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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之沿革

第一節 文學院
淡江大學之前身為英語專科學校，成立於民國三九年（1950），當時已有中國文學
科，於四七年（1958）改制為淡江文理學院。文學院之前身為文學部，成立於民國五
五年八月，民國六九年六月（1980）改制為淡江大學，文學部也正式由部改為院。至
民國八二年外語學系獨立分設外語學院。
文學院於八十九年計有五學系、四碩士班、一博士班、一研究中心及一個無線電
台：
中國文學學系、所：古典與通俗兼容；文學與文化並重。
歷史學系、所：史料數位化；學術與應用史學並重。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所：精研圖書資訊；培育資訊服務人才。
大眾傳播學系、所：傳播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培育知行合一傳播專才。
資訊傳播學系：資訊與傳播科技之整合；多媒體資訊網路人才之培育。
漢學研究中心：整合各界漢學資源進行研究工作。
文學院學術試驗無線電台：訓練專業廣播人士；提供社區服務與娛樂。
中文系於七七學年度成立碩士班，八八學年度成立博士班，歷史系於八七學年度成
立碩士班，大傳系於八四學年度成立傳播研究所，八七學年度成立資訊傳播學系、漢學
研究中心、及文學院學術試驗無線電台，以吸引優良師資並加強教學與研究，並配合學
校未來計劃成立傳播學院。
文學院各系的特色是配合本校三化（國際、資訊、未來）發展、融合人文精神並突
顯各系專業知能：
（一）傳統文化與應用科技之融合：中文系、歷史系協助大傳系、資圖系、資傳系
發展軟體之深度；而大傳系、資圖系、資傳系協助中文系、歷史系增進文化流傳之廣
度。
（二）理論與實務之結合，進行與校外建教合作，代訓編輯、採訪、設計、公關、
宣傳及教育資料製作之人才，並製作廣播劇、公共電視、教學影帶等節目帶開發市場。
茲臚列75年以後歷任院長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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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秋郎

75.8∼78.7

龔鵬程

79.8∼80.3

首先是拓展學術國際化，積極以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加強國際學術合作關係，配合

陳長房（代）

80.4∼80.7

跨領域整合型研究，擴大參與世界漢學研究，由此以發展世界漢學趨勢研究為重心，重

傅錫壬

80.8∼87.7

新建立中國文化的詮釋系統，爭取我國於世界漢學研究之主導權。

王曾才

87.8∼89.7

黃世雄

89.8∼

一、中國文學系

野，建構當代中國學術之特色，由此將積極發展之重點有二：

次則加強文獻資訊化。目前該系成立之「通俗文學研究室」為全國首創。學術網站
已開放上線，並與中華電訊公司簽訂合作計畫，此一學術網站之發展將更趨完善。「女
性文學研究室」為本校首創，所有資料亦已設置上網。並將成立「文獻學研究室」，今
已積極與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及中研院等單位，建立合作計畫案。為能儘速以資訊

沿革與特色

化方式處理古典文獻，該系今已添購全套四庫全書電子版完整資料，將以資訊化方式處

民國四十五年七月，本校奉教育部核准增設國文科，四十七年本校改制為學院，國

理中國古典文獻，期能賦予古典文學新生命。

文科遂更名為「中國文學系」，七十七學年度正式成立碩士班，並奉核准於八十八學年

2.爭取優秀教師、強化師資陣容

度成立博士班，第一屆招收博士生三名。第一任系主任許世瑛先生，曾指出中文系的教

先積極加強該系師生論學研究風氣，以建立良好學術研究形象。並積極主動邀請國

學目的與方針：
「本系為指導同學認識我國古籍─經、史、子、集─之精華，引起其研習之興趣，
而遵照教育部所頒必修、選修科目，訂定四學年的課程。」

內外知名學者至本校參與學術會議、短期講學、指導研究生等，由此期能禮聘優秀教
師。另設置高額學術研究成果獎助金以玆鼓勵。
該系亦將藉由專題研究計畫推行各項研究成果，目前已著手之研究計畫有：婦女文

並且，四年中均有習作課程，如歷代文選、新文藝習作、應用文及詩、詞、曲都有

化專題研究計畫、現代文學專題研究計畫、國際道教文化專題研究計畫、中華民國藝文

習作，務期使每位同學不但擷取我國文化之菁華，且能運用自如。所以整體課程設計均

志專題研究計畫、通俗文化專題研究計畫、讖緯學研究專題研究計畫、美學專題研究計

顯現淡江中文系的發展特色。

畫。在持續研究推動上，已設有「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通俗小說研究室」，近日

該系為力求教學方法之革新，特擬訂中文系各年級必讀書目，加強書法訓練、目錄
版本學及詩、詞、曲等課程的視聽教材之製作，為使歷代文選的講授與大一國文銜接而

將與故宮博物院合作成立「文獻學研究室」、「古典文學研究室」，在整體架構下歸入
文學院漢學研究中心統轄，期能發揮更宏觀之研究視野，以提昇本校的學術聲望。

趨於系統化，並由系內教授組成專題研究會，定期研討，並相繼出版漢學論文集、文心

3.增強教師的學術生產力，以創造本校的學術聲望

雕龍論文集、文心雕龍譯注等專書。在全校各系的國文課程學習方面，為加強大學生的

建立論文審查制度，以提昇該系學術論著之水準，所發表論文已收錄於「中華民國

表達運用與文學素養的提昇，從八十二學年度起，配合通識核心課程的規畫，將原有的

期刊論文索引」中。另鼓勵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會議，以展現優異之研究成果。

大一國文必修課程改為「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與「中國文學與藝術賞析」，使原有的國

鼓勵教師參與教學研討會，利用系務會議及各組教學討論會中將有關教學法革新、

文課程更加務實而多元化。此外，每學年又舉辦一系列的文學專題講座，除系內教授

課程改革、教材編撰等教學理念及重要性提出討論及思考，以達共識，更能主動參與各

外，並邀請校外學者主講。由是，奠定該系今日堅強陣容，以及極具發展之潛力。於八

項教學研討會。

十六學年度，該系並積極推動本校與故宮博物院締結學術交流關係，使得學生的學習領
域得以擴展。其整體特色如下：
1.建立教育特色，以提高社會聲望

定期舉辦教學研討會，針對各科專業課程之授課方式、學習效果、教材內容、師生
互動、研究發展方向等問題加以討論，並能針對本系之發展重點作一調整，以能不斷提
升教學品質。

該系之精神是：以關懷中國學術與時代問題為發展導向，培養宏遠博雅之人才。並
以中國文化為立足點，察時變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彙通文學、思想、政經、社會等範

師資陣容

疇，省視我國文化發展之軌跡，配合社會脈動，呈顯時代精神，拓展國際學術研究視

至八十九學年度，該系專任教師有二十九位（教授十二人、副教授十四人、助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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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二人，講師一人），兼任教師四十位（榮譽教授二人，特約講座一人，教授六人、副

6月

教授七人、講師二十二人，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一人，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七十九學年度

一人），組員三人。

9月

學術交流活動
中文系每年舉辦多項會議，如師生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等，主要活動有中文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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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詩社文社合辦「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習營」
。
韓國金政六教授率領「慶南大學中文研修團」至本校修習中文，本系安排
「唐詩選讀」、「字音辨正」、「會話練習」等基礎課程。

6月

本系與古典文學研究會合辦「當前大陸地區中國古典文學教育與研究學術研
討會」。

五虎崗文學獎、桂冠詩人獎、田野調查等。歷年來定期舉辦之會議如下：
1.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自76年開辦至今，已舉辦過９屆。

八十一學年度

2.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自77年開辦至今，已舉辦過７屆。

10月 本系參與教育部第二屆國文科資賦優異學生保送入學甄試，招收資優生共計
三名，並自本學年度起訂定輔導方案。

3.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自85年開辦至今，已舉辦過４屆。
4.中研所迎新論文發表會，自79年開辦至今，已舉辦過11屆。

八十三學年度

5.中研所送舊論文發表會，自79年開辦至今，已舉辦過10屆。

9月

6.台灣民俗田野調查學術研討會，自85年開辦至今，已舉辦過３屆。

八十四學年度

不定期舉辦之會議、演講，及重要學術活動紀錄如下：

9月

七十七學年度

八十五學年度

11月 舉辦「史學方法講座」
，邀請古偉瀛、黃俊傑等學者主講。

4月

4月

3月

5月

日本中央學院交換生鈴木詩織至本系修習中文一年。
舉辦「第二屆文學與社會全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舉辦「當代中國文學─1949年以後」，共有康來新等十六位學者發表論文。

八十六學年度

舉辦「30年代文學研討會」，共有蔡源煌等五位學者發表論文，及秦賢次等

5月

承辦本校「第十四屆五虎崗文學獎徵文活動」。

五位學者舉行座談會。

舉辦「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及「今夜我們要做什麼」音樂會。

盧瑋鑾先生主講「近十年中國大陸於現代文學研究的情況」、「沙漠上的陣

舉辦「中國武俠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

雨─30年代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

11月 舉辦「第二屆東亞漢學國際會議」
，有日、韓及台灣的學者參與。

黎活仁先生主講「網的象徵─散文詩的結構分析」、「中國文學於『嘆老』

12月 舉辦「中研所86學年度冬季論文發表會」。

的表現」
。

八十七學年度

與東吳大學合辦「大陸文學研討會」
。

4月

舉辦「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共有王潤華等廿位學者宣讀論文。

與中央大學中研所合辦「文學與哲學研討會」
。

5月

承辦本校「第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徵文活動」，於五月廿六日舉行頒獎典

七十八學年度
9月

日本津田塾大學交換生島田夕有至本系修習中文一年。

禮。

與中華教育學會合辦「中華民族宗教國際學術會議」，共有柳存仁等23位學

6月

舉辦「第一屆桂冠詩人獎徵文活動」
，於端午節前夕舉行頒獎典禮。

者發表論文。

8月

與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合辦「第一屆中瑞漢學國際研討會」
。

本系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合辦「第一屆國內中文研究所在學研究生論文發

10月 舉辦「1998淡水地區人物誌」發表會。

表會」
，共有周慶華等五位研究生發表論文。

12月 舉辦「中研所87學年度冬季論文發表會」。

舉辦「新加坡大學高級講師楊松年博士之系列演講」，講題為：「文學報刊

八十八學年度

研究方法─以戰前星馬華文報刊為例」、「研究中國文學批評所面對的問

4月

舉辦「第一屆大學部論文發表會」
。

題」
、「星馬華文文學概說」。

5月

承辦本校「第十六屆五虎崗文學獎徵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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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第二屆桂冠詩人徵文活動 」
。
10月 舉辦「1998淡水鎮立體志──淡水老街」發表會。
舉辦「1999淡水地區人物誌」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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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簡史──
歷史學系創立於民國五十五年、歷史學系碩士班於民國八十七年成立並招收第一屆
學生，其目的在於培養史學研究之人才，同時為兼顧學生就業之需要，該系課程採史論

11月 舉辦「第二屆中瑞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史實並重之原則，故於課程之安排，採理論與實際並重，必修與選修相輔相成，以尊

八十九學年度

重同學志趣為原則。並在古今中外的史學天地，從融會貫通中，由博返約，為高深之研

11月 承辦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學術研究會」
。

究奠下入門功夫。

12月 與日本、韓國合辦「第四屆東亞漢學國際會議」
。

教學目標──
在教學上，該系除採「大班講課，小班討論」之啟發式教學外，並注重培養同學的

教學設備及資源：

獨立思考與研究能力，尤其重視課外輔導，學生迄今成立了四個讀書會，對讀書風氣之

該系教學設備現有：電視機2部、麥克風24組、錄音機2部、隨身聽1部、迴帶機1

養成頗有助益，對同學日常生活的照顧，品德的陶冶，也同表關切。

部、影印機1部、照像機1部、幻燈機1部、鏡頭1部、三角架1部、錄放影機3部、攝影

教學特色──

錄放影機5部、手提電腦2部、單槍投影機1部、手提CD音響1部、CD音響1部、傳真機2

學生於修業期間，特別注重培育其踏實之學識基礎，例如：

部、實物投影機1部等。今後將配合多媒體教學、課程教學，持續添購所需之教學設

1.開設臺灣史講座，採取講座與實地勘考二者並行方式，並邀請專家學者專題演

備。

講，以加強教學效果。
電腦之軟硬體設備方面，該系目前有兩部伺服器，已架設獨立學術專站。硬體設備

有：微型電腦47部、印表機20部、閱讀機2部、掃描器4部、不斷電設備4部、可讀寫式

2.選修課程採隔年輪開原則，用以增加課程種類及學生選擇機會，並可促進學習興
趣。

光碟機1部、光碟唯讀機等。其他電腦設備將視學術研究、課程教材之需要繼續申請購

3.中國通史與世界通史皆採大班上課，小班討論之教學方式。

置。

該系八十八學年度羅主任運治上任後，為推動課多樣化及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於
中文系學生除了可以申請校內外多項獎學金之外，尚有系內特設之「許世瑛文藝獎

系、所課程新增多項新課程，並於八十九學年度起陸續實施。該系特色之一是「台灣通

學金」、「岑子和同學文教基金會獎學金」、「黃興隆先生獎學金」、「所友會書卷

史」的開設，此係採講座與實地勘考二者並行方式，除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外，並

獎」
、「里仁書局獎學金」等。

前往古蹟名勝作實地參觀考察，多年來深受學生歡迎，此外，該系不僅注重各朝代歷史

茲臚列75年至88年之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龔鵬程

74.8至79.7

王文進

79.8至83.7

高柏園

83.8至87.7

周彥文

87.8至89.7

高柏園

89.8--------

二、歷史學系
一、沿革與特色

的傳授，同時更注重中國古代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探討；至於圖書及教材方面，也廣
向各方蒐集有關資料，並就實地勘考集成成果照片集錦，製作幻燈片教材，製作網路多
媒體教材置於網上供學生查詢，此外並將於八十八學年度起開設中國歷史文物賞析課
程，將配合歷史文物實物教學，培養學生對古文物之鑑賞能力，並加強學習效果，使之
成為該系發展特色，同時亦增闢史料數位化必修課程，該系八十九學年度劉主任增泉上
任後，該系發展方向將朝「國際化」努力，並計劃於九十學年度開設「實用歷史學」課
程，期使畢業同學儘速投入資訊多元化的社會，並順利融入就業市場。
二、師資陣容
師資現況──
專任：教授4名，副教授9名，助理教授1名，講師1名

42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博士9人，碩士5人，學士1人，共15名）
兼任：教授3名，副教授3名，助理教授1名，講師6名。
（博士7人，碩士6人，共13名）
目前該系專兼任師資有教授七位、副教授十二位、助理教授二位及講師七位，多為
年輕、學養豐富之士，亦不乏國內、外具博、碩士學位之教師，該系教師皆學有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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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學盃籃、排、羽球賽，亦為各校歷史學系間每年一次的盛事，由各校輪流舉
辦。
5.每年舉辦約十八次的學術演講，邀請史學碩彥及學有專長之士共襄盛舉，以激勵
學生向上。
6.其他為該系特有之活動尚有故宮博物院、國史館之參觀訪問，新生座談，系友座

除一般基礎史學外，研究範圍包括中、外歷史、臺灣史、史學史、社會經濟史、學術思

談等。

想史、藝術文化史、科技史、中外關係史、歷史哲學等等。教師每年皆有學術論文或專

近幾年學生數──

著發表，見之於國內外學術刊物中，每年並有數位獲國科會或內政部等其他單位之研究

86學年度共計272名。（含日本姊妹校津田塾大學、中央學院大學與亞細亞大學、

獎助；此外，尚接受公私立機構、團體之委託，從事調查研究或撰述。
該系行政人員，除系主任外，另有組員二人，分別協助主任處理系、所行政事務並
支援核心課程「歷史研究學門」開課事宜。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交換生4名）
87學年度共計294名。（大學部四班，碩士班一班）
88學年度共計319名。（大學部四班，碩士班一、二年級各一班，含13位視障生、9

輔導學生──
除課餘隨時輔導外，專任教師每週並有固定時間留校，約見學生或輔導課業，義務

位體保生、3位外籍生）
89學年度共計325名。（大學部296名、碩士班29名，含6位體保生、13位視障生、6

輔導學生各類活動，如組成讀書會等。
八十八學年度規劃新導師制度，以落實導師輔導功能，增加師生互動，減少師生間

位外籍生）
輔系、雙學位、畢業學位──

之疏離。於八十九學年度增設導師，大學部每班增加一名導師，以減少每位導師輔導學

輔 系：有。（符合校、系規定者可依規定提出申請）

生數。碩士班導師由系主任兼任。

雙學位：有。（符合校、系規定者可依規定提出申請）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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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學士。（民國55年7月成立）

除參與支援一般校園活動外，該系經常舉辦者如下：

碩士班：歷史學系碩士班。（民國87年8月成立）

1.歷史週活動，以展覽、演講、座談會等多種方式進行，由學生主辦，教師協助為

該系在歷任主任的帶領下，於八十七學年度成立碩士班並正式招生，初期成立核定

原則。
2.舉辦校際學生論文研討會，由學生提出論文並發表，準學術研討會形式進行，鼓
勵學生嘗試學術研究及論文寫作，並透過校際學生論文發表會，交換研究心得及
成果，並鼓勵優秀學生繼續進修，目前已有輔大、文化、東海、淡大四校參加。
3.該系為提高學生讀書風氣，除大量介購圖書、期刊外，並輔導協助學生成立史記
導讀學會、台灣史、西洋史、英文翻譯等四個讀書會，每年均舉辦數次由學生擔
任專題主講的讀書會，其中史記導讀學會自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成立迄今，總計
舉辦五十四次的讀書會，每次分由學生專題主講，並邀請校內外老師蒞會擔任講

招生人數為十名（在職生二名，一般生八名），並接受外籍生申請就讀，但其資格需符
合本校規定及經該系招生委員會審核。
近年來並舉辦本土化系列活動展覽及學術研討會均有卓越之成效，周前主任並於假
日協同該系同學勘考古蹟，致力於田野調查，使得理論與實務緊密結合，
三、學術交流活動──
至於學術交流活動，亦為該學系所重視，除每年敦聘海內外學者專家蒞校作專題演
講、座談等等之學術交流活動外，另亦召開多次之學術研討論，召開情形如下表所列。

評、指導，成效良好；並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教育部結合圖書館推廣讀書會運

學

動，由中華民國讀書會發展協會、國家圖書館舉辦優良讀書會選拔。在全國八千

年 研討會時間/地點

個讀書會中有一百三十五個讀書會報名參加競爭下，該會最受囑目，獲選為優良
讀書會，並獲教育部頒獎表揚。

研討會主題

度
75 時間：1986年12月18~20日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參加
人數

中國近代政治與宗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 150
會

論文
發表
篇數
20篇

42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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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時間：1989年6月23~25日

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140

24篇

85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79 時間：1990年12月21~23日

第二屆中國政教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140

20篇

時間：1997.3.25-4.3

三場演講：總主題－「近代日本的構圖」

日本：大濱徹也教授

26日6.7節，UE201

職稱：日本筑波大學教授

日本國民國家的形成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27日3.4節，化中正

80 時間：1992年6月26、27日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81 時間：1993年7月1日

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130

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

130

近代日本的民眾圖像

23篇

28日3.4節，化中正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及中正紀念堂
82 時間：1994年6月3、4日
中國政治、宗教與文化關係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蔡錦堂老師推介 追求精神的革命

15篇
89

120

21篇

國際學術研討會

83 時間：1995年5月12、13日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時間：2000.10.23~31

三場演講：

學者：郭恆鈺教授

24日3.4節，L307

（Prof. DR. H.Y. Kuo）

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151

國籍：德國

18篇

社會、經濟與墾拓

85 時間：1997年5月10日

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臺灣開發史

124

9篇

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 186

30日7.8節，驚聲國際廳

16篇

近年來亦舉辦一連串本土化系列活動：

地點：覺生國際會議廳

活動時間/地點

學年度

邀請學者蒞校擔任淡江講座：

85

淡江講座

時間：1997年4月28日至5月3日
地點：商館展示廳

演講主題

學者：渡邊信夫教授

86

時間：1997年12月9日至12日
地點：商館展示廳

職稱：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長
時間：1994.10.1-10.9

短期訪問、演講

87

時間：1998年12月8日至11日
地點：商館展示廳

學者：約翰．皮耶．馬丁教授
88

國籍：法國

時間：1999年12月7日至10日
地點：圖書館二樓台灣史展覽區

職稱：法國歷史科學會副主席

歷史週
臺灣本土化系列活動－原住民特展
臺灣本土化系列活動－
「淡水週．我愛淡水．史中如一」
臺灣本土化系列活動－
「淡水遺珠－淡水史蹟考」
（台灣史蹟研究社）

＊，劉增泉老師推介
時間：1996.4.7-15

三場演講：

學者：羅瑞(Dr. Bullitt Lowry)

8日14:05-15:30，H103

國籍：美國

現代歐洲史研究的新趨向

職稱：美國北德州大學副教授

文學週
臺灣本土藝術瑰寶－交趾燒

（歷史學系與中文學系合辦）

（JEAN-PIERRE MARTIN）

84

活動主題

（歷史學系主辦）

以日本史為題

國籍：日本
83

26日3.4節，UE201

＊許智偉教授推介 希特勒與滅絕猶太人的大屠殺

87 時間：1998年12月12、13日

82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第三帝國的擴張政策

職稱：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榮譽教授 德國馬克與列寧的十月革命

地點：驚聲國際會議廳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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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時間：1999年12月7日至11日
地點：商館展示廳

歷史週
臺灣本土化系列活動－
「臺灣本土戲劇展」

（Recent Trend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0日10:20-12:05，H111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與爆發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刊物及出版──
1. 學生重要刊物如
「史化」
、「史訊」等均由老師指導，學生自撰、自編、自行出版，前者為學術性刊

12日10:20-12:05，H110

物，後者為綜合性刊物。「史化」由學生就其讀書報告、史蹟勘考、田野調查、名人口

由世界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述歷史，以及多領堿之專題論文等為主題，民國六十二年創刊迄今，共出刊廿七期，每

＊唐弓老師推介 （World War I as a“World-Historical Event”）

期均有豐富內容。

42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2.教師刊物為學術性之「淡江史學」年刊，民國七十八年創刊，之後每年出版一
期，迄今共計十一期。

視

錄放影機

聽
、

3.1997年之「創系三十週年口述歷史」文集。

影

4.學術會議論文集之出版：

印

1987年──「中國近代政治與宗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器

1989年──「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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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686HF

部

1

東元 TR8552VR

部

1

投影機

西德肯德門 6550、3M M9080 DESKTOP、

部

3

單槍投影機

PANASONIC PF-L555、SANYO PLC-SU10N

部

2

幻燈機

KODAK EKTAGRAPHIC、APOLLO 3250

部

3

攝影機

SONY TR-805、TRV 900

部

3

相機腳架

KODAK 3651、LPL2002 C577

支

3

影印機

全錄 V230Ⅲ

部

1

1990年──「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收錄音機

SONY CD

部

1

1992年──「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錄影帶

教學影帶、教學名片

卷

395

影音光碟片

VCD

片

150

影碟片

LD

片

2

張

5000

幅

70

1993年──「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非

1994年──「中國政治、宗教與文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書

1995年──「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

資

共有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幻燈片

料

1997年──「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開發史」論文集

其他等十三類
掛圖

1999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
以後此類論文集將隨會議會之召開而出版。

民國、臺灣、東南亞、科技、城市與建築、地圖、
歷史地圖

茲臚列歷年系主任於下：

5.該系出版品並有國內大學與國外圖書館作出版品交流。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四、教學設備及資源：

周培智

55.7至59.1

王

澂

59.2至60.7

戚長誠

60.8至61.7

蘇振申

61.8至64.7

陳三井

64.8至65.7

黃耀能

65.8至69.7

類別

名稱

規格

微型電腦

Intel PS-90 CPU 16 MB

單位 數量
部

1

P-Ⅲ 450 64MB 128 MB SDRAM
電
腦

微型電腦

40倍速CD-ROM
10.1GB硬碟

部

1

CD-RW
IBM I系列12.1”TFT

部

1

李齊芳

69.8至76.7

腦

EPSON STYLUS COLORⅡ

部

1

鄭樑生

76.8至82.7

週

EPSON STYLUS COLOR 800

部

1

周宗賢

82.8至88.7

PHOTO EX

部

1

設

HP LASER JET 1100A

部

1

羅運治

88.8至89.7

備

HP LASER JET 6P

部

1

劉增泉

89.8至

UMAX ASTRA 2200

部

1

UMAX S-6E

部

1

照像機

NIKON FM2、羅朱145、CANON EOS 5 QD

部

4

鏡頭

NIKON、SIGMA 等

個

8

翻拍組

德國（KAISER）RB 5004 RSI

組

1

該系成立於民國六十年，乃有鑑於知識的量在急遽增長，知識的質也在不斷提高，

電視機

東芝 322 MTS

部

1

勢將引發分類編目是否能適應新的學科發展，如何以最完整的方法儲存資料，以及如何

電

邊

筆記型電腦

印表機

掃描器

攝
影
、

三、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沿革與特色

以最迅速的方式檢索資料等問題，更由於所有的新的傳播媒介，皆已被利用作為儲存知

42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識及傳授知識的工具，促成了人類多種感官途徑的學習，於是激起了教學媒介與教學效
果的研究和自我教學資料的勃興與運用，而可利用的資料，便也從純視覺性走向同時利
用多感官學習的領域。因此，該系在課程方面的設計完全掌握著資訊時代的脈動。
至八十五學年度止，該系在課程方面分為三組選修課程，分別為圖書館組、資訊科
學組及視聽教育組，八十六學年度分系為「教育資料科學學系」及「教育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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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面對廿一世紀的來臨，目前國內各級圖書館與資訊服務單位對高階層人材之需求很
大，同學們之出路相當廣泛，例如：（1）就業方面：圖書館業、資訊業、傳播業、出
版業、人力資源教育及參加高普考與資訊技術資格考等（2）進修方面：圖書館學、電
訊傳播及其他相關之資訊研究課程。

為迎合學科趨勢，該系已於八十九學年度起正式更名為「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在課程

師資陣容

設計方面，以圖書館學與資訊學為主，並兼及各式媒體與電腦網路資源作業之內容，民

八十九年該系專任教師有十位：教授二位、副教授五位、助理教授一位及講師二

國八十年並成立碩士班，主要以探討新的資訊、傳播科技於圖書館資訊服務上之應用，

位，其中具博士學位者四位，碩士學位者三位；兼任教師十位（教授二位、副教授三

並以培養現代化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研究、教學與實務工作人才為宗旨。強調：（1）科

位，講師五位），組員二位。

技整合，有堅強的師資陣容以及前瞻性的課程設計（2）課程符合潮流所需，並對學術

教學設備及資源

理論之探討與實務應用之研究並重發展。

該系的教學設備方面：（1）圖書室：設於系辦公室，藏有專業中文、外文圖書及

在研究發展方面：該系發展的重心在於新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在圖書館資訊服務的應

期刊數千餘冊（2）暗房攝影實驗室：有剪片、辦公、沖片、烘乾、放大等設備（3）

用；研究內容以圖書資訊與媒體科技為導向；研究主題包括圖書館學的定位與未來走向

音效室：翻拍設備、幻燈設備、同步放映設備、盤帶機及混音器等（4）學術網路工作

的探討、圖書館自動化的研究、網路資訊系統、電子出版與多媒體的應用等，並兼重實

站：系上已裝設網路線路兩條，專供課程教學及同學實習使用（5）光碟檢索工作站：

務導向之發展性研究，故強調與實務界建立良好的建教合作關係，共同研究數位化圖書

為協助同學了解資訊檢索的實務，備有數套光碟設備以利教學。

館之相關建置實務及其理論設計。
教育部為提升高中圖書館人員專業知能，委託該系於八十六學年度起辦理「八十

在出版的刊物方面，有「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及「知心集」：
1.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六、八十七年度高中圖書館人員學分進修班」及「八十七、八十八年度高中圖書館主任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初名「教育資料科學月刊」
，創刊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六

專業學分進修班」，連續三個暑假（七、八月）於淡水校園進行課程之研習，共計廿學

十九年九月易名為「教育資料科學」，並以季刊發行；自七十一年九月起，易今名，仍

分，學員經成績考核及格者，由淡江大學發給證明。

為季刊，本刊秉持創刊宗旨，以探討國內外最新教育資料科學，包括圖書館學、資訊科

為因應新世紀的資訊化與網路化之服務環境，該系接受教育部、文建會及省文化處

學暨教育工藝等之理論與實務。

資助，與覺生紀念圖書館共同思考圖書館建築設計與內部空間規劃之功能與效益，於八

2.知心集

十八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與本校圖書館於翡翠灣福華大飯店共同舉辦「一九九九海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廿九日由第一任系主任方同生教授創刊，期許在這一片小園地

峽兩岸圖書館建築研討會」，邀請海峽兩岸關心新時代圖書館建築之專家學者與相關業

裏，讓同學們自己去辛苦耕耘，先從切磋琢磨中溫故而「知心」做起，並在師生和先進

界與會，發表鴻論。

們的督促鼓勵與指導下，進一步在學理和實務上去更新和創新。「知心集」從最初的報

該系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舉辦「出版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邀請關
心出版與圖書館關係的同道及出版業專家先進，就出版與圖書館相關議題及未來發展，
進行理論與實務之研討，期集思廣益，並建構出版業與圖書館雙贏共榮之道。會中宣讀
論文共十五篇及十五篇簡評文章，分五場次進行，最後並安排綜合討論。
在教學實習方面，該系三年級及四年級同學需於暑假及學期中依自己的意願至各圖
書館、文化中心、資訊中心、多媒體中心或傳播電腦公司等，對各單位之各項業務、資
訊服務之作業、舉凡資訊之組織、檢索或傳播等各項事務實地見習。多年來深獲各界好

