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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60校慶：一甲子的焠鍊，再現一紀元的卓越！親愛的淡江，生日快樂！（學習與教學中心約僱人員劉欣怡）

4510萬卓越計畫補助 將擇示範學院前導推動
社團課程化、期中評量、大學學習及博士生TA深耕蘭陽等七項創新
置」，深化為「成果檢核」，強調學校特色
的展現。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本校100至
101年度所提的教學卓越計畫最主要還是依據
98-99年打下的基礎，去蕪存菁並深化之外，
校長張家宜特別提出7項創新特色，包括社團
課程化、期中評量、大學學習及博士生TA深
耕蘭陽等。
本期計畫分成四個面向，包括「教師面」、
「學生面」、「課程面」及「特色面」四個分
項計畫。虞國興表示，部分工作之執行，將選
擇一個學院做為示範學院，藉由該學院之推
動，充分了解過程中所需要的資源及困難，檢
討改進後，第二年再做全方位的推動。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100至
101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結果日前公布
核定結果，本校獲得4,510萬元補助，執行期
間為10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卓越計畫辦公
室表示，相較於去年一年平均獲得約2,400萬
元補助，增加2,110萬元。
根據統計，教育部100-101年度共核定補助
31所學校，總金額約15億6,600萬元。相較於
去年，有4所大學未獲補助，而獲補助之其中
12所大學，補助金額均較去年減少；有15所大
學獲補助金額增加，本校之增加金額為全國第
4高。
本期教學卓越計畫已由第1期強調「制度建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本校285名
2011年1月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台灣進前300名學校

學校

排名

SIZE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淡江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12
80
81
95
136
148
218
243
252
285
295

12
92
144
183
82
89
160
390
253
177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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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校因應教育部頒布之彈性
彈性薪資辦法中獎勵項目
薪資方案，擬定「淡江大學彈性薪資實施
• 教學特優教師每月支領彈性薪資8000元為限
辦法」並於100年2月1日起公佈實施。本學 教 師 教 學 獎 • 教學優良教師每月支領彈性薪資2000元為限
勵辦法
期新任專任助理教授戰略所陳文政表示，
• 教學優良教材每月支領彈性薪資2000元為限
本方案是很好的，可以鼓勵學術人員積極
• 第一類：每月支領彈性薪資二千五百元至七千元為限
專任教師研
• 第二類：每月支領彈性薪資一千元至一萬七千五百元為限
的方案。
究獎助辦法
• 第三類：每月支領彈性薪資二千元至三十萬元為限
該辦法之獎勵項目請見左表，詳細「淡
• 國內新聘專任助理教授，到校一學期內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江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請上人事室
其他
畫獲核定通過者，比照核定通過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經費
網站http://www2.tku.edu.tw/~ap/rules_2.
百分之二十五
htm。

吉字招福喜氣到 新春團拜兔年新氣象

【本報訊】兔年開春新氣象！2月11日上午
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新春團拜暨「品質
保證稽核室」及「日本研究中心」新單位授
信儀式，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虞國興致
詞中表示，本校於去年在大家齊力下共同完成
「系所評鑑」、「60週年校慶」、「教學卓越
計畫補助」等重要任務，並期許在新年度中大
家仍能共同努力，在張校長的帶領下，締造本
校另一個的創新。
現場佈置滿溢過年氣息，桌面上佈滿橘子、
蘋果代表大吉大利及平安等象徵新年度豐碩的
開始！虞國興提到，從二十四節氣來看，若在
大寒當日氣候嚴冷，表示來年度為豐收年，今
年兔年剛好印證此現象，相信本校會有豐收美
好的一年。在新單位授信儀式中，品質保證稽
▲ 核室主任白滌清、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慶山從
虞國興手中接下印信。
虞國興說明，因應教育部的規定，學校若各
項收入20億以上及學生人數20,000人以上，應
依學校規模設置隸屬校長室之專責稽核人員或
稽核單位。因此於99學年第2學期成立隸屬校
長室之「品質保證稽核室」。本校品質管理推

