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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部校務評鑑 本校五項全數通過
學生學習成效，而進行上、下半年2個梯
次評鑑。100年度校務評鑑項目的設計，
一改過去校務評鑑從全校各主要行政單
位進行功能檢視，首度改以系統化與整
合性的設計，從健全校務經營與發展為
出發點，設計了5個評鑑項目，評鑑結果
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
通過」。稽核長白滌清表示，本校品質
屋所蘊含的內容，是歷經60年，在張創
辦人建邦博士和校長張家宜領導下的智

在大學能否找出明確之發展定位、在校務經營
與發展各面向符合品質保證精神；以及學生學
習機制為核心的學校整體機制。本校校務評鑑
工作小組於此著力甚深，工作小組同仁與全校
教職員皆戮力改善以求進步，因此能獲得評鑑
委員的肯定，由衷感到欣慰。今後，更要秉持
全面品質管理的精神，持續不斷努力精進。
教育部為使各大學能找出明確的定位，在校
務經營與發展各面向符合品質保證精神，並建
立一套評估學生學習成效的完整機制，以確保

教育部國
際文教處處
長林文通進
行 專 題 演
講。（攝影
／羅廣群）

臺日大學
校長論壇

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左三），在臺日大學校長會議中，代
表教育部歡迎各位貴賓，本校校長張家宜（左一）、中華民國私
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程海東（左二），日本全國大學協議會
代表幹事暨同志社大學校長八田英二（右二）、大阪商業大學校
長谷岡一郎（右一）等約120位學者來校進行論壇。（圖／國際處
提供）

張威翔歐盟短片競賽奪第2
Living History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歐研所碩一張威翔
日前參加由臺灣歐洲聯盟中
心、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聯盟
研究中心主辦的「歐盟創
意短片全國公開競賽」，以
2008年自身前往歐洲參加二
次世界大戰「歷史重演」活
動的紀錄片，奪得全國第二
名，並獲得3萬元的獎學金
及獎狀。歐洲所所長郭秋慶
表示，張威翔的影片中紀錄
了歐洲對過去歷史經驗的珍
惜，以策勵未來，是受到評
審肯定的原因。
張威翔在2008年與外國友
人一同參與法國諾曼第地區
的「歷史重演」活動，他發
現歐洲各國人民在戰後沒有
選擇遺忘，反以成熟的態度
看待歷史，記住過去的傷
痛，而這種態度也成為如今

歐洲整合的一股重要力量，
這樣的發現影響了他對歐洲
整合的看法。張威翔說：
「基於對這種精神態度的敬
佩，所以製作了影片，希望
可以傳達出去，讓大家感受
得到。」
二次世界大戰「歷史重
演」是由一群歷史愛好者所
發起的活動，透過靜態的服
裝、武器，與動態的戰役重
演中，人們親身體驗當時參
戰各國士兵所面臨的戰地狀
況及生活，試圖重現二次世
界大戰的戰役與生活情境，
其他還包括老軍車操演表
演、跳傘表演等活動，讓他
人認識該段歷史。 張威翔
得獎影片「Living History」
連結網址http://www.eutw.
org.tw/info-news_02_com.
php?DB_MesID=308。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館於10月29
日承廈門大學館長蕭德洪推薦，獲〈第七屆海峽兩岸圖書
交易會〉捐贈簡體中文書籍約2600冊，價值約新臺幣80萬
元。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這是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第1
次贈閱大量圖書給臺灣，贈與的圖書中也包含許多綜合性
的書籍，也提供全校教職員及學生在研究或文化交流上都
能獲得大量的資料和書籍。
〈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以促進兩岸出版業交流與合作
為目的，自2005年起在廈門和臺灣輪流舉辦，今年在廈門
舉行，圖書館委託當時在廈門參加研討會的英文系副教授
黃逸民代表接受。圖書已於本月9日寄達，圖書種類眾多，
其中甚至包含多部經典作品如：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珍
藏版) 448冊；中國大百全書32卷；中華經典藏書16冊及中
國酒文化大典3冊等。
採編組組長鄭美珠表示，目前正在建檔處理中，最快於
下學期會分批上架借閱。採編組職員林怡軒也說：「目前
已經陸續將圖書名稱建檔至館藏系統，前幾天也已經有校
友使用『急用圖書資料申請』借閱圖書」。想查詢這批
書目嗎？只要到圖書館首頁點選「認識本館」後到「捐
書芳名錄」中輸入「第七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就

