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到率百分百             獲特優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教育科技學
系與台灣微軟首次共同
舉辦「2011微軟PiL創意
教師競賽」，該競賽吸
引了全國公私立國小、
國 中 、 高 中 職 教 師 及
實習教師共有82件作品
角逐競賽。負責微軟公
關活動的集智館文化有
限公司專案經理鄭毓嫻
表示，微軟在培育創意
教師上已有一段時間，
所以除了傳統的教學模
式，還希望能加入科技
和資訊的層面，「淡江
教科系在數位科技上的
耕耘，是這次合作的契
機！」
  創意教師競賽今年以

「新聞終結者」為題，
從時事發揮，配合資訊
運 用 ， 將 內 容 製 成 教
案。而教科系在數位科
技上耕耘，有目共睹，
教 科 系 主 任 張 瓊 穗 指
出，「這次跟微軟合辦
活動只是個開始，未來
也會與其他代表性企業
爭取更多合作機會，為
學生和產業搭起合作橋

梁。」為淡江產學合作
再添一樁美事。
 該賽於日前在台北校園

校友會館決賽，並由教
育學院院長高熏芳、台
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
全球夥伴學習計畫經理
蘇庭垠致詞，及本校教
科系教授徐新逸、李世
忠、副教授顧大維和親
子天下雜誌副總編輯賓
靜蓀等人到場頒獎。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文系出版的「淡江中文
學報」，獲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收錄，總編輯暨中文系教授張雙英表示，中文學報
能夠收錄，代表在全國的中文學門中具指標性意義，也表示獲得肯
定，感謝教授顏崑陽及教授呂正惠的努力，保持中文學報的學術水
準，以能獲得這樣的成績。
  張雙英指出，淡江中文學報是國內中文學門論文發表平台，獲得收

錄後，就能吸引更多全國中文學門的教授講師到此發表論文，以增進
本校中文系的學術水準。張雙英也談到，今年在中文學門共收錄11本
期刊中，多半是國立大學創立的期刊，中文學報能在眾多國立期刊中
獲選收錄，表示我們的努力受到肯定，會再更努力保持佳績。中文系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招
生組統計本校100學年度招生宣傳及文宣
製作獎補助截至10月中旬統計結果，報名
人數累進獎第1名為財金系；報到率百分
百為大傳、教科系獲特優獎；報到率暨報
到人數增加進步獎為觀光、俄文系；境外
生人數增加獎由資工、政經系拔得頭籌；
境外生註冊人數累進獎為英文、國企、日
文系。  截至日前統計資料顯示，扣除休
學人數，境外生註冊人數，外籍生最多的

為國企系；僑生人數最多為資管系；陸生
人數最多為資創系。
  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系上境外生

的人數相當多，這些學生可以增加學校生
活的精采度，但他們也較有課業和生活上
的問題，需仰賴系上老師及助教的幫忙，
因此獲獎獎金大部分將用於給予外籍生的
協助。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認為，應歸功
於淡江的名氣之大，而這次系上招收了11
位陸生，顯示想從大陸到台灣來學日文者

為數不少。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招生宣傳及文

宣製作獎補助境外生人數增加獎，加入陸
生的計算，並提高獎勵金額；另外，增加
「境外生註冊人數累進獎」，而實際獎勵
金額將以核定公告為準。陳惠娟提及，為
因應少子化現象，同時境外生可招收10％
的外加名額來增加生源，未來可多朝這方
面努力。

12/17(六)
9:00

教心所
D222

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法官彭男元
家事法庭跨專業合作服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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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拚獎 全國大賽大放異彩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產學聯手激活 就業力 資工 16企業合作
淡江築夢助力強 達人練功房

台北校園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2(一)
8:00

外語學院
T411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中英互譯:龐大字彙庫訓練

12/12(一)
10:00

法文系
T314

獨立學者暨作家劉光能
魁北克電影”里歐洛的異夢童年”父
親形象與族群認同

12/12(一)
10:10

電機系
E819

索爾思光電資深工程師張英發
高速光電元件的發展與應用

12/12(一)
10:10

公行系
B701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羅雪梅
網路的著作權問題

12/12(一)
14:00

英文系
FL204

College of Education, Wasewda University Prof. 
Michiko Nakano
Internat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12/12(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台大生物科技系教授何佳安
Application of liposomes and nanomaterials 
in bioanalytical science and nanobiomedicine

