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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校務評鑑 本週全員參與全力以赴
13、14日實地訪評 15日專案評鑑 委員將與教職員生晤談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100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將於
本週展開，週三、四（13、14日）
進行校務評鑑實地訪評，週五（15
日）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訪視」及
「大學校院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
況調查暨績效評鑑計畫訪視」專案
評鑑。
「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行程分A、
B兩組，委員於訪評期間將針對各單

位所提供之資料進行檢閱。而實地
訪評委員晤談之名單，已於日前勾
選出，分為A、B兩組，於訪評期間
將分別接受晤談。另外，委員也將
分兩組參觀圖書館、工學院CAE實
驗室、理學院實驗室、體育館（含
社團辦公室）、學習與教學中心遠
距組等。品質保證稽核室表示，校
務評鑑各項資料全校各單位已全力
配合齊備，本校將全員參與，全力

Cheers企業最愛大學生

本校3指標搶進前5名
新人表現 企業驚豔

企業最愛私校Top15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學校
淡江大學
逢甲大學
中原大學
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
元智大學
東海大學
銘傳大學
文化大學
南台科大
實踐大學
世新大學
明新科大
明志科大
正修科大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總排名
1
2
3
4
5

學校
成功大學
台灣大學
淡江大學
台北科大
交通大學

新人表現超出預期的私校（前10）
排名
學校
1
逢甲大學
2
淡江大學
3
元智大學
4
中原大學
5
東海大學
6
輔仁大學
7
東吳大學
8
文化大學
8
銘傳大學
10
大葉大學
10
靜宜大學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
總排名
1
2
3
4
5

學校
成功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科大
交通大學
淡江大學

團隊合作
總排名
1
2
3
4
5

學校
成功大學
交通大學
台灣大學
淡江大學
台灣科大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天下《Cheers》雜
誌日前公布的2011年「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8
大能力指標中，本校去年有2項進入全國前5名，今
年則進步為3項，且為各指標中唯一進入前5名的
私立大學。其中「學習意願強與可塑性高」排名
第3、「團隊合作」排名第4、「穩定度與抗壓性
高」排名第5。
以私立大學來看，8大指標中，本校有7項居私校
第1，較去年的6項進步。7項指標包括前述三項及
「具有解決問題能力」、「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
力」、「具有創新能力」、「融會貫通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術」則次於逢甲。
今年新增一項「新人表現超出預期」調查，本
校在28所私校中排名第2，表示本校畢業的社會新
鮮人，在工作表現上超乎原來預期，表現令人驚
豔，進而提升了對本校的評價。5大產業企業最愛
排名中，本校在「金融業」排名第3，「一般服務
業」則排名第4。（資料來源：Cheers雜誌）

本校節約用水績優獎得獎者王俊明︵左︶，
在中正紀念堂接受經濟部政務次長林聖忠
︵右︶頒獎。︵圖／營繕組提供︶

王俊明獲節約用水績優獎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總務處營繕組水電
技工王俊明獲得經濟部水利署主辦99年度節約用水績優
個人組「節約用水績優獎」。
推薦王俊明參加的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說：「這次得獎
是鼓勵學校在節能減碳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肯定。」在
「節約用水績優選拔活動之個人組」是以單位及個人於
推動節約用水具有效益及具體實行，經評選為優良者給
予表揚。而本校王俊明因在減少廁所漏水、圖書館及
工學大樓採用2段式省水裝置、洗手台水龍頭採感應裝
置、免沖水免用電小便斗等節水裝置外，也為本校每
月節約1萬5千元的水費，而評獲本次愛護水資源有功人
員。王俊明表示，很高興自己平時所做的努力能為學校
帶來節水的肯定。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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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赴。
15日下午13時20分進行「校園環
境與安全管理現況調查暨績效評
鑑」，分2組進行，「環境保護與能
資源管理組」訪視路線為商管大樓
廁所節能設施、營繕組電力監控系
統等；將針對校園人車分道及車輛
停放規劃與管理、節約用電執行績
效等進行訪視。「安全衛生與災害
防救管理組」將針對實驗室安全衛

生及毒化物管理等進行訪視，並檢
閱書面資料。
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進行
「性別平等教育訪視」，由校長張
家宜也是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主任
委員，說明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運作現況。下午3時30分訪視委員
將與淡水及蘭陽校園教職員代表晤
談，並在晤談後與主任委員及相關
人員進行綜合座談。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表示，本校
性別平等教育著重在「教育」的深
化及落實，包括在蘭陽校園的推
展、鼓勵男老師更積極參與性別教
育相關活動、鼓勵將性別議題融入
各專業課程、建置性別平等教育網
站、成立專屬辦公室，還有這學期
成立的性別社群，各項充沛的軟硬
體資源，都將在這次訪評中，向訪
視委員一一展現。