多教學面向分享學習成果 １月4日研討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教務
處和學習與教學中心合辦「以學習成
果為導向的課程與教學」研討會，將
於101年1月4日（週三）中午12時在
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及蘭陽校園
CL506室展開同步視訊。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擔任
引言人，探討各教學面向以做經驗分
享報告。 3位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

作，是非常有意義的，期望此論壇能朝
常態化發展。
張校長致詞表示，今年8月林處長
率領臺灣高等教育代表團赴日本參加
「2011年臺日大阪高教會議」，倡議舉
辦臺日大學校長論壇，使兩國間的學術
合作與交流更為緊密與深化。而本校設
有日本語文學系所及亞洲研究所、日本
研究中心及日本文化教室，擁有深厚的
日本研究基礎；且目前已與日本24所大
學簽訂學術合作計畫，每年約選送60餘
位同學赴日本各姊妹校交換研修，日本
亦有40餘位同學來校交換或修讀學習。
因此，對於能承辦首屆臺日校長論壇，
深感榮幸。
論壇當天貴賓們也參訪本校文錙藝術
中心，由副主任張炳煌介紹e筆書畫系
統，外賓親自體驗後，對淡江大學研發
之先進數位書寫工具讚賞不已。

2600冊簡體中文書贈校最快 下學期供借閱

林志鴻、學務長柯志恩、稽核長白滌
清、各教學一二級主管、各學系2名
教師代表等相關人員也將出席。
會中以不同教學面向，進行經驗分
享報告，包括教務長葛煥昭「教務處
執行教學卓越計畫及準備第2週期系
所評鑑報告」、商管聯合AACSB執
行長林谷峻「檢證學習成果之目的與
架構」、教心所所長李麗君「學習成

果之展現－他山之石」、土木系系主
任楊長義「淡江大學學生學習成績之
雷達圖」、政經系助理教授周志偉
「掌握政經對話，展開全球視野－政
經系的教學評量」、日文系教授曾秋
桂「注重培養日文實力與自信心兼備
的勇士教學」、課程所副教授徐加玲
「專業核心能力資訊系統－命題寶
典」等，供各系所參考。

可以馬上查詢到目前可供借閱的書籍喔！

本學年新生國英數入學成績公布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於日前在招生委
員會中，公布100學年度入學新生國英數成績資料，以學
測、指考成績統計，各學院國文成績排序是文學院、外語
學院、商學院；英文成績排序為外語學院、商學院、管理
學院；數學成績排序為工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據統計
分析指出，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考試入學」新生優
於「甄選入學」新生；英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考試入
學」新生與「甄選入學」新生成績差異不大。數學學科能
力測驗成績「考試入學」新生略優於 「甄選入學」新生。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公布分析結果是為了讓各系院更了
解學生的成績狀況，可供各系在訂定招生條件時參考。招
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招生組提供全校新生國英數入學成
績，讓各系了解學生入學時的程度，也可供各系未來考慮
調整指定科目考試所採計的科目。另外也配合各系
發展特色提升知名度，以利未來招生。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表示，針對外語學院學生的入學成績
分析，未來規劃討論採計成績的部分，以配合
學校增加招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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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教部性騷擾準則警狼師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日前北部某大
學傳出教師觸摸女學生手臂等騷擾行為，以致
該師日後開課無學生敢選課，引起該校關切並
召開性平會調查，該校稱狼師最重恐面臨解聘
處分。校長室祕書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
祕書黃文智表示，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的行
為，將影響學生人格尊嚴及其學習表現；目前
狼師條款的約制範圍，已擴增至全體教職員工
含兼任教師及約聘人員，「籲請千萬不要逞一
時之快，誤觸天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也呼籲，性平法的精神
在於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平等，並建立性別平
等的教育環境，本校首頁下方可快速連結性平
會(http://gender.tku.edu.tw/)，供查詢性別平等
教育的相關資訊，歡迎全校師生多加利用。