12/12(一)
16:10

公行系
B614

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許主峰
兩性平權與生涯發展

12/13(二)
10:00

法文系
E305

鼎豐實業有限公司業務經理陳曼娜
個人職涯經驗談

12/13(二)
10:00

西語系
外語大樓B1

雄獅旅遊創意總監、歷史系兼任助理
教授盛業信
創意玩家─談文創之旅

12/13(二)
12:10

德文系
T502

大葉大學歐語系助理教授、德國遊學團隨
團口譯員、德國夏綠蒂植物化妝品公司亞
洲區駐區經理黃琦君
中德口譯─旅遊導覽篇(二)

12/13(二)
13:10

國企系
B312

奧美廣告業務執行長陳婉瑜
六件事情

12/13(二)
14:00

財金系
H107

中央研究院經研所院士胡勝正
台灣經濟全球化與金融產業

12/13(二)
14:10

保險系
B713

前財團法人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
川
專業證照與生涯規劃

12/13(二)
14:10

水環系
E830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譚義績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in 
Taiwan  

12/13(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朱明文
Atomic-Column-by-Atomic-Column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Across Oxide Heterostructure 
Interfaces Using an 1-Angstrom Electron 
Microscopy

12/14(三)
10:10

產經系
B503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人力資源部任用規
劃課經理許淑惠
就業市場概況與保險業人才需求

12/14(三)
10:10

公行系
B117

君品酒店主廚樊秀玲
人生挑戰中——從航管員到名主廚

12/14(三) 
10:30

美研所
T608

波蘭華沙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暨美國
法律學程主任Dr. David A. Jones
主題：美國當前發展與美國和波蘭問
題

12/14(三)
12:30 

學發組
I501

大專生涯發展協會理事長楊智為
時間管理

12/14(三)
14:10

英文系
T311

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朱爾威
21世紀人才的必要修練-如何聽懂CNN?

12/14(三)
15:10

亞洲所
T511

國立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王
冠雄
東南亞之海線安全與海盜問題

12/14(三)
15:10

歷史系
L306

國立中正紀念堂展覽組林佳樺
淺談中國近代史之演變~從中正紀念堂蔣
公文物展視室常設展的成立

12/15(四)
8:10

歷史系
L205 

里仁書局發行人兼總編輯徐秀榮
歷史的實用與實用的歷史

12/15(四)
10:00

會計系
B616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潘慧玲
從您的角度看會計人職涯發展

12/15(四)
12:00

德文系
T501

外貿協會國際人才新竹訓練中心講員、
範亞公關集團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呂禧
鳴
中德口譯實務指導─商業篇

12/15(四)
12:10

經濟系
B617

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副處長洪
華禹
找工作先了解”企業文化”

12/15(四)
13:10

公行系
B302A

建業法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克成
新版個資法解說與案例分析

12/15(四)
13:10

德文系
E307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教授Herr Prof. Dr. 
Gerhard Plumpe
Goethe und das Problem der Klassik

12/15(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政治大學統計學系主任陳麗霞
B i v a r i a t e  G e n e r a l i z e d  G a m m a 
Distributions of Kibble’s Type

12/15(四)
14:10

機電系
E380

工研院能環所陳翔傑先生
多重無線感測智慧商辦節能控制

12/15(四)
15:15

英文系
I 601

中央大學語言中心老師劉愛萍
看電影學好英文

12/15(四)
16:00

大陸所
T505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符銘財
美國遭調降信評對全球金融的影響

12/16(五)
10:10

歷史系
L205

前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楊美莉
藝術人類學觀點下的中國古玉

12/16(五)
10:10

經濟系
SG317

經濟系專任教授萬哲鈺
經濟學的「教」與「學」

12/16(五)
14:10

產經系
B511

元智大學國企系副教授蔣廷芳
Price discriminating coupons

臺北校園

與

3版劉炯朗張系國蒞校演講

淡江中文學報獲THCI收錄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南加州
校友會2011年會長王曉蘭與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於7日一同拜
訪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王
曉蘭感謝母校的栽培，並分享打造綠建
築等環保節能概念，以及綠建築趨勢。
張校長感謝會長的分享，並指出南加州
校友會的經營時間及規模十分悠久及強
大，也讓到校友對母校向心力，可謂是
校友會中的模範生。
  彭春陽指出，原訂5日安排王曉蘭返