紙型式的季刊，到今天雜誌形式的學報，「知心集」不但反映出資圖系風二十年來的走
向，同時也為資圖人的點點滴滴做了最忠實的記錄。
茲臚列75年以後歷年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朱則剛

75.8至82.7

高熏芳

82.8至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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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炯友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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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成立「傳播學院」。期能提供師生更完善的教育環境，培育頂尖優秀的傳播人才。
師資陣容
目前該系專任教師有九位；副教授五位、助理教授一位、講師三位，其中具博士學

沿革與特色

位者六位、碩士學位者三位；兼任教師二十三位（教授一人、副教授七人，助理教授二

該系成立於民國七十二年八月，於84學年度成立傳播研究所，文學院於87學年度

人、講師十三人）
，助教二人，組員三人。

成立學術試驗無線電台由本系主任兼任台長；以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方式教學，培育更多
知行合一大眾傳播界專才。並以不拘泥特定的教學型式，以引導學生獨立思考結合社會

教學資源與設備

脈動為主要目標。在傳播媒體逐漸多元化的今天，該系更大力推廣多媒體教學，讓學生

（一）淡江電視台

更能充分的整合各傳播媒體的特性，發展多元化的知能。

為使同學理論與實務能充分配合，於民國七十四年成立攝影棚。影棚採行「學生自

該系擁有四大教學媒體：「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廣播電台」、「淡江網路新

治」助理制，依學生專長及志願分科學習，採分層負責，分級訓練並提供充份實習之機

聞報」以及「淡江影像藝術工坊」，可充分讓學生印證所習得的媒體知識及技巧，增進

會。充份運用各項硬體設施，使教學、實習與實務三者合而為一。為培養學生電視製作

實務能力。並培養具備專業知識、專業技術及專業態度的傳播人才。

的專業知識及技術，由大傳影棚助理製作的「淡江新聞」在七十五年正式播出。淡江新

該系的特色如下：
（一）課程設計多元化

聞內容包括時事、專題報導及現場轉播。
該電視台的設備如下：

由於大眾傳播教育之範疇涵蓋甚廣，故在本系特重「多元化」與「多樣性」；專業

1.棚內三機作業器材（副控制室、電視攝影棚）－攝影機、剪接機、各類燈具、燈

科目包括了傳播理論性課程、印刷媒體、電視、電影、廣播、廣告、公關、戲劇、攝影

光控制台、監視器、觀景器、混音機、特殊效果機、字幕機、腳架、擴大機、喇

以及傳播科技等領域之課程。

叭等。

學生除按規定修習基礎課程之外，並可以依自己興趣選修各項傳播相關課程，及校

2.外景用器材－攝影機、立燈、彈袋燈、腳架、監視器等

內其他任何科系所開設課程，以發展其他領域之專長，藉此對傳播領域有全盤性的了解

3.剪輯設備－剪輯室剪接機、A/BRoll、耳機、監視器等

和認知。

4.多媒體設備－多媒體電腦、光碟燒錄機、單槍、掃描機、3D工作站、多媒體軟

（二）媒體實習的教學
由於該學系以理論與實務結合為教學目標，故在正式授課之外，也相當重視同學在
實習操作中的學習。同學在課餘可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實習媒體擔任助理，由系內授與工
作任務，期許同學們在模擬的工作環境中，學習專業知識、專業技術的運用以及如何以
專業的態度與人共事。
（三）深具特色的「傳播碩士班」

體等。
5.轉播設備－微波系統、混音機、擴大機、喇叭等。
6.教學設備－幻燈機、投影機、單槍、麥克風等。
（二）淡江之聲電台
淡江之聲電台，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開播，目前頻率為FM 88.7。透過教學實習廣
播節目製作，培養學生在廣播方面的專業知識、技能及工作態度。鼓勵學生以主動、自

該系傳播碩士班，結合了本校國際學院的廣闊資源，著重於國際傳播的研究，並充

治的精神，參與本台行政管理及節目製播。播音時間為每學期開學當天至學期結束為

分結合網路通訊，以及該系現有的媒體資源，以期培養一個具國際觀並能充分運用新傳

止，寒暑假則停止播音。淡江之聲電台目前有五個部門：節目部、新聞部、企劃部、公

播科技的新傳播人。

關部與工程部。淡江之聲電台目前有四間錄音間，設備齊全。

（四）成立「傳播學院」
擬結合「大眾傳播學系」、「資訊傳播學系」及新申設之「傳播研究所」等二系一

該電台的設備如下：
1.錄音間－21軌混音機、音效機、MD Player、錄放音機、Call-in器材、盤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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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影像藝術工坊的設備如下：
1.教學設備－各式鏡頭、120相機、135相機、4×5相機、幻燈機、三腳架等。
2.專業攝影棚－各式閃燈、測光儀、攝影台、大型相機等。
3.沖片室、放大室－放大機、格板、相紙烘乾燈、底片烘乾機等。
（五）系電腦室
提供同學上機實習多媒體相關課程，設備有桌上型個人電腦十部、掃描器、燒錄
器、印表機等。
歷年舉辦之會議、專題演講
學術交流活動
民國七十五年 三月，第一屆影棚助理何振忠、李秀莊、陳淑玲等策劃製作「文學院簡
介」，此簡介針對本校文學院各系所、師資、設備及教學成果均作深入
介紹。
民國82年11月本校張創辦人為實習電臺開播按鈕

民國七十五年 十月二日，第一集「淡江新聞」開播。
民國七十五年 十一月八日，為慶祝本校創校三十六週年，淡江新聞首次製作紀念專
輯。

唱盤等。
2.轉播器材－轉播車、CD Player、錄音座、錄音機等。
3.教學設備－電腦、印表機等。
（三）淡江網路新聞報
淡江網路新聞報是該系三年級「報業實務」課程的實習刊物，每周出刊一次，主要
以淡江人才網路、全球資訊網路、知識經濟網路三方面為主要內容。主要宗旨是為了讓
學生能實習實務工作，使學生們結合「新聞學」、「新聞採訪與編輯」等之理論課程，
讓學生能從實務中印證理論。而淡江網路新聞報除了出刊報紙之外，也提供大四同學
「畢業製作」課程之實務製作，主要是以製作全球資訊網頁為主。
淡江網路新聞報的設備有：教學設備－桌上型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雷射印表
機、掃描器、排版及Homepage製作相關軟體等。
（四）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淡江影像藝術工坊是提供二年級以上修習過基礎攝影課程，並通過淡江影像藝術工
坊檢核同學們培訓攝影相關技藝、影像創作能力之開發，並定期展出實習助理們的作品
於影像迴廊。淡江影像藝術工坊內有三個部門：商用專業攝影棚、沖片室、放大室，提
供了同學從拍片、沖片、顯影到影像處理之整個完整之實習機會。

民國七十六年 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本校舉辦「淡江大學暑期電視製作研習會議」，
由影棚提供所有器材支援並輔助教學。
民國七十六年 十一月八日，影棚轉播第三十七屆校慶運動會，此為影棚首次轉播的大
型活動。
民國七十七年 十一月五日，李總統登輝先生蒞臨本校參觀蘭花展，並且接受影棚採訪
記者萬玉鳳的獨家訪問。
民國七十七年 十一月八日，實況轉播淡江大學第三十八屆校慶，此次轉播突破往年格
局，增闢第二現場，並搭設電視牆供本校師生觀看。
民國七十八年 八月，本校建教合作中心委託影棚製作「一九八九年赴美英語研習團」
活動專輯，由曹慧珍助教赴美拍攝剪輯完成。
民國七十九年 一月，本校美東校友會委託影棚製作「淡江的過去與今日」電視專題。
民國七十九年 十一月七日，淡江大學金鷹獎頒獎典禮實況轉播。
民國七十九年 學校委託製作第一部淡江大學簡介。
民國七十九年 十二月，拍攝「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校長會議」活動紀錄。
民國八十 年 拍攝學校與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締結姊妹校簽約過程，並由斯大代表攜
回瑞典。
民國八十一年 四月，影棚改名為「文學院大傳系廣播、電視暨攝影教學實習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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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民國八十一年 五月，影棚首次與吉他社合作轉播第七屆金韶獎決賽。

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淡江之聲電台」首次開放對全校學生公開招考。

民國八十一年 六月，「北海岸周刊」停刊。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傳系接掌校園媒體

民國八十八年 十一月至八十九年三月，台北市政府委託大傳系四大實習媒體製作「九

「淡江時報」。
民國八十一年 九月十五日，獲交通部撥配頻道FM 107•9，至此，「私立淡江大學文
學院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台」的籌備工作正式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

二一重建傳真」。
民國八十九年 二月，「淡江新聞」更名為「淡江電視新聞」
。
民國八十九年 七月，「淡江之聲電台」新增兩間錄音間及空間重新調整。

民國八十一年 九月二十二日，「淡江之聲」電台開始模擬運作。

民國八十九年 七月，「淡江電視台」空間重新調整。

民國八十一年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外交部主辦中南美文化週活動，拍攝所有

民國八十九年 八月，「北海岸周刊社」架設高架地板。

過程並剪輯完成。

民國八十九年 八月，「攝影實習中心」架設高架地板並設置逃生門及通風窗。

民國八十二年 二月，「北海岸周刊」復刊。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三日，四大實習媒體舉辦「再出發」啟用揭幕典禮。三大實習媒

民國八十二年 五月，創系十週年系列活動。

體「廣電教學實習中心」、「北海岸周刊社」及「攝影實習中心」正式

民國八十二年 十一月七日，「私立淡江大學文學院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台」正式開

更名為「淡江電視台」、「淡江網路新聞報」及「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

播。因規劃為校園實習電台，所以播音範圍限校園內。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八日，「淡江網路新聞報」創刊號發行。

民國八十三年 四月，舉辦「新聞報導與國際傳播」研討會。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交通部核發新電台執照，核定發射電功率為五十瓦特。

民國八十三年 八月，影棚攝影組獨立為「攝影教學實習中心」
。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淡江電視台」與遠距組合作，首次以網路直播方式轉播淡江

民國八十四年 四月，碩士班成立且正式招生。
民國八十四年 五月十五日，淡江新聞200集，並開放現場參觀錄影。

大學五十週年校慶活動。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舉辦「淡江講座」，主講人為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

民國八十四年 五月，「淡江之聲電台」首次開放對文學院學生公開招考。

中心高級政策專家Stephen J. Yates，講題為「The Obstacles and Solutions

民國八十四年 六月，影棚與家連家有線電視台簽訂「淡江新聞」託播合作案。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mong Taipei, Beijing and Washington」「台

民國八十五年 四月，舉辦「一九九六淡大國際傳播研討會─國際媒體如何報導中華民

北、北京、華府的政治溝通障礙與解決之道」
。

國總統大選」。
民國八十五年 十月，「北海岸週刊」由黑白印刷改版為彩色印刷。
民國八十六年 四月，舉辦「一九九七淡大國際傳播研討會─專業V.S.煽情：國際媒體
如何處理重大爭議新聞」
。
民國八十六年 十一月，「淡江新聞」開始於網路線上播出。
民國八十七年 五月，大四畢業展首次走出校外假明德春天百貨舉辦，並出版畢業專
刊。
民國八十七年 七月，申請成立之「資訊傳播學系」正式招生。
民國八十八年 「淡江之聲電台」申請到新的頻率FM 88•7，正式對淡水地區發音。

民國八十九年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舉辦「二○○○年國際傳播學術研討會」
。
茲臚列75年以後歷年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林東泰

74.8－79.7

趙雅麗

79.8－84.7

張煦華

84.8－86.8

王嵩音

86.9－88.8

張煦華

88.8－

五、資訊傳播學系

民國八十八年 四月，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委託影棚製作「台灣自來水創設百週年來簡
介」錄影帶。
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一日至三日，大四畢業生校外展出的第二屆，假中國時報廣場舉

沿革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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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播學系成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八十七學年度起正式招生，招生人數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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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募─對象包括全校職員生。

名。該系基於傳播與資訊科技匯流的時代趨勢，規劃其教學目標首重在培育學生深入瞭

購買─經費由中文系贊助。

解此資訊傳播網路世代之形成、發展、和流變的本質，及其對個人、社會和文化的影

圖書館介購。

響；並進而藉由「學」、「術」兼備之課程規劃，以「基礎社會人文理論」、「傳播理

自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開放全校教職員生憑證借閱。

論與研究」、「資訊傳播科技與研究」、「資訊傳播網路管理與行銷」和「創意數位媒
體設計與製作」等五大類課程為主軸，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社會人文精神之數位媒體設計
與開發人才，以及資訊∕電訊傳播網路服務之行銷與管理人才。
該系學生畢業後之發展：學術方面可繼續於國內外相關研究所深造；就業方面可於

⑵本中心通俗小說研究室藏書萬餘冊，開放全校教職員生憑證借閱，協助通俗文
化學術之研究與發展，成果斐然。
⑶本中心文獻學研究室藏書豐碩，目前開放本所研究生借閱。
2.讀書會：

多媒體資訊業、影視傳播業、電腦動畫公司、資訊網路服務公司、資訊網路行銷公司等

各研究室邀請老師及研究生帶領讀書會，以不同主題進行學問探究，推動本校

各相關行業一展長才。

學生之讀書風氣。

師資陣容：

3.設立網站：

該系目前有二位專任副教授、一位專任助理教授均具有博士學位，另有專任講師一
位，助教一位。

⑴架設之「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網站」持續更新使用。
（網址為：http://www.mail.tku.edu.tw/fanmj）

教學資源與設備：
該系配合課程規劃逐年增購各項多媒體設備，硬體設備有多媒體電腦、麥金塔電
腦、網路伺服主機、影像處理系統、音效處理系統、數位相機、掃瞄器、數位繪圖板、
出圖機、電鋼琴、數位攝影機等。另軟體設備有影像處理軟體、網頁製作軟體、音效處
理軟體、排版軟體、電腦動畫軟體等。

六、漢學研究中心

⑵架設之「武俠網站」持續更新使用。
（網址為：http://www.knight.tku.edu.tw/）
⑶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與僑委會合作開發之「中華武俠文化網」已開始啟用。
（網址為：http://edu.ocac.gov.tw/taiwan/kungfu/index.htm）
四、學術交流與合作活動：
八十七學年度
1.由范銘如老師籌辦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日期為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至

一、沿革：

五月一日共二天，舉辦地點為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參加人數約二百二十

本校於民國八十七學年度成立「漢學資料中心」，由文學院院長推薦中心主任人

人。

選。該中心因受限經費，以致資料收集有限，為落實中心之功能，八十九學年度經第七

2.文獻學研究室持續推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洽談合作事宜。

十次行政會議通過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除將和國內外學術單位合作進行研究計

3.八十八年五月六日邀請陳郁夫教授來校演講，共有老師四位及學生約三十人前往

劃，並將和渠等合作召開學術會議以及舉辦其它學術活動。
二、組織現況：
漢學研究中心目前有「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負責教師為林保淳、「中國女性文學
研究室」負責教師為范銘如、「文獻學研究室」負責教師為周彥文。
三、特色：
1.圖書借閱：
⑴本中心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已有藏書三千餘冊，主要來源有：
捐贈─來自校外的熱心支持人士。

聆聽。
八十八學年度
（一）演講活動
1.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邀請著名作家袁瓊瓊女士蒞校舉行「女作家座談會」，講題
為「一場創作與閱讀的交歡」。
2.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邀請著名作家楊千鶴女士蒞校舉行「女作家座談會」，講
題為「從台灣文學談女性走來的路」
。
3.八十九年三月七日邀請輔仁大學倫理學中心教授歐崇敬演講，講題為「《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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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論辯」。
4.八十九年三月十日邀請大陸青島武術館館主林昌湘演講，講題為「武術與武
功」。
5.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邀請清華大學教授林安梧演講，講題為「關於哲學人性論的
一些問題」
。
6.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邀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祖漢演講，講題為「孟子學與
方法論」
。
7.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邀請著名作家蘇偉貞女士蒞校舉行「女作家座談會」，講
題為「女人的一生與小說」
。
8.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邀請著名詩人羅智成演講，講題為「我的文學之旅」。
9.八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邀請輔仁大學倫理學中心教授歐崇敬演講，講題為「老子
中的自然、人文、軍事行動三向度思想探索」
。
10.八十九年四月十一日邀請北京社科院研究員蒙培元演講，講題為「中國哲學中
的情感問題」。
11.八十九年四月十八日邀請自由創作家謝宿蓮演講，講題為「談東西方的繪畫藝
術精神」
。
12.八十九年五月二日邀請南華大學副教授陳德和演講，講題為「略論韓非子的思
想與論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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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歷史與怪獸：檮杌閒評、檮杌萃編、今檮杌
傳」
。
⑶89年10月9日與中文系聯合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教授王
德威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魂兮歸來：歷史迷魅與小說記憶」
。
⑷89年10月24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邀請著名作家愛亞女士蒞校演講，講題為
「美好的文學路」
。
⑸89年10月24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程
聯合邀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江寶釵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從民間文學看台
灣社會與性別」。
⑹89年11月8日與中文系聯合舉辦「專題演講」，邀請瑞典斯德歌爾摩大學中國語
言及文化學系羅多弼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歐洲漢學發展現況」
。
⑺89年11月9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程，
邀請本校法文系蔡淑玲教授演講，講題為「從西蒙波娃到克麗斯蒂娃」。
⑻89年11月21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程，
邀請本校大傳系王慰慈教授演講，講題為「什麼是女性電影」。
⑼89年11月22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程，
邀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劉亮雅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同志小說」
。
⑽89年11月23日文獻學研究中心與中文系聯合舉辦「田野調查專題演講」，邀請

13.八十九年五月四日邀請著名作家席慕容演講，講題為「也談蒙古也談詩」。

前紅樹林有線電視製作人張允政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立體方志之拍攝技

14.八十九年五月九日邀請著名作家李昂演講，講題為「小說中的權力與情慾」。

巧」
。

15.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邀請漫畫家洪德麟演講，講題為「漫畫、英雄、搖錢
樹」。
16.八十九年五月十六日邀請中研院文哲所客座研究員金春峰演講，講題為「朱熹
哲學思想有關論辯」
。
（二）出版刊物

妶89年11月28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程，
邀請師範大學英文系教授梁一萍蒞校演講，講題為「女性主義在美國」
。
妼89年11月29日與中文系聯合舉辦「茶與學術座談會」，邀請大陸蘇州大學文學
院副院長欒梅健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百年中國文學之回顧」
。
姃89年11月30日漢語文化學研究室與中文系聯合邀請大陸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葉

1.八十九年五月出版「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祥苓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切韻音系與漢語方言」及「音韻學的學習和運

2.八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學刊」發行創刊號。

用」
。

八十九學年度
（一）、演講活動：
⑴89年10月2日與中文系聯合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教授王
德威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五四想像、女性論述、欲望空間」
。
⑵89年10月5日與中文系聯合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學系教授王

姖89年12月8日與中文系聯合舉辦「茶與學術座談會」，邀請大陸四川大學文學
院曹順慶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走向西方與回歸本土-中國文學的雙重變
奏」
。
妱89年12月12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
程，邀請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簡瑛瑛教授及台灣大學外文系沈曉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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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蒞校演講，講題分別為「女性藝術」及「女性電影的藝術與政治」
。
妽89年12月12日文獻學研究中心與中文系聯合舉辦「田野調查專題演講」，邀請
Asia Media 媒體製作部經理李亞芬小姐蒞校演講，講題為「編輯採訪之實
務」
。
姀89年12月19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文學院共同科「跨領域女性研究」課
程，邀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副研究員胡曉真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女性談
詞」。
姈89年12月21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與中文系聯合舉辦「女性座談會」，邀請自
由時報總編輯蔡素芬小姐蒞校演講，講題為「創作之路」
。
（二）、學術活動
1.學術交流：
⑴與日本、韓國漢學學者及大學持續推動「東亞漢學國際會議」之舉辦，以提昇
本系在東亞漢學之學術界地位。
⑵與瑞典斯德歌爾摩大學及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進行學術互訪活動，初期以合辦
國際學術會議進行之。
⑶與大陸蘇州大學通俗文學研究中心進行通俗文獻之合作計劃。
⑷與大陸東山大學古籍研究所進行文獻學之合作計劃。
⑸與大陸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進行中國哲學之研究計劃。
⑹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進行文獻整理研究。
2.學術會議合作事宜：
⑴89年11月9、10日與中文系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合辦「台灣儒學與現代生
活國際學術研討會」
。
3.出版刊物
⑴89年10月15日「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學刊」發行第二期。
⑵89年12月出版「台灣儒學與現代生活國際會議論文集」
。
五、未來發展
在教學上，本中心積極開設「世界漢學」相關課程，並召開相關教學座談會，檢討
教學相關問題。關於學術活動與研究，擬配合文學院與中文系舉辦學術活動，全力發展
漢學學術研究。另中文系與日本、韓國輪流舉辦之「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與瑞
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合辦之「中瑞漢學國際研討會」至今已歷四屆，未來擬繼續推動，
「漢學研究中心」將藉此全面推動東亞、歐洲甚至擴及全球之漢學學術研究領域。
六、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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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海內外之漢學研究，現今只有國家圖書館持續進行資料蒐集之工作，缺乏學術
單位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研究。本校成立漢學研究中心，並與中文系整合各項資源，共同
推動漢學資料之研究工作。
茲臚列87學年度以後之中心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訖年月

周彥文

87.8至89.8

高柏園

89.9迄今

第二節 理學院
理學院之前身為理學部，成立於民國五十五年，成立之初有數學、化學、物理三
系。民國五十九年五月成立數學研究所碩士班，民國六十年四月成立化學研究所碩士
班，民國六十一年四月成立物理研究所碩士班。民國五十五年數學系分設數學組與數理
統計組，民國六十三年化學系分設化學組與應用化學組，民國六十四年物理系分設物理
組與應用物理組。民國六十四年成立化學研究所博士班，民國七十九年成立數學研究所
博士班，民國八十年成立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民國六十九年本校正名為大學後，理學部
改為理學院。民國八十七年成立科技中心。
數學系與物理系成立之初，辦公室與實驗教學場所在騮先紀念科學館之二、三樓，
該館建於民國五十六年，初為地下一層地上三層之建築，一樓與地下層為圖書館使用，
後因空間不敷使用遂於民國七十八年加蓋四樓。民國八十五年圖書館新廈落成後遷出，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重新整修科學館，十一月完工啟用，主要供數學與物理兩系使用。鍾
靈化學館建於民國四十八年，後經民國五十六年、六十四年及七十四年三期擴建，民國
八十六年將最老舊之第一、二期建築拆除重建，鍾靈化學新館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正
式落成啟用。
該院歷年來之重要事項編列於後：
七十五學年度：
化學系承辦國內化學界首度國際會議「亞太地區天然物國際會議」於七十五年元月
五日在本校舉行。七十五年十月邀請德國古丁堡大學Gutlich教授擔任「淡江講座」，並
為化學系與物理系師生舉行三場專題演講。物理系顏三和教授獲教育部遴派於七十五年
十月份率領台北市高工職業教師團赴美國訪問。化學系與物理系各選派一名學生參加國
科會為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博士舉辦之座談會。物理系吳茂昆與何北衡兩位系友參加朱
經武教授之研究小組，共同發現超導體達93K，為本校帶來榮譽。除透過淡江週刊廣為

44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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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三十日蒞系演講，師生出席踴躍；另外在十一月份分別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文理

七十六學年度：

學院院長 Larry Faulkner教授、日本德島文理大學 Sho Ito 教授來系舉行專題演講。物理

七十六年八月一日數學系胡德軍教授就任院長。物理系傑出系友吳茂昆博士在美國

系承辦之物理年會於八十年二月在本校舉行，由林雲海教授負責統籌，會議圓滿成功。

接受Cynus Comstoch大獎後，經陳偉正主任與錢凡之教授之多次聯繫，於七十六年九月

數學系譚必信教授獲聘為線性代數三大期刊之一的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 之

九日返校演講並舉行座談，並獲得本校首屆「淡江菁英」金鷹獎榮譽。化學系聘請印度

副編輯，在亞洲是繼日本與印度兩位教授後之第三人，獲此殊榮實屬不易。化學系於七

籍Kapoor博士為客座教授，經費由國科會補助，其專長為電化學分析，與化學系郝俠遂

十九年十二月十四至十五日與環保署合辦「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計有六百餘人參

教授共同申請國科會之研究計畫並獲准。化學系舉辦兩次「淡江講座」，分別由來自加

加，發表論文五十七篇，並邀知名學者T.C.Raing 博士與S.A.Wise博士與會作專題演

拿大的 Valentu 教授及美國 Louisville大學的王磊教授主講。七十七年六月九日諾貝爾獎

講。

得主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化學系系主任 D. Barton 博士應化學系陳發清教授之邀來校演

八十學年度：

講。數學系聘請鄭惟孝博士為客座教授，經費由國科會補助。數學系邀請加拿大雷城大

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理學院三系均成為擁有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的完整學

學王中烈教授擔任「淡江講座」，於七十七年六月九日至十一日舉行三場專題演講。英

程體系。物理系獲國科會補助聘請俄羅斯藉楊棨教授為客座教授。數學系系友陳邦彥博

專時期校友蔡永興先生捐贈「電漿激發分光儀」並放置於化學館，供物理系與化學系老

士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因研究工作表現出色，於一九九○年獲選為該校

師研究使用。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榮銜；校友總會並頒予「淡江金鷹獎」。日本宇都公大學化學系

七十七學年度：

戶田敬教授至化學系作三個月訪問研究，日本東北大學化學系守田忠義教授亦至化學系

化學系為慶祝成立三十週年，於七十七年十一月上旬舉行系列活動，包括研究成果

作六個月研究。物理系獲國科會補助購買中型儀器經費二百萬元，化學系獲國科會補助

展、化學儀器展、園遊會、系友大會等，有來賓兩百餘人參加，場面熱烈。化學系聘任

購買中型儀器經費四百萬元。

的印度籍客座教授Kapoor博士因工作表現優異，經國科會核准延長聘期一年；邀請的南

八十一學年度：

非籍之孟若珊博士在吳嘉麗教授實驗室進行四個月之研究工作。由物理系籌辦之第八屆

化學系魏和祥教授在無機化學研究領域表現傑出，獲教育部禮聘為學術審議委員會

光學工程年會，於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在本校舉行。在物理系劉海北教授促成下，德州

委員。精通俄語的物理系楊棨客座教授因研究表現優異，獲國科會同意續聘一年，並於

儀器公司捐贈該系價值逾百萬元之二氧化碳雷射產生器。化學系邀請美國史丹佛大學

八十一年九月底參加國科會訪俄代表團赴俄羅斯訪問，引進俄國科學家與我國進行高科

Djerassi 教授、南非Pretoria大學Modro教授、美國Brigham Young大學M.L.Lee教授來系

技交流與合作。年屆九十高齡的野副鐵男教授曾任教於光復前之台北帝大化學系，在日

演講。化學系簡素芳教授研究出「以酵素法改變血型」的技術，國科會於七十八年二月

本化學界擁有崇高地位，於八十一年九月初到化學系參觀訪問，並於九月八日發表演

十四日召開記者會宣佈此一研究成果，隨後新聞局也召開中外記者會宣佈此重大成就。

講。

數學系於七十八年六月底搬遷至騮先紀念科學館新加蓋之四樓新辦公室。
七十八學年度：

八十二學年度：
八十二年八月一日化學系薛文發教授就任院長。八十三年五月一日以報導院內同仁

化學系舉辦兩次「淡江講座」，分別由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天主教大學化學系教授

動態、增進交流互動為目的之「理學院簡訊」創刊號出版。物理系楊棨客座教授轉聘為

丘應楠博士及日本東北大學的野副鐵男教授主講。邀請日本城西大學若林英嗣博士到化

專任教師。化學系獲教育部補助「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中程計劃」經費三百萬元。八

學系與林雲山教授及陳發清教授合作研究三個月，有良好的研究成果；印度籍Kapoor客

十三年度中華民國界面科學學會之年會由化學系承辦，於八十三年六月四日在本校舉

座教授在化學系兩年期間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聘期屆滿返回印度。此種國際性的學術

行。

交流確實有助於研究水準之提昇。
七十九學年度：
化學系邀請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H.Taube 博士於七十九

八十三學年度：
「一九九四年國際超導研討會」由物理系與化學系合辦，於八十三年八月一至三日
在本校舉行，邀請諾貝爾獎得主J. R. Schrieffer教授演講。「理學院簡訊」第二期於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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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由數學系承辦之「第一屆海峽兩岸數學研討會」於八十四年六月

教授。此外，物理系邀請全球最大科學計算軟體公司Molecular Simulation Inc任首席研

六至七日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北京大學十三位教授及國內臺大、清大等各校教

發科學家Milman 博士擔任「淡江講座」
。數學系主辦多場學術研討會，計有八十五年九

授參加，共發表四十六篇論文，其中本校數學系佔十四篇。物理系何俊麟與數學系譚必

月二至六日主辦之「奇異集化解定理研討會」、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與十二月十日主

