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6日邀請SAGE
公 司 亞 太 區 域 期 刊 電 子 資 料 庫 總 裁 及 主 要 負 責 人
Rosalia Da Garcia女士蒞校演講，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由圖書館館長宋雪芳主持。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表
示，Rosalia歷經世界知名出版集團如McGraw Hill、
Pearson Eduction等，從事版權管理、編輯等相關工
作，同時也是國際著名學術期刊主編，她以出版者和
編輯的觀點，說明如何投稿國際期刊論文，並介紹期
刊出版與投稿文章注意事項、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
編審稿原則及流程、文章投稿的注意事項等。宋雪芳
說：「參與人數超乎預期，共有63位師生參加，這顯
示師生國際期刊的投稿需求，很高興藉
由她的說明能幫助教師向國際期刊投
稿，更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她將內容分為規劃撰寫計畫、如何
開始、選擇投稿期刊等8大主題，同時
以週次的概念說明撰寫和投稿時的注
意事項。Garcia強調這場講座是項檢測
清單，希望以「check list」逐一幫大家
釐清撰稿和投稿的「眉角」；她鼓勵
大家，不要害怕被拒絕，儘管是國際

的學術名人在剛開始時也曾遭到退稿，因此要了解投
稿期刊的屬性、撰稿時與該期刊屬性相符等，以減少
退件的機率。宋雪芳指出，講座過後Garcia發電子信件
中說道，很高興能和與會觀眾互動愉悅，「令我感到
高興且與有榮焉。」
　會計學系副教授林谷峻表示，在演講中，講者用內
部審稿人的觀點，分享審稿時注重的要點，也發現投
稿者確實與審稿者有落差存在，講座的內容對於投稿
國際期刊論文很有幫助，有助於縮小這段落差，提升
中選的機會！

　【記者沈彥伶、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8日第129次行政會議
中，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頒感謝狀，公開表揚中文系副教授
陳仕華等23位於100學年度第2學期和101學年度第一學期擔任
Mentor的教師，帶領新進教師分享「教學心得」、「研究創
新」及「師生互動」等實務經驗。
　接著舉行第129次行政會議，針對教育部試辦大學校院自我評
鑑事項，修改本校教學單位評鑑實施規則和自我評鑑辦法。
　在專題報告中，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說明教學卓
越與校務滿意度調查結果分析，以及因應對策說明。他提出因

應對策：在教師面部分，將強化教學助理的質與量、積極推動
實務課程與實習課程、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活動、落實學生生涯
規劃與輔導機制、鼓勵教師參與學習環境的營造與提升學習風
氣等；而在學生面上，將精進課程架構與選課系統、提升就業
能力與提供就業訊息、增進外語能力與國際視野、充實學生歷
程檔案資料填報等。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會努力改善。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表
示，建議可針對問題「單點突破，以提高滿意度。」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呼應稽核長的建議，希望學校能開發教師滿意度系

統，讓教師有意見抒發的管道。教務長葛煥昭指
稱，學校的選課系統完善，學生的不滿意多在於
搶修不到心儀的課程，因此可從開課流程再檢討
改善。學務長柯志恩提到，調查結果有時也需要
考量到教師的心理層面因素。
　虞國興也提出對策，在鼓勵並協助教師與實務
界進行交流部分，將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之特色計
畫予以改善，另外建議能建立滿意度調查之標準
作業程序。
　最後，校長張家宜指示，新教師參與校務時間
較少，希望各院主管能鼓勵教師參與校務活動。
而滿意度調查方面希望組成問題因應小組，依各
院屬性解決不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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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參與 教學評量填答機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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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白天到黑夜 學藝
週不停歇

3版 遊戲直播賽 資傳系3生奪20萬

2版 王三郎 微生物中釣出一片天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2(二)
19:00

公行系
D501

立法委員羅淑蕾
蕾蕾談公共議題

3/13(三)
19:20

財金系
D223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董事長賴清褀
臺灣保險產業發展現況與西
進的機會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1(一)
10:10

法文系
T701

Directrice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France Taiwan Mme. Adriana 
ARCHAMBAULT 
Les débouchés pour les 
étudiants en langue français