呂秀蓮談民主演化 學生:更能宏觀看台灣

總統呂秀蓮的蒞臨，不僅是對這次義賣活動的肯定，更振奮了大
家的精神。」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上月29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戰略論壇-台灣民主經驗與第四
波民主化」，邀請前副總統呂秀蓮演講。吸引東森、三立、蘋果
日報等媒體爭相採訪，學生迴響更是熱烈，不少外校學生特地前
來參與，會場座無虛席，聽講者或站或坐，一路擠到門口，過程
中同學提問踴躍，會後則爭相要求簽名拍照，造成校園內一陣旋
風。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表示，「鑒於近日北非、中東、利比亞等
革命，希望能以前副總統呂秀蓮的經驗來探討台灣的民主化過
程。」活動當天剛好是青年節，呂秀蓮以黃花崗的故事，結合時
事帶出台灣從民初到現在民主化的過程，並鼓勵學生多看課外
書，以訓練獨立思考的能力。來自俄羅斯的戰略博一柯妲妮提問
關於台灣的柔性國力，呂秀蓮一一解說，她所認為台灣可以發展
的人權、民主、和平、高科技及文化等五種柔性國力。
來自大陸的交換生大傳三王朦表示，透過此次演講讓她認識台
灣的「兼容並蓄」，並佩服地說：「呂秀蓮是位相當傑出且具有
勇氣的女性，值得所有女生向她學習。」戰略碩一郭正原表示，
希望這次演講帶給大家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台灣的民主化。
此外，呂秀蓮在演講前，也響應愛心義賣，參與在海報街舉行
的「2011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並自掏腰
包購買兩包米粉。商管學會會長企管三林佳璇開心地說：「前副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日本研究中心」將於本週六
（16日）上午9時，在台北校園5樓校友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本校
前特約講座教授羅福全；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現任本校亞洲所
客座教授石田光義等將親臨現場。
石田光義將分享他在日本多年「Capstone Program」達成區域活
化產官學合作的經驗，亞洲所副教授蔡錫勳將帶來日本式的經營
管理，加上來自日本民間的戶倉工業、深井環境研究機關，以及
阿部生物科技等單位共同參與。
兼任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的亞洲所所長胡慶山表示：「日本研究
中心的成立，能夠使淡江成為產官學交流合作的平台，如技術轉
移等。強化台日學術交流與研究，同時在各方面促進台日關係。
也感謝張校長的大力支持，和羅福全教授致贈的墨寶，加上石田
光義教授的人脈背景和經驗，希望藉助日本經驗讓各方面的發展
更加蓬勃，未來將有一系列的活動即將展開。」
日本研究中心執行長由亞洲所校友，現任早稻田大學博士候選
人林彥宏擔任，他表示，「台灣和日本同樣都面臨少子化的，呈
現高度競爭的狀態，希望藉由中心的成立，可以帶給同學在產官
學合作之下，有實習的機會。」

【記者陳依萱、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於9日在海報街首
度舉辦「2011大學甄選入學學系博覽會」，各系準備琳瑯滿目的
DM，各攤位天上飛的、地上走的、跳的應有盡有，各系使出渾
身解數，來引發新生的學習興趣。
各系備好完整的課程設計、產學合作等各式招生資訊，包括本
校稱霸世界、魅力銳不可擋的電機系人型機器人及中型足球機器
人，向新生們招手；建築系則在系館中庭秀出大一學生的作品；
而翱翔天空的模型飛機在航太系的攤位中可見，並播出UAV無
人載具飛行比賽的影片；也看到會唱歌的「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
道」，以及本校自行研發，以科技及創意發揚中華文化精華的「e
筆書畫系統」都在資工系攤位上。
法文系大秀系上活動影片；德文系以國際化為主題，由學生演
唱德文歌，製造異國風情；而教科系端出應屆畢業生的畢製作

品－數位教材，使參觀者了解教科系學生的學習內容及成果。也
有讓新生們在緊張氣氛中，可以紓壓的小遊戲出現在中文系的攤
位中。而資傳系秀出漫畫代言人的立牌、印製精美的文宣及年曆
發放，還可憑准考證抽獎！企管系及保險系也不遑多讓，除了在
現場播活動照片外，也派學長姐宣傳暑期企管、保險營。統計系
邀請系友介紹未來發展、擺出歷年刊物；公行系除了安排老師及
學生介紹系所特色，並在考生休息室貼心安排系學會同學為考生
及家長服務。
親善大使在海事博物館、圖書館以親切的微笑，為參觀者介紹
校園歷史及建築特色，為博覽會多添一抹人文風情。招生組組長
王嫡瑜說：「各系努力展現特色，在老師及學長姐的細心介紹與
輔導下，在開學前與學弟妹建立互助的關係，新生們可透過活動
確知自己的志向，並全方位了解校園、規劃大學四年的生活。」

