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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訪問歸來 以SFSU服務學習課程為標竿

100學年增學術預算 張校長希冀各系所與姊妹校實質交流

本校學術參訪團與舊金山州大成員合影
本校校長張家宜（前左三）率領之學術參訪團、舊金山州大副校長Dr. Yenbo Wu,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前右二）及該校成員，在座談及參訪後合影。（圖／國交處提供）

徐新逸獲GCCCE最佳論文獎
【本報訊】教育科技學系教授兼學習與教學
中心主任徐新逸於5月29至31日赴大陸杭州市
浙江大學，參加第15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
應用大會（2011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簡稱GCCCE 2011），
以Needs Assessment for Student-Centered
Services on Cyber Campus in Higher Education
為題發表學術論文，獲選最佳論文獎（Best
Paper Award）。
GCCCE是全球華人電腦教育應用學會主辦
的國際學術會議，旨在彙聚世界各地的教育
政策制定者、學者、教育工作者、校長等。
GCCCE 2011今年共有1374篇論文投稿，412
篇被接受，只有110篇可用口頭發表，22篇獲
選為最佳論文。徐新逸除了獲得口頭發表的資
格外，並獲選為該會今年的最佳論文獎（Best
Paper Award）。徐新逸表示，得知獲得最佳
論文獎之後，好開心，心情也頗為激動，原本
是帶著玩樂的心情去杭州，卻意外得獎，「這
真是上帝的恩典與祝福，這個鼓勵對我在研究
工作的自信心，打了強心劑。」

期末考13日起舉行
【本報訊】期末考將於13至19日舉行，考前
開放B119教室供溫書。7、8、9、10日開放時
間為晚上6時10分至10時；6、11、12日為上午
8時10分至下午5時。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
（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若遺失學生
證，須於考試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註冊
組辦理補發；未帶證件者，須提前申請臨時學
生證。

畢業生儘速繳清學雜費
【本報訊】畢業季將至，尚未繳清學雜費之
應屆畢業生，請於8日前至出納組繳納，以順
利完成離校手續。會計室提醒請儘速完成繳
費。

妹校的教師學術
交流。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表
示，這是3年多
來本校第一次大
規模的組團至美
國姊妹校訪問，
藉由參訪，為本
校和姊妹校彼此
的友誼發展、實
質合作及本校未
來特色發展皆打
下良好的基礎。
他也提及，未來
學術發展計劃將
規劃提高教學與
研究的動能，這次的參訪更能將兩者結合。
除了軟體外，4個姊妹校在硬體規劃，例如：
商學院大樓、圖書館、教學大樓等，以及新
的作法及成就，都是值得本校學習的地方。
「現在任務才剛開始，如何提出具體步驟、
和這4個學校有更進一步的合作、落實未來本
校規畫，都是參訪後的職責。」
參訪團成員歸來後，依據張校長指示，將
參訪內容落實於往後的校務工作重點，置於
本版最下方之「學術訪問成果：深化服務學
習 掌握合作要項：雙學位」新聞。

【黃佩如、湯琮詰、林俞兒／淡水校園報
導】校長張家宜率領之本校學術參訪團，前
往美國4個姊妹校拜訪，此行受到姊妹校隆重
的接待。張校長在歸來後表示，舊金山州大
所開設之500門服務學習課程及落實各系與姊
妹校交流的收穫最為豐碩。她同時指出，100
學年將增學術預算，希冀各系所與姊妹校有
進一步的實質交流。
張校長談到，其中舊金山州立大學、加州
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天普大學3校校長都
曾經蒞校訪問，本次的回訪，將有助於未來
合作關係更密切；而馬里蘭大學在美國是聲
譽卓著的學校，希望未來本校教師能與其在
研究方面進一步合作。
張校長談到，舊金山州立大學所開設之
500門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課程，現
有40％的學生都在修習，她也提及，課程內
容以主修科目為主，如英文系學生可以「教
英文」為服務學習。而該校也因此課程，榮
獲美國總統歐巴馬頒發之「社區服務貢獻
獎」，目前全美僅3校獲得，表揚其服務學習
課程對社區的貢獻，值得我校深入了解、學
習。
張校長說明，舊金山州立大學、加州州立
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天普大學已與本校有多
年的交換學生，她進一步指出，100學年本校
在學術研究上將推動一項重點，為各系與姊