校演講，但北京天候不佳導致飛機無法

順利起飛，因此取消演講，但仍回校拜
會校長。王曉蘭表示，雖然就讀教資系
（現為資圖系），但因熱愛建築，因此
在學校內旁聽不少建築課程，畢業後出
國繼續鑽研。她很佩服當時任校長的張
建邦創辦人的遠見，提出「國際化、資
訊化和未來化」三化的教育理念，讓畢
業校友在海外求學時能跟上世界腳步。  
  提到未來本校資訊教學大樓，王曉蘭建

議可參考美國「開放式設計辦公室」，
節省空間與能源、機動性高、員工生病
的比率也較低。高柏園談到，新大樓整

體將融入「跨領域」的概念，整合各種
資源及創新思維，並希望能利用品質良
好又經濟的建材，達成環保節能的目
標。他也提到，未來的新大樓募款，可
參照王曉蘭在聖地牙哥為教堂募款的模
式運作，讓各方人士都能從中參與貢獻
一己之力。彭春陽認為，因應本校社團
學分化，新建築可設計成以「學生」需
求為主軸考量的「綠建築」，將其空間
發揮最大的價值，以利同學妥善利用。
  另外，下午王曉蘭和建築系系主任賴怡

成洽談合作等相關事宜。

李奇茂大師-臺灣庭園水墨畫展，
在第一銀行總行大樓展至20日，
以時空為經緯、思維想像為架構的    
「林園精神符號」式一系列林家花
園創作，林家花園是臺灣最著名、
最美麗的園林，庭臺樓閣、花臺水
榭，刻畫著濃濃的人文風味，這正
是李大師的最愛，一系列的創作，
讓觀賞者彷彿穿越時空，回到從前
的林園，對清代臺灣首富能有深一
層的認識，敬請各界蒞臨指導。
（圖／李鎮亞翻拍）

教科

校友王曉蘭拜會校長 分享綠建築趨勢

教學意見開始調查

教科微軟攜手培育創意教師

新加坡高中生：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

報 導 】 本 學 期 的 期 末 教
學意見調查已於今日（12
日）開跑囉！至25日止，
歡迎同學上網（http ://
info.ais.tku.edu.tw/tas/）
填答，將心中的意見傳達
給老師知道！
  大一新生將統一在資概

實習課上填答，資工系的
助教會協助播放由品質保
證稽核處所製作的說明影
片，而品保處也針對各系
空堂，排定時間、電腦教
室方便同學填答，時間已
經通知各系辦，希望同學
們多加利用。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新加坡華文語文特選課程
文化訪問團於6日一行30人蒞校參訪，訪問團有新加坡教
育部的5所華語文相關課程學校的學生，分別為南洋初級
學院、裕廊初級學院、淡馬錫初級學院、德明政府中學
及華僑中學高中部，從中挑選28位華文成績優異學生，
由中文系負責參訪行程及接待。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主持介紹e筆書畫系統及境外生輔

導說明會，會中致贈本校<傳統v.s.科技-數位e筆書畫展
>等刊物，並邀請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介紹e筆書
法題字系統及功能，展現本校書法與科技結合的研發能
力；國際長李佩華，說明本校在國際及兩岸的學術合作
計畫及境外生的輔導情形；並安排訪問團旁聽中文系文
字學課程，以體驗一天的大學生活。
  南洋初級學院的帶團老師吳惠粧，對本校的校園環境