信兩位教授獲選為本校研究教授，聘期二年，該學年度全校僅有三名。北京中國醫學科

辦之兩場「非參數統計研討會」、八十六年元月廿四至廿五日之「國內組合數學研討

學院植物所叢浦珠教授應邀於八十四年六月到化學系作為期四個月的研究訪問，叢教授

會」、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之「數論研討會」。數學系、物理系與化學系分別獲得教育

為大陸知名之質譜分析專家。物理系完成系友通訊錄創刊號，並於八十四年五月寄發系

部補助「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經費五十萬、六十六萬與九十萬元。數學系譚必

友。數學系、物理系及化學系分別獲得教育部「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經費九十八

信教授再度膺選「研究教授」，並榮任國科會自然處審議委員、中國線性代數學會副會

萬、八十四萬及一百一十八萬元。

長。化學系陳幹男與王文竹兩位教授接受中國化學會委託製作介紹通俗化學知識之錄影

八十四學年度：

帶十三集已完成，內容深入淺出十分精彩，獲新聞局頒發優良獎。化學與物理兩系之系

數學系與物理系獲選為重點系。物理系聘請原台灣大學物理系資深教授鄭伯昆博士

友會分別於八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與六月一日在淡水校園舉辦系友與在校生及家長座談

為約聘教授，除與彭維鋒、張經霖及陳惇二等老師進行同步輻射方面之研究，並在大學

會。

部及碩士班分別開設「物理量測」及「實驗物理」等課程；另聘請原清華大學物理系客

八十六學年度：

座教授管惟炎博士為訪問研究員，管教授曾任大陸中科院物理所所長、安徽科技大學校

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輪由本校理學院負責舉辦「私立大學校院理學院院、系主管

長，專長為高溫超導，與錢凡之、陳憬燕、張經霖及化學系高惠春等老師進行超導方面

聯誼座談會」，以促進私校間之交流合作與爭取教育資源之合理分配。校務會議通過理

之研究，並開設「超導體概論」課程。化學系與美國北伊利諾大學化學系締結為姊妹

學院設置「科技中心」，為學術二級單位。該學年度應邀至三系作專題演講及短期訪問

系。化學系於八十四年九月廿一至廿九日邀請德國薩蘭大學數學及自然科學院院長白克

研究者，計有數學系：美國喬治亞大學陳占平教授、美國邁阿密大學數學系陳文憲教

教授蒞校訪問，並討論兩校合作事宜。數學系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及八十五年一月

授、美國愛荷華大學W.A.Kirk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主任王世全教授、美國Johns

廿四日分別舉行「應用統計研討會」及「組合數學研討會」兩場學術會議。物理系於八

Hopkins 公衛學院生物統計系王美茜教授。物理系：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美國加州

十四年十月五日至十二月十七日邀請俄羅斯科學院哈利洛夫教授來校作一個半月之研究

大學柯洽亮教授、英國劍橋大學皮卡博士、捷克查理士大學海塔博士、俄羅斯科學院物

訪問，與楊棨及何俊麟兩位教授合作，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化學系於八十五年五月廿二

理所許克洛夫斯基教授、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哈利洛夫教授。化學系：英國劍橋大學

日邀請一九八一年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康乃爾大學R. Hoffmann教授蒞系演講，全系師

Marek Hytha博士、美國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朱鵬年教授、法國Andre Rassat博士。另外，

生獲益良多。化學系於八十五年六月邀請中央研究院丘應楠與陳長謙兩位院士蒞系演

化學系邀請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竹下齊博士擔任「淡江講座」。三系主辦多場學術研

講。由化學系主辦之「分析化學研討會」於八十五年六月五日舉辦，圓滿成功，會中邀

討會，計有數學系：八十七年七月二至七日主辦「幾何物理國際研討會」、物理系：八

請電化學權威美國新墨西哥大學 Joe Wang 教授演講。數學系及化學系分別獲得教育部

十六年八月九至十日與同步輻射中心合辦「X光吸收光譜國際研討會」、八十七年七月

補助「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經費五十三萬與一百零陸萬元。「理學院簡介」之

一至二日主辦「凝態之電子

文宣資料編撰完成。

辦「化學尖端科技系列研討會」，主題為球烯化學；八十七年六月廿五至廿七日與廈門

八十五學年度：

大學合辦「兩岸電化學研討會」。化學館改建工程於八十六年九月十六日發包。物理系

化學系獲選為重點系。該學年度應邀至三系作專題演講及短期訪問研究者，計有數

何俊麟教授獲聘為國科會自然處審議委員。物理系鄭伯昆教授在八十七年物理年會時獲

原子結構國際研討會」。化學系：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主

學系：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刁錦寰教授、美國喬治亞大學陳占平教授、美國

頒「特殊貢獻獎」
。物理系及化學系分別獲得教育部補助「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

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Richard Stanley教授。物理系：美國加州大學柯恰亮教授、英國劍

經費四十二萬與八十萬元。

橋大學M.C.Payne博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物理系塔夫斯基教授。化學系：加拿大

八十七學年度：

Simon Fraser大學周原朗教授、美國杜克大學楊偉濤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化學系Handy

正式成立「科技中心」。物理系系友吳茂昆博士以其在超導體方面的傑出研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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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該學年度應邀至三系作專題演講及短期訪問研究者，計有數學

教授、夏威夷大學化學系劉繩熙教授、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化學系主任簡楊青教授、華

系：美國奧本大學J. L. Henderson教授、北京大學概率統計系鄭忠國、耿直、楊瑛三位

盛頓大學醫學院資深研究員宋勝魁博士、日本關西大學松本教授、日本千葉大學今本恆

教授、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佐伯貞浩教授。物理系：俄羅斯遠東大學第一副校長芮茲尼

雄教授。此外，化學系邀請第十一屆系友密西根大學教授楊志民博士擔任「淡江講

克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柯恰亮教授、大陸中科院物理所聞海虎教授與孫剛教授、福建物

座」；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M.C.Payne 博士擔任「淡江講座」。在「名人講座」方

質結構研究所陳創天教授、瑞典烏瑪大學理論物理系敖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林

面，數學系邀請暨南大學李家同教授與中研院魏慶榮教授，物理系邀請中研院曾志朗院

海青教授、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T.K.Sham教授。化學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R.Stein

士與東吳大學劉源俊校長，化學系邀請工研院化工所蘇宗粲副所長及總統府科技諮詢委

教授、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康樂利教授、日本東北大學Miyashi教授。三系主辦多場學術

員會執行長暨國策顧問黃昭淵博士。值得一提的是化學系特別邀請史丹佛大學化學系退

研討會，計有物理系：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三日舉辦「第十三屆粒子與場春季

休教授、口服避孕藥發明人、被選為千禧年對人類影響最大之三十位科學家之一的翟若

學校」，計有知名學者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Howard Georgi教授、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

適（Djerassi）博士二度來校舉行三場演講；又適逢其三本翻譯小說在台出版之時，而

所Anthony Zee 教授、印度國家科學院院士Sumit Ranjan Das教授等人參加。化學系舉辦

有數家電視台為其作專門採訪。三系主辦多場學術研討會，計有物理系：八十八年十二

四次「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每次均有百餘人參加。鄭伯昆教授累計捐款六十萬元給

月十七至十八日舉辦「第二屆電子與原子結構國際研討會」。化學系：八十九年四月廿

物理系作為相關研究經費。化學系於八十八年二月上旬與台北縣三民高中合辦「化學研

八日舉辦「理論化學與分子模擬研討會」；八十九年六月十六日舉辦以化學顯示器為主

習營」，計有約一百人參加，活動圓滿成功。數學系、物理系與化學系分別獲得教育部

題的「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八十九年六月二至三日舉辦「有機合成與材料化學國際

「補助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經費五十萬、七十五萬與八十萬元。化學系於八十

研討會」以紀念林前校長雲山榮退，並出版「林雲山教授論文集」。三系在化學館二樓

八年元月二十日舉辦參觀活動，參觀地點為三福化工廠及同步輻射中心。由三系系學會

川堂輪流主辦「相約榕樹下」聯誼活動，以聯絡同仁感情與增加交流為目標，實施以來

合辦之「理學週」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在新工學大樓展示廳舉行，內容豐

成效良好，並有其他單位參與輪辦。物理系陳偉正、林雲海、顏三和、陳憬燕四位教授

富並獲好評。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由化學系規劃成立「分子材料

合編「物理與生活」教材，獲得學校頒予著作獎。化學系陳幹男、吳嘉麗、王文竹三位

科學研究所」。化學系魏和祥教授獲頒中國化學會服務獎。

教授獲頒八十八年中國化學會特別貢獻獎。數學系、物理系與化學系分別獲得教育部

八十八學年度：

「大學基礎科學教學改進計劃」經費五十五萬、四十萬與五十五萬元。數學系及物理系

張創辦人指示該學年度為「理學年」。八十八年八月一日化學系陳幹男教授就任院

分別獲得教育部「基礎科學教學──設立教學諮詢中心計劃」經費三十萬及二十萬元。

長。本院獲選首辦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工作，由三系教師自組評鑑委員會進行自我體

物理系及化學系參與開設之「三大革命與時空宇宙」課程經八十八學度第一學期教務會

檢，並由本院邀請校外學者組成專家評鑑委員會蒞校實地訪評並給予意見，使三系更深

議決定列為本校大一學生及技術學院大三學生之必修課程，單學期一學分，並自八十八

入了解自身的優缺點及亟思突破發展上的瓶頸。物理系再度獲選為重點系。鍾靈化學新

學年度起實施，該課程並於八十九學年度納入核心課程自然科學學門。化學系系友會為

館竣工，計地上六層地下一層，總建築面積三千八百五十五坪。因改建而暫時分散各處

回饋母系，成立化學系發展基金以協助母系在二十一世紀之研究發展工作，初步以兩千

之化學系同仁陸續遷入。騮先紀念科學館整建工程亦於開學前完工啟用。八十九年二月

萬元為目標，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已募得逾一千五百萬元。

本校前任校長化學系林雲山教授屆齡退休，為借重其豐富的學養與經驗，特禮聘為「榮
譽教授」，並繼續擔任化學系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該學年度應邀至三系作專題演講及短
期訪問研究者，計有數學系：美國奧本大學譚天佑教授、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H. M.
Srivastava教授。物理系：大陸中科院物理所陸坤權與李晨曦兩位研究員、俄羅斯科學
院物理所許克洛夫斯基教授、喬治亞理工學院王中林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物理系鄭杭教
授、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馮世平教授、大陸中科院人工晶體研發中心主任陳創天教授、
日本東大學岡泰夫教授。化學系：大陸中科院院士暨中國科技大學學委會副主任錢逸態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之歷任院長如下：
院長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魏和祥

70.8-----76.7

胡德軍

76.8-----82.7

薛文發

82.8-----88.7

陳幹男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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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臚列八十七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科技中心主任如下：

物Mathematical Review（屬美國）及Zentralblatt Mathematik und ihre Grenzgebiete（屬德

中心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國）等都有收錄該刊之論文。美國Ulrich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 及Faxon等重

王伯昌

87.8-----88.7

要期刊指南也把該刊列為收錄款目，以提供全球圖書館選擇訂閱之參考。自民國七十七

彭維鋒

88.8-----90.7

年該刊的編輯排版工作都是利用TEX數學軟體處理，印刷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水準。該刊

陳敦禮

90.8-----

的審查制度都是依照一般國際性數學期刊的辦法，來稿都經編輯委員推薦國內外專家審

一、數學系
數學系成立於民國四十七年，民國五十五年分設數學組及數理統計組，民國五十九
年成立碩士班，民國七十九年成立博士班。目前大學部約有四百七十九位學生，碩士班

查，通過始可刊登。
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曾琇瑱

七十六年八月

錢傳仁

七十六年八月

李武炎

七十六年八月

胡守仁

七十八年八月

高金美

七十七年八月

陳國亮

七十八年八月

張慧京

七十八年八月

吳建中

七十九年八月

陳功宇

八十年八月

伍志祥

八十年八月

有四十位學生，博士班有十二位學生，畢業系友約三千餘人。
該系成立宗旨在培養良好之數學及數理統計人才，希望在大學四年中給予學生嚴謹
之數學訓練，以期學生除了專業知識外，亦能在邏輯思考及組織判斷的能力方面有所增
進，即使畢業後轉攻其他領域，亦已奠下良好基礎。教學特色為理論與應用並重，強調

王國徵

八十一年八月

黃連成

八十一年八月

利用電腦於教學上。不僅重視傳統基礎理論之教授，透過數學軟體之運用，經由圖形顯

楊柏因

八十一年八月

陳燕美

八十二年八月

示及數值計算，增進學生對理論之實質了解，並由實務分析之訓練，以期強化學生應用

林千代

八十二年八月

陳主智

八十二年八月

陳順益

八十三年八月

余成義

八十四年八月

張玉坤

八十六年八月

黃逸輝

八十九年八月

之能力。
該系辦公室及實驗室座落於科學館，七十八年科學館四樓擴建，該系由二樓搬至四
樓，八十八年暑假科學館再度全面整新。在設備方面，該系八十四至八十八學年度間由
教育部、國科會及本校重點系所經費的支持下以一千二百三十餘萬元添購教學及研究用
儀器，大半為工作站、微電腦、雷射印表機、單槍投影機及其他周邊設備，對該系之教
學與研究工作有極大助益。
該系教師在教學工作之餘亦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每年均有多位教師獲國科會及其
他機構資助從事專題研究。該系於八十四至八十七學年獲學校核定為重點系所，八十九
學年至九十二學年再度獲學校核定為重點系所，可見由於師生長期努力所累積之豐碩成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陳天文

73.8----79.7

鄭惟厚

79.8----83.7

胡守仁

83.8----87.7

高金美

87.8--------

二、物理系

果受到肯定。該系經常主辦各種學術活動，自八十三至八十八學年度間在國科會數學推
動中心與本校重點系所經費補助下舉辦二十六次學術研討會，大幅提升該系之學術聲
望。
「淡江數學」期刊創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為國內（指臺灣地區）成立最早的國際
性數學期刊，為一準時出刊之季刊；刊登數學或應用數學各領域的重要原創性研究論
文。論文都是用英文撰寫，稿源來自世界各地，目前以來自國外的居多。最近三年平均
每年收到來稿一百二十五篇。此為專業學術刊物，多年來為國內外大學圖書館、研究機
構、數學學會、資料單位等（透過訂閱、交換或贈閱）所典藏。國際著名的數學索引刊

物理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民國六十一年成立碩士班。民國六十四年，為配合國
家經濟政策，分設物理組與應用物理組。民國八十年成立博士班。目前大學部約有四百
六十三位學生，碩士班有四十八位學生，博士班有十二位學生。
該系開課以實驗與理論並重為原則，八十二學年度物理組增列「基礎物理數學」及
應物組增列「基礎應用數學」為必修課程，同年開設核心課程自然科學學門「物理科學」
及「科學的本質」課程，八十五學年開設核心課程自然科學學門「物理與生活」課程，
並重新規劃課程重點。在課程設計方面，物理組以計算物理為特色，應物組以光電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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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色。於碩士班增列「統計力學」為必修科目，博士班增列「物理數學（一）」及

授；七十九年二月邀請美國休士頓大學超導中心丁秦生教授；八十四年二月邀請俄羅斯

「電動力學（二）
」為必修科目；大學部物理組增列「計算物理」為必修科目，應物組增

科學院物理所Shklovsky教授；八十六年六月邀請英國Molecular Simulation Inc.V.Y.

列「電子學」及「基本電路學」為必修科目。八十七學年開設核心課程自然科學學門

Milman博士；八十七年四月邀請俄羅斯遠東大學第一副校長 B.L.Reznik 博士；八十八

「宇宙的探索」課程，八十八學年開設核心課程自然科學學門「光、攝影與視覺」課
程。
該系辦公室及實驗室座落於科學館，八十八年暑假該館全面整新。在設備方面：七
十五年成立電漿診斷實驗室；七十六年成立X-ray實驗室，購置旋轉式陽極X射線產生

年三月邀請英國劍橋大學 M.C.Payne博士。
在與國內外學術或產業機構合作方面，該系與高速電腦中心及英國劍橋大學於八十
六年十月至八十八年十月合作進行CASTEP程式新功能模組發展及應用計畫，期間英國
並派英國籍的畢卡博士及捷克籍海塔博士二位博士後研究人員來校參與計畫。

器等X-ray重要儀器；七十六年成立光學研究實驗室；七十八年成立低溫物理實驗室及

該系創立迄今卅七年，歷屆畢業生逾二千人，八十四年五月發行系友通訊創刊號，

介電質材料研究實驗室，後者並獲教育部於八十二年六月補助購置真空度模系統；八十

至八十七學年改以上網方式發刊，以便隨時進行更新作業。系友在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

年成立材料樣品實驗室；八十一年成立電子顯微鏡（SEM）實驗室，並獲國科會補助

或工商教育界均有優異的成就及表現，前任系友會會長為本校第一屆菁英獎得主吳茂昆

購置電子顯微鏡系統，同年成立電子與原子結構實驗室，並獲國科會於八十二年一月補

教授，八十七年七月九日榮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於八十九年五月擔任行政院國科會副

助購置真空基座系統；八十三年成立雷射光譜及非線性光學實驗室，並獲國科會補助購

主任委員。

置光參量振盪器；八十四年成立計算物理實驗室，並獲國科會補助購置IBM 590電腦工
作站，又於八十六年六月獲國科會及重點系所經費補助購置電腦工作站4.3GB HDD。
八十四年建立S215物理科學視聽教室並安裝電腦多媒體等設備。八十六年成立半導體

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林震安

七十五年八月

蕭秀美

七十七年八月

材料實驗室。八十七年成立凝態物理實驗室。八十八年成立材料模擬實驗室，並獲國科

陳憬燕

七十七年八月

彭維鋒

七十九年二月

會及重點系所經費補助購置電腦工作站SGI Origin 200。

魏金明

七十九年八月

何俊麟

八十年八月

曹慶堂

八十一年八月

唐建堯

八十二年八月

楊

該系教師在教學工作之餘亦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每年均有多位教師獲國科會及其

棨

八十二年八月

王一鵬

八十二年八月

張經霖

八十四年八月

李明憲

八十四年八月

八學年至九十一學年兩度獲學校核定為重點系所。該系經常主辦各種學術活動，近十年

鄭伯昆

八十四年八月

高賢忠

八十五年八月

來重要之活動分述如下：

鄭振益

八十六年八月

薛宏中

八十六年八月

林大欽

八十七年八月

曾文哲

八十八年八月

周子聰

八十九年八月

秦一男

八十九年八月

他機構資助從事專題研究。由於師生長期的努力受到肯定，八十四至八十七學年及八十

（一）學術研討會：七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舉辦北區高溫超導體研究小組暨低溫磁性
物理研討會；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舉辦第八屆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年會大會及學術研
討會；八十年二月五至六日舉辦中華民國物理學會1991年年會及全國物理成果發表
會；八十三年八月一日與化學系合辦一九九四台灣國際超導會議；八十六年八月九至十
日與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X光吸收光譜國際研討會；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與化學系
共同邀請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至本校演講；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舉辦
CASTEP階段性成果發表會及講習；八十七年七月一至二日舉辦凝態之電子/原子國際
研討會；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舉辦第十三屆春季學校──粒子與場研討
會；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七至十八日舉辦第二屆電子與原子結構國際研討會；八十九年五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陳偉正

71.8-----77.7

錢凡之

77.8-----83.7

林震安

83.8-----87.7

彭維鋒

87.8------

三、化學系

月十六日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陽明大學校長曾志朗教授來校擔任「名人講座」
。
（二）淡江講座：七十八年五月邀請加拿大Windson大學物理系Lucjan Krause 教

化學系成立於民國四十七年，民國六十年成立碩士班，民國六十三年分設化學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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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化學組，民國六十四年成立博士班。目前大學部約有四百九十三位學生，碩士班有

美國天主教大學化學系及北伊利諾大學化學系締結為姊妹系。該系每年舉辦「尖端化學

六十三位學生，博士班有二十位學生。

研討會」。

系館「鍾靈化學館」建於民國四十八年，後經三期擴建，並於民國八十六年拆舊重

該系每年畢業生約百人，約有半數考進國內各相關研究所就讀，如化學研究所、化

建，新館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正式落成啟用。新館設計為地上六層地下一層，建築總

工研究所、材料科學研究所、生化研究所、藥學研究所、環境科學研究所、食品科學研

面積三千八百五十五坪。除辦公室、會議室、討論室、精密儀器室、藥品與玻璃儀器庫

究所、原子科學研究所、海洋化學研究所等。大學部已有三十八屆畢業生超過四千人，

房、教學與研究用之實驗室外，還有系圖書館、普通教室、多媒體視聽教室等。理學院

其中繼續進修而取得博士學位者約六百人。無論在學術界或工商界，系友均有十分傑出

科技中心與規劃成立之分子材料科學研究所亦設在新館內。

之表現。為回饋母系，系友會成立化學系發展基金以協助母系在二十一世紀之研究發展

該系之課程分為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無機化學、物理化學、生物化學、高分子化

工作，初步以兩千萬元為目標，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已募得逾一千五百萬元。除經費之

學等六大領域。為因應實際需要，各主要科目之學分數與修業年級屢有調整，除理論性

支援外，系友會亦不定期舉辦座談會，邀請在各行各業表現傑出之系友返校與在校生及

課程外，每一學期均有至少一門實驗課程。為培養研究興趣及訓練研究技能，設立「專

家長面對面交流，提供寶貴的經驗。系學會為學生自治組織，主要活動為舉辦演講、座

題研究」課程供高年級學生選修，四年級並有「書報討論」課，以訓練學生查詢文獻、

談、工廠參觀等學術性活動，以及迎新送舊、球類比賽等聯誼性活動，並出版兩種刊

整理資料、口語表達的能力。新館完工後實驗室空間較為寬裕，故新設立應用化學實驗

物，一種是創刊於民國五十四年九月之學術性刊物「淡江化學」，每年發行一期，報導

室，以訓練學生在化學應用方面的能力。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大學部學生必須在有分有

師生之研究成果及化學新知；另一種是創刊於民國五十九年之聯誼性刊物「鹽橋」，每

合實驗、無機化學實驗、生物化學實驗、應用化學實驗等四門中必選一門。

學期報導系內現況及溝通師生意見的刊物。發行一至二期，此兩種刊物已發行三十餘年

為因應教學與研究之需求，研究實驗儀器在學校與國科會及教育部之資助下不斷添
購與更新，近十年所購買單件超過一百萬元之實驗儀器計有：七十八學年度購置紅外線
光譜儀（一百二十萬元）；八十學年度購置核磁共振儀（含附件共八百九十二萬元）、
熱分析儀（含附件共二百九十二萬元）與質譜儀（含附件共四百八十七萬元）；八十二

未曾中斷，「鹽橋」並寄發系友，以增進系友對母系發展之瞭解。
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何嘉仁

七十六年八月

胡朝景

七十七年八月

學年度購置動態機械分析儀（一百七十萬元）與電子自轉共振儀（三百六十二萬元）；

王伯昌

七十八年八月

林孟山

八十二年八月

八十三及八十四學年度購置兩台X-光繞射儀（含附件共六百七十九萬元）；八十五學

李世元

八十二年八月

林志興

八十四年八月

吳慧芬

八十五年八月

吳俊弘

八十六年八月

徐秀福

八十八年八月

年度購置微差掃描熱卡儀（二百二十萬元）；八十六學年度購置質譜儀（二百七十萬
元）；八十七學年度購置毛細管電泳儀（一百一十萬元）；八十七學年度購置質譜儀
（一百六十八萬元）；八十八學年度購置表面分析儀（二百五十四萬元）。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量、金額或論文發表數量都一直是全校最佳之一，在全國各大學化學系中的表現亦名列

吳嘉麗

75.2------77.7

前茅。該系教師經常參加國內外各類學術性會議並宣讀論文，或邀請知名學者來系演

薛文發

77.8------82.7

講、座談或短期訪問研究，並經常舉辦各類學術研討會以增進學術交流。該系八十五至

王文竹

82.8------84.7

八十八學年度師生共發表論文一百七十五篇。個人研究計劃案六十二件，六千四百一十

王伯昌

84.8------88.7

萬餘元；整合型研究案件三十九件，四千七百二十一萬餘元；兩者合計一百零一件，一

高惠春

88.8------90.7

億一千一百三十一萬餘元。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一百一十一人次，應邀演講與訪問四十

李世元

90.8------

該系教師除認真教學外，在研究方面的表現亦極為優良，無論在研究計畫案之數

三人次（其中七人次為應邀到國外），專利申請九件，專書著作三冊，擔任相關學術期
刊之編輯共七人，邀請來賓演講一百一十五次，主辦或協辦學術性會議十三次。該系與

45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55

「CAE」展覽。航空工程系接收空軍總部贈送之PL-1 與F-104A飛機兩架供教學使用。該

第三節 工學院
工學院之前身為工學部，民國六十九年改制為工學院，有建築學系、土木工程學

院副院長室撤銷；輪機與航海兩系停止招生。水資源研究所增設環境工程組。
七十六學年度：

系、水利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航空工程學系、電

由土木系徐錠基主任主持，土木、水利、機械、航空四系教授共同參與之大型計劃

子計算機科學系、輪機學系、航海學系等十系及工程試驗中心。歷年來建制屢有更迭，

「大氣邊界層風洞實驗室增建計劃」獲學校撥款二百一十五萬補助進行，不但提高研究

茲條列於下：
六十九學年度：成立機械研究所碩士班。

風氣，亦發揮科技整合功能。增開「電腦輔助設計概論」為該院共同選修課程。並設立
「科技創作獎」以提高學生讀書與研究風氣。輔導學生成立「中國工程師學會淡江學生

七 十學年度：成立建築研究所碩士班與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分會」並舉辦「科技週」、「學術論文比賽」等項活動，入選作品代表參加七校聯合學

七十三學年度：成立水資源研究所碩士班；工程試驗中心更名工程試驗組。

術論文研討會。

七十五學年度：輪機學系與航海學系停止招生。

七十七學年度：

七十七學年度：水利工程學系更名為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研究所更名為

七十七年八月一日施國肱教授就任院長。建築系舉辦「創系廿五年系展」，除師生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

作品外並邀系友作品廿件參展，發行專刊一冊。台灣航空公司贈送航空工程系單翼型飛

七十八學年度：成立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機一架，供教學及建教合作使用。航空系學生在馮朝剛主任指導下研製完成遙控之熱氣

七十八學年度：成立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球，並獲得由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及國立科學教育館主辦之大專熱汽球比賽第二名。教育

八 十學年度：土木工程研究所增設交通組。

部補助化工系改進化工污染防治教育經費三百二十五萬元。土木工程系郭瑞芳與化學工

八十一學年度：成立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電子計算機科學系更名為資訊工程學

程系紀榮昌兩位教授當選本年度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中國航空太空學會頒贈本院感謝

系。

狀乙幀以感謝本院航空系對太空科學教育之支持與助益。

八十二學年度：電子工程學系更名為電機工程學系

七十八學年度：

八十三學年度：成立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獲國科會專款補助圖書經費四十萬元。土木工程系

八十五學年度：成立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航空工程學系更名為航空太空工程學
系；成立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許聖哲與建築系周家鵬兩位教授當選七十八學年度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新增建之「水
質實驗室」動工。電子計算機科學系獲教育部「特色系」之補助款一百萬元。

八十六學年度：成立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七十九學年度：

該院辦公及實驗教學場所原位於民國五十七年完工之工學館，民國七十一年驚聲紀

七十九年八月一日陳治欣教授就任院長。為慶祝四十週年校慶及該院成立二十週

念大樓竣工後一部份遷入。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工學大樓落成後，該院遂集中於新大樓。

年，與資訊中心於七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起聯合舉辦為期三天的「資訊發展成果展」， 甚

八十八學年度：成立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獲各界好評。鑒於辦公室目前人力不足，日常工作量負荷甚重，決定院刊「禹訊」暫停

八十九學年度：成立電機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出刊。建築、土木兩系獲教育部補助進行「營建自動化」計劃，並獲得學校財務支持。

該院歷年來之重要事項編列於後：

電子工程系余繁教授當選七十九學年度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本院與台灣儀器公司合作

七十四學年度：七十五年五月舉辦「第三屆水利工程研討會」由水資源研究所及中

發展數位航空測量計劃，安裝部分精密航測繪圖儀器並訓練工作人員，並與台北市都市

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主辦，國科會工程科學研究中心、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補

計劃處及交通部國道局合作。和澳洲 GENASYS 公司合作在本校設立台灣北部大地資

助，並邀請李副總統登輝先生於開幕式中作專題演講。

訊「GIS」研究中心。

七十五學年度：

八十學年度：

水利系獲選為重點系。七十六年十一月舉辦「電腦輔助工程（CAE）研討會」及

本校之「CAD/CAM」業務由資訊中心移轉該院，在工程試驗組下設「電腦輔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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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CAE）實驗室」，將「CAD/CAM」、「GIS」與「營建自動化」之業務納入。成立

教育部審查通過設立「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也使得該院有八系八所完整的教育

「電腦資源運用與發展委員會」，由十三位教授擔任委員，余繁教授為主任委員，廖述良

體系，同時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也獲准設立，更可提昇學術水準。主辦「第一屆飲用