▲新春團拜中以吉字形桌面的橘子、蘋果象徵
大吉大利！（攝影／張峻銓）

數學系教授郭忠勝 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記者陳韵蓁、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日前公布「99年度傑出
研究獎」獲獎人名單，本校數學系教授郭忠
勝獲得數學學門傑出研究獎的殊榮，研究品
質備受肯定！郭忠勝表示，有幸獲得傑出研
究獎的榮譽，真的很高興，表示自己的努力
得到肯定，「研究是條漫漫長路，會繼續走
下去。」數學系系主任張慧京表示，「此獎
代表對郭忠勝長年研究的肯定，我們都很為
他高興！」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獲獎的89位人員
中，以數學學門專長獲獎者有2位，而本校
也是在學術研究類唯一獲獎的私立大學。
郭忠勝為明尼蘇達大學數學系博士，長

期以來研究成果在數學領域極為優異，在
官、學界資歷豐富，曾擔任國科會自然處數
學學門諮議委員、教育部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數學學科中心諮詢委員、國家理論科學研究
中心數學組理論科學榮譽研究員、著名國
際期刊編輯委員等；近5年內共發表近30篇
SCI期刊論文。郭忠勝研究以「奇異性結構
（Formation of singularities）」、「波動現
象（Wave phenomena）」、「自由邊界問
題（Free boundary problems）」、「生物數
學（Mathematical biology）」為中心。其中
奇異性結構是探討偏微分方程解之奇異性分
析；波動現象則著重於探討自然界中行進波
螺旋波等之存在性及特性；而自由邊界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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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討論解的存在性與漸近性；至於生物數學
則是跨學科領域，利用數學理論與方法對生
物學界建模進行分析。郭忠勝表示，一般人
可能認為花時間在學習數學很奇怪，但其實
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數學的推演證明，無形
中可強化學生邏輯分析推理能力，這對以後
不管從事什麼工作都是相當有幫助的。
張慧京表示，對於郭忠勝獲此榮譽與有榮
焉，且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在私立大學裡是相
當難得，這件事同時也激勵本系年輕教師，
更積極投入研究。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分為學術研究類及
產學研究類，獲獎者將獲獎狀及連續3年每
年新台幣30萬元獎金。

職能培訓課程報名 多元課程提供行政人員自修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人事室
主辦99學年度第1學期「行政人員職能培
訓課程」，開訓課程總計辦理32場次，開
訓課程包括專案管理、創新思維等，從課
後滿意度調查中顯示，以「授課老師授課
方式及說明」多數人對於課程皆給予正面
的評價，滿意度多高達85％以上。
問卷中指出，學員能在培訓課程中學習
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不受常規所限有
助於培養創新的精神；並覺得透過一起上
課，增進彼此交流的機會；也有學員建議

未來可延伸課程內容，提供更符合行政人
員的教學課程讓學習效果倍增。針對這點
人事室人二組組長彭梓玲表示，會事先提
供各課程課程大綱，讓行政人員可做為選
擇課程參考依據。
本學期課程將延攬名師希望可以吸引
更多人來報名，帶動大家自我進修的風
氣。同時人事室針對全勤人員有準備獎品
以資鼓勵！99年第2學期線上報名於21日
截止，歡迎共襄盛舉！報名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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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2/21(一)
10:00

