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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淡江大學為題材的集錦
作品，作者先將各種校園景物融
為一體，充分展現學校的各處景
點。再運用 筆的線條和顏色的
功能，巧妙取用繪製而成。全幅
顏色的調和不失校園特色，而且
看起來相當自然，這是 筆在選
用顏色相當精準所致。作品右上
方由張炳煌教授用 筆以行書寫
成，更具有學校的內涵。 （圖文
／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筆書畫展 ：淡大校園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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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雙連霸

評

《遠見》

《遠見》與104人力銀行評鑑 本校第二 僅次成大

1 （1） 國立成功大學
2 （3） 淡江大學
3 （2） 國立台灣大學
4 （6）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5 （4） 逢甲大學
6 （11）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7 （5） 輔仁大學
8 （--）東吳大學
9 （--）銘傳大學
10（--）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註：（）內為去年名次；（--）代表未入前20名榜單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104人力銀行

【記者陳頤華、歐書函、黃雅雯淡水校園
報導】企業最愛本校再傳捷報！繼2011年天
下《Cheers》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大學生」
連續14年蟬聯私校第1；又一項調查寫下新紀
錄！根據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合作「2011
企業最愛大學評鑑」調查，淡江首次打敗台
大，排名第2，為私校第1五連霸，僅次於成
大。兩項調查本校雙雙蟬聯稱霸，表現犀
利！
本調查針對企業主管以四項指標評比，包
括畢業生表現、畢業生素質提升、自我能力
提升、危機應變處理，根據統計，本校在畢
業生表現、自我能力提升及危機應變處理等
項目上分數大幅提高，是擊敗台大及國立大
學的關鍵，打破以往國立大學畢業的傳統優
勢迷思。
消息傳來，本校許多學生、校友欣喜若狂
地在facebook轉載此則捷報，國企四易采宣表
示，昨晚看到這則訊息，除了驚訝外，更注
入一劑強心針，以前聽企業老闆選才、錄取

標準，總是以國立為主要優先，看到這則新
聞後，覺得私校未必起跑輸給國立。國企三
羅浩瑋說，淡江學生求學路上很多時候要靠
自己，形成的讀書習慣與國立大學不同，加
上淡江人「愛玩」，從社團中往往能玩出書
本上學不到的危機應變。在得知本消息後，
他也在自己的facebook上轉載調查結果，對於
擠下台大排名，他直呼，「太爽了！」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不只學生感到
很光榮，教師們也同感榮耀！」相信這是全
校學生自我不斷要求、精進所獲得的肯定。
而雖然本校在《Cheers》、《遠見》雜誌調
查皆雙雙獲得桂冠，但學校仍不斷思考如何
增進學生應變力、活動企畫力、解決問題等
能力，因而著手規劃「社團經營與團隊發展
學門」，並預計於100學年第2學期實施。虞
國興也認為，學生在學時期不斷累積實力，
使得進入社會時，才能因「準備好了！做出
貢獻。」這是畢業生自我的期許及努力，所
獲得的肯定。他也談到，淡江是私校，「會

以辦學成效來吸引優秀學生」，虞國興也具
體提出未來淡江將以校務發展計畫中規劃的
「產學合作」、「各院設特色學系」等，來
持續擦亮淡江的金字招牌！虞國興要淡江人
「不要自滿，持續精進！」。他並且許淡
江生一個承諾，「學校會在辦學上不斷思索
『好還要更好！』提供學生最優質的學習環
境及設備。」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表示，「校風自由」配
合「三環五育」的教育方針，讓學生的自律
性高，相對強化危機處理的能力。未來本校
將致力於提升畢業生外語及專業能力，與業
界合作取得實習機會、加強校友企業合作、
提供畢業生就業名額，並讓準畢業生有實習
機會，以期創造雙贏的局面。他強調，「就
業博覽會」的舉辦，就是鼓勵全校同學踴躍
參與，提早讓同學培養新鮮人應具備的特質
與能力。本校重視學生的「品德」、「倫
理」，並用心辦學塑造好口碑，使形成具有
吸引優秀學生的良性循環。