期末考近 開放B119溫書

【本報訊】本學期期末考將於101年1月2日至
8日舉行，考前開放B119教室供溫書。26日至
30日開放時間為晚上6時10分至10時；12月31日
及101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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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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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聲大樓10樓滿是祝福
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於上週舉辦國際事務副校
長室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喬遷茶會，校長張家宜在
茶會開幕時致詞，前校長
陳雅鴻教授（左二）及全
校多位同仁到場祝賀，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左
一）及國際處秘書郭淑敏
（右一）也在茶會中接
待。（圖／國際處提供、
攝影／梁琮閔）

【本報訊】「名利一下子，健康一輩子」醒
目的樓梯間標語，伴著健走的步伐聲，在寒冬
中顯得格外令人振奮，這是上週女教職聯誼會
因雨在體育館，進行本學期最後一堂健走。由
校長張家宜、教育學院院長暨女聯會理事長高
熏芳、體育長暨女聯會副理事長蕭淑芬帶領教
職員，一同在體育館進行熱力健走、彈力繩增
強肌力及各類伸展活動，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人資長鄭東文也到場一起健身。接著，張校
長頒獎給11位全勤的同仁並表示，恭喜大家完
成這學期的健走，她指出，長期坐在辦公室的
人，最缺乏運動的就是大腿！「要訓練大腿力
量，年紀大時才有健康的膝蓋！」
高熏芳感謝體育處辦理
這項活動，「姊妹們這不
是結束，下學期還會再
辦，大家要更快樂、健
康 keep on walking！」師
培中心職員郭怡君表示，
「這個活動讓我有機會運
動，希望下學期還有，
且每次運動內容都不一
樣！」而多位參與的同仁
表示，肌力變好而體脂肪
也都下降了！

達終點以「我愛淡江」為口號！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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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一) 外語學院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8:00
T411
中英互譯：語調訓練
12/26(一) 管科系 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方文昌
10:10
U704 行銷研究與台灣管理博士的未來
12/26(一) 化材系 東吳,淡江,長庚科大諮商心理師陳詩潔
13:10
E830
研究生,你準備好了嗎? – 談壓力調適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林建合
New Metallomesogens Based on
Co(II), Ni(II), Cu(II), Zn(II) Complexes
with Dimmine Derivatives and
12/26(一) 化學系
alkoxybenzoate Ligand
14:10
Q409
化學系博士候選人吳榮信原子力顯微
術在臨床檢測上的新應用Novel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pplications for Clinical
Detections
12/27(二) 外語學院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8:00
B713
中英互譯：即席演講觀眾分析訓練
12/27(二) 管科系 臺灣宅配通營運本部部長徐慶懿
10:10
B504 臺灣宅配產業之行銷策略
臺北大學金融合經系施懿宸教授
12/27(二) 財金系
Cash Holdings, Market State, Business
10:10
L204
Cycle, and Life Cycle
12/27(二) 數學系 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鄭又仁
14:10
S433
Analysis of Prevalent Survival Data
12/27(二) 水環系 核能科技協進會顧問倪茂盛
14:10
E830
發生核子事故的可能性?
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莊程豪
12/27(二) 物理系 Oxygen Reduction for Controllable Modification
14:10
S215
of Electronic Structure in Graphene Oxides and
Nitrogen-doped Graphene Oxides
12/28(三) 外語學院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8:00
L305
中英互譯：聲音訓練
臺灣知識庫產品暨專案事業群課程規
12/28(三) 教科系 劃師程靖純
10:00
L110
「你在數位學習產業的SWOT-在教科
學習路轉換成職場的機會與優勢」
12/28(三) 經濟系 經濟系教授萬哲鈺
10:10
SG317 經濟學的「教」與「學」
臺北市教育局高中及國中教育科綜合
12/28(三) 教政所
發展股長莊博如
10:10
L408
基層教育行政人員思維與實踐
國企系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博士陳安誼
12/28(三)
B515
淺談智慧聯網
15:00
12/29(四) 會計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林瑟凱
10:00
B616
從CEO觀點看會計人職涯發展
12/29(四) 文學院 消防署專門委員林金宏
13:00
L522
活著離開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Sciences, 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Nashville,
12/29(四)
統計系
TN, USA 教授石瑜
14:10
B302A
Meticulous Quantitative Sciences Integration: the
Foundation of Drug Approval in the Personal Genome Era
英國牛津大學衛康醫學史研究所博士
12/30(五) 歷史系 候選人吳易叡
13:10
L307
從世界衛生組織檔案看臺灣戰後醫療
發展