和人文氣息，給予高度評價。他表示，本校毫不遜於台
大，返校後會建議將淡大列入申請考慮學校之一，希望
讓更多的新加坡學生能有機會到本校就讀。華僑中學高
中部學生胡雪岩表示，對e筆書畫系統跳脫以往書法給
人的既定印象，以全新的風貌展現，「我覺得這個e筆
書畫系統是一個實用的科技。」南洋初級學院學生胡婉
晶驚訝的表示，「淡大真的好漂亮！和新加坡的學生相
比而言，顯得比較活潑開朗，希望有機會可以到這裡讀
書。」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
訊工程學系於上週舉辦「2011海峽兩岸
資訊科學與資訊技術學術交流會議暨
亞太大學資訊教育數位學習發展研討
會」，會中邀請本會議榮譽主席暨監察
院委員趙榮耀、中央研究院院士劉炯

朗、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張系國和中國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博士姜青山
等兩岸學者，共計近百位產業界代表，
進行近20場演講、論文發表會。會中有
13家企業出席產學合作啟動儀式，由校
長張家宜頒發感謝牌；並簡介與各企業

的合作領域。張校長表示，各院積極推動
產學合作，有助提升學生就業力，提前了
解職場狀況，也感謝校友和企業的支持。
趙榮耀致詞時表示，資訊產業一直是兩岸
交流的重要議題，相信此次研討會有助促
進兩岸在資訊教育與技術的交流和發展。

大傳
國際處 搬新家為您服務

系主任殷善培表示，獲得收錄，不但增加淡江中文學報
的引用率，同時也增加中文系的曝光度。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辦公室，已在驚
聲大樓10樓為全校師生服務囉！國際
長李佩華表示，讓國際組與境輔組在
同一個空間中處理相關業務，對於資
訊流通會更加方便。此外，也設置資
料室、討論室及學生活動室，提供境
外生彼此交流的空間。境外生輔導組
組長陳珮芬表示，我們也會不定期的
舉辦境外生的小聚會，讓不同背景的
學生們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增進感
情。（文／楊蕙綾、攝影／洪聖婷）

   華僑中學高中
部學生，在文字
學課後，翻閱e
筆相關書籍，並
討論e筆書畫系
統的功能。（攝
影／梁子亨）

兩岸研討會聚集近百位學者   見證共創榮耀啟動儀式

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在「產學合作
共創榮耀」座談
會中與企業代表
交流。（攝影／
李鎮亞）

  會中由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主持
「產學合作　共
創 榮 耀 」 座 談
會 ， 與 友 旺 科
技、台灣電腦、
宏碁、神通資訊
科技等12位企業
代表進行產學合
作意見交流。高
柏園以日、韓兩
國大學與業界互
動的發展為例，
說明不論對學界
或業界而言，產
學合作乃21世紀
的必然趨勢；並
鼓勵學生要具備
多 元 思 考 的 能

力，多吸收系外知識，例如營運或
產銷經驗。
  神通科技代表副總經理

董純和表示，透過資工系
推薦「淡江資工311菁英
專案」認證的學生到企
業實習，降低了業界職前
訓練所需的時間和成本；
他也指出，明年開放學生到
企業實習名額，將從9名增至15
名；而金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劉正安強調，未來將全力
支持與淡江的產學合作。
 今年資工系安排了「大河之戀-

皇后號」晚宴活動，邀請本屆與會
學者、業界代表及家屬、對系上具
貢獻之資深系友和工作人員，自關渡
碼頭登船，用餐並欣賞淡水河岸的魅力
夜景。資工系系主任郭經華表示，這次
活動前後費時達2年之久，動員了系上大
多數師生，齊心協力才得以順利舉行。
希望透過研討會及16家合作的企業，達

夢想成為淡江人

    產學合作啟動儀式，前排由右至左為大州數位服務公司董事長李
述忠、會議榮譽主席暨監察院委員趙榮耀、本校校長張家宜、杭州
師範大學院長詹國華、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與後排企業代表及主辦
單位師長等合影。（攝影／林奕宏）

   資工系贈
與企業的感
謝牌。（攝
影 ／ 林 奕
宏）

到企業、學校及學生「三贏」的效益，提升學生就業的
績效，並進一步在產學合作的課程後，了解理論與實務
的差距，有助規劃自己的職涯藍圖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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