100學年 向陸生招手正式啟動

【本報訊】招收大陸學生正式啟動！本校經教
育部核准100學年度招收大陸學生計有16系所，56
個名額。有博士生1名、碩士生10名，學士生45
名。另外，本校將提供5名，2年免學雜費獎學給
大陸來校研修之學生。
國交處表示，本次為國內各校首次招收大陸學
位生，本校師生以系所、院、校三層次，同時展
開多項招生宣導工作，包括：系所主管親臨大陸
招生、校友協助舉辦招生說明會、校友在大陸協
助宣傳、本校大陸交換生協助宣傳。
同時也因應大陸學生來校研修之政策，本校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已於18日召開大陸學位生
招生工作會議，預定招收大陸學生之院系所主管
與會。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示，

本校校長張家宜率團訪問北京大學與校長周其鳳合影 。（圖／校長室提供）

張校長訪北大等3校 促交流合作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前往大陸
訪問，此次出訪，成果豐碩，進一步
提升本校與三所大陸名校的學術合作
關係。
張校長於20日在北京訪問2所姊妹
校，先後與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北
京理工大學書記郭大成及校長胡海岩
會面，就彼此進一步學術合作交換意
見。
由張校長率領的本校訪問團成員包括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理學院院長
王伯昌、商學院院長胡宜仁、外語學
院院長宋美璍、數學系系主任張慧京
及國交處組員林玉屏共7人。
北大校長周其鳳與副校長李岩松等相
關學院院長及行政主管，接待本校訪

問團進行座談，討論既有的合作與未
來進一步的發展。北京理工大學郭大
成書記與胡海岩校長亦率領該校多名
院長教師等與本校訪問團座談，也談
及該校畢業生未來至淡江就讀事宜。
張校長一行接著於21日訪問天津南開
大學，與校長龔克及本校在該校交換
生見面。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
表示，北京大學與本校外語學院及數
學系一直有密切的學術交流合作；北
京理工大學於100學年度將有交換生來
校；而南開大學在本校60週年校慶時
來校祝賀。張校長率領的本校訪問團
不僅加深與各校的情誼，也促進未來
更深度的交流。

企業最愛私校 家長校友們都說 真讚！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在天下
《Cheers》及《遠見》雜誌調查企業最愛大學，雙
雙蟬聯私校第一。而在天下《Cheers》這項調查
中，淡江除獲得各項私校第一外，在「新人表現超
出預期」、「金融業」、「一般服務業」等獲得優
異成績，更獲得家長、校友的讚揚。
中文四詹翊佩的母親李碧梅表示，女兒以前較沒
自信，但自從在大二時轉至淡江就讀後，私校第
一的品牌深入她的心，讓她找回自我，不再自怨自
艾，此外，淡江多采多姿的活動訊息，專業的師資
及豐富的資源，讓女兒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能被妥善
照顧，因此更加努力充實自我專業，進而慢慢拓展
視野。後來更在老師的引領下，大三時獨自前往山
東大學，不僅拓展了國際視野，更確信知道自己要
的是什麼！「很感謝淡江，讓翊佩不再自卑，甚至
能獨立思考，真的讓我相當引以為榮！」
元大銀行風險管理部資深專員、財金所校友陳庭
祥分享，在金融業服務壓力確實很大，因此除須具
備專業外，更需擁有抗壓性，在校期間系上教師秉
持著「該當則當」的作風，努力熬過來後所得到的

林園高中師生來校 學長姐親切談校園點滴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
咦！校園多了群臉上雀躍的年輕
面孔！來自高雄的林園高中於14
日，由林園高中輔導主任李玉民
帶領師生約300人來校參訪。行
程包含由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介
紹商學院系所、物理系系主任周
子聰簡介理學院。另有本校高雄
校友會介紹淡江，並分享在淡江
的生活點滴。
李玉民表示：「學生們覺得淡
江的校園環境非常良好，可惜由
於行程關係停留時間較短，如果
之後有機會，將停留時間拉長，
讓學生多了解大學課程和生活，
作為未來選擇校系的依據。」在
校園參訪的部分是由招生組和高