本校成功輔導4校 通過國際安全學校認證

本校總務長鄭晃二（左一）協助推動安全校園各項事務，在活動
時與鄧公國小校長李永霑（左二）合影。（圖／總務處提供）

【記 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在97
年通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
安全學校（International Safe School, ISS）認
證，成為全世界第一所「國際安全學校」認
證的大學。接著本校又成功建立國內首例以
大專院校經驗協助公部門推動安全學校之模
式，自98年起持續輔導淡水區鄧公及文化國
小、汐止區秀峰國小及中和區南山中學4所學
校，順利通過國際安全學校認證，並已於1日
舉行認證典禮。
當天新北市市長朱立倫也宣示各級學校全
面啟動安全校園認證。健康安全校園推動工
作小組執行祕書鄭晃二表示，新北市借重本

校推動經驗與資源，近年來陸續輔導各級學
校投入安全學校大家庭，協助學校重視並建
立校園事故傷害的完整紀錄與分析，藉以探
討、提出改善策略及單一優先議題。
在這4所學校之前，本校也曾協助景文科技
大學取得認證。這次通過認證的4所學校，
具有擔任未來推展安全學校種子部隊的指標
性意義；以鄧公國小為例，校內透過晨會、
鄧公之音、宣導海報，校外透過警政單位協
助、區里行政系統等方面多管齊下，深化騎
車戴安全帽的觀念於每個學童及家庭，成功
提升36%的機車安全帽佩戴率比例，獲得評
鑑委員的高度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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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 筆的研發中，半透明系
統的應用是進階版的，細膩的筆觸
加上各種顏色的濃淡選用，都較於
傳統的調色和筆鋒更為精準，但若
使用不能柔和協調的話，則會趨於
呆板。這幅提名﹁色彩繽紛﹂的畫
作，就是妥善運用 筆半透明的優
點，將樹木在季節中的顏色變化融
在一起，雖是簡單的構圖，卻顯得
非 常 協 調 充 滿 喜 氣。 ︵ 圖 文 ／ 文
錙藝術中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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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傑出校友獎狀摘要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長張家
宜於5月21日在美國接受舊金山州大「傑出校
友」殊榮，得獎事蹟中稱許張校長為「21世紀
最名副其實的教育領導人」，張校長表示，這
次獲獎，除了是對自己辦學能力的肯定外，也
是對本校師生的一大鼓舞。國交處秘書郭淑敏
表示，此行張校長在該校進行一場很成功的演
講，場面浩大，十分感人。
獎狀（左圖）內容全文將置於網站，網址：
http://tkutimes.tku.edu.tw/，摘要如下：
張校長家宜－21世紀最名副其實的教育領導
人。在您的領導之下，淡江大學被台灣教育部
評列為傑出學校，且榮獲台灣經濟部頒發第19
屆國家品質獎。淡江在亞洲地區大學一直名列
前50名，並獲台灣最優秀之私立大學殊榮。您
以清晰的教育願景與穩固的價值觀為出發點，
保障學生具備多元文化的認知，並做萬全準
備，未來貢獻予全球社會。您不只是一位傑出
的領導人與學者，更是一位啟發大家思考的引
導者。在未來學的會議上您曾問道：我們可以
用人們的新知識、新科技，以及集體意識來做
什麼？您曾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人類可否
從生存（survival)）提升至繁華（thrival），且
為地球創造嶄新的未來。您所領導的價值觀是
我們所期望能灌輸在校園裡的，基於您的全球
化教育與領導能力，及為創造更美好的世界所
奉獻之心力，舊金山州立大學在此很驕傲地宣
佈您為今年最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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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7(二)
14:10
6/7(二)
18:20
6/8(三)
18:30
6/10(五)
12:10
6/10(五)
14:10
6/10(五)
14:10

