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盧逸峰、林佳彣、李亞庭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於上月15日至31日在淡水校園舉
辦教學單位校內自我評鑑與實地訪評，有
文、理、外國語文、國際研究4個學院、19
系受評。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表
示，今年及明年都會安排系所自評，後年更
會舉辦全校性的教學評鑑，目的是提早為
104年評鑑中心舉辦的系所評鑑而準備，3年
內累積的佐證資料量可達一定水準，也有助
於系所了解本身的教學實施狀況。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評審委員稱許

中文系的文創課程發揮特色，但提醒課程規
劃須與時俱進，以避免流於形式，而在畢業
生流向調查上建議可加強與系友會的聯繫，
以拓展人脈經營和情誼交流。殷善培分享，

可將系上活動以數位化留存，並透過雲端
資料庫方式讓教師補充，以掌握評鑑準備時
間。資圖系系主任林信成指出，評審委員建
議應在教學時數增加彈性，他也分享可將各
系所的核心力扣緊在課程設計中，並加入檢
核項目，以確實反映學生學習成效。大傳系
系主任王慰慈表示，可拉長畢業生調查年數
為5至10年，並在問卷設計上有所調整，以
了解學生的就業及學習情形。
  外國語文學院的部分，西語系系主任吳寬

認為「本系推動學術活動深受肯定，未來將
加強國際交流。」俄文系系主任張慶國預
計，101學年度將於各類課程全面實施小班
分組。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提出，未來將開
設專業課程，讓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更加完

善。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將續邀國際
學者來校授課，以強化本系國際化的能力。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說明，本系藉由課程與
實務的配合，讓學習更加多元化。
  國際研究學院的部分，大陸所前所長郭建

中說明，往後會繼續加強教師在期刊的發
表。亞洲所所長林若雩指出，本所仍須努力
找尋所內特色，未來也將加強國際化交流。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提到，本所師資完善，目
前的課程規劃也符合發展需求。歐研所所長
郭秋慶表示，未來會請所上老師至校外演
講，藉以提高本所的能見度。
　歷史系、美洲所及理學院各系甫完成自

評，目前均在彙整評審委員的意見，以利回
覆審查意見。

  【本報訊】本校「淡江校園APP暨產學
合作育成會議」將於6日（週三） 下午2時
30分在文館L522會議室召開，由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主持，本校秘書長徐錠基、文錙
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教務長葛煥昭、
學務長柯志恩、研發長康尚文、圖書館館
長黃鴻珠、資訊長黃明達、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以及奇多比行動
軟體公司執行長洪轟誌都將出席。
  會中將說明APP製作工具與實例、淡江

APP與產學合作方案建議，以及提案討論
淡江APP與各單位產學合作之可行性。建

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資
圖、大傳、資傳、資工、資管、教科等系
系主任、淡江時報社都將與會。
  奇多比行動軟體公司曾於5月3日參與資

訊處舉辦「行動手機的APP」說明會，由
執行長洪轟誌來校分享。資訊長黃明達簡
介該公司的技術平臺內容。會後洪轟誌表
示，來淡江與師生分享平台功能，並感受
到淡江大學對發展校園APP十分熱衷，說
明會時有資傳、資工及遠距組有多位師
生，皆來詢問相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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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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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醫附醫副院長邱仲峯 
癌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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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Q409

工研院陳廷碩
生技藥物分析方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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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西語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西語系教授馬康淑
Prof.Consuelo Marco Martinez
Los estudios en la universidad espanola 
dentro del Plan Bolonia 歐洲博洛尼亞教育
方案下如何在西班牙大學進修

6/5(二)
14:00

課程所
ED3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學
系教授賴文鳳
觀察的設計與實施-以幼兒教育研究為例

6/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刑事警察科助理教授李承龍
Forensic Physics v.s CSI

6/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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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系
B505

化學所生物組教授陳曜鴻
醫療技術之變遷與危機管理

6/6(三)
10:00

亞洲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林正義
臺灣周邊海域安全的探索

6/6(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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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
SG314

皇朝建設(股)董事長洪武龍
一堂一百億的課

6/6(三)
13:10

產經系
B302A

美國Washington University，St.Louis講座教授
暨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平
Ventur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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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所 
T702

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焦興鎧
性別工作平等理念之達成-美國與歐洲聯盟之經驗

6/7(四)
16:00

大陸所
T505

南僑集團董事長陳飛龍
南僑在中國經營餐飲業的情況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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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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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駐巴大使、駐墨代表相迎　高教合作拓展學術交流

  本校校長張家宜率團（左四）訪問中美洲，姊妹校墨西哥州自治大學校
長賈艾德（Eduardo Gasco Pliego）（左五）帶領多位主管熱烈歡迎。（圖
／秘書處提供）

蘭陽校園
6/6(三)
10:10

資創系
CL323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分析部經理林秀紅
Your future world and your career！