雄校友會的大二同學帶領，法文
二劉宇茵說：「除了介紹學校建
築物外，也跟來自高雄的他們分
享宮燈姊姊的鬼故事。他們相當
踴躍問問題，對於淡江十分有興
趣！」。土木二吳健平也表示：
「他們帶著南部的熱情來認識淡
江，雖然只能短暫的體驗，但他
們離開時帶著笑容拚命揮手的樣
子，令我們印象深刻。」
招生組表示，近期將由各地區
校友會幫忙帶領高中參訪，期望
中 南 部 的學校能更深入了解淡
江，近期將有雲林的揚子高中、
台中的東山高中也將都陸續來校
參訪。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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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生來台與淡江學生一同學習，相信彼此的
互動，對學習會帶來正面的助益。另外，國交處
在未來將會設置一個境外生的輔導單位，以期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
碩、博士班報名時間為4月14日至5月6日，預定
6月8日放榜；學士班招生時間為5月16日至6月16
日，預定7月4日放榜。核准系所有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大眾傳播學系、化學學系、建築學系、土
木工程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
系、產業經濟學系、英文學系、法國語文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教育科技學系、教育政策與領導
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資訊創新與科技學
系軟體工程組、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通訊科技組
等16系所。

高雄市立林園高中師生約300人，14日來校參訪。 （圖／招生組提供）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韌性」，正是最大的優勢！再加上淡江學習風
氣自主，因此能培養多元的人才是必然的！陳庭
祥更補充，淡江人出社會後，可加強「懷疑」、
「研究」精神，相信可在各方面表現更出色！
去年甫畢業，苗栗社區大學公館學習中心主
任、資管系校友莊雅婷表示，目前的工作常須與
人接觸，「透過資管系畢製及2年來在淡江時報
擔任記者的磨練，讓我更懂得待人接物，及團隊
合作的重要」，其中，更讓我學習到擁有對於工
作的責任感，且能較快適應新環境、新工作的挑
戰，是較同儕出類拔萃的因素。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4/25(一)
13:10
4/25(一)
16:10
4/26(二)
10:00
4/26(二)
10:10
4/26(二)
13:10
4/26(二)
13:30
4/26(二)
14:10

保險系
B505
決策系
B511
教科系
L103
美洲所
T306
歷史系
L416
教科系
L203
保險系
B505

4/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4/26(二)
16:10
4/26(二)
16:30
4/27(三)
15:00

法文系
B217
建築系
Q409
日文系
T311

4/27(三)
16:00

資管系
B504

4/27(三)
16:10
4/27(三)
20:00
4/28(四)
08:10

法文系
E509
國企系
B614
決策系
B601

4/28(四)
09:00

企管系
B703

4/28(四)
12:10

生輔組
SG317

4/28(四)
13:00

日文系
T408

4/28(四)
14:10
4/28(四)
14:10
4/28(四)
14:10

演講人/講題
蘇黎世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郭鴻文
營業中斷保險案例分析
台北市電腦公會主任李柏峯
綠色供應鏈與資通訊科技應用
台灣知識庫（股）公司產品暨事業群顧問服務部經理杜佩玲
台灣知識庫數位教材成品與專案經驗分享
外交部中南美司司長郭永樑
你所不知西語國家外交工作
中家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德瀚
如果有人早點告訴我
大稻有限公司業務經理張友信
知識的特性與知識螺旋
國泰人壽營業企劃部副處長吳國輔
中國大陸保險市場概況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研究員董崇禮
size dependence of ferromagentism in
nanoparticles:An x-ray spectroscopic study
文化大學法文系系主任李允安
用樹形學法文文法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教授龔書章
保持進行式-一半是觀者，一半是行者
優志旺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理江建華
概觀日商業務工作
台灣康寧顯示科技人力資源處長盧忠義
高科技產業之人力需求與求職者應具備
之工作態度與技術養成
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長沈真宏
現今國際情勢與法語人才的展望
利安生技公司協理周啟陽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
神達電腦經理邱兆達
能源產品業介紹（太陽能／電動機車／LED照明）
Senior Operations & customer Services
manager,total lubricants Hong Kong蔡淑如
全球供應鏈之管理
營養師黃珮榕
「健康生活，健康饗受」講座
Ltd.,Taiwan Branch 偉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小竹優美子
台灣之日本企業求職狀況及日語人才市場需求現況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主任吳忠武
Assessing the lifetime performance
index for Rayeigh products based
開南大學、交通大學國家講座教授曾國雄
決策系 New Frontiers of "Multiple Attribute
E680 Decision Making：Theory and
Applications"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主任吳忠武
管理學院 Assessing the lifetime performance
B302A index for Rayleigh products based on
the Bayesian test proceduce
統計系
B302A