日本研究中心16日成立大會

機器人搶眼 科技真菌吸睛 各系展特色

校友孫光芬自立創業 於溫哥華獲傑出女性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企業管理系校
友孫光芬，日前榮獲溫哥華華人婦女協會頒發加拿
大傑出女性獎。
溫哥華華人婦女協會為慶祝婦女節，每年於婦女
節前夕頒贈該獎項，以表彰女性自立、創業、努力
適應新環境的傑出表現。
孫光芬現為加拿大哥倫比亞省CGA註冊會計師，
提供大溫哥華地區的企業及個人報稅服務，並提供
商務諮詢及人力資源管理等稅務服務，協助新移民
稅務規劃，也以舉辦演講及研討會的方式，幫助客
戶和居民了解加拿大稅務體制的相關資訊。孫光芬
謙虛地表示，溫哥華人才眾多，有許多比我更優秀
的人。她同時勉勵學弟妹，「人生是長跑，永遠的
學習，放開眼界，不要只注重學校成績。大學是人

生自我思考與學習的起步，應著重在 『你被啟發
了嗎？』」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表示，淡江校
友遍布世界，很高興校友的表現受肯定，希望能在
近期邀請孫光芬回校演講。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
表示，很高興系友能獲此榮耀，期望能在近期5月
企管系活動，力邀她參與研討會及EMBA校友會年
會，分享她在國外的點滴。
本校校友孫光芬入選加拿大溫哥華華人婦
女協會傑出女性。（圖／前加拿大校友會會
長王揚文提供）

106師獲國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99年「補助大專校院獎勵
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獲獎名冊於日前公布，本校送審118人，經國
科會審核後獲補助765萬元，共計106位教師獲獎。研發處研發長
康尚文表示，「獲獎表示受肯定，再接再厲！」
本獎助是國科會為鼓勵優秀教學研究教師，如學術研究、產學
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人員資格則不包含行政工作人
員、自公立大專校院及研究機關之退休人員，讓補助能獎勵更多
教師。本校核給比例經本校會議通過，訂定1至3等級，每月支給
獎勵金。第1級為傑出人才2萬5千元；第2級為特優人才1萬元；第
3級為優秀人才5千元。
康尚文說明，為使各校、更多老師有補助機會，國科會將送審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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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11(一)
12:00
4/11(一)
14:10
4/12(二)
13:10
4/12(二)
14:00

4/12(二)
14:10
4/13(三)
08:10
4/13(三)
10:10
4/13(三)
14:10
4/13(三)
15:00
4/14(四)
13:00
4/14(四)
14:10
4/14(四)
16:00
4/15(五)
09:00
4/15(五)
10:00
4/15(五)
14:10
4/15(五)
14:10
4/15(五)
18:00

演講人/講題

文學院、歷史系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文星
L305
教學生涯回顧－教壇37載甘苦談
本校化學系博士候選人呂麗琪、呂建緯
化學系 應用頂空及直接進入式固相微萃取結合氣體層儀來分
Q409 析水中除蟲菊酯殺蟲劑與奶品中含硫化物、鐵模型錯
合物模擬兒茶酚雙加氧酶的研究
教科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辛旻靜
青少年文化議題
L205
美國集團環境生態保護執行長陸蜀棠
水環系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最佳化評估系統簡介
E830 （Resolution of optimal system for air
qualit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Institute
for Superconducting and Electronic
物理系
Materials Professor Xiaolin Wang
S215
Topological insulators :a new plat form for
spintronics,electronics,optics and superconductivity
財金系 保德信高級壽險顧問謝淑琪
B506 邁向金融證照達人之路
資傳系 幻想曲數位內容有限公司導演高嘉淇
O306 電影動畫製作分享－憶世界大冒險
商學院 利未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隆昌
I501
理財與創業之稅務規劃
日文系 遠雄企業大林組董事長主秘賴鈺喬
T311
談論日文同步口譯之技巧
土木系 根基營造總經理黃慧仁
E305 營造廠一級主管給淡江土木系學生的建議
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助理教授郭進星
機電系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of
E830 Decoupled Parallel Manipulators for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大陸所 台灣藝術電視台執行長林天瓊
T505 以媒體角度探討兩岸現況
歐研所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縣調查站第一組組長梁世明
從事公職應有的準備與態度－以法務部調查局為例
T501
土木系 遠雄建設副總蔡宗易
E304 建設公司一級主管給淡江土木系學生的建議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系教授周冠男
財金系
Trader Types and Consequences of
B505
the Disposition Effect
產經系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賴孚權
Hotelling Meets Weber
B511
財金系
D402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華而誠
人民幣幣值變動與影響