張校長率團首訪中美洲３姊妹校

　時序進入春天，萬物甦醒，近日位於宮燈教室的
教務處招生、註冊組辦公室，有跳蚤出沒，將同仁雙
腿咬到紅腫、抓到破皮。總務處近期也已進行環境整
理，同仁們則拿出各項法寶，包括藥膏、精油，甚至
樟腦油都搬出與跳蚤大作戰。
  教務處招生、註冊組同仁直指，是屋頂的貓群造成

跳蚤問題。也有同仁透露，宮燈教室附近，由於有人
餵食，大批貓群聚集就容易孳生跳蚤。身受其害的同
仁說：「跳蚤厲害的地方，就是無論衣服穿的多寡，
都能叮上你一口。」嚴重者遭叮傷部位紅腫甚至抓癢
到破皮，而不管跳蚤叮傷程度，都得癢個3到5天才會

消退。同仁也指出「下班前全部同仁都要做跳蚤功，
動一動、跳一跳、抖一抖，避免將跳蚤也一起帶回
家。」
  環安中心技士嚴煒舜表示，在跳蚤肆虐的區域已噴3

次藥，也請節能組修補屋頂破洞及縫隙，並砍掉周圍
能讓貓作為捷徑，進入屋內或屋頂上的樹枝等，並在
上月底時，再次與單位同仁確認是否仍有跳蚤出沒的
情形，也將宣導不餵食貓咪與不讓牠們進入室內，以
減少未來再次發生同樣情況。衛生保健組指出，被跳
蚤叮傷時，千萬不要抓破皮，可儘速至衛生保健組就
診。（文／林佳彣、林俞兒、攝影／羅廣群）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上月26日首度赴中美洲訪問，
此行拜訪姊妹校墨西哥州自治大學（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Mexico ）、巴拿馬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anama）及巴拿馬科技大學（The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Panama），以及參訪私立巴拿馬拉丁大學。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
長彭春陽、美洲所所長陳小雀隨行。
  訪問團於26日抵達墨西哥，由我國駐墨西哥代表李新穎率

館員赴機場接機，首站訪問姊妹校墨西哥州自治大學，會晤
該校校長賈艾德（Eduardo Gasco Pliego），兩校現場簽訂續

約，由李新穎現場見證。墨西哥州自治大學自1989年與本校
展開學術交流，1992年4月雙方締結姊妹校，曾派多位教師
先後赴本校擔任交換教授，本校也派遣多位學生赴自治大學
研習。該校希望近期內能推動風動力、機器人、水資源及文
創中心的合作計畫。張校長在續約儀式後，接受當地《太陽
報》記者蒙煥菲的專訪，蒙煥菲也是本校首屆亞洲研究所數
位學習專班的墨西哥籍學生。
  29日訪問團在我國駐巴拿馬大使暨巴拿馬淡江大學校友會

榮譽會長周麟陪同下，拜訪巴拿馬大學，該校校長巴瑞德斯
（Gustavo Garcia De Paredes）、學術副校長麥德拉諾（Justo 

Medrano）及行政副校長布蘭達利斯（Carlos Brandariz Z）等
共同接待。本校與巴拿馬大學於2006年4月簽約締結姊妹校，
張校長希望這次訪問後能增進兩校學術、研究及互訪的交
流。巴瑞德斯熱烈歡迎本校訪問團，並感謝本校對巴拿馬大
學交換生的照顧。
  接著又參訪姊妹校巴拿馬科技大學，該校於2005年11月與

本校簽約為姊妹校，張校長期待未來與巴拿馬科技大學能更
落實交換生政策與教師的研究及學術交流。隨即張校長一行
人拜會巴拿馬拉丁大學，該校校長杜紐昂（Modaldo Tuñón）

親自接待，雙方就未來的學術交流合作進行交換意見。杜紐

產學合作淡江APP6日啟動

校園食坊受好評　教職員八成五支持低碳便當

期末考近 來B119溫書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
教務處與學習與教學中心合辦之
「101年度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研討會」，將於11日12時
20分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將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另邀國家
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主任曾建銘主講「試題的分析與
題庫建置」。副校長、蘭陽校園
主任、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
教務長、學務長及各教學一、二

美食廣場要賣什麼　讓你網路票選

試題分析與題庫建置 11日研討

本校碩士班總錄取率29.9%

暑假何處去？

日間進修學士班轉學考今報名

 【 記 者 林 佳 彣 淡 水 校 園 報
導】暑假何處去？今年本校有
員工子女暑期游泳訓練班、機
器人暑期夏令營，以及化材營
活動可供選擇，為子女規劃一
個超值又充實的暑假！快上網
了解（http://welfare.tku.edu.
tw/main.php。）
 「 員 工 子 女 暑 期 游 泳 訓 練

班」，開班時間為7月2日至8
月24日。在本校淡水校園紹謨
紀念游泳館上課，即日起報名
至上課前一週止，請至紹謨紀
念游泳館櫃檯繳費並辦理游泳
證，詳情請洽游泳館王嘉瑋先
生，校內分機3013。 
 「化材營活動」之開班時間