4/29(五)
10:10

法文系
T703

中山女中法文教師黃璿基
如何準備法語檢定考試

4/29(五)
14:10

財金系
B505

台灣大學財金系教授王耀輝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he S&P 500
Index and VIX Option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S&P 500 Index

4/29(五)
16:10

歷史系
L212

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龍心
暴力、傷痛與歷史記憶的重塑

4/30(六)
10:00

企管系
B503

美商哥倫比亞公司人力資源經理賴以倫
如何找到好工作？談面試技巧與生涯發展

台北校園
4/26(二)
18:20

電機系 昱源科技董事長盧崑瑞、瑩端科技技術長馬襄明
D504 雲端應用與工作分享

4/26(二)
20:00

決策系 泛亞國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丁金輝
D501 從財報檢視公司價值與風險

4/30(六)
09:30
5/01(日)
10:00

商管聯合碩士
寶來投信總經理劉宗聖
在職專班
台灣基金業之未來展望
D324
亞洲所 日本MSK基礎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所長櫻井真
D522 東日本震災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世界閱讀日齊步走 談數位新閱讀
【記者湯琮詰、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當圖書館遇到電子書會擦出什麼樣的火
花？本校圖書館舉辦「閱讀--交‧享‧
樂世界閱讀日活動」，活動內容有「變遷
中的閱讀」主題書展、「數位閱讀新利
器」商品展示、「數位時代新閱讀」系列
演講等活動。活動一直持續到5月，要讓
全校師生體驗數位新閱讀，詳細活動內容
可至網站查詢（http://blog.lib.tku.edu.tw/
category/8/179）。
已於上週二展開的「變遷中的閱讀」主
題書展，讓您能縱觀人類閱讀史，橫看各
種閱讀文化。圖書館典閱組組長方碧玲表
示，本次世界閱讀活動主題，十分符合時
代趨勢。目前學校圖書館有1百餘萬種電
子書，針對未來空間不夠，電子書是可適
度解決空間問題。俄文三邱庭偉表示，書
展中有不少教你「如何閱讀」的書籍，讓
上週學生利用考試空檔，參觀圖書館閱活區的「變
你在書海之中找到閱讀的技巧，更能重新
遷中的閱讀」書展。（攝影／湯琮詰）
體會閱讀的樂趣，「尤其是在資訊化的現
在，網路與閱讀要如何找到共存的可能，
空間。她也提到，目前要將實體書全汰換成電
展出的書籍提供新的觀點，刺激不一樣的閱讀模
子書仍有困難，首先，電子書以西文為多，中
式！」他也提到，在期中考舉辦的書展，讓考試
文書大部份是簡體版本，正體版本數量相較之
壓力能在閱讀中獲得舒緩！
下顯得不足，再者，電子書檔案格式眾多，沒
針對圖書電子化的未來趨勢，圖書館館長黃鴻
有統一的檔案格式，最後，電子閱讀器的價格
珠表示，現今本館實體書藏量約為130萬冊，已經
偏高，不符合經濟效益。黃鴻珠強調，當未來
超過當初興建圖書館所設定的100萬冊，且實體書
上述的困難排除以後，以目前本館約170萬冊電
仍以每年3萬冊的數量增加，因應方法除了淘汰重
子書藏量，「書籍電子化會是必然的趨勢！」
複書籍，也考慮增加密集書庫的使用，節省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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