教授為執行秘書；負責督導電腦輔助工程實驗室之業務。獲教育部「充實重要儀器設備

水水質管理及處理技術研討會」、「第三屆全國計算流體力學研討會」、「第二十屆廢

補助款」一千七百五十萬元。資訊中心將PRIME 9955電腦主機移交該院使用。

水處理技術研討會」、「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八屆建築成果發表會」、「第一屆海峽兩

七月由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主辦，美國Virginia大學協辦「一九九一年國際水資
源電腦應用研討會」
，並邀請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參加。

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航空太空學會年會暨第卅七屆學術研討會」等學
術研討會，同仁們均熱忱投入。本學年度校慶期間機械工程系在工學大樓中庭舉辦「機

八十一學年度：

械工程專題成果展覽」，成效良好。八十五年五月中旬水環系師生在工學大樓中庭舉辦

八十二年元月八日大陸北京航天大學教授來院訪問，參觀航空工程系、CAE實驗室

有關環保知識之展覽，極具教育意義。建築系於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在國父紀念館與中

與大氣實驗室等。德國基根大學機械學院院長、美國杜克大學工學院院長、日本金澤工

原大學、文化大學之建築系舉行三校建築聯合展覽。

業大學校長等外賓亦來院訪問。因應實際需要，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修訂工學院「大禹

八十五學年度：

獎」獎狀頒授辦法，以鼓勵同學努力向學。新大樓即將竣工，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命名

土木工程系、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電機工程系被列為本學年度重點系，對三系之

為「工學大樓」，以彰顯本校為一完整之綜合大學。八十二年五月五、六兩日舉行八系

教學、研究與服務水準的提昇有甚大助益。為促進同仁間之相互瞭解與意見交流，並討

之「就業輔導演講與座談會」兩場，邀請工程界領袖與及系友代表參加，對應屆畢業生

論今後發展之各項方針，於八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召開全院專任助教座談會，九月十六日

報導與剖析國內外就業市場之現況與展望，出席踴躍反應熱烈。水環系施清吉與航空系

舉行院、系主管會議。機械工程系於八十六年四月廿四日，舉辦「教學方法及教學成效

宛同兩位教授當選八十一學年度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

研討會」主題分為學程規劃及特色、教學技術及成效、教學材料及環境等方向，其中包

八十二學年度：

括兩位教授之專題報告。此舉為該院進入第三波革新教學系統化整合的起始點。建築系

工學大樓竣工，於八十二年十一月七日舉行落成典禮，各系陸續遷入新廈。淡水鎮

於八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在工學大樓中庭舉行畢業成果展，其規模與內容甚具水準，充份

公所委託建築系陳志梧、黃瑞茂及曾旭正三位教授聯合策劃「淡水文化市集活動」所於

展現出該系教學之成效。同待，建築系並利用其系館首度舉辦畢業典禮，請馮院長頒發

八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舉辦，成果豐碩。電腦輔助工程（CAE）教室於八十二年十二月

畢業證書，師生、家長歡聚一堂，場面極為溫馨。

中旬啟用，成效良好，並於八十三年三月十七日舉行「CAE工作報告與座談會」，張董

八十六學年度：

事長與校長、副校長參加。

建築系與夏威夷大學建築學院師生於八十七年三月中旬在本校共同舉行設計教學實

八十三學年度：

驗、上網評圖，並舉辦「學術研討會」成效良好，充分達到國際學術交流之目的。在此

八十三年八月一日馮朝剛教授就任院長。為使同仁瞭解教學網路之使用，於八十三

項成果之激勵下，該院將與理工學科方面較強之本校姊妹校如日本東海大學及早稻田大

年十月四日及六日舉辦兩場講習會，出席踴躍討論熱烈。教育部委託主辦之「第二屆國

學等校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建築系於八十七年六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台北市信義

際工程教育研討會」，於八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圓山大飯店舉行，除國內各大

區新光三越大樓舉行畢業系展。電機工程系余繁教授、機械工程系葉豐輝教授共同主持

學學者專家參與外，並邀美、德、日、印度、新加坡、香港等大學學者專家十四位參

本校盲用電腦之開發與推廣使用，造福盲生極具成效。教育部並委託本校製作盲用電腦

加，其中美國伊利諾大學、密西根理工大學、馬利蘭大學、佛羅里達大學、德國Siegen

一百套，贈送全國相關學校盲生使用。

大學、曰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工業大學、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等大學中有多位工院院

八十七學年度：

長、系主任及教授們出席並作專題演講，對促進各系所之國際化與學術化極具助益。承

八十七年八月一日祝錫智教授就任院長。為提昇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之學術研究成

辦八十三學年度工學院歲末聯歡會，由宛同教授率同仁精心策劃安排各項活動節目，當

效，設置「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研究中心」由土木系鄭啟明教授擔任中心主任。土木工

日同仁們出席踴躍，場面熱烈。

程研究所碩士班在職進修專班奉准成立。該院獲教育部八十八會計年度科技教育改進計

八十四學年度：

畫補助儀器設備費九百六十三萬元，計含機械工程系「精密機械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一

45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59

百五十萬元、「製造業自動化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一百萬元。「材料科技教育改進計劃」

一、建築學系

補助五十萬元。化學工程系「化學工程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二百五十萬元。電機工程系
「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與系統設計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七十萬元；「通訊科技教育

建築學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三年，民國七十年成立建築研究所碩士班。碩士班目前分

改進計畫」補助九十三萬元。資訊工程系「通訊科技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一百萬元。航

成建築與都巿設計組、建築與都巿理論組、建築技術組三組，針對目前台灣專業環境的

空太空工程系「航太科技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一百五十萬元。

發展趨勢，配合專、兼任老師專長與研究方向，整合成四個教學研究方向，包括：建築

八十八學年度：

理論與歷史、地域文化、綠色建築及電腦媒體與新形式等。自創系以來，畢業校友人

九月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與北京中國科學院主辦「海峽兩岸EPN電聚浮除技術研

數：大學部約一千九百人，研究所碩士班約三百六十人，開業建築師三百人以上，活躍

討會」，此項工業廢水處理新技術並榮獲發明專利。
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日與十一日在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工學院教學成果展」，展
出內容包括教師論文集、研究生碩、博士論文摘要集、專題研究成果、研究計畫成果
等，以靜態陳列及多媒體動態等方式展示。張創辦人與張校長親臨剪綵，對同仁努力付
出所獲得之研究成果，給予高度的評價及鼓勵。校長並鼓勵各同仁將研究成果申請專
利。此次成果展除本校師生踴躍到場參觀外，亦有淡水地區淡水國中、正德國中、淡水
國小與鄧公國小師生及地方人士參觀，將智慧結晶和社會大眾分享，同時也達到本校社
區交流互動之成效。該院獲教育部八十九會計年度科技教育改進計畫補助儀器設備費一
千二百三十五萬元，計含機械工程系「製造業自動化教學改進計畫」補助一百萬元、
「精密機械教學改進計畫」補助一百五十萬元；「材料科技人才培育計畫」補助一百萬

於國內建築業界。
因應專業界之快速變遷，歷年來教學課程作了修正與改革，大學部課程之變動包括
下列項目：
一、基礎課程朝小班化的方向改革，小班化的課程包括圖學、徒手畫、敷地計劃、
構造與材料等；已完成所有相關課程修訂。
二、四年級成立設計課之主題工作室，有都市設計、電腦輔助設計、地景設計、結
構與造型、公共建築、構造與技術等主題，且已完成相關師資調整。
三、積極推動課程之電腦化：（一）已聘請數位專精電腦輔助設計的老師。（二）
規劃增加電腦繪圖軟體及周邊設備。（三）設計課設計增加以電腦設計為主之
題目。

元。化學工程系「化學工程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二百九十萬元。電機工程系「通訊科技

碩士班課程改革重點包括下列項目：

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七十萬元；「VLSI與系統設計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二百一十五萬

一、形成（一）建築理論與歷史、（二）地域文化、（三）綠色建築、（四）電腦

元。資訊工程系「通訊科技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一百三十萬元。航空太空工程系「航太
科技教育改進計畫」補助一百八十萬元。

媒體與新形式等四個特色。目前課程已秉此方向進行分組及課程修訂。
二、積極形成一個以「亞太地區城市」為主之研究群，內容包括新加坡、香港、上

八十九學年度：

海、雪梨、夏威夷、台北等城市之研究，研究生可與上述城市交流、短期留學

電機系「VLSI與系統設計教育改進計劃」補助二百一十五萬元。

等，此方向將成為碩士班都市設計研究之特色。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院長如下：

三、碩士班之分組將有一組以設計實務為取向，學生修習四個高階設計課程，其作

院長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余

繁

73.8------77.7

目前之建築與都市設計組，即是以訓練進階的設計者為目標組，並提供電腦繪圖的

施國肱

77.8------79.7

演練機會；須完成三個密集的設計操作，應選修設計研究及電腦設計應用，並提出一篇

陳治欣

79.8------83.7

設計論文。建築與都市理論組及建築技術組均以論文寫作做為完成學位之條件，應選修

馮朝剛

83.8------87.7

研究方法。理論組以訓練學生熟悉各種相關理論與批判能力之培養為目標；技術組則以

祝錫智

87.8------

訓練相關建築技術之掌握及綠色概念之思考為目標。

品即可取代論文，此一分組對建築系學生將具極大之吸引力。

建築系系館位在學校西北角的邊緣，是舊工館一翼的改建。在民國八十二年兩個月
的暑假中，系上老師及同學共同參與，完成設計，於民國八十三年初完工後搬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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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的完成，配合新課程的規劃和老師的延聘，開啟淡江建築系的新頁。設備方面在淡

三、八十六年一月四位大陸建築學者來系參觀訪問，並與系上專任老師舉辦座談會。

江建築系友、老師協助下充實藏書內容，並完成裝修經營小咖啡站以供系所同學和老師

四、八十七年三月夏威夷大學師生共二十一人來台，並與四年級師生進行共同設計

使用。新的計劃包括圖庫（地形圖、地籍圖、航照圖）和幻燈片及錄影帶資料庫的建

教學實驗。夏大學生來台一週與師生共同工作四日，最後一日並舉辦國際會

立。此外還有木工工作室配合設計課教學及模型的製作，以小型機械為主;將逐步建立

議，與會人士有夏威夷及台灣之建築師，以及夏大與淡大師生共百餘人，此次

安全教學制度、添置大型機械、發展結構系統空間模型實驗室。而暗房及攝影工作室提

設計主題全部上網，並以網際網路進行後續之遠距交流。

供同學製作作品集之設備、電腦動畫研究室包括SGI工作站、IBM工作站、TDI動畫軟
體、AES動畫軟體、營建自助化（CAE）教室包括PIII 750、AUTO一CAD及FORM.Z相
關軟體、半球晝光模擬實驗室內含輝度計、照度計、色差計等，為國內這方面最重要的
實驗室。
作為一個專業科系的建築學系，兼具有專業發展與學術發展兩項任務。至目前為
止，其具體成果之現有下列幾個指標：
一、畢業學生之專業表現、專任教師之專業表現與參與、學術論文及學術活動。本
系之畢業學生之專業表現，尤其以目前三十至四十歲之淡江畢業留學返國之建

五、八十九年10月舉辦「如何設計一個地方」工作坊暨競圖，邀請國際知名建築
評論家Prof. Alexander Tzonis來主持，並與荷蘭駐台辦事處合辦展覽。
六、將推動學生利用暑假出國，修習國外大學之暑期設計課程，目前正收集資料，
選定暑期設計課程品質較佳學校之相關申請手續資料。
七、今年首創建築系列展活動，共計一個半月內有11項展覽，成效卓著。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本系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王紀鯤

七十五年八月

周家鵬

七十六年八月

米復國

七十七年八月

陸金雄

七十九年八月

林豐盛

八十年八月

陳珍誠

八十四年八月

曾旭正

八十二年二月

劉綺文

八十三年二月

鄭晃二

八十四年九月

王文安

八十七年八月

築師表現最為突出，目前在國內建築界表現優異者眾多。
二、本系專任教師對台北市、台北縣淡水鎮及宜蘭縣之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多項
重大工程之規劃顧問工作，早已獲各界肯定。許多重大之工作，如台北市首都
核心區規劃，迪化街規劃設計工作，淡水地區之多項都市設計，宜蘭地區之全

王俊雄

八十三年八月

崛込憲二

八十五年八月

縣發展計畫，均由系專任老師參與實際建築工作；九二一災後多位教師投入重

吳光庭

八十六年八月

黃瑞茂

八十二年二月

建工作、林盛豐老師獲行政院延攬加入重建會任副執行長，鄭晃二老師投入原

李安瑞

八十三年八月

劉欣蓉

八十六年八月

林芳慧

八十九年八月

住民地區重建工作，曾旭正老師協助推動新校園運動，成績斐然。
三、歷年來之專業研究取向，有下列主要項目：技術規範與制度研究，建築計劃及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都市計畫，住宅研究，傳統聚落保存，社區發展等。另有周家鵬教授之晝光實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驗研究以採光、照明、省能為主題持續發表論文。本學年度本系國科會研究案

陳信樟

69.8----75.7

申請有9件，以後將在系上再強化推動，以取得專業與學術發展之均衡發展。

王紀鯤

75.8----81.7

四、本系建構之網頁內容充實又富美感，獲全校網頁競賽第一名。

周家鵬

81.8-----85.7

建築系之眼界需具備國際視野，利用募款，及共同協辦等策略，邀請國外知名學者

林盛豐

85.8-----87.7

鄭晃二

87.8-----迄今

及建築師到系演講及共同教學。近年正進行幾項大型活動包括：
一、八十六年八月舉辦暑期夏令營，有一百多名高中及大學學生到系工作一週，並
在台北誠品書店舉辦成果展覽．此次活動之經費由募款支應，其中有四名師資
由日本延聘。
二、八十六年十月荷籍國際知名建築師Herman Herzberger來台負責一項評圖，並邀
請Herzberger先生演講，並與師生討論作品。

二、土木工程學系
該系於民國四十九年成立，初為五年制測量專科，民國五十六年獲准改為土木工程
學系。民國六十三年擴增為雙班，民國六十九年成立夜間部，民國七十年獲准成立土木
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含結構組及大地組），民國八十年土研所增設交通組。民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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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獲准成立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民國八十六年，籌設營建技術學系二技班，同年夜

一、結構組：智慧型結構分析之前後處理、結構物防震耐震與結構分析、複合材料

間部停止招生，日間部增設為三班。民國八十八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民國八十五年

板殼有限元素分析、專家系統與整合性設計系統、高樓與橋樑風工程、高層建

至八十八年，獲選為本校之重點系所。

築分析、橋樑分析與設計最大化、案例式結構設計。

研究所課程則分屬結構、大地及運輸工程等三組。因應時代需要，大學部課程持續

二、大地組：土壓力與承載力分析、壓密理論與分析、土壤動力波速量測與分析、

檢討、調整。目前開課領域涵蓋：結構、大地、運輸、營建管理及環境工程等，而電腦

岩體強度與變形分析、加勁土壤之分析、土壤改良方法研究、基樁行為研究、

在土木工程應用上的諸多課程為該系的特色。

岩盤不連續力學行為與機制、斷層力學行為與地震機制、土壤地工織物系統過

系辦公室及教授研究室原位於舊工學館與驚聲大樓九、十樓，民國八十二年八月新
工學大樓完工後同時遷入新工館大樓七樓E721室至E738室，計有系辦公室一間，教授
研究室十七間。民國八十三年「營建自動化」教室由舊工學館遷移至新工學大樓E227

濾性質實驗。
三、運工組：鋪面材料特性研究、鋪面績效評估、鋪面維修管理系統建立、鋪面力
學分析與設計、鋪面檢測與回算分析、專家系統於運輸工程之應用。

室。民國八十七年土研所研究室成立，位於新工學大樓八樓E822室及舊工學館EA316

近年主辦或協辦之重要學術研討會有：八十二年十二月主辦「第七屆鋪面工程研討

室。民國七十九年至民國八十五年間，獲得教育部補助營建自動化計劃共487萬，成立

會」。八十二年十二月主辦「歐美剛性鋪面設計與績效」專題報告。八十七年重點系所

營建自動化教室。

短期講學，邀請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Jose. M. Roesset 訪校及演講。八十九年四月重

歷年來在學校大力支持下不斷充實教學與研究設備，重要設備有：
（一）材料實驗室：混凝土非破壞性試驗儀、動態自動黏度儀、混凝土共震儀、瀝
青鋪面車轍輪跡試驗儀、滾動薄膜烘箱試驗儀、鋪面抗滑儀、瀝青韌性及張力試驗儀、
數據擷取系統。

點系所短期講學，邀請英國布里斯扥大學David Nash 教授訪校並演講。八十九年五月重
點系所短期講學，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榮譽教授Ernest J. Barenberg 博士訪校並演講。
八十九年五月主辦「當代混凝土鋪面設計講習會」
。
該系所與國內外或產業機構合作，計有：南投縣仁愛鄉中原口聚落重建調查規劃

（二）土力實驗室：電腦控制自動土壤三軸試驗儀、直接剪力試驗儀、地工織物試

（南投縣仁愛鄉所）、南投縣仁愛鄉上眉原聚落重建調查規劃（南投縣仁愛鄉所）、台北

驗儀、三軸試驗儀、動力三軸系統、多功能加勁試驗儀、恆溫恆濕櫃、三軸室剪力量測

縣政府山坡地安全服務團隊暨防災體建立較研究計劃子計劃（台北縣政府）、建築群配

儀、地工合成物過濾試驗儀。

置方法與自然通風效應之研究（內政部建研所）、台北縣建國國小校舍耐震能力評估

（三）岩石力學實驗室：50噸慢速壓力機、5噸反覆式直接剪力試驗儀、10噸反覆
式直接剪力試驗儀、傾斜試驗儀、剖面儀、點荷重試驗儀、巴西人法試驗儀。
（四）測量實驗室：雷射水準儀、電子經緯儀、平板光波測距儀。

（陳梓斌建築師事務所）、環境影響評估調查報告書委託研究（北投垃圾焚化廠）、財神
酒店大樓風洞模擬試驗（新環工程顧問公司）、大專點字圖書製作暨視障教育輔具中心
（教育部）、內湖垃圾焚化廠二期工程煙囪煙流追蹤與擴散風洞實驗（京華環境工程公

（五）結構動力控制實驗室：無接觸式位移計、力量產生器、同步擷取及濾波器、

司）、台北縣國民小學教育電腦化系統先導發展計劃第二期（台北縣政府）、台北縣水

高頻力量量測器、雷射測距儀、量測及控制整合分析軟體、結構模型主體後續加裝機

污染管制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台北縣環境保護局）、墾丁國家公園風吹砂自然景觀

構、加速規、線性馬達及驅動器、資料擷取系統。

（新技工程顧問公司）。

（六）風洞實驗室：TSI熱膜風速儀、PSI 8400電子式壓力掃描器、應變片訊號調節

該系所亦迭獲教育部之經費補助，如民國七十九年至民國八十五年間，獲得教育部

放大器、長距離雷射位儀器、單軸向及三軸向加速計、五分量力平衡儀、可變速氣體採

補助營建自動化計劃共487萬元，成立營建自動化教室。民國八十五年獲得教育部補助

樣器、氣相層析儀（GC-FID）、二維熱膜風速探針、10頻道濾波器。

防災計劃共36萬元，營建自動化多媒體教材製作30萬元。民國八十六年，又獲得教育

（七）營建自動化教室：WWW網路伺服器、多媒體工作站、光碟燒錄機、大地工
程基礎設計軟體、專家系統軟體、網路卡及強波器、整合性工程軟體、電腦更新、
Moss道路軟體。
該系所教授之重要研究領域如下：

部補助防災計劃共50萬元。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新聘之教師如下：

46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65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鄭啟明

七十五年八月

雷英暉

七十六年八月

曾一平

七十六年八月

林堉溢

七十九年八月

張德文

八十年八月

楊長義

八十一年八月

劉明仁

八十二年八月

李英豪

八十二年八月

散風洞實驗室、精密儀器室、水工實驗室、電腦室、研究生辦公室及八個專案實驗室等。

王人牧

八十二年八月

吳朝賢

八十三年八月

該系教師除在教學工作之餘外，亦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民國七十五年五月舉辦

吳重成

八十六年八月

洪勇善

八十八年八月

課程修課。
系辦公室及教授研究室原位於舊工學館與驚聲大樓，民國八十二年八月新工學大樓
完工後遷入新工館大樓，現有實驗室包括：流體力學實驗室、環境工程實驗室、大氣擴

「第三屆水利工程研討會」、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舉辦「第一屆電腦輔助工程研討會」、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民國八十年七月於淡江大學校本部舉辦「一九九一年國際水資源電腦應用研討會」、民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國八十四年四月舉辦「第一屆飲用水水質管理及處理技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九月

徐錠基

74.8------79.7

與北京中國科學院主辦「海峽兩岸EPN電聚浮除技術研討會」
。

鄭啟明

79.8------82.7

祝錫智

82.8-------87.7

國肱、江旭程、盧博堅、李俊福、虞國興、何德仁、許中杰、康世芳、曾振遠、高思

吳朝賢

87.8---------

懷、許道平、陳俊成等十餘位教授分別接受教育部、農委會、環保署、經濟部水資源

該系亦與國內外學術或產業機構合作完成之大型研究計劃，如廖述良、施清吉、施

局、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國石油公司、台電公司、台灣綜合研究院、內政部營建署、北

三、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市府工務局、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基隆市環保局、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興工程顧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包含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為一同時賦有工程專

問社、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省政府交通處、交通

業領域教學與基礎科學研究任務之完整工程學系。該系於民國七十三年設立水資源研究

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行政院科技顧問組、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中華顧問工程

所，亦於民國七十五年下分水資源工程與環境工程兩組。民國七十七年水利工程學系更

公司、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台灣省雲林農田水利會等單位之委託進行專案研究。計

名為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研究更名為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水資源及環

劃案總數計七十八學年度五件、七十九學年度十四件、八十學年度十四件、八十一學年

境工程學系奉准招收兩班，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下分水資源工程（Ａ組）、環境工

度十七件、八十二學年度十一件、八十三學年度十一件、八十四學年度十件、八十五學

程（Ｂ組）與環境化學（Ｃ組）三組，民國七十八年成立博士班。

年度十一件、八十六學年度十一件、八十七學年度十三件、八十八學年度九件。共計一

大學部教學之目標為提供學生大學教育之通才知識及水資源工程領域與環境工程領
域之基礎專業知識之養成。研究所碩士班之目標除培養學生進一步之專業知識外，更有
訓練中級工程師及培養基礎研究人才之功能。研究所博士班之目標為訓練高級工程師、

百二十六件。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本系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虞國興

七十五年八月

盧博堅

七十六年八月

系所課程之重要調整方面，八十五學年度起，進行課程更新計劃之規劃設計。自八

廖述良

七十六年二月

許中杰

七十六年八月

十六學年度起，A組必修數值分析、水資源系統規劃、高等流體力學（一）、海洋波浪

李俊福

七十八年八月

高思懷

七十六年二月

羅光楣

七十七年八月

康世芳

七十九年八月

許道平

七十八年八月

張保興

八十年八月

面，自八十六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依計劃逐年進行課程汰舊換新之工作，預計至

陳俊成

八十二年八月

徐國麟

八十七年八月

八十九學年度全部更新完成。新課程內容兼具學術基礎之探討及實用技術的介紹，在必

李奇旺

八十八年八月

蕭政宗

八十九年八月

培養基礎研究人才及提供工商界之社會服務。

學、高等水文學、高等流體力學（二）、高等工程數學七科選四科。大學部之課程方

修部份為包含水資源及環境工程領域之基礎理論課程。選修部份為使本系課程多元化，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而不拘限於某一領域，將課程分為水資源組及環境工程組，兩組開設相同學分數之課

系主任姓名

程。選課時並不硬性分組，讓同學有充分的自由與空間依自己的興趣配合系上所規劃之

任職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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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國肱

74.8------77.7

境等方向，其中包括兩位教授之專題報告，此舉為進入第三波革新教學計劃上系統化整

虞國興

77.8------78.7

合的起始點。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辦「第六屆微系統科技協會年會暨國科會微機電

王士紘

78.8------80.7

系統成果發表會」
，成果豐碩，成效優越。

高思懷

80.8------82.7

大學部已有二十七屆畢業生，研究所碩士班有十九屆畢業生。系所畢業生均能秉承

許中杰

82.8------86.7

「樸實剛毅」之校訓，養成「和諧、進取、求精、務實」的系風，服務於社會上各個角

盧博堅

86.8----------

四、機械工程學系

落，其成就和表現深獲各界人士之肯定與好評。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本系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劉偉均

七十六年八月

顏政雄

七十六年八月

有鑑於此，本校乃於民國五十九年成立機械工程學系，民國六十一年增設夜間部。為了

劉昭華

七十七年八月

史建中

七十九年八月

培育高級工業及專業之科技人才，配合國家發展精密機械，提昇工業水準，加強國際科

李經綸

七十九年八月

王銀添

八十一年八月

康尚文

八十二年八月

楊智旭

八十二年八月

蔡慧駿

八十三年八月

陳炤彰

八十三年八月

機械工程是提升國家整體工業水準之關鍵，也是推展國家經濟建設的策略性重點。

技之需要，在民國六十九年成立機械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為配合教育部政策，於八十六
學年度起不再招收夜間部學生，日間部由原本的兩班增為四班。為繼續碩士班之務實訓

林清彬

八十四年八月

楊勝明

八十四年八月

練，培養高等科技及工業的研發人才，培養高等學府機械工程的師資，在八十八學年度

李宗翰

八十六年八月

楊龍杰

八十六年八月

增設博士班。至此機械工程學系已成為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的完整教育體系。

洪祖昌

八十九年八月

趙崇禮

八十九年八月

系辦公室及教授研究室原分散於舊工學館與驚聲大樓，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份新工學
大樓完工後，全部遷入新工館大樓七樓。教學設備歷年來陸續增進，目前計有熱工、微
機電系統、材料、流力固力、智慧工程及自動化機械等實驗室，另有實習工廠，俾使學
生能得到實際體驗之機會。系所課程因應社會需要作必要之調整，學士班應修滿一百四
十一學分始能畢業。八十六學年度起碩士班最低畢業學分調整為二十六學分（不含論
文）
。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張式魯

75.8-----81.7

劉昭華

81.7-----85.7

史建中

85.8-----89.7

葉豐輝

89.8-------

該系教師除在教學工作之餘外，亦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在申請國科會研究計劃與
接受產業界委託研究案方面都有相當優秀的表現。例如葉豐輝教授在民國八十七年與本
院電機工程系余繁教授共同主持本校盲用電腦之開發與推廣使用，造福盲生極具成效。
教育部並委託本校製作盲用電腦一百套，贈送全國相關學校盲生使用。教育部八十八會
計年度補助本系兩百五十萬元，進行「精密機械教育改進計畫」與「製造業自動化教育
改進計畫」兩項研究計劃。由於執行成效良好，八十八會計年度該系再度獲得教育部補
助兩百五十萬元，繼續進行「精密機械教育改進計畫」與「製造業自動化教育改進計畫」
兩項計劃之研究工作。
該系師生於八十四學年度校慶期間在工學大樓中庭舉辦「機械工程專題成果展
覽」，將師生研究成果呈獻給全校，成效十分良好。於八十六年四月廿四日，舉辦「教
學方法及教學成效研討會」主題分為學程規劃及特色、教學技術及成效、教學材料及環

五、電機工程學系
該系成立於民國六十年，設立之初名為電子工程學系。因資訊與科技之迅速發展，
工商界對於電機工程人才需求渴急，鑑於為培育更加多元化、國際化之高級工程師，以
因應資訊社會之到來，於民國八十二年更名為電機工程學系。於民國八十二年籌辦電機
工程研究所，民國八十三年正式招收碩士班，民國八十六年成立博士班，以期培養電
腦、電子及電機等相關領域之優秀人才，並為工商界及學術界重用。另外，為吸收有志
於深造之在職人士，自八十六學年度起招收進修學士班，八十九學年起招收碩士在職專
班，以達成培養人才之多元化，並符合實際就業市場之需求。
於民國六十一年成立夜間部。在教育部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取消夜大聯招後，該系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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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部一班轉型為推廣教育學士班，參加北區大學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招生，其餘轉型為

四 至 十 四 日 舉 辦 之 短 期 講 學 （ 英 國 Glasgow University電 子 及 電 機 工 程 系 教 授

正規學制教育，參加日大聯招。於正規學制及推廣教育學制下皆分別設有學士班及碩士

Prof.Richard M. De La Rue）；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至廿二日舉辦之短期講學（美國

班，而博士班僅列入正規學制。另外，八十八學年度亦是最後一屆夜間部存在；自八十

Polytechnic University電機工程系Prof.Spencer P.Kuo）；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廿六至廿九

九學年開始，正規學制下的學士班，將僅設立日間部及進學班。

日舉辦之重點系所短期講座（鄧聚龍教授）；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八至十九日主辦之

系所的發展特色為「教學與研究並重」，通訊、自動控制、電子電路及計算機硬體

「1998全國電信研討會」；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十四至十七日舉辦之重點系所短期講座

為研究重點。教學課程內容強調精緻化、資訊化及現代化，期以造就專長特色的學習效

（蔡進發教授、鄧聚龍教授）；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至十九日舉辦之重點系所短期講