為7月10日至7月11日，招收高
中生在本校淡水校園上課，報
名即日起至30日止。請將報名
表及報名費，繳交至化材系辦
聯絡人王渝瑄、吳尉鈴小姐，
校內分機2614。
 「員工子女機器人暑期夏令

營」之開班時間為7月16日至8
月14日，招收小學3年級以上
對機器人有興趣者，活動地點
在本校淡水及台北校園，即日
起至上課前一週皆可報名，詳
情請洽游泳館王嘉瑋先生，校
內分機3013。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1學年度碩
士班招生考試共有2261名學生報考，總錄取率為
29.9%，整體報名人數與去年相差千餘人。其中工學
院碩士班557人，占碩士班總報名人數的二成四六，
為今年報名人數最多的學院。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本校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報名

人數下降原因有：東吳、成大、政大及陽明4所學校
考試日期與本校撞期；另外，據遠見雜誌2012調查指
出，企業不認為碩士學歷為求職門檻，以及先工作
再就讀增加社會歷練的因素，使整體碩士班考生人
數減少。　  
　本校今年錄取率最低前3名：企管系碩士班經濟學

組6.56%、財金系碩士班A組6.9%以及企管系碩士班
統計學組7.46%。報考人數以財金系碩士班A組232人
為全校之最，企管系碩士班經濟學組137人次之。 
  今年無受大環境少子化衝擊而報考人數反增的科

系有：化材系Ａ組增加21人、物理系增加13人、機
電系Ａ組（材料力學）增加16人、土木系Ａ組增加8
人，另有部分科系小幅增加。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
認為，工學院的五年一貫制度、本校有全國最佳的
風工程研究中心與水資源中心，以及今年上任5名自
土木系畢業的閣員，可能拓展了土木系的知名度，
使報考人數增加。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
導】本學期期末考將於11日
至17日舉行，考前開放B119
教室提供溫書。4日至8日開
放時間為晚上6時10分至10
時；9日及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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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最
新修正公布之考場規則，請
參閱網站（http://www.acad.
tku.edu.tw/CS/downs//super_
pages.php?ID=CS402）。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1學年度
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轉學考報名時間自今日（4
日）至18日，日間部轉二年級7月16日、轉三年
級7月17日考試；進學班7月18日考試，歡迎報
考。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及考試科目等相關事
項，可至教務處招生組網頁（http://www.tku.
edu.tw/）免費下載招生簡章，或來電洽詢招生
組，校內分機2513、2208。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總務處資產組委託統計調
查研究中心針對師生進行「100
學年度淡江大學總務處福利業
務餐飲廠商滿意度」調查，結
果顯示在六分量表中，師生對
本校委辦餐廳滿意度皆達4.26
分以上；對於推廣近3年的低碳
便當，有高達八成五的教職員
表達支持，學生支持度也達六
成五，兩者不支持的比率只佔
3.2％。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從問卷結

果看來，師生對於低碳便當政
策已有共識，將持續推廣。學
生方面的支持度較低，可能是
因為低碳便當多半在會議中使

用，學生較少接觸的關係，將
再加強配套機制，全面推行。
  問卷中調查項目有：餐點選

擇多樣化、食品衛生、環境衛
生、口味、食材、服務態度，
以 及 價 格 合 理 性 各 方 面 高 於
3.5，傾向滿意。美食廣場中最
滿意的廠商，前3名為「龢德堂
自助餐」、「元甫素食園」、
「水果店」。資產組組長林永
吉說明，將以此結果作為改善
的方向，並要求單項調查滿意
度不滿4的廠商，近期檢討改
善。林永吉進一步表示，為更
推廣低碳便當，除了鼓勵學生
社團訂購外，也將於下學期推
「低碳餐車」，仿效圖書館借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美 食 廣 場 將 有 兩 間 店 面 重 新 招
商，總務處為能招攬到符合師生
期待的廠商，即日起至15日止，
將以網路票選的方式，選出大家
心 目 中 的 美 食 。 資 產 組 表 示 ，

為求更周全的服務，美食廣場所
提供之品項以不重覆為原則，並
將以網路票選結果的前3名之經
營項目，作為優先招商的依據。
大傳二吳泳欣說：「希望能有賣
壽司的店面，壽司常有需保鮮的

食材，經由學校的嚴格把關，相
信能吃得更安心。」你還在等什
麼，趕快登入「http://agms.tku.
edu.tw/ask/question_01.aspx」，票
選出你最想要吃的美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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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院19系所自評 檢視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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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校長歡迎本校學術訪問團到訪，並表示非常希望能與臺灣
的大學校院進行學術交流。

級主管等都將出席。
  為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於平時、期中、期末
（畢業）考試均需施行測
驗，目前本校各學系已根
據學系教育目標及部分核
心能力建置題庫，為使試
題能有效評量出學生學習

成效，希望能藉由本次專
題研討會，透過理論與實
務經驗分享，增進系所主
管和教師對學習成果評量
的認知與瞭解，協助教師
改進命題技巧，並有效檢
視學生學習成效及差異，
提升題庫試題品質。

？ 還書的方式，在大樓服務臺零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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