公行系
Q409

2/21(一)
13:00

化學系
Q409

2/22(二)
14:00

保險系
B505

2/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2/23(三)
14:10

商學院
I501

2/23(三)
15:10

經濟系
U403

演講人/講題

當機劇場藝術總監黃明正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能量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ofessor Shelli
R.McAlpine
Synthesis and mechanistic
studies of natural products
with anti-cancer activity
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
執行長吳川
工程技術之變遷危險管理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技術副理黃惠琪
台積電經驗分享
台灣銀行貴金屬部副經理
楊天立
黃金市場趨勢與投資策略
台灣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江淳芳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申請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一舉數得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100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
畫」即日起受理報名，欲申請者請於3月6日下
午5時前完成申請動作，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尚文表示，參與國科會
計畫不僅每個月有固定金額的補助，更重要的
是得到研究的經驗，對於之後推甄及欲參與工
學院4+1計畫都很有幫助，另外，教授應可鼓
勵學業成績優良的學生申請，並指導如何撰寫
申請計畫書。
上學期通過國科會計畫申請的資工四張逸廷
說：「當初是為了推甄所以參與國科會計畫，
但執行後發現收穫很大，也因次更熟悉研究方
法，算是為了未來讀研究所準備。」
動自民國82年起已歷經4次變革發展歷程，從
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開始到現今品質保證稽核
室，象徵本校重視教育品質的最佳證明，期待
品質保證稽核室未來更能強化教學與行政整體
品質，進而提升本校競爭力。
白滌清表示，擔任此重責大任實為誠惶誠
恐，也請大家能夠多協助該室以利各項業務推
動順利，並能結交更多好朋友，期許將校務經
營管理、教學資源及評鑑要務等能夠更加精進
提供最完美的品質服務。日本研究中心是國內
私校第一所專以日本為主的研究中心，將促進
與日本各界及本校姊妹校間之合作。
虞國興進一步表示，過去一年中，本校完成
多項任務外，其中三個重要項目─「系所評
鑑」、「一甲子六十週年校慶」及「教學卓越
計畫補助」─更在大家的齊力下共同完成。新
年度開始即將面臨「校務評鑑」與「校務發展
計畫」挑戰，期許大家能再全力以赴並持續提
升競爭優勢以成為國內高等教育的標竿。

品質保證稽核室開張 精進校務及評鑑品質

【本報訊】隸屬於校長室之「品質保證稽核室」於
99學年度第2學期正式成立，以示本校對於教學及校務
品質發展的重視。
品質保證稽核室主任白滌清表示，為因應教育部高
等教育品質策略及整體校務管理品質提升，因此對於
教育評鑑發展組之業務與校務品質稽核要務進行業務
整合，期許扮演好本校校務行政體系間的溝通橋梁及
教育評鑑要務品質提供，共同推動本校品質管理的重
點工作。
白滌清指出，在未來工作目標中除教育評鑑作業執
行及因應教育部高等教育等策略配合外，將持續進行
校內教學及行政單位全面品質暨稽核管理，請大家協
▲品保室主任白滌清（圖右）自學術副 助以利共同提升本校的整體品質。
校長虞國興（圖左）手中接下印信（攝
影／張峻銓）

李奇茂藝術館 大陸山東正式動工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所設計之外觀的藝術
館，已於去年12月在大陸山東省高堂縣開
始動工，同時命名為「李奇茂藝術館」。
此藝術館不僅展示多元的藝術作品，也期盼
能成為兩岸藝術文化互動的基地，並進一步
與國際交流。
「李奇茂藝術館」外觀設計理念以鄭和下西
洋的帥船為出發點，同時以船型建築當作展
覽中心，是少見的建築形式，李奇茂在設計
時也參考了本校海事博物館的典藏書籍，讓
整體外觀更為完善。
船上3個船桅造型的建築分別以青少年、
成年與老年為分類，以陳設適合的藝術品與
活動，達到「全民藝術」的願景，李奇茂表
示，其中最重視兒童書法與繪畫的部分，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兒童的作品常常被視為塗鴉，但其實有另
一番賞析的價值所在。」
同時李奇茂進一步表示，未來藝術品展示
能善用電腦化作業，「用電腦取代人工的方
式，不僅減少諸多影響藝術品保存的因素，
也希望樹立機構典藏各種畫作的典範。」

圖為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李奇茂所設計「李奇茂
藝術館」之電腦示
意圖。（圖／文錙
藝術中心提供）