果。在課程方面，依專業性質的不同將大學部規劃為通訊、自動控制、電子電路以及計

座（Prof.Howard Jay Siegel）。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及十月二日分別舉辦五十週

算機硬體四大學程，並在充分落實自由選課精神及核心導引平衡的原則下每組訂定六門

年校慶名人講座（前交大校長鄧啟福博士

核心課程，要求學生在修讀過程中，各組至少選修兩門以上的核心學科，以避免可能發

六月十二至十四日舉辦重點系所短期講學（IEEE Fellow/Prof. Pen-Chung Yew），民國八

生的選修浮濫或學生「避重就輕」的消極學習心態。又增設大學部四上的電子實驗課

十九年十二月十一至十三日舉辦「2000年國際多媒體軟體工程會議」，民國八十九年十

程，並將四上的電工、電子實驗定位為專題之外的第二專長訓練，以培養其他領域及不

二月十八至二十一日舉辦重點系所短期講學（美國華盛頓大學孫明廷教授）。

同師資的實務研究經驗，拓展學生更為寬廣的學能背景。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在大學部增
開微控制器模擬及微控制器設計兩門課程，使得學程規劃更深具實用性與未來性。

智邦科技盧崑瑞副總經理），民國八十九年

該系教授自九○年代起持續與交通部電信研究所、工研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
教育部、台灣省立台中啟明學校、行政院文建會、台灣電力公司、資訊工業策進會、工

於電機所設立「教學與實習」課程以訓練研究生表達能力，並提昇教學成效，使研

研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工研院航太中心等學術或產業機構合作，進行多項大型研

究生與大學部學生能夠教學相長，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效益顯著。於八十二學年起更

究計劃，均如期完成且頗具成效。其中余繁教授接受教育部委託，研發功能遠較國外產

設置「專題實驗」課程，並將實習課列為必修科目，使學生於理論知識之傳承外，更重

品優良且生產成本低廉之「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以嘉惠盲胞最具意義。

視實際操作的經驗。四上起修習「電工實驗」、「電子實驗」，嚴格要求學生專題與選

此外與國內外其他大學亦交流頻繁，自民國八十六學年起，與美國Polytechnic

組不能重覆，以拓展學生之研究領域及視野，並使「理論與實際並重」的學習更向下紮

University電機系交流合作，學生可申請交換就讀。Polytechnic University交換學生在本

根，培育出更契合時代需要的人才。再以系所師資成立教學評鑑組織，利用系所務會議

系暑期學分班所修習之學分，將予承認並可抵免在校之修業學分。在持續加強學術及人

時間，針對教學品質、效率以及課程規劃的合理性，進行研究討論與系統化的評鑑工

員的交流活動方面，大陸合肥工業大學工學院已與本校工學院締結姊妹院，也積極的與

作，以促進績效量化及反省啟發。

該校電氣工程學系進行學術合作事宜，以促進兩岸學術交流互動。

在學習成效的建立方面：研究所部份，初期以提出英文稿論文為修業必要條件，至

在配合學校公文自動化的作業以外，亦自行建立系所圖書目錄自動檢索系統及系友

八十六學年開始，採以逐年研究論文的發表為畢業與否之要件。大學部則於八十五學年

會資料庫，以推行辦公室行政業務之資訊建檔和維護工作。在資訊化的努力指標之下，

起採專題競賽，以實學實作的競賽活動，落實學生的學習效果。

也早已陸續完成各項資訊網路（BBS、WWW等）之架設工作，利用網際網路開拓淡江

因應工館之擴建，於民國八十年由舊工館一樓搬遷至建築館五樓，而舊有之實驗室

電機對外的另類聯繫通道。另外於發展電腦輔助設計、製造技術的執行成效方面，於此

在此次搬遷中縮編為僅剩電路實驗室及微處理實驗室。民國八十年新工館建築完成後，

之課程規劃與教學研究工作已獲致良好之成效，且得到教育部之肯定，並於八十六年選

系辦遷址於新工學館六樓，除恢復舊有實驗室外，並陸續增設VLSI實驗室、通訊實驗

定該系之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為全台灣地區最好的六個單位之一（其他五個分別為台大

室、機電整合實驗室、網路實驗室、電機實驗室、電路實驗室、光纖實驗室等。目前系

電機、清大電機、清大資訊、交大電子與成大電機）
。

所總計擁有實驗室二十五間，教師研究室十七間，系辦公室、主任辦公室、電信研究社
及學會辦公室等。
近幾年該系主辦或協辦之學術研討會有：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十二至十三日舉辦之
「一九九六自動控制研討及兩岸機電及控制技術交流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本系新聘之教師如下：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翁慶昌

七十八年八月

黃聰亮

八十年八月

俞再均

八十一年二月

丘建青

八十一年八月

47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71

莊博任

八十一年八月

江正雄

八十一年八月

鄭國興

八十二年八月

李慶烈

八十二年八月

蘇木春

八十三年八月

蕭瑛東

八十三年八月

李揚漢

八十三年八月

許獻聰

八十四年八月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簡丞志

八十五年八月

周永山

八十八年八月

張正良

七十五年八月

何啟東

七十六年二月

張裕祺

七十六年八月

陳錫仁

七十七年八月

葉和明

七十八年八月

黃國楨

八十一年八月

余宣賦

八十二年八月

鄭東文

八十二年八月

鄭廖平

八十二年八月

張

八十七年八月

多次合辦各類學術研討會、講習會，以提昇本系所之學術聲望。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本系新聘之教師如下：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賴友仁

70.8-----79.7

謝景棠

79.8------85.7

莊博任

85.8-----89.7

江正雄

89.8----------

六、化學工程系
化學工程學系於民國六十年四月奉准設立，六十年九月開始招生，六十一年九月夜
間部開始招生，八十五年夜間部轉型為正規學制。研究所碩士班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開
始招生，博士班於民國九十學年度奉准招生。
初期教學目標為培養專業之化工人才，課程著重「單元操作」、「化工熱力學」、
「化學反應工程」
、「程序控制」及「程序設計」等專業課程，近年來為符合時代潮流及

煖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謝樹木

73.8-----76.7

張徇夫

76.8-----78.1

施國肱

78.2-----78.7

張正良

78.8------80.7

陳錫仁

80.8------82.7

何啟東

82.8------84.7

林達鎔

84.8-------86.7

黃國楨

86.8-----------

工業轉型，即著手規劃「材料工程」、「電腦輔助設計」「化工污染防治」等學程；

七、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程序設計」、「專題研究」等課程並朝向小班制教學。
創系之初系辦公室及實驗室座落於舊工學館，於民國八十二年新工學大樓落成後遷
入。經歷年之添購與更新，本系目前擁有單元操作實驗室、程序控制實驗室、精密分離
與高分子加工實驗室、熱質傳實驗室、反應工程程序模擬實驗室、無機材料實驗室、特
用化學品實驗室、高分子實驗室、薄膜實驗室、精密儀器實驗室、製程實驗室等，供師
生教學與研究之用。
為研究與教學需要，本系逐年添購之重要儀器設備有：FTIR、Particle sizer、
HPLC、GPC、HRGC、BET、UV/visible、Zeta potential meter、Brabender Plasticorder、
DSC、Dynamic Reometer、Singlescrew Extruder、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等。訂閱之重要期
刊有AIChE Journal、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等六十種。
教師在教學工作之餘，亦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歷年來多位教師獲國科會補助專題
研究，成績斐然。八十七至八十九學年度執行中國石油公司之產學合作計劃，總經費計
新台幣一千四百餘萬元。並透過研究計劃之合作，與台灣大學、中原大學進行交流，並

該系創設於民國六十一年，是國內民間大學中成立最早之航空工程學系，八十五學
年度起由航空工程學系更名為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並同時成立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設有熱流、固力及控制等三組。另本校機械系博士班已於八十八學年度開始招生，
其下設有航太科技組。目前在校師生約有六百人，畢業班級已達二十六屆，畢業系友已
有一千八百餘人。在歷任系主任之辛勤耕耘及全系師生共同努力下，教學及研究成果已
獲社會各界肯定與讚許。
該系教育之目標，在培養具有工程背景之學士及具獨立思考之碩士，使同學畢業後
除具有航太專業背景外，兼具機械、材料、資訊、電子等相關背景，增加同學就業及升
學管道。
為提昇學生素質，採用嚴管、勤教政策，教學品質深獲各界肯定。教育原則除培育
深度與廣度並行的航太專業人才外，並著重於知識的傳播、技能的培訓和人格的養成，
使同學能適應於社會各行各業。在知識的傳播方面，課程主要分為基礎數理課程，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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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課程以及核心課程。教學內容除一般航太工程的熱流、材料與固力和系統控制等三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中華顧問工程司、資策會等合作進行十六項大型研究計劃，成效斐

大領域的空氣動力學、飛具結構學、航空發動機、飛具設計、飛行力學、太空力學、火

然。

箭工程等課程之外，並包括了飛機系統、儀表、航空電子以及空中交通管制、航空品

近五年主辦或協辦之學術研討會計有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辦之第一屆海峽兩岸

保、飛行安全等民航技術領域課程等較為廣泛的課程，以配合我國民航事業、亞太空運

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辦之中國航太學術研討會、八十六年四

中心及飛機修護中心的建立，除了培養學生學習的多元興趣之外，並可增加畢業同學就

月二十九日舉辦之1997海峽兩岸航空太空模擬技術研討會、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舉辦

業的管道。

之第五屆航空學門研究成果暨航太科技發展研討會、八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舉辦之全國航

至於在技能的培訓和人格的養成方面，該系為補課堂理論講授的不足，規定同學在

空飛機系科及訓練中心觀摩活動、八十八年十二月四日舉辦之無人遙控飛機設計製作成

大三暑期分別至國內各相關航太機構實習以及赴大陸地區進行研習與交流，增廣見聞。

果發表研討會、八十九年四月六日舉辦之航空設計製造及維修專題研討會、八十九年十

並持續與國內航太產業界保持密切的連繫。目前與該系合作學生暑期實習的機構包括有

二月十六舉辦之中國航太學會第四十一屆年會暨國科會航太學門產學研討會暨八十九年

漢翔、三通航太科技公司、華航、立榮航空、亞航、航太小組、航太中心...等機構。除

無人遙控飛機設計製作成果發表研討會。

了在業界進行實作觀摩之外，並可充分的瞭解相關業界發展的現況與未來整體航太業的
展望，並可由實習互動中學習團隊合作的精神以培養主動積極的求知態度。除此之外，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新聘之教師如下：

為培養學生親自動手的興趣及利用所學在團隊協調整合方面，亦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活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陳增源

七十九年八月

動，因而設有「航太系學會」，「航空模型社」及「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UAV）等

陳慶祥

組織，定期舉辦各項活動如球類比賽、紙飛機競賽、噴射車比賽、丟雞蛋比賽、動力飛
機飛行比賽……等。同時，為加強同學對航太事務之認識，每年舉辦參觀空軍基地、飛
機修護場及航空公司等單位，並不定期與青輔會、學校單位及社區等合作舉辦青少年航

教師姓名
宛

起聘日期

同

七十九年八月

八十年八月

李世鳴

八十一年二月

王怡仁

八十一年八月

張永康

八十二年八月

湯敬民

八十二年九月

馬德明

八十三年二月

田

豐

八十四年八月

陳步偉

八十五年八月

蕭照焜

八十六年八月

應宜雄

八十八年八月

太活動，增加同學學習及參與活動的機會。該系為加強與大陸航空航天科技之學術交
流，每二∼三年定期與大陸相關航太單位舉辦兩岸航空航天技術學術研討會，並每隔2

茲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3年，選派大學部及碩士班同學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知名學校見習。此外每年三月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與成大、逢甲、中正理工、虎尾科技大學、空軍航空技術學校、空軍官校等相關航太系

馮朝剛

76.8------82.7

所學校輪流舉辦航太聯誼及各項體育競賽。

宛

同

82.8------86.7

該系原址在舊工館四樓及航空館，新工學館落成之後，於八十二年九月搬入新工學

陳增源

86.8------90.7

館並分佈於八樓、七樓、二樓及一樓。為因應教學及研究需要，設有空氣動力學、風

陳慶祥

90.8------迄今

洞、計算流力、燃燒及熱傳、發動機、材料與結構、無人駕駛飛機及飛機設計等八個實

八、資訊工程學系

驗室，專用之教學及研究設備包括有低速風洞、桌上型風洞、LDV雷射測速儀、熱線
測速儀、光學影像系統、影像處理系統、飛機引擎、液氣壓實驗台、力學試驗台、非破

資訊工程學系成立於民國五十八年，以推廣資訊教育、培育國家及社會建設之高級

壞檢驗系統、三次之量床振動實驗系統、電腦室、電腦工作站、高速計算電腦伺服器及

資訊人才為教學目標。原名為 「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是國內最早創立之資訊相關科

專用撥接網路系統等。

系，民國六十年設立夜間部，六十七年成立研究所碩士班，七十八年成立博士班。研究

該系教授在授課之餘致力於學術研究工作，近五年來，陳增源、湯敬民、宛同、馬

所成立之初設於城區部，於八十二年度起，為行政方便、教學延續與設備共用，故系所

德明、王怡仁、陳慶祥、張永康、陳步偉、田豐等幾位教授與國內外學術或產業機構如

合併。民國八十一年為了符合時代需求及予外界正確的觀念，改名為「資訊工程學

中山科學研究院、華航基金會、國防科技推廣委員會、教育部顧問室、工研院能資所、

系」，八十四學年度起將碩士班改成A（工程）B（理論）兩組；博士班分為成，A（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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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B（軟體）兩組，對本所研究生的研究領域與發展更有助益。
資訊工程學系目前有大學日間部、進學班、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在課程方面，
時常因應時代潮流趨勢而做修正，教學理論與實際並重，課程涵蓋實務及研究性質。該
系所擁有軟體工程、資訊管理系統、物件導向模式系統，語言、模式識別、人工智慧，
即時模擬、平行語言、分散式系統，資料庫、電腦網路、多媒體影像處理等實驗室，並
有一間數位實驗室及二間電腦機房專給本系學生使用。
在與學術或產業機構合作方面，深感人工智慧研究的重要性，本著提高我國電腦科
技的理念，提出多媒體智慧型資料庫系統（Multimedia Intelligence Database System），
這些資訊包括了影像、圖形等各種不同形式的資料，為了適應此一狀況，未來的資料庫
必須為一多媒體形式的資料庫。有關多媒體處理的發展，淡江大學現在正和交通部電信
研究所共同商討發展有關多媒體資料庫及網路設計，此一計劃由本校的電算、電子及資
管系的教授共同研究發展。此外，資訊工程系進行多媒體視訊網路系統研發（CBVN
案）
，完成校園視訊網路系統雛型設計。
八十八年十一月邀請澳洲模擬協會代理主席澳洲空軍作戰部資深科學研究員Dr.
Peter Clark為「重點系所學術專題演講」，全系師生獲益匪淺。並承辦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全國計算機會議」，會中邀請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博士蒞校，就科技與人文發表演
講、八十九年主辦「電腦輔助教學暨網際網路應用國際研討會」。
從創系至今，日間部畢業生共有二十五屆，夜間部有二十四屆。日夜間部皆已成立
系友會，系友會組織健全，遍佈全省，對於畢業生經常予以協助。畢業後可繼續出國深
造進修及考國內研究所，大部分學生服務於民營機構（如IBM電腦公司、宏碁電腦公司
等）及政府研究機構（如教育部、國科會、中研院、資策會、經濟部工研院、交通部電
信研究所、國防部中科院等）亦有任教於專科或大專院校，從事教育工作。甚至不少自
籌資金開辦電腦公司，投入研發軟體工作，出路廣且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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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國琛

八十三年八月

鍾興臺

八十三年八月

郭經華

八十四年八月

顏淑惠

八十六年八月

蔡憶佳

八十六年八月

黃仁俊

八十九年八月

石貴平

八十九年八月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及所長任期如下：
（一）電子計算機科學系（八十一年七月止更名為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系主任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劉虎城

70.8-------76.7

胡 咸

76.8-------80.1

莊淇銘

80.2-------84.7

81.7更名為資訊工程系

蔣定安

84.8-------88.7

系主任暨所長

施國琛

88.8--------

系主任暨所長

（二）資訊工程研究所所長
所長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吳憲明

----76.7

劉虎城

76.8-------82.7

莊淇銘

82.8-------84.7

系所合併系主任暨所長

九、工程試驗組
工學院各實驗室原分隸各系，民國五十八年六月為使各實驗室之儀器設備能進一步
發揮功用，避免各系重複購置同樣儀器，以及實驗用品之集中統一採購起見，成立工程
試驗中心，民國七十三年更名為工程試驗組。統轄管理所有各實驗室，供各系共同使
用，以達成物盡其用之效。目前工學院已成立CAE 實驗室、實習工場、金相實驗室及
七十餘個實驗室。

七十五年學年度以後新聘之教師如下：

該組任務與作業包括：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教師姓名

起聘日期

莊淇銘

七十七年八月

王士峰

七十七年八月

徐郁輝

七十八年八月

蔣定安

七十九年八月

陳伯榮

七十九年八月

汪

七十九年八月

林慧珍

八十年八月

葛煥昭

八十年八月

潘定凱

八十年八月

方鄒昭聰

八十一年二月

洪文斌

八十一年八月

陳瑞發

八十一年八月

王英宏

八十一年八月

陳建源

八十二年二月

周建群

八十二年八月

黃俊堯

八十二年八月

柏

一、技術員工之訓練：凡擔任特殊或具危險性之工作人員均派往有關單位接受專業
訓練，以發揮其工作上之安全與效能。
二、財產保管：辦理儀器分類編號，建立財產目錄，及增減流動登記。
三、儀器設備之維護：注重日常保養，每使用前後均檢查校正，保持精密準確。
四、實驗及實習用品之採購：根據實驗課程之需要，以每學期開學前彙總採購為原
則，做到以量制價為採購目標。
五、協助授課老師辦理各項儀器設備之操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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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之各種儀器設備除供給正常實驗及實習課程應用外，同時接受外界委託辦理

籌設商學部，將原有的商學系改為工商管理學系，並增設會計統計、銀行保險、國際貿

建教合作，並由學生參與工作，使學生從實際工作經驗中更能進一步了解，以達到學以

易等三個學系，五十五學年度經呈准將工商管理學系改稱企業管理學系，五十八學年度

致用的境界。

奉准將會計統計學系分為會計組及統計組；銀行保險學系分為銀行組及保險組。五十九

該組重要實驗室工作內容如下：

學年度增設合作學系。六十二學年度復奉准將會計組改為會計學系，統計組改為統計學

一、CAE 實驗室：

系；銀行組改為銀行學系，保險組改為保險學系。六十四學年度奉准將合作學系改為合

1.工學院電腦輔助工程相關課程之各項支援：

作經濟學系。

⑴電腦硬軟體之規劃、採購、維護與管理。
⑵電腦教室使用之規劃與管理。

此外，商學部復於民國五十六年創辦實習銀行，除供各系學生有關銀行會計實務等
課程的實習外，該行並以本校學生、員工及員工家屬為服務對象，經營各種存款及放款

2.工學大樓網路之規劃，相關硬體設備之採購、佈建與管理。

業務，代收代付學校公款。六十三學年度，增設人口問題研究室，從事大專人口問題的

3.工學院網頁之製作與管理。

研究，並在日夜間部開設人口問題選修課程，同時出版人口問題相關書刊。民國六十六

4.工學院網頁伺服器、檔案伺服器和電子郵件信箱伺服器之建置與管理。

年該院與台灣經濟研究所訂立合作計畫，增加專任師資，對教學與研究方面極多助益。

二、實習工場：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成立中小企業諮詢服務中心。

1.實習工場配合教學共分成模具、鉗工、車工、銲工四部門。
2.配合工學院各系實驗設備的設計、加工流程研究、借用及實驗。
3.各項機器設備採購規劃、教育訓練、安全講座、物料採購、物料管理。

六十九年本校改制大學，另成立管理學院，部分商學院學系劃歸管理學院。至六十
九年度時，該院僅具銀行、保險、國際貿易、合作經濟等四個學系。
七十五學年度計奉准設立金融研究所與經濟學系，其中金融研究所為國內財務金融

三、金相實驗室：

領域中第一個成立的研究所。而經濟學系與原於民國六十九年夜合作經濟系經更名的夜

1.支援全校操控高倍率電子掃描顯微鏡：

經濟學系合併後已成為一具日夜間部的完整經濟學系。此外，為使該院學生透過合作社

⑴研究專用之貴重儀器高倍電子掃描顯微鏡，LEO-1530型（德製）放大倍率可
達四十萬倍之清晰度。
⑵教學實作用之高倍，HITACHI S-2600H型（日製）放大倍率可達三十萬倍之清
晰度。

的實際經營與實習，將理論付諸實際，充分達到學以致用之目的，在七十六年二月廿日
正式成立「淡江大學員生實習消費合作社」
。
民國七十七年銀行系奉准改名為財務金融學系，而八十一學年度合作經濟學系奉准
更名為產業經濟學系，並於八十二年八月設立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該院在歷任院長的

2.配合工學院各系金相材料教學與研究。

辛勤經營與校內有關部門的協助下，發展迅速，現有國際貿易學系、產業經濟學系、經

四、其餘各實驗室支援各系專業領域之教學實習與研究發展。

濟學系、財務金融學系、保險學系及金融、產業經濟國際企業學和保險經營碩士班及金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之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何德仁

74.8-------84.10

康尚文

84.8------

第四節 商學院
組織沿革
本校於民國四十六年設立商業科，四十七年設立商學系，五十四學年度奉教育部令

融所博士班，八十八學年度奉准籌設「應用經濟學碩士班」，並將於九十學年開始招
生。
重要大事紀（七十五學年度以後）
1.五十九年九月十一日成立經濟統計研究組，從事經濟理論之研究與經濟統計資料
之分析，惟於七十六年二月九日因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故依（76）校人字第
0186號文，將經濟統計研究組裁撤。
2.七十五年八月商管大樓完工啟用後，僅餘四年級還在台北校園上課；七十六學年
度起，大學部學生一至四年級已全部移回淡水校園上課。
3.自七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每週五假商管大樓B1012室舉行商學院專任教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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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討會，藉以提升研究風氣。
4.七十六年二月廿日正式成立「淡江大學員生實習消費合作社」，以使商學院學生
透過合作社的實際經營與實習，將理論付諸於實際，充分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後因社會環境之變遷，該單位己不敷員生之需求，而於八十六年正式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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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莊孟翰老師擔任該中心主任。
17.八十七年七月奉准成立金融博士班，並於八十七學年度正式招生。
18.商學院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乙案，業經兩岸學術合作專
案小組八十七學年第三次會議決議通過，並於八十八年十一月正式締結姐妹院。

5.五十六年成立淡江大學商學院實習銀行，以加強商學院學生實習經驗，期使理論

19.商學院與管理學院辦理「高階管理碩士班（EMBA）
」，並自88學年度開始招生。

與實務相互配合，及養成全校員生儲蓄習慣。惟因經濟環境之變遷，其業務與功

20.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奉准成立財務金融學系及國際貿易學系「進修學士班」及

能已與一般銀行之經營範圍與操作漸行有所差距，不敷學生銀行實習之需，故於
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卅一日正式結束。
6.八十學年度，日、夜學系合而為一，原夜間學院下之各系改歸屬於相關學院，因

「碩士在職專班」
，並於八十九學年度正式招生。
21.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奉准自八十九學年度成立保險經營碩士班。
22.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奉准自九十學年度成立應用經濟學碩士班。

此夜間部經濟、財務金融、保險、國際貿易等四系歸併入商學院。
7.金融研究所自七十五年成立於台北校園，該所原隸國際研究學院，八十一年改隸
商學院，至八十二年九月始遷回淡水校園商管大樓。
8.為落實本校「國際化」政策，商學院自八十三學年度起每年均有學生參加「大三
學生出國修習學分」活動。

教學與研究
在教學方面，商學院以培育資訊化、國際化、未來化之現代商業人才為目標。課程
係為發展全方位之專業商務人才而規劃，期使學生對整體經濟發展、商業環境、金融政
策等建立宏觀之視野，奠定日後投入社會服務或繼續深造之良好基礎。事實上，根據民

9.八十三學年度起商學院陸續負責「淡江邁向未來化」計劃草案、「未來化認知」

國八十六年四月出版之「天下雜誌」評鑑金融業最受歡迎的大專院校，本校排名第五，

問卷調查和「經濟未化」核心課程之開發等工作。「國際經濟未來」是該院之發

金融業認為最有專業能力的大專院校，本校排名第四，可見商學院畢業生的品質已受肯

展方向和特色。

定。民國八十五年是淡江第三波的開始，其亦為淡江教育正式邁入另一個新里程碑的開

10.八十六年三月廿四日為充實商學院研究設備，故設置工作站，以方便教師與學生
研究所需。
11.為確實有效執行本校三化政策，商學院自八十五學年度起，經院務會議通過，設
立國際化小組、未來化小組、資訊化小組、兩岸事務小組，負責推動相關事務。
12.經濟學系自八十五學年度第2學期展開經濟學課程多媒體教學實驗計劃，八十六
學年度啟用經濟學多媒體教學專用教室。
13.財務金融學系奉准辦理教育部「商業自動化科技教育改進計畫」，成立即時資訊
教室，並於八十六學年度完成架設電視牆及相關資訊設備，供師生研習使用。
14.商學院奉學術副校長指示，將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廿六日會同管理學院、理學院、
教發中心，辦理商、管學院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及微積分專任教師教學觀摩
研討會，就教學目標、課程安排、教學活動設計及教學心得提出報告並相互觀
摩，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15.商學院八十七學年度計有國際貿易學系、保險學系及經濟學系開始招收「大學先
修班」學生。
16.商學院自八十七學年度成立「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並經核准由產業經濟

始，淡江第三波的當今之務是課程的重新規劃，稱之為「教育再造」。商學院各系所本
諸董事長及校長的指示，多次會商，擬訂各項具體工作計畫。在本質上，這些計劃就是
希望能掌握壟斷性競爭教育市場之「壟斷性」而落實教育改造，進而超越前述目標。玆
臚列該院在教學方面具體措施與成就如下：
1.延聘優良師資，商學院近年來師資人數與研究水準均大幅提昇，目前計有專任教
師七十一位，其中有博士學位者五十五位佔76%。
2.為提升教學品質，商學院院定期召開經濟學、統計學和微積分教學研討會，除於
學期初討論教材、教學大綱、授課內容級及訂定進度外，並於期末檢討教學效
果。
3.為落實本校「國際化」政策，商學院院自八十三學年度起均有學生參加「大三學
生出國修習學分活動」
，該院並歡迎外籍學生進修
4.該院參與核心課程「經濟未來學」之教師共計10位，預計每年增加二位教師，
投入未來學之教學與研究工作，冀能將「經濟未來學」（大學部）、「未來化在
二十一世紀」（研究所）為商學院重點課程。配合學校核心課程方案之推動，經
濟系開設「台灣經濟學入門──經驗與啟示」及「台灣總體經濟入門」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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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TKU-2000年教學再造工程專案課程，該院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以「經濟學」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歷任系主任（兼日夜間部）如下：

作為專案課程，由經濟系負責研發。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備註

莊武仁

75.8-79.7

七十五年成立碩士班

5.財務金融學系奉准辦理教育部「商業自動化科技教育改進計畫」，成立即時資訊
教室，八十七學年度已完成架設電視牆及相關資訊設備，供師生研習使用。

七十五年改稱財務金融學系

6.為了提昇商學院研究水準，自七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每週五第三、四節課

劉聰衡

79.8-85.7

固定為本院教師的學術研討會時間。此外商學院各系亦定期舉辦研討會，鼓勵專

林景春

85.8-迄今

任教師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獎助論文發表，另亦辦理淡江講座，邀請了國際

二、保險學系

知名學者蒞校講演。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滑明曙

73.8-79.7

莊武仁

79.8-85.7

邱忠榮

85.8-迄今

一、財務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前身為銀行系，銀行系原屬銀行保險系，本校分別於民國五十二年及
五十四年在夜間部、日間部設立銀行保險系，而日、夜分別在六十三年及六十四年奉教
育部核准獨立為銀行學系，為日夜系務仍各自分立。七十年八月起為求教學資源有效統
合，日夜系務統一，至七十七年奉准改名為財務金融學系。夜間部已於八十六學年度停
止招生，日間部大學部獲增為三班。八十九學年度該系夜間部轉型為第二部進修教育學
士班。
該系於民國七十五年奉准成立碩士班，分為貨幣銀行組及財務組。八十七學年度成
立博士班正式招生，使該系發展更完整。在推廣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該系陸續在台
北、新竹、高雄開設學分進修班，以利社會人士進修財務金融相關知識。
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工商業發展之需要，該系除不斷加強師資陣容，充實學生貨
幣銀行與經濟學的理論外，並兼顧各類有關實務，俾學生能學以致用，成為銀行專業人