李坤崇：以評量找出課程優勢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於上月
3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蘭陽校園CL426同步
舉行「如何依據學生學習評量成果，進行課程
設計與教學改善」研討會，由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主持，邀請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李坤崇主講。
李坤崇提出在網路上以圖示化的方式呈現教
學評量結果，以釐清學生多向度知識或能力變
化，並重新檢討各系課程規劃的優劣，找出課
程的優勢，檢核設計上是否有重疊與落差，李
坤崇指出：「一般大學尤其在選修課程上多有
重複，易造成資源的浪費，需隨時檢討改進，
此外設計課程時應緊密圍繞學校擬定的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以提升學生往後的競爭力。」
此外，需注重非正式課程，如課外活動、社團
等，讓學生學習人際溝通、專業服務、認知環
境等軟性能力。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表示，各
校特色不同，他校的改善方式，要應用於本
校，須有更深入的考量。

歐盟百問大學堂

2萬 等你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是誰能抱走
兩萬元的獎金？選我！選我！由歐盟研究中
心舉辦「歐盟獎學金-百問大學堂‧歐洲常識
王」，邀請全校非歐洲研究相關領域的師生
一同參與競賽，藉此認識歐盟、探索歐洲，
成為歐洲常識王！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主任郭
秋慶力邀大家參與，表示從有獎徵答轉型積
分競賽，是希望激起更多人的興趣，擴大參
與面，「最高金額兩萬元一定要送出去！」
他也透露，只要對歐洲事務有基本了解，靠
團結力量贏得獎金非難事！
比賽採個人與團體混合，團體每組不可超
過4人，即日開始報名起至22日，競賽規則與
報名表請詳歐洲聯盟研究中心網站（http://
w3.tku.edu.tw/eurc/news-detail.asp?id=53）。

即日起關東旗就定位

規則交由各校自訂。本校制定量化標準，針對研究計畫數量、論
文數、產學合作表現進行評估，「由於本次送審量化審核較有利
理工學院，但各校理工申請競爭激烈，通過實屬不易。」
康尚文分析能通過本校評估提出申請的教師表現優良，進一步
能獲補助者則符合國科會標準，「由於國科會針對不同學門審核
標準不同，因此也有優異教師未被通過」，他強調，補助是為鼓
勵教師研究，但他相信有更多優秀教師能透過各種不同管道申請
不同獎助。針對獲獎助者，康尚文希望教師能將成效反映在研究
中，他更進一步提出建議，在審核規則制定中，對不同學門能提
供更多的獎助名額，「如社會科學、語文相關領域之研究加以補
助，鼓勵各院頂尖教師都有獲補助機會！」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

這幅畫題名溪谷奇松，由張炳
煌先生所繪，運用了 筆的功
能，巧妙呈現水墨的特色，不僅
濃淡的配合相當自然，甚至水墨
的感覺亦與紙墨的運用幾乎一
致。畫面中以盤松作為前景，
將山石逐層鋪陳於後，景象和景
深頗為深厚，讓整個畫面頗富
氣勢。尤其是紙張的底色略帶顏
色，使得作品古意十足。 ︵圖文
／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學校要聞版
e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即日起本校各
單位及社團宣傳用的單桿式旗幟（關東旗）
將限定於「海報街（靠近活動中心端）至文
學館下方汽車停車場之道路兩側」。
同時即日起於規定區域以外所有單桿式旗
幟，將由本校事務組僱工逕行清除。公行系
系學會副會長公行二朱豫瑾表示；「限制位
置後可以讓校園看起來更美觀及整齊，再加
上，此路線是大多數人主要活動的路徑，也
不用擔憂會有宣傳不足的情況。但因是限定
位置，可能會有旗幟插放位置不足的情形產
生，希望學校可以安排當週有活動的社團或
系所能優先插放旗幟。」而魔術社社長資管
四陳昱安說：「我認為限定旗幟位置，就好
比申請擺攤時因為位置有限，需要比其他社
團更加快腳步申請，也就是位置有限，先搶
先贏。」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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