國 際 副 室

張校長倡運動：膝蓋健康 要鍛鍊大腿

女聯會因雨在體育館在階梯進行健
走，由校長張家宜（左六）、教育
學院院長暨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右
四）、體育長暨女聯會副理事長蕭淑
芬（左二）與獲得全勤獎的同仁一同
歡呼，人資長鄭東文、體育處講師陳
瑞辰也為獲獎者加油。（攝影／羅廣
群）

█台北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慧結晶，並由全員共識所定位出來的。
經過時間淬鍊，本校獲得了國家品質獎
及連續14年企業最愛的肯定。在建立評
估學生學習成效的完整機制方面，本校
自民國55年即試辦教學評量、71學年度
正式實施，在當時可謂國內先驅，經過
不斷持續改善努力，各系所也建立了學
生學習核心能力，100年度大學校院校務
評鑑5個項目均通過之結果，是本校全員
的努力，有助於提升學校的校譽。

教育部次長林聰明代表教部歡迎貴賓

中國文學學系教授兼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
炳煌教授親眷
為塗料化學技師，因長期研究顏料及媒合
材之調配，對於各種色種色彩之調和及顏色處
理產生興趣，轉而開始研習繪畫。退休後以油
畫、壓克力畫及e筆畫之學習、創作為主要研
習項目。

演講看板

臺日74所高教機構來校
【本報訊】本月19日由教育部主辦、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協辦，本校
承辦之「第一屆臺日校長論壇」在淡水
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論壇開幕式
由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中華民國私
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程海東、本校
校長張家宜致詞。論壇以「大學面對的
新趨勢與機會」為題，由教育部國際文
教處處長林文通，進行專題演講。當
天有來自日本及臺灣共74所高等教育機
構、120位學者專家進行發表與討論。
林聰明於致詞時表示，以臺灣的大學
在世界大學的評比、研究發展、近期國
際發明展，說明臺灣的辦學品質並指
出，在世界各國都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產
業輸出及擴大招收外國留學生之際，能
邀請來自日本之私立大學理事長、校長
及相關國際業務主管來臺與會並開啟臺
日高教論壇，對臺日國際教育交流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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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校務經營符合品質保證 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獲肯定

【本報訊】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辦理100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
校務評鑑，於23日在網路公告評鑑結果。此次
校務評鑑採「學校自我定位」、 「校務治理與
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
責任」、「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5個項
目「分別認可」的方式，總計37所受評的公私
立一般大學校院中，有22校於五個評鑑項目全
數「通過」，比例占59.5%；本校全數獲得「通
過」的評價。張校長表示，本次評鑑方向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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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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