八十七年成立博士班

保險學系的前身為銀行保險學系，夜間部及日間部分別於民國五十二年及五十四年
成立，而日、夜分別於民國六十三年、六十四年獨立設置保險學系，與銀行學系正式分
立，成為當時全國唯一之保險學系。七十二年八月日、夜系務行政合一，民國八十六年
配合本校停招夜間部轉型之決策，將日間部大學部擴增為三班，民國八十九年保險經營
碩士班正式成立招生。
該系有鑑於保險系的理論及實務領域極廣，因而以財產、人身保險、政策性保險及
風險管理為重心，增開選修課程，延聘國內外專家學者擔任。尤其該系教學係以「建教
合作」的精神，注重教育理論與實務工作之密切配合，對社會所需的保險管理及保險經
營人才之培育，貢獻至鉅。
保險學系所開專業課程達三十餘科，共可分為保險理論、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政
策性保險、保險精算及經營管理等六大類課程，透過專業課程的訓綀，增加學生對保險
專業領域之完整認識。本系目前擁有專兼任教師二十餘位，多具備理論基礎與實務經
驗，自八十九學年度起，為因應研究所之成立，更陸續增聘高學位師資，以加強陣容，
其教學目標在於培育具有理論與實務、具獨立執行業務能力及良好專業倫理道德之保險
專業人才。保險學系相當重視保險證照資格之取得，因之全力輔導學生各種專技人員考
試，提高同學未來就業機會及自行創業之能力。畢業生之就業統計如下：出國深造
4%，公營機構5%，民營機構32%，保險業48%。該系專設獎學金有七項，共約四十八
個名額，總金額近七十萬元。

才。該系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將平衡發展，師資專長與研究領域兼顧財務、投資、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銀行、衍生金融商品、金融創新、財務工程等各財金相關專題；課程規劃涵蓋公司理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財、投資、金融機構管理及國際金融等相關領域，培養學生具備財務投資、銀行及國際

黃秀玲

74.8-81.7

金融專業經理人之基本學養與能力，加強學生應用財金相關資訊軟硬體之訓練，提昇學

廖述源

81.8-87.7

生計量及數理方法應用能力。

胡宜仁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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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亦都多屬一般企業的貿易或營業部門，或金融業的國外金融部門。畢業學生在任職單

三、國際貿易學系
本校分別於民國五十二年及五十四年在夜間部及日間部設立國際貿易學系，至民國
七十一年日夜間已每年各自招收三班學生。七十四年八月日、夜系務行政合一，八十六
年配合本校停招夜間部學生之決策，夜間部一班改制為日間部，其餘二班轉移開設技術
學院相關科系。民國八十九年為配合教育部推動終身學習之方案，將日間部一班轉型為
進修班推廣制。
民國八十一年經教育部核准，將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易名為國際企業
學研究所，並歸入該系行政體系。而後隨本校組織架構調整，正式定名為國際貿易學系
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每年招收學生二十五名，頒發商學碩士學位。研究所之教學，採國

位的敬業精神與團隊合作態度等方面，普獲相關主管好評。部分同學於畢業後，往相關
的企業管理或經濟學領域研究所繼續深造，皆有優異表現。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魏啟林

74.8------76.7

曹國俊

76.8------77.10

黃志文

77.11-----83.7

賈昭南

83.8------89.7

林志鴻

89.8------

際經濟學與國際企業之行銷與財務管理並重之原則規劃。民國八十六年復針對教學與研

四、產業經濟學系

究需要，通過研究所教學分組；A組仍以國際行銷與國際財務管理為最主軸，另增加國
際投資決策之課程，專注於國際企業經營人才之培育；B組以國際經濟學與經貿法規為
主軸，配合區域經濟研究課程之開設，專注於多國籍企業經理人才之培育。為配合教育
部推動之終身學習方案，該系亦向教育部申請設立研究所在職專班，自八十九學年開始
招生。
國際貿易學系的課程規劃可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類為全校性之核心課程，該課程
之規劃是依照本校「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之三發展方向，所制定之課
程。第二類為商科共同科目，計有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民商法、商用電子資料處
理等科目。第三類為該系專業課程，其中包括有經濟類的個、總體經濟學、國際貿易理
論與政策、國際金融等科目；有管理類的國際企業管理、行銷學、國際行銷學、國際財
務管理、國際企業政策等科目；有實務類的國際貿易實務、商用英文、國際貿易法規等
科目。此外，該系亦歸劃有屬於共同領域以及專業領域之選修課；例如，貨幣銀行學、
國際金融市場、保險學、產業經濟學、行銷研究、科技轉移管理、等等，供學生依興趣
自由選讀，並經常邀請企業界人士或政府首長來校，針對當前經濟情勢舉行專題演講或
舉辦研討會，以利學生吸收新知。
該系目前擁有十八位專任教師，大部分具有經濟、企管、法律領域的博士學位，亦
有數位教師正在國內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中，預計在三年內，可望全數擁有博士學位。
專任教師負責專業科目的基礎教學與研究工作。對於特定實務性質之課程，則聘請多位
具有豐富與優異實務經驗之兼任教師授課，或以專題演講的方式傳授學生。
國際貿易學系設系之宗旨在培養國際經貿通才，早期畢業學生多活躍於貿易界，成
為我國拓展外銷之尖兵。隨著經濟轉型的發展，畢業學生開始向企業界求發展，任職部

產業經濟學系的前身為合作經濟學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於民國八十一學
年度為配合經濟學術不斷蓬勃發展趨勢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之需要，因而更改系名為產
業經濟學系。並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設立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近年來，該系不斷充實師資以加強教學與研究陣容，並持續檢討修訂課程，以符合
整體經濟學術與經濟現況的發展。因此，目前該系已成為國內甚受矚目的經濟研究單
位。就未來的發展而言，除了向教育部申請設置博士班以成為自大學至博士完整的學術
訓練單位之外，不斷增聘師資、鼓勵研究、加強課程將是該系持續進行的重要任務。
該系是國內唯一系所兼備的產業經濟學術單位，在教學與研究上，除了對產業經濟
理論與台灣產業發展與現況十分注重之外，對於一般經濟學傳統領域也從不輕忽，此
外，為了培養學生專業的知識與技能，該系對於財務、金融、管理等領域也都有十分完
整的課程設計。
該系的師資陣容十分堅強，不但具有堅實的專業素養，在教學與研究方面也均有十
分傑出的表現。目前該系共有專任教師十九位（含與經濟學系合聘五位），其中教授五
位、副教授十三位、助理教授一位；具博士學位者十六位。該系教師的教學與研究並不
侷限於產業經濟的領域，實際上，該系教師們專長除了遍佈經濟學的各個領域之外，也
包含了管理、財務金融等領域。
就教學而言，該系教師在本校每學期所舉行的教學評鑑中均有很好的表現。就研究
而言，該系的研究能量與能力在國內經濟學界已被公認是極為優秀的。在一九九九年四
月份的天下雜誌所做的國內最佳研究所調查報告中，該系碩士班在國內經濟類研究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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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全國第五，僅次於台大、清華、中興、政大等校的經濟學研究所，不但是私校最佳

與社會需要，培育經濟專業人才參與國家經濟建設行列。而後又因社會環境趨於多元

的經濟類研究所，表現也優於許多國立大學的經濟學研究所。此外，在國科會甫公佈的

化，更需要大量之專業經濟人才，教育部特於七十五年度核准本校增設日間部經濟學

研究獎勵名單中，該系共有八位教師獲得甲種研究獎勵，就國內各大學的經濟相關科系

系，為商學院最晚成立之學系。同時，日、夜間部系務正式合一，民國八十六年起，本

而言，這是十分優異的成績。以上的資料顯示出，該系教師不但在教學上極為用心投

系配合教育部新制，將夜間部改為正規學制，自此該系無夜間部新生，日間部亦增為三

入，以培養優秀的經濟人才為神聖的任務，更在研究工作上努力不懈，將該系打造成為

班。八十八學年度奉准籌設「應用經濟學碩士班」
，並於九十學年度開始招生。
該系自成立以來，即不斷延聘優良師資，至目前已有十七位專任教師，包含一位教

國內重要的經濟學術重鎮。
該系的課程除了包含一般經濟學的所有課程（如經濟學、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

授，十三位副教授，三位助理教授，均為優秀之經濟專才。至於課程結構方面，由於經

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國際經濟學、統計學等）之外，特別加強學生對於產業經濟

濟學仍為所有商學管理課程之基礎，故該系將提供學生有系統之邏輯推理訓練，建立同

理論以及台灣經濟與產業現況的了解。因此，該系除了必備的統計學課程之外，另要求

學獨立分析經濟問題之能力，且教學方式強調經濟理論與經濟現象的相互印證，奠定同

學生修習計量經濟學，以奠定學生分析研究經濟與產業問題的基本能力。此外，就產業

學日後投入就業市場或繼續深造之良好基礎。

經濟學理的探討方面，產業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產業政策、經濟發展等必修課程提供

該系一方面秉承優良學術傳統，釐定完善的經濟學教學規劃，積極培養頭腦敏捷、

了學生分析研究產業經濟問題的專業知識；就台灣的經濟與產業現況而言，台灣的工

視野恢宏之經濟人才；另一方面則依據本校一貫結合學術與社會、以學術服務社會之政

業、公平交易法等相關課程則使學生對當前經濟問題有深刻的認知。

策，鼓勵並全力協助該系教師與政府及民間相關機構合作，從事總體經濟、產業政策、

除了經濟領域的課程之外，該系也系望培養學生具有商業與管理的專業知識，因
此，該系也開設了企業經營學、行銷學、財務管理、基層金融實務、不動產投資與經

勞動經濟、能源經濟、計量經濟、工程經濟等之研究，並積極推展建教合作，以培養經
濟專業人士。

營、廣告學等課程。為了使學生具備更為完整而多元的知識，由八十七學年度開始，該

該系之中長期發展計劃，將著重於教學內容與方式之持續改良，尤其是大量引進多

系也開放讓修業成績優秀的同學至財務金融學系與企業管理學系選修學分，這將使本系

媒體教學媒介，以提供該系與本校學生高品質之教學服務。包括經濟學專業課程及全校

畢業生於就業與升學方面更具競爭力。這項政策不但將長期持續，且每年均將開放更多

經濟學及相關核心課程（未來學及社會分析）品質之不斷提升。此外設立經濟類研究所

的領域供學生選修。

碩士班，以便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上皆可有進一步之相輔相成之功。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七十五學年以後歷年系主任（兼日夜間部）臚列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劉聰衡

75.8-79.7

黃志文

75.8-77.7

梁文榮

79.8-85.7

81年改稱產業經濟學系

柯大衛

77.8-83.7

82年成立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張守均

83.7-87.7

萬哲鈺

87.8------

李秉正

85.8-87.7

邱俊榮

87.8------

五、經濟學系

第五節 管理學院
組織沿革

該系夜間部創立於民國五十三年，名為合作學系。其後因「合作」一詞之涵義每有

管理學院成立於本校改制大學之時，亦即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將當時原屬商學部之

廣狹之別，易使社會人士誤解，乃於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奉教育部核准，改名為合作經濟

會計系、統計系、企業管理學系劃歸其中。七十四年並增設資訊管理學系，七十五學年

學系。民國六十九年經教育部核准，將合作經濟學系改名為經濟學系，以配合時代潮流

成立交通管理學系，七十八年成立公共行政學系，八十七年成立管理科學學系。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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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研究

在研究所方面，除原有之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成立於六十一年八月，博士班成

管理學院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由七十二學年度一一五九人增加至八十九學年度的五

立於六十四年八月）外，八十一年成立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八十三年成立會計學研

八三六人。在全校各學院中僅次於工學院。在師資方面，該院謹慎用心聘任高學歷教

究所碩士班，八十四年成立運輸科學研究所碩士班，八十六年成立應用統計學碩士班，

師，六十九學年度該院專任教師共計二十位，至八十九學年度，該院教師增加至九十七

八十八年成立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八十九年奉准籌設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預計

位，成長了將近五倍，其中獲博士學位者共有七十六位。

在九十年招生，至此，使管理學該院七個系均擁有碩士班學程。
另管理學該院資管系於七十九年成立資訊顧問室，協助提供商管兩院電腦維修服
務。重大紀事（七十五年以後）
1.七十五年八月商管大樓完工啟用後，僅餘四年級還在台北校園上課；七十六學年
度起，大學部學生一至四年級已全部移回淡水校園上課。
2.八十年，日、夜學系合而為一，原夜間學院下之各系改歸屬於相關學院，因此夜
間部企管、會計、統計、公行等四系歸併入管理學院。
3.八十一年，管科所碩士班系統分析組獨立為資訊管理研究所，連同管科所一併歸
隸管理學院（原管科所隸屬研究學院）。
4.八十二年十一月，管理學院在台北校園舉辦「淡江大學管理學院發展基金義賣餐

管理學院自六十九年成立以後，各系平均開設之資訊類課程占開課總學分數的百分
之八點四，八十三學年度大學法公佈施行，本校成立校課程委員會，院、系配合成立
院、系課程委員會，審慎規劃各學系之必選修課程，以發展各系專業水準及特色，並兼
顧學生興趣之權益，管理學院訂定各系必修課程佔畢業學分數以百分之八十五為上限，
另為配合時代潮流趨勢及本校自八十五年邁進第三波資訊化時代，各系重新調整課程設
計，增加開設有關資訊類的課程比率平均提高至百分之廿四點四。
除原有基礎理論課程外，更加強管理專業知識的應用性與操作性，以兼顧理論與實
務結合。自八十六學年度起，更增設統計、會計專業電腦教室，並由統計系老師、會計
系老師自編多媒體教材，利用三槍投影教學方式提昇教學品質。為因應資訊化課程的增
加，各系自行開發陸續成立的專用教室計有：

會」，截至八十三年十二月止，共募得新台幣叁佰壹拾貳萬元，並獲得學校獎勵

⑴企管系網路資源教室（B707）。

金新台幣陸拾萬元，對於募款金及定存孳息之使用，則成立管理學院募款管理委

⑵統計應用統計研究教室（B711）
。

員會加以管理。

⑶運管系運輸專業課程電腦教室（B902）。

5.八十六年，夜間部會計系、公行系各一班轉型為進修教育學士班，其他夜間部各
系轉型為正規教育學士班。
6.管科所自六十一年成立開始即在台北校園上班、上課，八十一年改隸管理學院，
至八十六年九月以後始遷回淡水校園商管大樓上班、上課。

⑷管理學院資訊顧問室（B909）。
⑸資管系網路實驗室（B911）
、實習研討室（B714）及電腦專用教室（B130）
。
⑹管科系專業課程電腦室（B856）
。
⑺公行系專業課程電腦室（B926）
。

7.管科所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經評

因應社會環境之變遷，目前管理教育內涵除含蓋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行銷

定榮獲八十七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優等期

管理、生產與作業管理、資訊管理等五大專業外，尚需講授學分班的實務性課程。管理

刊獎。

學院早期的教育目標以教學為主，目前則是教學與研究並重。近年之教學內容涵蓋管理

8.八十七年八月，管科所教授兼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博士榮任淡江大學校長。
9.八十七年十二月，成立管理系統研究中心。

科學的研究方法，管理科學在財務、行銷、生產及系統決策等方面的應用。
管理學院積極進行兩岸學術交流活動，自八十年六月與上海復旦大學簽訂交流協議

10.八十八年八月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博士任期屆滿，借調至南華大學擔任校長。

書後，陸續與上海財經大學、中南財經大學、湖南長沙工業經濟學院等校簽訂交流協議

11.八十八年成立商管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為本校第一個成立的

書。截至八十九年，已在台北或大陸舉辦過「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兩岸管理教育

碩士在職專班。
12.八十九年，會計系設立碩士在職專班；企管系、統計系各減日間部一班，改招收
進修教育學士班各一班。

座談會」、「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等兩岸學術研討會十多次。八十三年十一月
更由校長親自率商管兩院教授代表赴大陸交流訪問。管研所於八十六年初邀請西安交通
管理學院席酉民院長來校講學，並洽談兩岸共同指導碩士生或博士生論文等實質交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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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8---------

一、會計學系

報」，一年一刊以中文稿為主，七十二年改一年二刊以英文稿為主，七十九年起與本校
另一國際期刊合併，正名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本校夜間部創立之初，即設有會計統計學系，五十四年日間部商

Sciences」仍為半年刊，八十三年起，改為季刊方式出刊，稿源來自世界各地，今已達

學系（四十六年設立）擴增為會計統計、企業管理、銀行保險及國際貿易等四系招生，

到國際期刊之水準，並已被EI、INSPEC、PASCAL、MATHSCI（R）等國際著名索引

以為專業訓練。日、夜間部會計統計學系分別於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分設會計組與統計

收錄其中。公行系自籌經費於八十二年出版「法政學報」創刊號，屬年報性質，為國內

組，日、夜會計組又分別於六十二年、六十三年改為會計學系。七十四年八月日、夜系

少見之綜合性法政刊物，八十四年起改為半年刊，將朝成為國際性期刊努力。資管系自

主任由同一教師擔任，系務開始合一。民國八十三年該系碩士班開始招生。八十六年配

籌經費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出版「資訊管理展望」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出版第

合學校政策停招夜間部，轉型為「進修教育學士班」，招收一班，另日間部增為四班。

二卷第一期，目前正籌劃二○○一年春季出刊。除此之外，於公元二○○○年本校五十

並配合教育部回流教育政策，於八十九年度開始招收碩士在職專班。

週年校慶，運管系出版「運輸科學學刊」、統計系出版「統計學系師生暨系友論文
集」、企管系出版「管理研究學報」、會計系出版「當代會計」等，至此管理學院各
系，均有學術刊物或論文集出版。

該系以配合國家經濟及工商業發展形態的革新，造就會計及財務管理的從業人員，
及培養繼續深造的專才為宗旨。
會計的簿記工作及分析所需會計資料，為求正確與迅速提供，電腦資訊化乃為必然

管理學院學生短期留學始於八十四年，管研所學生於暑期赴美國加州大學Fresno分

之趨勢。該系有鑑於此，除了加強電腦教學，並定期舉行電腦化會計學教學研討會，以

校修習學分，八十五、八十六年相繼有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出國短期留學，八十六年並

交換教學經驗，協調課程進度及檢討各科教材外；更進而以本校的設備及人力，致力為

有公行系學生出國留學一年，管理學院及有關各系均以募款經費提供短期留學獎學金酌

社會提供有關會計處理程序電腦化之輔導，受託設計會計制度，辦理財務分析及稅務和

予補助。

管理之顧問等，而使教育與工商管理相配合。

管理學院及各系在各自的努力下，募款金額每年多有成長，八十二年至八十九年，

在教學方面該系實施嚴格教學，設置各科會計學研究會，加強電腦化教學，輔導學

募款總金額達二千七百多萬元，除了提供管理學院學生各項獎學金（短期留學獎學金、

生積極參加各項對外考試，定期舉辦校外參觀實習，並聘請專家蒞校演講，該系並成立

論文獎學金、學業獎學金、清寒獎學金等）之外，對於各系舉辦學術研討會、促進國際

專用圖書館、專用電腦及會計專用教室，增加學習效果。

交流活動、充實研究設備，辦理學術期刊等各方面，皆有實質的幫助。

該系目前擁有專任教師十五名，大部份會計教師均擁有會計師或証券分析師專業証

高學歷教師人數的增加，使管理學院有較足夠之人力來支援學分班開課（支援學分

照，而碩士班教師均擁有博士學位。此外，該系並延聘許多在實務有專精之教師任教，

班開課比率佔全校80%以上）。在八十四學年度有16位老師獲得國科會研究獎勵（佔全

使會計理論與實務能緊密的結合。該系在籌募基金及獎學金方面成績優異，籌募之基金

校獲獎人數81位的20%），而在爭取研究計畫案方面也逐年增加，八十一學年度總計十

主要運用於聘請會計博士之加給、獎助系內教師及學生參加學術會議及發表論文。

一件，金額為四百九十多萬元，至八十九學年度增加至四十五件，金額為壹仟伍佰多萬
元。而八十七學年度全院助理教授級以上之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人數比

為促進兩岸學術交流、落實本校既定之三化政策，該系自民國八十四年起每年舉辦
「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至今已舉辦五屆。
安排暑期海外短期留學，並提供獎學金獎勵，以落實本校國際化之目標。

率更達百分之百。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歷任主管如下：

民國八十七年成立「會計學專用多媒體教室」，並由該系老師自編多媒體教材，提
昇教學品質。多媒體教材並自八十八學年度起開始適用。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蔡信夫

72.08∼82.07

茲臚列75學年度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陳淼勝

82.08∼88.07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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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振豊

73.08∼82.07

日間部：74.08∼82.07

吳錦全

81.08∼87.07

王美蘭

82.08∼88.07

83學年成立碩士班

吳忠武

87.08--------

黃振豊

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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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成立「應用統計學碩士班」

三、企業管理學系
本校夜間部於民國五十二年成立工商管理學系，而且日間部商學系
（四十六年成立）

本校於民國五十二年奉准設立夜間部會計統計學系統計組，日間部會計統計學系亦

亦於民國五十四年擴增為工商管理學系、會計統計學系、銀行保險學系及國際貿易學

於民國五十四年創立。當時會計統計學系下設會計與統計兩組，統計組即為統計系之前

系，五十五年更名為企業管理學系，並於七十五學年起日、夜同一系務主管，系務行政

身。日、夜間部分別於民國六十二、六十三年奉准成立統計學系，會計與統計正式分

一元化。八十六年配合學校停招夜間部學生政策，日間部擴增為四班招生。八十九年增

立。八十六年配合學校停招夜間部學生之政策，該系日間部學生擴增為四班。同時，該

設進修學士班一班、日間部改為三班，並奉准籌設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系亦於民國八十六年奉准成立應用統計學碩士班。八十九年增設進修學士班一班，日間
部改為三班。

該系之成立，以培養國家社會所需之專業管理人才為宗旨，故不論在課程之開列、
教學方法之改進及師資之延聘皆朝既定之目標邁進，一方面要求「理論基礎」之紮根，

該系設立宗旨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之需要，培育統計專業人才。該系師資陣容
完整，擁有十六位專任教師，大部份均具博士學位。該系主要之特色為：
1.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備之統計分析與管理決策專才：
除了重視理論基礎的紮根訓練外，著重於應用領域之研究與推廣。配合統計套裝軟
體（SAS、STATISTICA等等）及電腦之使用，加強推展統計之應用及個案研究，以達
學以致用之目的。

另一方面要求「實務知識」之淵博與熟稔，務期學生畢業之後，無論就業或深造皆能勝
任。該系30年來畢業生已達八千餘人，於企業界及突破界均有成就卓越的系友。
該系師資完整，擁有十三位專任教師，均具各領域專長且大多數具有博士學位。此
外，為配合理論與實務均衡發展，並聘任許多實務專精之兼任教師講授實務課程。
該系特色為：在健全人格發展及培養專業管理知識的教育理念下，透過質、量並重
的教學活動，奠定學生自信、自重、積極進取的發展能力，未來能將所學貢獻國家、回

2.統計專業課程多媒體化：

饋社會與改善個人生活素質，並強調理論與實務整合之教學原則，專業管理理論基礎與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改善教學設備與環境，配合本校第三波之發展，設有「統

經營管理技術能力養成並重，並以道德、生涯、自我、生理、社會（心理）、情緒、認

計學專用教室」，由該系老師編製統計學多媒體教材，並定期更新修訂內容，實現多媒

知等七大項目發展健全人格。至於加強和工商企業機構的建教合作計劃，利用課餘時

體教學之目標。

間，實地訪問公私營企業，以促使學生深入瞭解各項管理實務程序，並邀請國內學術界

3.設有「統計學教學研究會」：

及企業界知名人士與傑出校友到系作專題演講。用以激發學生努力向上的精神和提高其

編訂商、管學院各系統計學教學進度，每二年更換統計學教材，並依據各系對教學

學習興趣之事，更是不遺餘力，全心以赴。

內容的需求及學生反應，加以評估及檢討改進。另外，也已編纂「統計學多媒體教材」
輔助教學。
4.設有「應用統計研究室」：
利用電腦軟、硬體設備輔助教學，擬利用本校完整的網路系統，將「應用統計研究
室」提升為「統計諮詢中心」，以推廣統計之應用並協助解決問題。
茲臚列75年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林光男

75.08∼81.07

茲臚列75年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陳義勝

71.08∼79.07

沈景茂

79.08∼86.07

譚德駒

86.08∼88.07

王居卿

88.08∼

日間部：72.08∼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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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對現有資訊系統應用的優劣判斷，並利用資訊科技來重塑組織內部資訊

四、資訊管理學系
為因應資訊化社會的來臨，探討資訊科技本身、企業與政府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以達
到管理效率化，以及資訊化與組織行為互動衍變，本校於民國七十四年成立資訊管理學
系。之後，為精深資訊管理的理論與實務，培養具備獨立研究與決策能力之高級人才，
該系「資訊管理碩士班」於八十一年成立，此亦為私立大學中最早成立之資訊管理研究
所。
該系擁有專任教師16人，除一位講師外均具博士學位，學有專精，並聘兼任教師

系統。
茲臚列75年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林麗瑛

74.09∼78.07

黃明達

78.08∼85.07

李鴻璋

85.08∼89.07

黃振中

89.08∼

多人講授相關實務課程，期使理論與實務課程得以相互印証。

五、運輸管理學系

該系在教學上希望培養學生基本的素養為：現今資訊技術的了解與掌握，及管理觀
念與作法的孕育，以及積極性的使命感。積極目標是以資訊科技重建企業與政府的資訊
流程，以投入建設「二十一世紀全資訊化社會」的行列中。該系的主要特色為：
1.教材多媒體化

為因應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需要，本校乃於民國七十五年創設「交通管理學
系」，以培養公路、鐵路、海洋、航空及都市運輸各方面之交通專業科技、管理人才。
為精造運輸學界與實務界具備獨立研究與決策能力之高級人才，該系於民國八十四年設

多媒體器材：已採購可攜帶式單槍投影設備（含筆記式電腦），作為多媒體教材
放映之用。
多媒體製作軟體：以Office系列的PowerPoint簡報製作多媒體教材，並積極蒐集
課程所需視訊的資料以充實教材。
資料處理專用教室：該系於八十七學年增設一間「資料處理專用教室」，內設有
七十二台個人電腦、三台彩色列表機、八台雷射列表機、三
台掃瞄器。
2.資訊化學習環境

立「運輸科學研究所」；而為使該系發展定位更明確，自民國八十八年起獲准更改系名
為「運輸管理學系」
。
我國正值邁入已開發國家之轉型期，交通運輸建設於其間扮演極關鍵角色。該系在
強調理論與實務統合下，以作育國家交通運輸發展各階段所需之規劃、設計、工程、營
運管理及學術研究之人員為設系宗旨。
該系師資陣容極為堅強完整，擁有年輕專任師資十人，均具博士學位，極富卓越研
究發展能力，每年承接國科會及相關單位之研究計畫案逾千萬元。至於該系課程之規
畫，則以「適時適用」為原則，機動調整課程，彈性而不僵化。

BBS：以電子佈告欄的方式來宣告傳達資訊。
E-mail：學生擁有自己的E-mail帳號。

茲臚列七十五年以後歷年系主任於下：

WWW：以WWW的網站供學生建立個人網頁。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資訊顧問室：培養學生電腦維修、組裝及授課講解的能力。

張堂賢

75.08∼81.07

80年在本校土木工程研究所設交通組

系務網路化：WWW的網站內有系所簡介、課程綱要，並鼓勵學生以E-Mail連

董啟崇

81.08∼85.07

84年設立運輸科學碩士班

陳敦基

85.08∼89.07

88年改名運輸管理學系

羅孝賢

89.08∼

繫，及規劃網路上投票、網路圖書館、網路成績查詢等。
3.現代化資訊蒐集能力訓練
在本校未來化的指導下，該系課程亦訓練學生對現代化資訊蒐集能力的訓練，資

六、公共行政學系

料期刊雜誌的閱讀、報告，圖書館資料收集，以及在國際網路上收集相關的資
訊，培養學生透視資訊未來化趨勢的能力。
4.資訊系統設計

公共行政學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三年，初始僅有夜間部，是國內公共行政在職進修課
程之先驅。歷經多年的努力與耕耘，以及歷任系主任、教師的奉獻，該系繼於民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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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增設日間部一班，連同原有夜間部二班，規模顯著擴大，開啟該系全面發展的契
機。在此時期，該系師資、設備、教學與研究成果不斷充實、累積，為日後更上一層

七、管理科學學系

樓，奠定堅實基礎。俟八十六學年度，該系為配合學校停招夜間部學生之教育方針，夜

管理科學研究所係應時代進步之趨勢，與國內經濟及國防之需要，以培養管理科

間部一班轉型為正規教育的日間部，另一班則轉型為進修教育學士班，一本該系正規教

學、系統分析與管理資訊高級人才為目的，於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奉准成立。同年九月應

育與推廣教育並重的傳統辦學理念。

國防部的委託，藉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之協助，首先招考系統分析組第一期研究生，以

