 B311 室 ) 辦理。

日東北大學參訪本校招生作業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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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獲30萬元以上獎助教師 黃國楨 何啓東 彭維鋒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人事室公布99學年專任教師
研究獎助名單，以A&HCI、SSCI、SCI、EI、THCI Core、
TSSCI收錄之期刊論文提出申請者，共計202位教師，432篇
通過審議，較去年增加6位教師、39篇論文。總經費2,250萬
元較98學年超出80萬元。
獲獎教師人數以工學院的81位居首，其次為管理學院40
位、理學院39人、商學院23位、教育學院8位、文學院4位、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3位、外國語文學院及國際研究學院各2
位。總獎助金額前3名分別為：化材系教授黃國楨34萬元、化
材系教授何啟東30萬元、物理系教授彭維鋒30萬元。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從獲獎人數及篇數的成長，可以
看到淡江的研究風氣越來越濃厚，可以預見未來一定會有更
大提升。虞國興認為：「研究和教學是相輔相成的。」老師
可以多推動專題研究，以教導學生研究的方法讓他們體會其
中樂趣，進一步培養學生的研發能力。
本年度共有29位老師獲20萬元以上獎補助，其中化材系有5
位教師獲得，居第1名，資訊系、物理系各有4位，化學系有3
位，決策系、水環系、電機系各2位，數學系、教科系、會計
系、機電系、統計系、國企系、運管系各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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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作品表現出小貓望著水缸
內游動的魚兒有所圖謀，也很像
魚兒在誘惑著貓來侵犯，雖然兩
隻動物都靜止著，但是暗藏玄機
卻又不易達成。作者金開鑫先生
曾任中華民國漫畫協會理事長，
擅長水彩畫及漫畫，對 筆作品
也有相當心得，本作線條及物景
處理均很得當。
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學校要聞版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東北大學高等教育開發推展
中心教授石井光夫等於22日來訪，針對本校研究所考試的方法、
內容及現狀進行意見交換。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秘書室主
任秘書徐錠基，以及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等，於
T306進行簡報與座談。
石井光夫說明，日本的研究所於1990年後，因數量擴充及制度
的多元化，學生來源及入學方法、標準也變得多元及複雜化，因
此希望藉由此次參訪，重新檢討保證「學力水準」及「廣泛知識
和能力」的考試方式。戴萬欽於座談中分享本校經驗，他表示，
本校在職場上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1肯定，除專業知識外還輔以
團隊合作及人群接觸等均衡發展，因此才能獲該殊榮；此外，研
究所入學方式，本校的制度也不馬虎，資料審查、面試教授的聘
請等，都經過嚴格的審定。會後，教務處招生組特別準備本校招
生相關資料，讓來訪人員帶回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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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葡萄牙代表周麟
我與伊比利半島之因緣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組科員林
紹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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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洪嘉聲
創業－你也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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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集團長榮鳳凰業務總監楊竫如
迎接台灣國際觀光飯店的大未來－
為什麼我們看好台灣的旅遊觀光市場
台灣海岸兩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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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最新經貿法令問題及台商因應
之道-外匯、稅務與勞動規定及其
衍生之問題

公行系系列講座 深耕智財權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於22日
上午10時在B309教室，舉辦智慧財產權專題
講座－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著作權，由智慧財產
法院法官蔡惠如蒞校主講，針對「著作權之基
本概念」進行講座，專題結合實際案例，讓與
會同學更清楚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以免誤觸法
網得不償失。
法官以時事為例，讓著作權更貼近生活。公
行碩一李恩展表示，不僅加深對著作權的印
象，也讓我更了解到著作權相關的規定。公行
系系主任王一峯指出，相關智慧財產權專題講
座系列，依層次角度不同來談商標、專利、著
作權等，未來計畫加入通識課程中，讓智慧財
產權深入同學生活中。

100學年碩士招生 報名在即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碩士
在職專班、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及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數學教學碩士學位
班招生考試於12月10日公告簡章。網路報名為
1月10日至2月23日下午4時止，考試日期為3月
6日。招生簡章可向淡水或台北校園總務處購
買，或教務處網站﹙http://www.acad.tku.edu.
tw/exam/exam1.htm﹚點選簡章自行下載。
10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於12月15日公告
簡章。報名日期為1月20日上午10時起至2月15
日下午4時止。筆試及一階段面試日期為2月28
日﹙週一﹚；建築系、英文系、戰略所、教心
所面試日期為3月20日﹙週日﹚。詳細資訊請
詳招生簡章，可現場購買及函購，或至本校
招生資訊網頁﹙http://www.acad.tku.edu.tw/
exam/exam1.htm﹚查詢及下載。

歐盟獎學金競賽頒獎暨成果發表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歐洲聯盟研究中
心17日下午2時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歐
洲聯盟研究獎學金頒獎典禮。頒獎項目為舒曼
宣言朗誦及歐盟徵文競賽。歐洲聯盟中心主任
郭秋慶及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到場
致詞揭開序幕。
舒曼宣言競賽中文組第1名日文二艾立克郭
代表所有得獎者上台以中文朗誦舒曼宣言，來
自荷蘭的他表示，很開心能夠獲得評審青睞；
徵文競賽分為研究生及大學生組，主題分別為
如何增進台灣與歐盟之關係及歐盟形象之我
見。研究生組第1名歐研二姚睿表示，感謝歐
研所老師的指導；大學生組第1名國企四劉思
岑表示，大三去維也納大學留學1年及遊歐的
經驗，讓她對歐洲的社會、經濟、教育等人文
景象印象深刻。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 觀摩安全校園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一行
20人17日由上海市學校後勤協會名譽會長楊奇偉率領來
校參訪；另外，上海杉達學院副校長賈巧萍一行7人，
也於20日來訪觀摩。
17日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總務長鄭晃二等在
SG319會議室進行簡報及座談。楊奇偉表示，來訪主要
考察台灣高等學校後勤（總務處）服務及安全管理，並
了解校園安全監控與緊急事件處理之作業流程、防範機
制。座談後參觀本校校園安全設施，並由鄭晃二說明校
園安全與維護的方式。來訪人員對於本校美食廣場使用
不鏽鋼便當盒、提倡校園節能減碳的成效，並獲得國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安全學校表示讚賞。
杉達學院來訪則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
華、資工系系主任郭經華、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等，
在FL505進行簡報與座談。賈巧萍表示，杉達學院創立
於1992年，課程、學務等背景尚未成熟，因此至本校取
經，希望藉由觀摩、參訪提供治校參考。座談時，參訪
團對於本校實施的服務學習課程興趣濃厚，並表示將學
習及應用於該校。隨後參觀圖書館、日文系、資工系及
學務處，杉達學院電腦學院副院長陳楠生稱讚本校資工
系，擁有許多主題實驗室，並表示將以此為模範。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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