3/11(一)
13:10

化材系
E830

臺灣大學化工系助理教授陳
賢燁
氣相高分子鍍膜及其在生物
科技之應用

3/11(二)
14:10

化學系
Q409

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林敬堯
為染料敏化太陽電池發展高
效能紫質光敏劑（Developing 
Highly Efficient Porphyrins for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3/12(二)
13:10

未來所
B713

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專案經
理陳明里
志工與弱勢關懷：從無障礙
計程車談起

3/1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楊仲準
Applications of Neutron 
Scattering

3/12(二)
14:10

水環系
E510

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研究員楊
尊華
加州中河谷防洪計畫
（Central Valley Flood）

3/12(二)
14:10

德文系
鍾靈中正堂

德國經濟辦事處招募暨訓練
服務處協理彭又春
新鮮人求職該懂的6件事

3/12(二)
15:10

保險系
B505

臺灣電力公司財務處資產組組
長王志鏞
國際保險市場概論

3/13(三)
10:00

歐研所
T306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
務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蔡育
岱、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研究
員陳偉華
國家考試實戰座談會

3/13(三)
12:10

覺生紀念
圖書館
U301

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編
纂傅淑琴
鎖定頂尖期刊 提升論文能見
度（理工篇）

3/13(三)
15:00

亞洲所
E401

全美中國研究協會副主席、美
國理奇蒙大學政治系教授兼
文理學院副院長王維正（Dr.
Vincent Wei-cheng Wang）
以美國觀點論中、印的崛起

3/13(三)
19:00

資傳系
O306

育達科大多媒體與遊戲發展
學系講師白乃遠
數位內容創意實踐與技術

3/14(四)
8:30

亞洲所
覺生國際
會議廳

美國理奇蒙大學政治系教授
兼文理學院副院長王維正
「2012年總統大選後美國與
亞洲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3/14(四)
10:10

會計系
B712

財務部會計長蕭家旗
會計公職生涯經驗談

3/14(四)
10:10

法文系
FL411

亞 維 儂 藝 術 節 前 主 任 M . 
Bernard Faivre d’Arcier
國際文化交流

3/14(四)
13:10

覺生紀念
圖書館
U301

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組
員唐雅雯
鎖定頂尖期刊提升論文能見
度（非理工篇）

3/14(四)
14:10

資工系
E819

中華電信總公司經營規劃處
工程師葉禮嘉
臺灣數位匯流競爭環境現況
與產業發展

3/14(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原能會核能技術處副處長陳
文芳
核能技術的過去、現在、未來

3/14(四)
16:10

大陸所
T701

朝代國際集團總裁柯耀宗
轉型力－巨變經濟的致勝核心

3/15(五)
8:30

亞洲所
覺生國際
會議廳

京都大學教授淺田正彥
「2012年總統大選後美國與
亞洲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Treaty  between ROC and 
Japan" and "Union Decla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PROC"

3/15(五)
15:10

物理系
S215

Prof. Adam Hitchcock 
Brockhouse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Research,Dept of 
Chemistry & Chemical Biology,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Soft X-Ray Microscopy: 
Current Capabilities and Future 
Trends

SAGE亞太區期刊總裁 分享投稿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第
四屆品管圈競賽現場簡報暨審查會
議將於15日（週五）在文錙音樂廳
展開。本次邀請3位校內、4位校外
評審，同時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觀
摩學習，意者請於13日（週三）前
向品保處報名。
　在審查會議即將來臨之際，各隊
在惴惴不安的同時，摩拳擦掌以迎
接即將來臨審查的舞台。本屆有2
隊學生參加。卡卡圈的成員企管三
陳映蓉說明，因這次主題為「改善
使用資訊中心列印的效率」，在與
資訊中心協調時，常因人、物力等
資源無法配合遇到不少挫折，但以