物理系
S215
中文系女性文
學研究室
L310
法文系
L308

演講人/講題
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段興宇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of semiconductor and
metal nanostructures.
中文系教授陳瑞秀
紅樓夢情深深幾許

故宮博物院院長機要秘書陸仲雁
如何用法文推廣中華文化
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
學教中心
教授吳明烈
I501
終身學習與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產經系 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陳和全
B511
知識外溢下之區位與研發策略
中央大學財金系教授黃鴻明
財金系
Real Options and Eamings-Based
B505
Bonus Compensation

海博館邀畢業生合影

119次行政會議 討論組織調整更名及預算新制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19次
行政會議於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通過
「組織調整及更名」與「預算編製草案」等
多項提案。會中也邀請台灣大學創新育成公
司總經理劉學愚，分享台大推動產學合作的
經驗。
會中校長張家宜表示，在上月赴美參訪4
所姊妹校中獲得反思，因此規劃整合人力資
源，以深化和姊妹校的交流，也將推動產學
合作，並在下學期落實「服務學習」課程。
會計室說明100學年預算編列，今年報告
單以新表格呈現，各單位系所為獨立預算，
但由所屬學院控管，將給予各院工作預算列
表，以利執行決策的發展方向。整體預算的
規劃將依企畫內容的必要性決定經費的增
減。學務長柯志恩表示，本校今年的獎學金
比去年多了500萬，但距離規定的基本量仍不

足500萬，未來將減少工讀生的人數與研究生
的獎助時數來因應。
此次議程通過多項提案，包括100學年度單
位名稱及主管職稱異動草案、單位設置辦法
包括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智慧自動
化與機器人中心等，另有各項修正草案：彈
性薪資、新進職員甄試、約聘僱人員聘僱及
服務辦法等；另有各單位設置辦法條文修訂
包括研究發展處、學習與教學中心、畢業生
企業職場實習委員會等。其中，工程法律研
究發展中心設置條文修正，尚待重新整理提
案。而組織調整與更名等異動，將於第65次
校務會議再提案討論。
在產學合作方面，本校未來朝向經營公司
的方式，以台大創新育成公司為範本。劉學
愚表示，除企業投資，校方為單一最大股
東，為維持平衡，除了收取股東的回饋金，

學術訪問成果:深化服務學習

要清楚營運目標並達成股東間的共識。

３國立大學來校標竿學習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成功大學、虎
尾科技大學及雲林科技大學一行10人，於3日
參訪本校「行政人力資源管理系統之電子資料
處理作業」，進行標竿學習。由人事室主任陳
海鳴、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副主任王曼莎等
接待，並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由相關單位組長進
行簡報。陳海鳴表示，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分
享人事系統，也藉此彼此交流學習。
成功大學人事室主任張丁財談到，感謝能藉
此機會交流，本次目的是希望能多了解本校在
資訊管理方面的作業方式，「非常佩服貴校目
前的成果。」
另外，張丁財亦邀請本校今年10月，一同前
往參與2011兩岸人事交流會。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為讓畢業生掌
握自己的船舵，航向另一個里程碑，文錙藝術
中心將於9日至11日上午10時至12時、下午2時至
4時，在海博館4樓舉辦「翱翔天際」畢業季活
動，提供1套船長服和3套水手服、攝影、輸出服
務等，供本校畢業生留影紀念，每天限額50名，
3天共計150名，現場也會有穿著水手服的導覽員
為大家解說。凡本校畢業生親臨即贈紀念品明信
片，共150份送完為止。（攝影／曾煥元）