經過多年的籌劃、構思，該系於民國八十八年設立公共政策研究所，下分法律政策

計量決策分析課程教育國軍系統分析專技軍官，開國內管理科學高級研究教育的先河。

與一般政策兩組，目的在於培育理論與實務兼容並蓄的公共政策高級人才，提昇學術研

民國六十二年奉准同時開辦管理科學組與管理資訊系統組，專收一般研究生。六十四學

究水準，除注重學生的政策分析能力外，更強調法律與政策間的整合。

年度本校以該所師資與設備之水準及條件漸臻完善，為因應國家高級科學管理人才需求

該系現有專任教師十七人，兼任教師三十四人。專任教師包括副教授十一人，助理

的殷切，報奉核定開辦管理科學博士研究計畫，亦為國內管理科學博士研究的首創。當

教授五人，講師一人，其中具博士學位者十五人，專任教師人數持續成長，師資結構不

時博士研究計畫概以管理決策與管理資訊為教學趨向。民國六十七年八月該所之資訊系

斷充實。該系專任教師專長領域包括行政學、法學、政治學及社會學。

統組擴充為本校資訊工程研究所，並於六十八學年度增設管理經濟組，兼收一般及軍官

該系課程設計本著遵循公共行政學界共識、精簡必修學分數、循序漸進、學科整

研究生。民國八十一年，系統分析組擴充為資訊管理研究所，管理經濟組擴充為國際企

合、理論實務並重等原則，全部課程分屬五大領域 ── 政治學類、行政學類、法律學

業學研究所。管理科學組至民國八十四年分為A組（計量組）及B組（管理組）。報考A

類、方法學類、及普通學類。

組之同學以具備理工學院背景為主，報考B組之同學以具備商管學院背景為主。為適應

該系除日間部學生約六百名，尚有進修教育學士班二百名及推廣教育學分班近一百

社會需求及教學一貫性，八十七學年度成立管理科學學系，以培養更多管理科學人才。

名學生。此外，為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八十六年並有乙名學生赴姐妹校美國維諾納州

八十八學年度由商管學院合作籌設的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亦由該系負責。

立大學短期留學一年。該系今後發展之方向主要在於：

至此，管理科學教育的規模於是燦然大備，形成完整的教學體系。

1.秉持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之三化政策，培養現代行政管理人才。
2.行政、法學、政府及其他社會科學兼籌並顧，注重各領域課程及師資之均衡發
展，強調科際整合之教學與研究。

該系研究所教學一貫保持三個學域及其整合的研究，即：計量管理、管理資訊與管
理經濟。在國內應為最早主張科際整合的管理科學研究教學單位。另一顯著的貢獻為結
合軍事與高等科學教育，提升軍事管理決策的科技層次，發揮效益。無論碩士、博士研

3.重視多元教育，除正規班外，亦開設進修教育學士班，並全力支持配合推廣教育
中心之開課，以實現社會教育之功能。

究計畫，均係以主修課程形成其研究範疇。碩士班課程安排及設計除考量該系研究所特
色外，同時兼顧社會需求及變化，使同學能將學校所學之知識完全應用於實際之工作場

4.全力提昇研究水準與專業能力，樹立該系公共政策研究所之特色與學術聲望。

所。為應時代變遷，管科所以最新管理科技、理論，培養不同階層管理人才，因應社會
各界之需要。教育趨向涵蓋管理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管理科學在財務、行銷、生產及系統

茲臚列七十五年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決策等方面的應用。博士研究計畫則著重計量管理及管理科學理論探討。研究生得依性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孔秋泉

74.08∼78.07

向及學術背景決定個人研究方向。除了在碩士班招收一般生外，也招收在職班的學生。

林麗香

78.08∼82.07

該系師資陣容堅強，擁有專任師資十人，均具博士學位，除了研究教學方面表現傑

陳淼勝

82.08∼83.01

出外，本著服務的精神，接受社會團體及機構之委託，從事各種計畫案及訓練之課程規

施正鋒

83.02∼84.07

劃，針對不同之需求，提供最佳服務。自民國七十八年開始開設碩士班學分推廣教育，

許志雄

84.08∼88.07

提供另一進修管道。進修滿三十六學分者可發以結業證書，如參加本校入學考試並通過

陳銘祥

88.08∼

88年成立公共政策碩士班

成為本所正式研究生，其在推廣中心所修之學分可酌予抵免，最高以十二學分為原則。
開設碩士班學分進修課程不僅提供社會人士學分進修之管道，同時也提供有心繼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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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之有利途徑。
該所為應資訊化時代之來臨，在有限經費之條件下，仍購買最佳之電腦儀器設備，

第六節 外國語文學院

提供學生最現代化之環境。一方面提供學生最便捷之資源，另一方面鼓勵學生參與國際

外語學院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自文學院分立，以加強培育學生外語能力，以為帶動

學術活動，以提高國際學術地位為目標。所以特別加強博士班的研究論文，希望藉著博

全校邁向國際化溝通能力植基。由原隸屬於文學院的英國語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系、

士班，甚至碩士班的研究心得，能以淡江的名義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以提升學術地位。

法國語文學系、德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及原隸屬研究學院的西洋語文研究所共同

為使學術研究成果受到肯定，該系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組成。民國八十二年增設俄國語文學系，民國八十四年原隸屬文學院的實驗劇場亦移由

Management Sciences」，原為半年刊，自一九九四年起改為季刊，於每年之三月、六

外語學院管理。民國八十七年增設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以整合師資專長與興

月、九月、十二月出刊，目前投稿者來自世界各地。該所博士班學生取得博士候選人資

趣、加強與歐美學者之聯繫，共同發展相關議題之研究。

格之基本條件必須在國內外之學術期刊發表各一篇之論文，藉以提高其畢業論文之學術

大學部首重語文教學，一、二年級強調基礎語文訓練，加強學生聽、讀、說、寫能

水準。在國際交流活動方面，甄選碩士班學生赴國外姐妹校修習學分，承認其所修習之

力，三、四年級則有文學、翻譯、應用文等課程，以培養從事翻譯、貿易、外交、文化

學分並予財務支援。配合研究生研究主題，海峽兩岸共同指導碩博士論文，兩岸教師共

研究等全方位傑出外語人才為目標。西洋語文研究所含碩、博士班，分設文學組及英語

同主持研究計劃案。定期與世界各國之學術及團體交換學術期刊，促進學術交流活動。

教學組，以培養英美文學、比較文學高級專門人才及加強英語教材之製作、教學法之理

動態之學術交流活動包括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延聘國際與大陸知名學者，不定期開辦

論與應用之研究為目標。

講座課程，藉此提供該所師生拓展學術視野之機會。該所碩博士生自成立至八十八學年

八十一學年度：訂定發展目標為增聘優良師資，加強以系所為中心的教學，以研究

度止共有博士畢業生七十二名，碩士畢業生八百七十人。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後，大多於

及社會服務為輔。推動教學革新，以提昇外語教學與課程改革為優先，增設多媒體教

各學校擔任教職或於大型機構任單位主管，負責研究發展工作。碩士班畢業生除出國或

室，添購各國語文圖書、儀器等設備，充份發揮淡江外語學系之特色，並持續舉辦暑期

留在國內繼續攻讀學位外，大多為公、教、工、商企業各界所羅致，工作績效均甚良

國外語文研修團，培養更多優秀外語人才帶動全校邁向國際化。

好，於企業界卓著者尤為人所稱許。歷屆博碩士論文均獲龍騰、全錄論文獎及全國論文

配合教育部課程修訂及本校實施核心課程，設計「外國語文」及「外語語練」，籌

獎，顯見論文受學術界與社會大眾之肯定。一九九五年四月的「天下雜誌」「企業最愛

開六種外語取代過去共同科「大一英文」，並以「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外國

那個大學的畢業生」文中指出，經調查「淡江大學管科所是由兩年前的排名第十，一躍

語文與文化科目類」計劃獲教育部經費補助，添購電腦及各種視聽器材。同時為因應外

進入今年之第五名，令人刮目相看」，且名列私立學校第一名，表示該所師生表現受社

語教學教材教法之多元化與活潑化，設置了多媒體視聽教室，為未來核心課程「外國語

會肯定。

文」之推展奠定良好基礎。

該系於八十七年成立大學部後，將培育更多管理人才。該所未來之走向，將朝教

八十二學年度：為推展本校之國際交流，該院由文學館遷往驚聲大樓，與自城區部

學、研究、服務三個大方向繼續在既有的基礎上發展，希望藉此培育師生有更優異的研

遷回校本部驚聲大樓之國際研究學院比鄰，兩院加強合作，期達成充分發揮淡江特色，

究能力，以邁進淡江第三波的時代。

帶動全校邁向國際化之目標。

茲臚列75年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日文系率先推動在校生出國研習計劃，首先選派十五名學生至麗澤大學修習學分一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學期。此為國內之創舉，也成功的帶領本校學生踏出國際化的第一步。而該團學生參加

張紘炬

74.08∼78.07

日本當地為外國人舉行之日語能力檢定考試，有十人一級及格，成績斐然。本校於是決

陳淼勝

78.08∼82.07

定將留學計劃擴及其他外語學系，甚至其他院、系。八十三年四月本校通過「淡江大學

陳海鳴

82.08∼88.07

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辦法」，各系積極籌劃海外修習學分事宜。

李培齊

88.08∼

該院負責核心課程「外國語文」學門之開設，本學年度首開英文、日文、西班牙
文、法文、德文及俄文六種外語供全校同學修讀，以提昇學生各種外語能力，培養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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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為未來國際化之在學生海外留學奠定良好基礎。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99

長蒞校參觀，並舉行各國短劇，由六種語文演出，以展現學習成果，深獲來賓好評。

延續文學院時代文學週之精神，該院每學年度由六系學會共同籌辦外語週。活動包

八十七學年度：持續加強兩岸外語交流，八十六年九月由林森鈴院長率外語學院各

括各國文物展、戲劇公演、園遊會、各類競賽...等等，師生共同參與，並展現學習成

系主任、教師計十四人赴天津外國語學院，參加「第三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會議

果，深獲好評。

主題為「跨文化交際與外語教學」
，該院同仁發表十三篇論文。

八十三學年度：除日文系外，西語系、德文系、法文系及英文系於八十三年九月實

為鼓舞該院教師同仁發表教學及研究心得，提供發表園地，以累積成果，交換心

施大三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計劃（Junior Study Abroad Program）,當學年度該院共選派一

得，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以募款所得，發行學術性期刊「淡江外語論叢」，內容包括外國

一五位學生赴國外姐妹校出國修習學分一學年，所修學分均可抵免。然而受限於兵役

語文學院的整個教學及研究範圍：外國文學、比較文學、外國語文、語言學、比較語言

法，役男仍無緣出國，經本校一再函請教育部及國防部，終於在八十三年十二月同意本

學、外國文化、翻譯學、外國文學及語言之教材教學法等領域。不論原創性學術論文或

校所請，該院乃於下學年度選派男生出國，首開役男出國留學之先例。

教學心得和探討教學實務之報告均接受申請，可使用外語學院各學系之語文或中文撰

以六種語文出版外語月報（The Tamkang Times），每學年出四期，報導校園動態及
各系活動。此係全國外語學院首創。
八十四學年度：國際化仍為該院發展重點，繼續選派學生赴六國留學。當年度係第
一屆大三留學生返國繼續大四課程，為改進大三出國留學計劃，特召開大三留學檢討座
談會，聽取學生對課程安排、住宿、學分抵免之意見，以持續改進作法。
配合資訊化時代之需要，培養學生資訊使用能力，熟悉資訊技術，進而充分使用資
訊，安排大三出國留學生出國前接受資訊中心Internet訓練。
八十五學年度：為促進兩岸外語教學界之交流，交換教學、研究心得，八十五年九
月由林校長領隊率張學術副校長及該院鍾院長暨六系主任赴大陸大連與大連外國語學院
合辦「第一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並參訪北京外國語大學、天津外國語學院及上海
外國語大學等校，成果輝煌，為未來兩岸外語教學交流奠定良好基礎。繼而於八十六年

寫，此係跳脫以往過度專注研究論著而忽略教學傳承之方向，以提供教師研究、教學之
新思維激盪。論文均送校內外審查委員審查。第一期共刊出十一篇文章。預計每學年出
刊乙期。
配合教育部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計畫，為突破外語學院各系教育學程實習學
校難覓之瓶頸，林森鈴院長及六系主任或教師代表本學年度共拜訪了正德國中、西松高
中、三民中學、清水中學、淡水商工、聖心女中、新竹女中、永平中學、花蓮女中及百
齡中學等十所學校，藉由該院系之介紹，使各校有興趣開設第二外語，並選派該院優秀
師資支援，進而使教育學程學生至該校實習。經由此拜會，終於有了數所學校與本校簽
約，法文系、日文系及西語系教育學程方得以開設。
為提昇學生語文能力，訂定各系語文能力鑑定辦法，規定學生四年內應通過語文能
力鑑定，並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實施。

三月廿五至廿六日於本校舉辦「第二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會中就「翻譯與外語教

八十八學年度：該院為提高教師學術研究活力，本學年度鼓勵教師於學年初訂定年

學」發表四十五篇論文，大陸學者有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上海外國語大學副校長、天

度研究主題，林耀福院長並捐款協助各系定期舉辦學術下午茶，學院亦舉行多場跨學系

津外國語學院院長及大連外國語學院院長等十人與會，國內學者則有百餘人參加，佳評

之學術下午茶，提供教師研究心得交換與發表之機會。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除持續

如潮，提供國內外語教學學者首次與大陸著名外語大學交流機會，為兩岸外語學術交流

實施語文能力鑑定外，並推動大學部語言密集授課之課程改革，一、二年級之課程安排

開啟新頁。

以本科語文為主，以奠定厚實語文基礎，研究所則建立以生態論述、亞美文學為重點發

加強與綜合高中「應用外語學程」之合作，選派三位老師至成淵高中教授英文。

展方向。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於英國牛津辦公室及淡水校園同時進行各項學術活

八十六學年度：為加強報導校園動態，外語月報改為每學年出刊七期。

動，協助本校教師與國際相關領域學者合作，並不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或演講，本學年

本學年度起將各系會話課程改為二十人一班，並設置八間會話專用教室，配置多媒

度除持續與德國哈根大學之學術合作外，亦促成英國牛津大學Hertford學院與本校締結

體電腦、錄音機、碟影機及錄放影機等，提供多元化教學設備，以因應教材教法革新之

姐妹校。該院六系於八十九年三月廿一、廿二日共同舉行「國際化時代之外語教學國際

需求。

會議」，邀得英語、西班牙語、德語、法語、日語及俄語之國內現職教師及各國學者共

為加強高中文宣，並拓展教育學程實習學校，於八十六年十一月校慶日舉行該院科
系介紹活動，邀請開設第二外語高中校長、本校教育學程實習合作學校、全國各高中校

七十二人發表論文，八十九年六月一日舉行「第四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邀得兩岸
各語文之現職教師以「外語教學效益之追求」為題發表論文四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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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學年度：配合五十週年校慶，推派各系中、外籍教師支援接待來校參加校慶
之各姐妹校外賓，並協助完成本校各類校慶文宣各外文版之翻譯。邀請中山大學余光中
教授、逢甲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朱炎教授、台灣大學教務長李嗣涔教授、台灣大學英文系
高天恩教授及美國奧瑞岡大學英文系李磊偉教授主講五場名人講座。
茲臚列75年以後之外語學院院長於下：

第四章

另外，考取本所碩博士班，同時考取國立大學研究所正取而放棄就讀者，經該所會議討
論決議後，給予獎學金以獎勵其就讀。
該所定期出版之「淡江評論」，係國際知名的中西比較文學期刊，已經發行二十多
年，被公認為是比較文學的國際性學術期刊。另外，「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包含
二十六位世界劇作家所著作的六十五本巨著，係該所發行的經典叢書。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所長（與英語系系主任同）如下：

陳元音

81.8∼82.7

陳長房

75.8∼81.7

鍾英彥

82.8∼86.7

楊銘塗

81.8 ∼84.7

林森鈴

86.8∼88.7

陳惠美

84.8 ∼88.7

林耀福

88.8 ∼

林春仲

88.8∼

一、西洋語文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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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語文學系

該所成立於民國五十九年，原隸屬於研究學院，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歸併於外語學

該系自創系以來一直隸屬於文學院，自民國八十一年轉型而納入外語學院。期間該

院，旨在培育英美語文的優良師資，訓練有潛力的學生，使他們能邁向國際，並在學術

系編輯出版系刊「Right Stuff」，內容豐富，涉獵廣泛，對學生在語文及文學閱讀方面有

機構或政府機關擔任重要任務。該所於八十一年度增設博士班，除了廣聘師資、增購圖

很大的助益。八十二年起迄今，由該系十三位中、外籍教師統籌編輯出版全校通識課程

書，並訂百餘種國外期刊，以加強學術研究；此外，為提升教學，乃利用國際學術網路

「大一英文」教材「From Culture to Culture」
，內容豐富。該系現有專任教師三十六人：

拓展資訊，並增添電腦設備，期使學術研究能夠符合時代需要。
該所碩、博士班於八十六學年度除原有之文學組外，另外增設英語教學組，強調英
語及教學法之理論與應用與既有之西洋文學基礎相輔相成，配合學校之教育學程課程，
培育優秀之外語師資，期盼在文學領域之外，培育出教學及研究人才。
西洋語文研究所主編出版Tamkang Review為著名之國際性期刊，全世界各大學均
收藏，為西研所之有形資產。
本所自成為本校重點系所之後，國際學術交流更見凸顯。每年有八名左右國際著名
學者前來做學術演講，使師生受益良多。
本所每年舉辦國際會議一次，自三十年前舉辦全台首創之「淡江比較文學國際會
議」，於八十八年舉辦第八屆，每次參加均係國內外學術俊彥，對學術文化有重大貢
獻。自八十九學年度起，英美文學國際會議與英語教學國際會議，每年輪流舉辦。
本所課程逐年活化並改進。在英美文學方面，新增生態文學，呈現課程之特色。在

教授四人，副教授二十六人，助理教授二人，講師四人；其中具博士學位者二十五人，
外籍教師八人，兼任教師五十人。教師群具備國內外知名大學博士學歷，文學與語言師
資教學經驗豐富。
自八十三年起為響應本校國際化政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並藉此拓展學生學習及
生活領域，培養學生之世界觀，特與國外大學合作，辦理「大三出國留學一年計劃」，
大二及大三學生可於每學年度下學期初自由報名，採甄選方式進行，甄選標準為網路測
驗、英文口試、英文筆試、學期成績。於國外修習之學分皆可抵免為本校學分。首次合
作大學為美國中西部麥肯特州立大學（Mankato State University）
，共計有六十七位學生
參與此計劃，學生們皆受益匪淺，唯與此校之合作關係已於八十六年因人事改組而停
止。該系仍持續推展此項計劃，目前簽約之學校有三所，一為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位於明尼蘇達州東南方緊鄰密西西比河，是個風光明媚，優
雅寧靜的讀書環境，被列為全美前五名安全校園之一，亦名列全美前100名「物超所值」

英語教學方面，特重理論之研究與教學之實踐。畢業論文之撰寫與指導，均有嚴密之規

大學（Best Buy College），自八十六年簽約迄今約共有五十多位學生參與，深獲好評。

定與水準之要求，以達到高規格的學術水準。

二為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Brandon University），該校環境優美，校風優良，上課採小

在鼓勵學生就學方面，自八十八年九月起，設置清寒獎學金提供有需要之研究生。

班制。國外學校方面皆會有專人負責輔導留學生之選課、食宿、生活適應上等相關事

50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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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留學生皆須住宿並與外籍室友同住，可藉此於平常生活中增進英文能力。前往美國

陳惠美

84.8∼88.7

學校每年所需費用約新台幣40至45萬元左右，前往加拿大學校每年所需費用約25至30

林春仲

88.8∼

萬元左右。第三所為「賓州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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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班牙語文學系

匹茲堡東北方五十五英里之大學鎮。該校卡內基基金會列為博士一級大學，也因此經由
「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把該校認定為全國性大學，也就是為規模大而且著名，並比地

該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一年，為國內成立歷史最悠久的西班牙語文學系，於民國七十

區性大學具有更多資源及對學生入學更有選擇性。此項計劃提供學生們學習不同的文化

三年與哥斯大黎加締結為姐妹校，民國七十七年與西班牙拿瓦拉大學締結為姐妹校，民

生活方式，一直深受同學們的喜愛。藉由留學一年的機會在國外實地體驗不同的文化生

國八十一年和墨西哥自治大學締結為姐妹校，民國八十八年該系更和南美洲的智利大學

活，學習不同的人文風俗且可培養寬闊的人生觀及世界觀。

締結為姐妹校。該系並將與西班牙塞凡提斯中心合辦西班牙語檢定考試，以強化學生外

自八十四年起至八十九年度辦理甄試入學之事宜，以招收各高中有志學習英文之學

語程度為首要目標。

生就讀。該系每學期皆會舉辦英文考試，測驗學生們學習的成果。此外每學年不定期舉

該系的教學目標如下：

行戲劇公演、英語演講、英語朗誦、背誦等比賽等各種課外活動。另有舉辦過「跳蚤市

一、西班牙語文教學與學習。

場拍賣」、「寫作診療室」、「外賓接待」等活動，尚有「英語會話俱樂部」、「語言學

二、西語國家文化與社會之教學。

俱樂部」等各項常態性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的機會。此外開設「英語教學」方面

三、學以致用，培養國家政經界西語人才。

相關課程提供學生專業知識上的能力，並與淡水地區的國小合作提供學生實習的機會，

四、學術研究及提高師資水準。

讓學生們可將知識與實際教學經驗並用。

五、和其他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

該系於八十六學年度列為本校重點系所，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每學期均有國外

六、和姐妹校進行交換教授及學生計劃。

大學著名大學之學者到校專題演講，亦補助系內教師出國開會及發表論文。另外，依重

該系的中長程計劃如下：

點系所之規定，每年舉辦國際性學術會議。八十九學年度舉辦「淡江大學國際生態論述

教學方面：

會議」
，有美、加、澳、英、俄等五國外籍學者等五百人參加。

1.教材及教法適合學生程度與順應國外教學趨勢，以新教本提供學生更活潑實用的

學生現共有一千一百多人，系上設有「書卷獎學金」及「清寒獎學金」兩種獎學

學習方式。教師定期為教材、教學方法及學生的學習狀況，就同一學科的縱向檢

金，提供給該系學生及研究所學生申請。自英專時期到改制大學以來，該系旨在培養英

討及不同學科的橫向聯繫；同時增聘以語言學為專長的教師以加強學生在語言上

美文學人才及優秀外語師資，同學們除可繼續進修從事學術研究外，也可從事英語教

的學習。

學、翻譯、秘書、國貿、外交、報社或雜誌編輯等工作。該系朝著培育更多專業人才目
標努力，至今畢業生已達三十九屆，畢業校友達九千九百多人，服務於各行各業皆有傑

2.配合外語特區的成立，鼓勵學生多以西語交談，語言課程則逐漸加強以西語授
課。

出之表現，如：監察院副院長陳孟鈴先生、科見美語董事長侯登見先生、美國阿姆斯壯

3.逐年各課程採小班教學，八十七學年度起會話以二十人一組實施小班教學，八

大學校長黃天中先生、世華聯合銀行董事長汪國華先生、現代作家朱天文小姐、寶威航

十八學年度起初級西班牙文文法由二組增為三組，以小班教學提高教學品質是該

運總經理周家獻先生等多位成就斐然。

系發展重點之一。

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陳長房

75.8∼81.7

楊銘塗

81.8∼84.7

4.該系為使學生得到文化上的薰陶，課程設計方面，大三開設西班牙文學史及拉丁
美洲文學史，八十七學年度大四拉美文學史分為上下學期的「拉丁美洲文學史」
和「名著導讀」，增加學生接觸拉美文學諸多經典名著的機會，以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及開闊其視野。
課程方面：

50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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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系以每學科為單位，督導成績排名後15%至20%的同學。

十、利用網路資源來提升研究品質。

2.加重出席率為成績考核標準。

目前該系的畢業生將近二千人，有許多校友任職於政府機構，如新聞局、外交部及

3.建立嚴格的擋修制，文法及會話課程嚴格執行擋修制度，初級西班牙文文法不及
格者，則失去參加大三赴國外姐妹校修習學分之機會。
4.必修科目未達標準的學生一律重修。
舉辦校友座談會：
邀請各行各業之系友回校演講，以一系列生涯規劃為主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尤其
以一年級新生為主要對象，提早對本系系友的發展作一了解，以及早於畢業前做好生涯
規劃。
師資陣容方面：

經濟部等，皆表現傑出。自八十六學年度起開始接受申請入學生五名，大學聯招生一百
一十五名，每年招收新生二班共計一百二十名學生。
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熊建成

67.8--78.7

白方濟

78.8--84.7

王秀琦

84.8--86.7

宮國威

86.8--

四、德國語文學系

專任師資16位（教授3位，副教授8位，助理教授3位，講師2位）；其中博士學位
者14人，碩士2人，另有兼任教師10位。
學術交流方面：
該系於七十七學年度起開辦至西班牙暑期進修一個月之研習活動，八十三年起開始
選派學生至西班牙姐妹校拿瓦拉大學修習學分一年，可抵免該系二十八個必修學分，因
學生參加意願強烈，八十七學年度選派學生增加至二十五名。
在學術研討方面：
自82年起舉辦中華民國第一屆至第三屆西班牙語文教學研討會，85年舉辦中華民
國第四屆西班牙語文教學研討會。87年舉辦第五屆中華民國第五屆西班牙語文教學研
討會。
對未來的發展期望：
一、發展語言相關學門的學門，包括1.語言學2.翻譯3.教學4.文學。
二、與西班牙塞萬提斯中心合作給予學生語言測驗鑑定。
三、落實課程小班教學化，繼初級西班牙文文法小班化之後，日後也將在二、三年
級的課程中逐步實施。
四、加強課與課之間的連繫，使得聽說讀寫等語言基本技巧能更緊密的結合。
五、利用系上現有資源，積極規劃未來新聘老師的專才及充分了解學生的需要，以
便作為逐漸調整課程內容的依據。
六、促使溝通為教學導向的方式逐漸成為一、二年級基礎課的教學主軸。
七、定期舉辦西語教學研討會。
八、加強兩岸與亞洲學者的交流。
九、鼓勵在國外刊物發表文章。

該系於民國五十二年為外國語文學系之一組，自六十四學年度奉准改為系，旨在訓
練德語人才，並以培養從事文化工作者及外貿人才為目標，並以促進中德溝通為職責。
自八十三學年度起辦理學生赴德國波昂大學修習學分一年，增加學生學習機會。每年輔
導學生利用寒暑假赴德國語言學校短期進修，學生赴德國研習甄選辦法，係由該系本國
籍及外國籍各兩位教師擔任考試命題委員，系主任為當然委員，旨在提昇學生的學習素
質。
該系師資方面，專任教師9位（教授3位，副教授6位），其中博士學位者3人，碩士
2人，另有兼任教師6位。均留學德國多年，且學有專精。
該系的教學資源設備方面，圖書、期刊、錄音帶、錄影帶設備，資料頗豐富齊全，
有一間會話專用教室，其中備有卡式及CD錄放音機、卡式及LD錄放影機、CD-ROM電
腦教學設備、中耳朵衛星節目電視機等，在系辦公室尚有投影機2台、電視錄放影機2
台、語言學習機4台、卡式CD錄放音機、卡式錄放音機三台，隨時提供系內教學使用。
此外，每學期不定期邀請校外人士或德國語文學專家至系上演講。並舉辦各年級戲劇比
賽與戲劇公演。
在鼓勵學生就讀方面，本系教師提供兩種獎學金：⑴郭劉淑美紀念獎學金：每學期
2名、每名2500元。⑵基礎德文獎學金：每學年1名、5000元。
該系為促進師生雙向互動，提供意見溝通管道，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邏輯判斷之
能力。除出版德文系刊外，並自八十四年度起設置「德文系月訊」，以創造該系「和
諧、進步、新氣象」之系文化。
目前配合學校第二曲線，創造未來願景，擬定下列計畫：

50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1.增加德籍教師：由於台灣國內幾乎毫無德語環境，只能靠任課老師製造德語環
境，擬申請增加德籍教師以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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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學分；選修課程則視本系有無相關課程可辦理抵免而定。該校安排一位輔導老師
專責協助本校學生適應當地課業及生活，並安排每人一室之宿舍。甄選方式係自本系將

2.增加德語會話時數。

升大三的同學，前一學期法文科目成績平均70分以上者報名參加。考試項目包含法文

3.從大一起，上課即採用德語教學，以漸進方式實施單一語言教學，中文只用於必

筆試（75%）、法文口試（20%）、中文性向約談（5%）。法文筆試由法國弗朗士孔泰大

要時的輔助說明。
4.自1994年起與德國波昂大學交換學生；未來擬與波昂大學及維也納大學學術交
換。

學命題及評分，其餘由本系六位教師評分。
在師資方面，計有專任教師二十一位，其中副教授18人，助理教授2人，講師1
人；其中具博士學位17人，外籍教師5人，另有兼任教師十位。該系為鼓勵專任教師們

5.對學生的成績要嚴格把關：一年級學生下學期「初級德文文法」與「初級德文讀

提高教學，獲法國在台協會提供獎學金及教育部提供機票，前往法國CIEP國際語言教

本」不及格者，不能直接修讀「中級德文文法」及「中級德文讀本」，必待修讀

學中心參加為期一年（85學年）之「培訓法語教師課程計劃」，或參加與BELC語言文

及格後，始能修之。

化研究所為期一個月之「法語教師教學培訓研習會」。因此教師們多具有法語教學、文

6.加強國際學院、歐研所老師與德文系老師合作研究計畫。
7.支援外語學院教育研究所培訓德語師資。
該系學生畢業後，主要進修管道有本校歐洲研究所、輔仁大學德文研究所、文化大
學德文研究所及德國與美國大學研究所，畢業後適合從事之工作：貿易公司之秘書、助
理、航空公司地勤人員、空服人員、旅行社業務、新聞局及雜誌社編輯、外交領事人員
及導遊等。