改善學生列印方式的角度修正，終
而順利解決問題。陳映蓉對於即將
到來的複審簡報感到些許緊張，簡
報當天將有神秘的呈現方式，請大
家拭目以待！
　而蘭陽校園圈夢成員蘭陽校園主
任室編纂林惠瓊表示，雖然蘭陽校
園是第三次參賽，但這次圈隊中有
過半是首次參加的隊員，因此仍抱
持戒慎恐懼的態度繼續努力，「目
前正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準備，
希望能維持出以往的水準。」林惠
瓊還透露，將以俊男美女組合進行
簡報。
　另外，身為普龍宮圈成員，教務

處註冊組專員潘劭愷表示，教務處
注重業務品質，這次圈隊以精進外
語能力檢定作業流程為改善的要
點，「目前正緊鑼密鼓地準備複審
簡報，簡報當天會有令人耳目一新
的方式呈現喔！」
　時習圈，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表
明，這是公行系第二年參加品管圈
活動，以改善教學評量填答率為主
題，運用許多方式鼓勵師生作答，
讓填寫率獲得提升，因此簡報當天
會忠實呈現執行過程和成果，「公
行系去年獲得第三名，希望今年在
名次上有所進步。」

女聯會 健走燃脂開步走 會員大會賓果盡興

品管圈複審

　【記者莊靜、林妤蘋淡水校園報
導】女聯會活動超人氣，健走和會員
大會熱鬧滾滾。7日天朗氣清，女聯會
在游泳館舉行舉辦「塑身健身‧活力
校園」開幕活動，除體適能檢測、指
導健走小撇步和熱身操外，還提供計
步器藉此鼓勵同仁每週四中午參加活
動，由體育長暨女聯會副理長蕭淑芬
帶領開走，並以充滿活力聲音表示，
進入中年脂肪總是來的快去得慢，健
走可以紓壓也能消脂，所以本學期的
課程強調降低體脂肪，「希望大家可

以配合飲食技巧，相信可以達到理想
的效果與身心靈的健康目的。」第二
次參加的資訊處數位設計組專員張秀
榕表示，運動後的感覺很舒服，讓下
午的上班心情更好！
　而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九屆
第2次會員大會，現場播放過去2年活
動的精彩回顧影片，現場氣氛溫馨熱
烈，教科系教授暨理事長高熏芳說：
「婦女節就是我們的日子，請大家為
自己掌聲鼓勵，並感謝姊妹們過去的
支持，期望第10屆能夠

更上一層樓。」接著，進行下一屆的
理監事改選，共選出9位理事、3位監
事，將擇期再選出理事長和監事長。
而賓果遊戲聯誼活動則讓氣氛hight
至最高點，共發送出百多份的精美超
值獎品，而校長張家宜雖未能親臨現
場，但提供5千元的獎金讓獎品更加
豐富。獲得1千元獎項的體育事務處
教學組講師李欣靜開心地說：「很
高興來參加今天的活動，沒想到會得
獎！」

力挺低碳飲食 彩虹蔬菜熱賣

校園意外事件 追蹤輔導持續中 

　6日淡水校園商管大樓發生一名學生因不安全行為造成意外
的憾事。事發後，學校醫護人員立即施行急救並送醫，同時啟
動校安機制，由秘書長徐錠基召集相關單位會議，啟動平行單
位的橫向聯繫，包括第一時間通知家屬、學務處向全校師生發
送電子郵件說明事件並安撫情緒、秘書長徐錠基統一對外發
言、值班教官通報教育部。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亦立即介入輔導，第一時間己進駐該生的
班級，對目擊師生進行安心宣導及追蹤輔導，內容包括生命教
育、校園安全、自我照顧，並且提供校內外資源及協助管道。
諮輔組組長胡延薇提醒，師生若有感到驚嚇、恍神等現象，請
主動尋求協助、請老師持續觀察同學們的出缺勤情況。

　【本報訊】根據研究發展處至2月18
日止所統計之本校102年度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案，申請總件數為523件，申
請率為70.49%，其中新申請件數達473
件，共有742位專任教師申請。研究
推動組組長李玫欣表示，「與去年相
較，申請率均維持在7成上下，顯示本
校的申請率穩定。」而共有84位申請
國科會102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