掌握合作要項:推動雙學位計畫

位於加州首府，隸屬美國加州大學23個分校中第七大名校
淡江的標誌。而高熏芳指出，天普大學
【記者林俞兒、湯琮詰、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校仍有距離，未來將積極以「服務學習」融入專業科目中，希望透
之一，多數為當地白種人，本校學生申請比例高，本學年有
期盼，未來能以其教育領導背景來校參
校長張家宜率領學術參訪團成員有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過教師群的積極參與，順利推動。另外，在該校校園內四處可
14名學生短期海外研修。何啟東表示，與該校交流將規劃 訪。王伯昌表示，設備方面，印象最深刻的
欽、學務長柯志恩、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理學院院長王
見的「校園定點指示器」(Sound Web)，用以引導盲生，這也是
以院為媒介，藉由院作點對點、系對系之間交流，讓學生 是天普大學的化學實驗室，裡面的藥品和玻
伯昌、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及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祕書郭淑 本校值得學習之處，未來將與工學院合作，工學院表示計劃將
能夠到當地當交換生，教師也能互訪。王伯昌也對沙加緬度
璃儀器管理方式值得本校學習，同時未來考
敏。
由建築系、電機系或資工系著手規劃。
大學的「幹細胞」學程表達高度興趣，目前正密集協商，希 慮提高實驗的比率。並於天普大學訪問時，
此行對柯志恩而言，4校的共同特色在於，將「學生事務」整
在學術合作方面，何啟東表示，該校工學院在研究地震結構的
望本校物理及化學系學生能申請此學程。
邀請其化學系中唯一的美國科學院院士Klein
合在單一地點，藉由環境的建置提升行政效率讓她印象深刻。 領域很出色，彼此已口頭約定未來師生的互訪交流。預計100學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教授來本校訪問。
而高熏芳指出，此行最大的收穫，是更清楚4所姊妹校的特點， 年度，工學院將規劃每系推派一名交換生，尤其土木系及建築
位於美國費城，是一所公立綜合性研究大學，為美國國內
．馬里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能更具體掌握合作項目。
系和此科系更具相關性。在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方面，工學院
頂尖的職業教育中心之一。本學年度大三出國留學有5名學
在世界排名第15，該校為擁有高知名度的公
．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目前只有4個系開設，將擴大至8個系，讓每一系都能將專業
生，郭淑敏表示，本校旅遊三李盈萱目前正在該校就讀，並 立研究性大學，也是整個大華盛頓地區最大的
位於美國加州第三大城舊金山市區，2000多位外籍生占了100 和服務結合。另外，參訪成員皆各有收獲，王伯昌在4天的
已申請通過3+2雙學位計畫。另外，張校長此行參觀該校電
一所高校。該校選聘擁有最高學位、最高學術
個國家，教師近一半是非白種人。本校本學年交換生有28名，其 採訪中，與該校計畫未來在理工領域，可共同開設的2+3
腦中心及新建之商學院大樓，其中商學院大樓蓋得非常有特 水平的專業人士做為師資。98學年度有1名博士
中以國企系及蘭陽校園學系學生為大宗。柯志恩表示，本次參訪最 學程；戴萬欽表示，該校希望和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合作
色，有非常多學生討論及休憩的地方，未來本校計畫蓋教學 生，赴該校機械系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戴萬欽
大的收穫，是「服務學習」課程，該校甫獲得美國總統歐巴馬頒發 「美國研究」領域及發展雙學位。高熏芳指出，該校希
大樓，也要加入同樣新穎的設計概念。
指出，馬里蘭大學希望未來能和本校國際研究學
之「社區服務貢獻獎」，其課程目前已開設超過500門，透過專職人 望和本校教科系協議簽訂2+2雙學位。
何啟東表示，希望100學年度能鼓勵每個系都推派一位交
院，有更多的互動及合作。而何啟東指出，將參
員，建立授課教師與社區之間的互助橋樑，將專業知識融入社區服務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California State
換生至該校學習。另也提及，校園內插設由其大學名稱開 訪該校的機器人中心及機器人3D模擬設計的架構
之中，達到「雙贏」。她也指出，本校在服務學習課程的推展相較該 University, Sacramento）
頭的頭一個字母T作為旗幟標誌，希望本校也規劃專屬於 及想法，運用在本校未來成立的機器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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