人事室主任陳海鳴（圖左）頒
發全勤獎品給工學院秘書彭台英
（圖右）。（圖／人事室提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施建置工作，未來1年將建構多功能微型教學
室，建置職涯平台系統，更新語練教室、電腦
教室、專業教室等設備，提升教學環境與品
質，期許學生不論於未來繼續深造或進入職場
就業均能深獲學術界與業界的肯定。
虞國興表示，教學卓越計畫是長期性的，花
時間及力氣共同努力去做的，一定要留下長期
的成效，盡可能地改善教學環境，幫助老師並
給學生最好的學習環境；更希望能藉此幫助本
校累積學術能量、逐步加強學術風氣，讓全校
師生都受惠，並找到良性循環，導向厚植學術
氣氛。

彈性薪資方案實施 強化學術競爭力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圖中）、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圖左）及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圖右）與
同仁進行新春團拜，期許本校來
年豐收美好。（攝影／ 張峻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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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都可以使用，希望往後可以盡量保持公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根據
開，投入更多人力，協助系所及行政單
西班牙國家科學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
位，分享資訊能見度。」
中心每半年出爐一次的「世界大學
另外，本校在亞洲排名第32名、台灣
網路排名」（Ranking Web of World
排名第10。根據資料顯示，本校近年來
Universities），本校在最新1月的調查
在台灣排名一直維持在第10名左右，顯
中，名次大躍進！從去年567名前進到
示台灣的大學整體都在進步，且其他私
第285名，為國內第1且為國內唯一排名
立大學也有急起直追之勢，如何才能突
世界前300大之私立大學。
破重圍，超越台灣各大學。學術副校長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針對全球超過
虞國興表示，這需要全校共同努力，應
20000所學校進行調查，評比項目包
該真正有效益地建構網路資訊，各系所
括網路數量（Size）、網頁能見度
到底實質提供多少資訊應再檢討，如果
（Visibility）、學術出版檔案數量
能從這個角度進行更新及改善，排名自
（Rich Files）、在Google Scholar中查詢
然能大幅往前。
學者文章被引用數量（Scholar）。本校
黃明達表示，目前有兩個大方向正在
在各項評比的表現均為歷年來最好，尤
進行與研擬，第1是未來將舉辦行政與
其「網路數量」第177名，比上一次進
學術單位的網頁競賽，透過各種面向，
步254名；「學者文章被引用數量」第
讓大家仿效傑出單位，加強與檢討較差
112名，進步265名，兩項皆衝進200名
的單位，提升競爭力；另外將透過資訊
內。「學術出版檔案數量」亦從上一次
中心統一網頁標準架構，提供行政及學
的789名上升至395名；「網頁能見度」
術單位網頁的穩定性和安全性。當然各
雖然只有426名，但亦大幅進步311名。
系應時常更新，將教師的研究成果、指
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表示：「首先要
導學生論文及著作放上網頁，達到資源
謝謝圖書館的幫忙，將各系網址登入到
共享，盡量公開。
搜尋引擎，讓成績持續進步。另外本校
一直保持資料開放、資源共享，讓大家

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執行秘書白滌清也表
示，配合政府政策及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本期新增「1-2博士生TA，深耕蘭陽」、
「2-3能力鍛造，公民實踐」、「3-3發展特
色課程，豐富多元學習」及「4-4升級遠距資
源，課程接軌國際」等4個子計畫；並為加強
橫向聯繫，爰依各子計畫之特色重新整併，
將校友資源由學生面改納入特色面之分項計
畫4，文創課程則由特色面改納入課程面之分
項計畫3，各分項計畫及子計畫名稱亦重新修
訂，以彰顯本計畫之發展及整體性。
白滌清說明，過去本校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獎助下，已完成多項教學制度與軟硬體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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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春暖花開季節，萬象
更新，以 筆來繪製萬花景
象，非常簡單的運用 筆的
特點，只須線條和壓點，然
後妥善運用色彩，很容易將
春天的繽紛景象表現出來。
此作為畫家明天華所作，他
以西畫的技法妥善應用
筆，充分表現這項系統的便
利性和可用性。圖／文錙藝
術中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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