　而在各院申請率方面，工學院以
96.62%為冠，理學院以84.72%位居第
二，第三則是商管學院77.46%，再者
是全創院75.86%；其餘各院分別為：
教育學院67.31%、外語學院49.52%、
國際學院43.90%、文學院37.10%、體
育處20%。在各系通過率上，有6系
申請率通過百分百以上：化材系達
122.22%、電機系是120.83%、管科系

是120.00%、機電
系為113.33%、資
工系有104.00%、
化學系100.00%、
師 培 中 心
100.00%。

102年國科會申請率70.49%

文 理 工 商管 外語 國際 教育 全創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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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國科會計畫案申請率統計表

　102年度國科會
計畫案申請率統
計表。（資料來
源／研發處研究
推動組）

　本校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第
二屆亞洲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於4日開學，歡迎茶會全程
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負責，共有來
自10國，32位學員。本屆在為期一
週的學習日程課程有：基礎中文、
書法練習、數位平台操作、台灣的
戰略角色等，看！他們愉快的悠遊
在校園中。4日歡迎茶會中，學術
副校長虞國興致詞時表示，本校很
為這個班感到驕傲，除了它是國內
第一個國際遠距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外，我們也為各位學員有傑出
的成就感到萬分的驕傲，在座各位
都是身居要職，如外交部次長、國
會議員等等，我們中國人常說「得
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快活的

事」。
　歡迎茶會中，外交部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司公使葉德貴致詞時表
示，「開設跨國遠距的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非常不容易，必須先要
克服設備、技術、經費的問題，淡
江行政團隊克服困難值得鼓勵和效
法。」瓜地馬拉駐華大使杜瓦德勉
勵學員，以毅力來完成學業，透過
課程的安排找出亞洲與拉丁美洲的
異質性，期望能在未來的邦誼定下
良好的基石。本校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秘書長徐錠基、外語學院院長
吳錫德、總務長羅孝賢、國際長李
佩華。另外，8日中午在福格飯店
為遠道而來的學員舉辦歡送午宴。
（文／楊宜君、攝影／謝佩穎）

拉美數位碩專班熱情開學

　低碳飲食的
主角當然少不
了五彩繽紛的
蔬菜水果。總
務 處 為 宣 導
「低碳飲食‧
在地消費縮短
食物里程」觀
念，因而響應
新北市農業局
產地時令蔬菜
的團購活動，
共有160箱健
康蔬果送至本
校，頓時引起
往來師生的注
意。彩虹蔬果包的內容物包括高
麗菜、白菜、南瓜、蘿蔔、青花
椰、茄子及蕃茄，總務長羅孝賢
表示，此次團購的目的不僅是為

了要推動低碳飲食的政策，也以
實際行動來幫助農民，「很高興
同仁踴躍參與，將來還有機會大
家都能共襄盛舉。」（文／呂柏
賢、攝影／羅廣群）

　7日天朗氣清，女聯會在游泳館舉行舉辦「塑身健身‧
活力校園」開幕活動，經體適能檢測、指導健走小撇步和
熱身操外後，由體育長暨女聯會副理長蕭淑芬（右二）
帶領開走，近60位同仁在校園內健走。（攝影／林俊耀）

  【本報訊】由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主辦的校友年度盛事「春
之饗宴」將於16日登場！上午9
時將於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辦趣
味競賽，包含高爾夫球推桿、籃
球定點投籃、趣味競走，以及擲
筊大賽，11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2013春之饗宴」，由系所友
會總會長孫瑞隆主持，校長張家
宜、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
會理事長羅森等將出席，會中
將頒發傑出系友共35人，以及卓
越校友。下午1時進行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會員大會。蘭陽校園也
將於上午11時在強邦教學大樓1
樓，舉行「蘭陽校園2013春之饗
宴」，會中還會舉行桌球趣味活
動，邀請校友回顧就學時光。
　此外，16日也有各系自辦校友
回娘家活動，根據校服暨資發處
統計，數學系將舉辦系友大會、
歡送退休以及運動會；電機系則
舉行高爾夫球賽及第四屆學長同
學會；運管系將於中午在福格飯
店舉辦餐會。歡迎各界校友回娘
家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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