化與文學、戲劇與藝術、語言學、語音學、翻譯、法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專長。
在學術交流方面，該系專任副教授吳錫德、專任講師楊逸夫於84學年度前往日本
慶應大學舉行「第九屆全球法語教師大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1998年舉行全國法語
教學研討會。
該系現為每年級三班，日間部二班，夜間部一班（於八十九學年度起將無夜間部，
全數改為日間部三班），故全系有十二班共七百一十五名學生，著重法國語言文化之訓

茲臚列75年以後歷任系主任如下：
鍾英彥

71.8-79.7

郭秋慶

79.8--83.7

賴麗琇

83.8--89.7

狄殷豪

89.7--

五、法國語文學系
該系於民國五十三年原為外國語文學系之一組，民國六十四年經教育部核准改為
系。七十二學年度經教育部評訂為歐語優良系所，七十五學年度開辦第一屆暑假遊學
團。七十八年十一月與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締結姐妹校，該校前身原係由法王菲力普創
於1422年的Dole市，於1691年正式設於柏桑松市內，為一綜合大學，學生人數達二萬多
人。八十三年九月起每年派遣大三留學生約二十名赴弗朗士孔泰大學修習學分。該校每
年於十月底正式開學，開學前有一個月之密集班，其課程採能力分班，讓每位學生能依
其程度修習適合之課程約八至十二學分，以及應該系要求特別為學生所開設之學分為十
二至十六學分。經與該校協商後決議，學生所修之該校規定必修學分均可抵免本系相對

練，一、二年級注重基本文法、語言能力的訓練與培養，三、四年級加強文學作品的接
觸與欣賞，透過法國文化、文學、藝術及其它實用課程，培養法語翻譯、外交、文化研
究及貿易人才。該系三年級董家宜同學，獲教育部「1997-98中加兩國大學部學生短期
交換計劃」甄選通過。
86學年度該系增設法文系專用多媒體電腦教室。於87學年度增購法文電腦教學用
磁碟機，並新開選修課程「法文電腦習作」、「電視媒體法文」實用之法文課程供學生
選修。此外，為因應教育部推動高級中學第二外國語文實驗計劃，八十四學年度教育學
程開放外語學院供所有科系（俄文除外）學生修讀，至八十六學年度該系才開放第二外
語教學之教育學程，該系目前已具體建立合作關係之中學有：台北市西松高級中學、台
北縣土城清水完全中學等。
該系學生畢業後進修領域有本校歐洲研究所、輔仁大學法文研究所、文化大學法文
研究所；或者至法語系國家修習法國文學、藝術、電影、翻譯、旅館管理等學門。未來
適合從事之工作：秘書、翻譯員、教師、外貿、新聞事業及其它服務業等。

50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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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八十四年起增加城西大學及城西國際大學之留學生名額各五名，直到八十五年又增加了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京都橘女子大學之留學生名額為五名，八十九年再增加了麗澤大學之留學生十名，京都

邱大環

75.8-79.1

橘女子大學之留學生五名，至本學年度為止，每年派遣五十名留學生，分別至麗澤大學

林春明

79.11-82.12

（三十個名額）、城西大學（五個名額）、城西國際大學（五個名額）及京都橘女子大學

吳錫德

83.1-85.7

（十個名額）修習一年的課程，此大三學生出國留學學分制乃國內首創，至今留學生人

徐鵬飛

85.8-

六、日本語文學系

數仍持續穩定成長，且深獲好評。
該系先後與日本著名大學：中央學院大學、亞細亞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
學、京都橘女子大學、津田塾大學、早稻田大學、駒澤大學等締結姐妹校，展開學術交

該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當時名稱為「東方語文學系」，民國七十一年日、

流活動，更於民國六十九年與麗澤大學進行交換學生研習，民國七十年六月底暑假該系

夜間部合一，自七十四學年度始改名為「日本語文學系」迄今。民國七十二年成立日本

甄選三十名學生赴日研修一個月，為國內首創，同年日本麗澤大學亦派遣該校中文系學

研究所，系所合一，民國七十五年系所分開，由陳伯陶教授及許慶雄副教授分別擔任系

生二十五名來校研修中文，由日文系及中文系共同負責課程籌劃，並於七十一年一月與

所主管。七十七年日研所劃歸國際研究學院。八十六年配合教育部政策，停止夜間部招

日本麗澤大學締結為姐妹校，因此於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建造「麗澤學舍」峻工，麗澤大

生，且將日間部增為四班。九十學年度起將轉型一班至「進修學士班」，而日間部減為

學學生及日文系學生共同生活於學舍之中。麗澤大學中文系學生交換至本校學習中文迄

三班，但學生總人數仍維持每一年級四班，約450名。在師資方面，計有專任教師二十

今將近二十年。八十六年起，京都橘女子大學每年均派十至十三名學生，到本系進行為

四位（含日研所聘四名），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10人，助理教授5人，講師7人；其中

期一週的教學觀摩與實習。又八十九學年起，京都橘女子大學派遣七名研究生至日研所

具博士者學位10人，外籍教師6人，另有兼任教師40位。

留學並於本系進行為期一年之「日本語教師養成課程」之教育實習。

該系教學重點以現代日本語文為主，採視聽多媒體等多元教學，藉以提高學生學習

在教學資源方面，該系於八十三學年度申請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

興趣，培養聽、說、讀、寫、譯能力，於七十三年起連續六年成為本校系所發展重點。

之補助，得於八十四學年度成立「電視教學教室」，購入14吋彩色電視機31台、VHS錄

八十五學年度配合全校核心課程政策，設立「核心日文課程小組」，每月定期舉行會

放影機31台等視聽設備。現使用該教室的有日語會話、日本名著選讀、日語語言練

議，會中除討論教學進度、授課心得外，並研議修定原有之自編教材。改訂版教材歷時

習、日本社會文化及日本應用文等課程。任課教師得以活潑應用教材，使教學多元化。

一年修訂完畢，於八十六學年度使用一學年。期間不斷檢討後，咸認此書內容過於繁

在學術活動方面，該系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四日接受教育部委託主辦

重，不適用於第二外語教學，復又重新修正方向，制定內容，全新版教材於八十七學年

「國際化時代之日本語教育」國際會議研討會，在淡水校園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度起使用。此外，更積極籌劃多媒體教材製作，以期配合電腦，達到無區隔之多元化學

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四、十五日，舉辦「國際化時代之異文化交流」研討會，並獲教

習方法及教學目標。為加強修課學生之學習情緒及效果，並於每學年舉辦「核心日文朗

育部、國科會、日本交流協會之補助，假淡水校園驚聲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民國

讀比賽」，學生參賽踴躍，深獲好評，成為本課程之重大活動。其次，為考量延續學生

八十八年三月十五至十七日連續三日，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博士朝倉征夫教授蒞校

學習日文之興趣，並使其將來之出路朝多元化發展，自八十二學年度起於外語學院開設

舉辦三場「淡江講座」。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辦「淡江大學國際化時代之外

「日文（二）」，自八十六學年度起於全校共同科開設「日文（三）」，供修習過核心日文

語教學國際會議」，在淡江校園驚聲中正堂舉行；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一日，舉辦「第四

課程之學生繼續選修。

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在淡水校園驚聲中正堂舉行。

為使學生更能實際體認日本文化與現況，七十二年和中央學院大學利用寒假三週作

該系學生畢業後進修領域有校內外各相關大學研究所；或至日本繼續修習文學、語

交換留學生活動，七十六年、七十八年前後共二次，每次為十四人，全由中央學院大學

學、史學、哲學、文化、教育、法政、經貿、藝術、電影、翻譯、旅館管理等學門。未

招待；又七十三年七月，派遣學生十名赴日本亞細亞大學研修二週。於八十二年九月甄

來適合從事之工作：教師、研究人員、外交官、秘書、翻譯員、外貿、新聞事業及其它

選十五名學生至麗澤大學進修並修習學分一年。八十三年至麗澤大學人數增為十九人；

服務業等。

51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系主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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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專長，且均具博士學位。目前共有四個班級，學生人數二百多人。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陳伯陶

71.8-79.7

文研究所；或者至國外繼續深造。未來適合從事之工作：秘書、翻譯員、教師、外貿、

林丕雄

79.8-85.7

新聞事業及其它服務業等。

張瑞雄

85.8-87.7

劉長輝

87.8-

七、俄國語文學系
台灣與俄國之間四十多年的隔閡，使得國內俄語人才幾近斷層，而在今日兩國接觸
頻繁之際，已感受到俄語人才之迫切需要性，基於此，該系於民國八十二年成立，並開
始招收一班學生。

該系學生畢業後進修領域有本校俄羅斯研究所、政治大學東方研究所、文化大學俄

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系主任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戴萬欽

82.08-83.07

楊棨

83.08-85.07

劉克甫

85.08-86.07

彼薩列夫

86.08-

八、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

該系成立之初，鑑於當時國內俄語師資難覓，為訓練學生良好的俄語聽、說、讀、
寫能力，乃以聘任俄籍母語教師為主，以期能締造學生良好學習俄文之環境。最近幾
年，國內、外陸續培養了一些俄語師資，該系亦計劃在未來聘任本國籍俄語教師，以平
衡師資結構。該系於八十四學年度下學期，曾邀請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南開大學資深教授
高靜先生蒞系講學，以加強學生在語法課程方面之學習。
自八十四學年度起，為配合學校「國際化」政策，首度甄選出二十位大三學生赴俄
國國立莫斯科大學修習學分一年，在俄國所修學分可抵免其在台灣之系上 學分，學生
除可以學習到俄國的語言之外，更可以深入瞭解俄國當地的民情文化及生活習慣，俄文
程度也大大地提升。八十六學年度更和俄國國立莫斯科語言大學有了交換學生之學術交
流合作，雙方互甄選一名大三學生交換學習，使該系國際化政策更加落實。自八十七學
年度起，由於俄國莫斯科地區治安情況不佳，乃將留學學校改至富有濃厚文化氣息之聖
彼得堡大學，至今，同學在聖大之生活及學習情況反應均不錯。
該系課程結構係以俄國語言、文學為主。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對現有課程結構略作
修改，在原有語言、文學課程中加強對俄國現代社會政、經問題方面的探討，以加強學
生對俄國政、經、文化通盤的瞭解。
自八十七學年度起，開始試辦「申請入學」方式，凡國內、外各公、私立高中（職）
畢業生及應屆畢業生或同等學力者，高中在學國文、英文成績平均75分以上者均可報
名參加。此乃除大學聯考外，另外提供高中生可選擇之入學管道，亦使入學方式更加多
元化。
該系現有專任教師5人，其中副教授4人，助理教授1人，另外尚有兼任教師九人，
師資結構仍以俄籍母語教師為主，在語音學、修辭學、語法、翻譯、歷史及哲學方面皆

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sation and Cultural
Difference）於八十七年九月成立，設立宗旨為①整合師資專長與興趣，進行整合性研
究。②建立網際網站，設置具特色之電腦資料庫，舉行網路會議，促進本校與國際相關
領域學者之合作。③設立牛津辦公室，加強與該地區學者專家合作，並提供教師、研究
生至該地區學術研究必要之協助。④接受校外機構委託辦理相關領域學術會議、研究計
畫及諮詢服務。
該中心八十七學年度與德國哈根大學當代德國與歐洲研究中心（Institut fuer neuere
deutsche und europaeische Literatur, Fern Universitaet Hagen）合作，合辦第一屆史塔得
（Stade）網路會議及正式之學術研討會。同年亦獲得國科會「中德雙方合作研究人員交
流計畫」補助，與德國哈根大學互派學者訪問。八十八年十一月廿日以「何謂文化差異」
為題舉辦第二屆史塔得（Stade）網路會議及正式之學術研討會。該中心牛津辦公室於
八十八年三月開始運作，以學術研究層面為發展重點，積極參與牛津學術活動，推展本
校教師研究成果，打入牛津學術圈，以進一步促進學術合作與交流並提昇本校聲譽。八
十八年十一月已於當地與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合辦第一屆牛津學術研討會「Beyo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Self and Finitude」。淡水校園辦公室則為教師同仁舉辦小型學術討論會，提
供不同學系教師學術研究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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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臚列75年以後之歷任系主任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狄殷豪

87.09-

第七節 國際研究學院
國際研究學院設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一日，將原隸屬於研究學院的歐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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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八十四年七月廿二日與北京對外經貿部國際經濟合作研究所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書。
八十四學年度：
1.奉准成立東南亞研究所並進行籌設事宜。
2.八十五年元月五日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國際情勢一九九五回顧與一
九九六展望」學術研討會。

美國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

3.該院申請教育部顧問室八十五會計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獲

中國大陸研究所納入，並於八十四學年度成立東南亞所碩士班，共設有八個碩士班及美

得通過二案分別為：歐研所賴金男副教授主持之「歐洲福利國研究」六十萬

研所、歐研所博士班。該院旨在培養從事各相應區域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學術

元；拉研所王秀琦副教授主持之「編撰『拉丁美洲研究』核心課程教材」三十

研究及國際事務實際工作之高級人才，同時也向全校開授「各國文化、政治、社會與經

三萬六千元。

濟」等二十餘科不同核心課程。為目前最完整的區域研究暨國際事務之綜合性學院。
該院目前計有六十位專、兼任教師，皆具博士學位，其中包括多位外籍教授。各所
教師之研究室及圖書資料室均連接國際學術網路。
茲條列該院歷年重要事蹟如下：
八十一學年度：
協助大陸所辦理「兩岸高等教育研討會」。
八十二學年度：
1.院長室及歐、美、日、拉、俄、陸六所於八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自台北校園遷回
淡水校園驚聲大樓。
2.為發揮智庫之功能與展現該院研究成果，於八十三年元月八日假台北校園四樓
會議室舉辦首屆「八十二回顧與八十三展望」學術研討會。
八十三學年度：
1.成立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學術諮議委員會」，委員並兼該院主編之國際學刊
「淡江國際研究」之編審委員。
2.「淡江國際研究」學術期刊正式出刊，分中文版及外文版二種，由歐研所賴副
教授金男擔任主編。
3.開授院共同科「末來學講座」課程。
4.八十三年十二月卅日假台北校園二○七教室辦理「國際情勢一九九四回顧與一
九九五展望」學術研討會。
5.八十四年五月廿四日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簽訂學術交流意見書。
6.八十四年六月十七、十八日與中國大陸北京對外經貿部國際經濟合作研究所，
假本校校園合辦「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委展望學術研討會」
。

4.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辦理「台海情勢評估研討會」
，由國研所主辦。
5.於八十五年三月十七日至廿一日假驚聲大樓七○一會議室辦理國際研究學院碩
士論文展。展出該院八十四學年及八十五學年上學期畢業之碩、博士論文一百
五十三冊。
八十五學年度：
1.東南亞研究所正式成立並開始招生，所辦公室設於驚聲大樓七樓。
2.國研所遷回淡水校園驚聲大樓六樓。
3.該院學術期刊「淡江國際研究」改為英文版，半年刊，由劉克甫教授擔任主
編。
4.該院申請教育部顧問室八十六會計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獲
得通過二案：日研所許慶雄教授主持之「國際網路日文資訊工作站」五十萬元
整；拉研所宮國威副教授主持之「開發中國家政經統合之發展：東南亞國協與
拉丁美洲區域性統合組織之比較研究」
。
八十六學年度：
1.該院申請教育部顧問室八十七會計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獲
得通過案為：歐研所張維邦教授主持之「歐洲聯盟文獻資料中心」七十萬元
整。
2.八十六年九月十一、十二日於上海靜安賓館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合辦第一屆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
八十七學年度：
1.本校成立「國際化委員會」，由李本京院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為：王曾才院長、
林森鈴院長、陳雅鴻教授、陳敦禮主任秘書、陳惠美主任、張維邦所長、魏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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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麥留芳教授及楊棨教授。
2.該院成立「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由李本京院長兼任該中心主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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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研所博士班開始招生。
2.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邀請艾林豪基金得獎人海克曼教授（Prof. Dr.

中心成立之目的在於整合國際問題之研究，與全球著名智庫及研究單位建立合
作計劃。並不定期出版「世局與國情」中文專刊，積極提供有關國際重大情事

Heckelmann）擔任淡江講座；舉辦三場學術演講。
3.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於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四屆「世界新格局與兩

分析及論說，以為各有關單位參考之用。
3.該學院出版之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淡江國際研究」英文學術

岸關係研討會」。
4.八十九年十二月十日假台北校園舉辦「經濟國際化── 兩岸經濟合作學術研討

期刊改為季刊，由李本京院長擔任編委會召集人兼主編，在實質上加強國際學
術交流。
4.八十七年九月廿五、廿六日於本校繼續辦理第二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
討會」。
5.加開「國際化講座課程」，以落實學校國際化及未來化政策。
6.申請教育部顧問室八十八會計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獲得通
過二案為：國研所翁明賢副教授主持之「國際戰略研究室」三十五萬元整；日
研所張瑞雄教授主持之「日本社會文化之研究」二十七萬元整。
7.申請成立歐洲研究所博士班，並獲學校通過報教育部核示中。
8.國、日、陸三所獲教育部核准於八十八學年度成立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並開始
招生。國研所為廿五名，日、陸二所各為十五名。
9.八十八年二月與越南國際關係研究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八十八學年度：
1.八十八年十月五、六日於上海貴都大飯店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合辦第四屆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
2.八十八年十月八日與北京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3.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新領導、新展望：華府、
台北與北京三角關係國際研討會」
。
4.申請教育部顧問室八十九會計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獲得
通過一案為：國研所翁明賢副教授主持之「國際戰略研究室」二十萬捌仟肆佰
元整。
5.成立歐研所博士班，並獲教育部通過於八十九學年度起招生。
6.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至廿日該院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於天成飯店合作
辦理「國際貿易推廣班」，來自馬其頓、約旦、哥斯大黎加、等國計廿一名參加
講習。
八十九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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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茲臚列七十五年以後之歷任院長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張紘炬

75.8 - 78.7

黃天中

78.8 - 82.7

熊建成

82.8 - 84.7

楊

棨

84.8 - 87.7

李本京

87.8 - 89.7

魏

89.8 - 迄今

萼

備註
八十一學年度更名為國際研究學院

一、歐洲研究所
歐洲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六十年，本包括美國研究組，嗣美國研究所奉准民國六十三
年春單獨成立研究所，係當時國內唯一之歐洲研究所。該所宗旨在於透過科技整合的研
究方法，建立歐洲的學術基礎，並增進我國對歐洲事務的瞭解，進而擴大雙方接觸的層
面，期能培養從事歐洲研究及實際對歐工作之人才。故其研究方向，乃針對歐洲各國之
政府、經貿、歷史、地理、社會、教育、哲學、法律及國際關係等方面，做廣泛而深入
的探討；此外，有關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及歐洲整合運動，亦為該所研究的重心。
目前該所計有專任教授三人、副教授四人，兼任教授二人、副教授一人，兼任助理教授
一人，組員一人。
鑑於歐洲研究之學術品質的提升非得有即時的與豐富的（大量的）歐洲文獻資料的
配合不可，因此為提高國內歐洲研究之文獻資料來源的取得之便利性與實用性，歐洲研
究所於七○年代末期即積極向歐洲共同體執委會第十總署爭取在台設立文獻資料中心，
並於民國七十九年正式成立「歐洲資料中心」（European Documentation Center），為國
內從事歐洲研究之學者提供一個搜尋與獲取歐洲資料最便捷的新管道。
進入九○年代後，為因應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並提出前瞻性的對策及迎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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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紀的新挑戰，提昇國人的國際視野，歐洲研究所師生結合社會各界對歐洲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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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學年度

興趣者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假台北成立國內為一僅有的全國性社會民間團體—歐洲

1.八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與中華民國外交部、行政院新聞局、教育

聯盟研究協會（European Union Study Association-Taiwan）（以下簡稱「歐盟協會」）。歐

部、國科會、中華航空公司、中華民國經濟貿易拓展協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盟協會不僅在國內積極扮演推動讓社會各界得以更進一步「認識歐洲」的角色，在國際

合辦「第三屆國際淡江歐洲研究所會議」
。會議主題為「歐洲一九九二」。

舞台上，也扮演著讓世界各國瞭解台灣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九八年九月台灣歐

2.獲外交部、教育部、新聞局、國科會、中國航空發展基金會、經濟貿易發展協

盟協會也正式成為「歐洲共同體研究協會世界總會」（European Communities Studies

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贊助出版「Europe Beyond 1992」
，由鄒忠科教授主編。

Association-World, ECSA-World）的第三十九個會員國。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的2000年，歐洲研究所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歐洲研究博士班，進
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訓練學生能以全方位的邏輯思考來理解歐洲，在這個新的階段
中，不但要繼續保有過去的成果，同時更須要去弊求新，以開創新局。
該所為提高學術水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自成立以來，即與國內外機構簽訂多項
國際學術合作協定（例：與德國波昂大學簽訂合作協定），並經常邀請國內外專精歐洲
問題之學者，蒞校任教或演講。
茲條列該所七十五學年度以來歷年重要事蹟如下：
七十九學年度
1.八十年五月二十六至三十日舉行，與荷蘭萊登大學航太所合辦「第一屆國際航
空運輸法律政策與商業會議」。會中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就法律、政策、與貿
易等層面進行廣泛討論。
2.八十年三月，獲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波蘭Katowicz經濟學院
經濟研究所所長Dr. Dorota Kotlorz蒞校客座與演講：「東歐國家與歐洲共同體關
係」、「東歐國家當前政經情勢」、「東歐國家與台灣關係」。
八十學年度
1.八十年六月四日與亞洲與世界社合辦「歐亞新形勢會議」，探討「歐亞學術研
究」。

八十二學年度
1.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與外交部歐洲司合辦舉行歐亞國際學術研究會議，會議
主題為「歐亞學術研究」。
2.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舉行歐亞學術會議，探討德國統一之問題及其對歐洲整
合的影響。
3.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與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教育部、西班牙馬
德里大學、西班牙Alcala大學合作舉行「經濟發展經驗學術會議」，會議主題為
「歐亞經濟發展經驗」
。
4.八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至三十日獲國科會、教育部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德國東
南歐研究所所長Dr. Georg Brunner來校講座，講題：「德國之東歐研究」、「東
西歐之政經關係」
。
5.八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十日獲國科會、教育部贊助邀請學者Dr. M. Kabaj
來校講座，講題：「波蘭社會經濟之現況與未來」、「波蘭民主化後之經濟社會
問題」
、「波蘭與西歐國家之政經關係」。
6.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二日獲國科會贊助邀請知名學者西班牙馬德里大
學教授Dr. Jose Villaverde Castro來校講座，講題：「歐洲共同體經濟同盟理論」
、
「由歐域與總體經濟看西班牙與歐體」
。
7.八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一日獲國科會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波蘭華沙經

2.八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獲教育部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德國慕尼黑大學東歐研究

濟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Dr. Hab Adam Kurzynowski來校講座；經費贊助單位，講

所所長Dr. Gerhard Grimm來校客座，並於台北校園演講：「從歷史看德蘇關

題為：「新波蘭的政治經濟發展」、「轉型期波蘭的家庭與社會」、「東西歐之

係」。

政經關係」
。

3.八十年十一月十五日獲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贊助邀請學者Mr. George Bull來校講
座，主講：「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 Lessons for Taipei」。

8.八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獲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比利時自由大
學校長Dr. Robert Dejeagére蒞校講座，講題：「留學比利時專題講座」
。

4.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獲外交部贊助邀請北大西洋議會議員訪華團六人（德國

9.八十三年五月獲國科會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歐洲研究

慕尼黑大學東歐研究所所長）來校講座，主講：「北約組織在變遷中歐洲所扮

所所長Dr. Stefan Griller蒞校講座，講題：「歐洲聯盟第四次擴大」、「歐洲統合

演之角色」
。

與中立政策」、「冷戰後的東西歐關係」、「歐洲統合與世界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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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八十三年五月三日獲外交部贊助邀請歐洲知名學者北大西洋議會議員訪問團
（Dr. Loic Bouvard、Dr. Peter Corterier、Mr. Jose Lello、Dr. Onyszkiewice、Mr.
Anders C. Sjastad）來校講座，講題：「北大西洋議會之回顧與前瞻」
。
八十三學年度
1.八十四年三月二日舉行「當前歐洲聯盟發展的評估與展望」研討會。
2.八十四年五月九日舉行「一九九五年法國大選的評估與展望」研討會。
八十五學年度
1.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二十一兩日舉行「第四屆淡江歐洲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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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學年度
1.八十九年十月廿日至十一月廿日，邀請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Prof. Ake Daun（沃
克．道恩教授）來校進行為期一個月特約講座，密集教授「歐洲整合下的瑞典」
課程，從歐洲整合與瑞典文化等各角度探討現今情勢，並與同學進行個別座
談，深入探討。
該所成立至今已逾十餘年，歷屆畢業生或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或服務於外交部、經
濟部、新聞局等公家機構，或致力於國際貿易，投身民間企業單位，皆有優異表現，顯
見教學成果能夠配合實際需要。至於未來發展之目標為：

球化與區域化：歐洲視野與台灣企業的新利基」，會中邀請歐洲與國內多位學者

1.繼續舉辦歐洲研究會議，及其他國際性研討會。

專家，針對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化、歐洲貨幣整合、歐洲整合對世局的影響

2.繼續加強與歐洲各大學及相關研究機構之學術交流活動。

等議題發表論文與討論。

3.擴大延攬專精歐洲研究之學者專家到校授課，加強研究，提高論文水準，鼓勵

2.獲外交部、教育部、經濟部、三商行、台証公司贊助出版「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in European Perspectives: The New Niches for Taiwan’s
Entrepreneur」
，由張維邦教授主編。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七年十月三日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聯合舉行「1998年德國國會大選座談
會」，會中邀請國內德國問題研究專家蒞會座談。
2.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合辦「歐元、美元、日圓：新國際
貨幣體系的形成—與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學術研討會」
。
八十八學年度
1.八十八學年度歐研所博士班籌設成立案經教育部通過，將於八十九學年度起開
始招生，招生名額為三名。其課程涵蓋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
等領域的歐洲整合發展，以「歐洲整合」為本所博士班課程規劃的主軸概念，
目標在訓練博士班學生以全方位的專業知識與邏輯思考訓練來掌握歐洲整合之
內涵與發展。
2.八十八年三月七日，歐研所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舉辦「歐洲事務研討會」，
邀請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Dr. Max Peyrard、法國巴黎第十
二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Dr. Josette Peyrard及法國南錫大學歐洲聯盟研究所
所長Dr. Alain Buzelay於台北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國際會議廳發表專題演講。
3.八十九年三月廿四日，為配合淡江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特舉辦名人講座，由本
所邀請德國國會法制委員會主席Rupert Scholz教授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廳發
表專題演講，講題為「歐洲統合下之德國憲法」
。

同學繼續深造。
茲臚列七十五年以後之歷任所長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芮正皋

73.8-76.7

林明義

76.8-78.7

鄒忠科

78.8-83.7

郭秋慶

83.8-84.7

張維邦

84.8-88.7

蔡宗珍

88.8-迄今

二、美國研究所
美國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六十三年，它的前身主要是民國五十八年成立的美國研究
室，和民國六十年歐洲研究所美國組。民國七十三年本所成立博士班，本所迄今已有二
十七年歷史，博士班畢業生計有十九名，碩士班畢業生則逾二百名，現任所長為陳一新
教授。歷任所長為陳明、毛樹清、朱立民、紀秋郎、李本京、戴萬欽、馮啟仁、魏咢
等。美研所有悠久的歷史，辦學經驗可以說是非常豐富，在國內學術研究之中，可以稱
為開風氣之先。對於有志於從事區域研究的學生，本所乃是提供非常優良的環境，有助
於研究的質與量。
本所是以「學術之重鎮、國家之干城」為教育目標，理論與實務並重。另本所旨在
研究美國文化、社會、歷史、政治、外交、經貿、新聞等各個層面，以綜合方式達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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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之目的，以瞭解美國，認識美國，為中美雙向溝通，指出正確的方向。 本所並
開闢適合課程，廣攬各領域的優秀教授教學與研究，以培育精通美國問題專家，以期為
中美關係決策各個領域，適時適切地提供良好的建議與溝通的橋樑。
本校與伊利諾大學訂有合作計劃，由本所及伊大政治系負責計劃之執行，其中包括
教授及學生交換、國際會議、研究計劃、專款購書等合作事項。本所歷屆同學多能榮獲
美國學術研究機構之獎金前往美國參加講習，1988年該學年度共有兩人獲致殊榮，甚
為難得。美研所對外交流頻繁，提供機會給學生出國訪問、研究、進修。本所為拓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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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邀請，至本校參訪並參與本所學術座談，交流史學知識。
八十三學年度
1.八十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瑞克曼先生（Mr. Gregg Rickman）
等一行十三人到訪本校。
八十四學年度
1.八十五年四月八日，假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會議廳，與伊大合辦台灣與
四鄰研討會，主題為「Taiwan on the Move」
。

生的視野，特要求博士班學生在撰寫博士論文前，須赴美作短期進修。碩士班雖無此項

2.八十五年六月十日，有鑑於美國政策攸關台灣安全，本所特假台北校園校友會

要求，但仍十分鼓勵碩士班學生也參加相似的進修計畫。與姊妹校進行學術交流的活動

館舉辦「三月危機後美國與台灣的安全關係研討會」。伊利諾大學助理校長卡內

頻繁，以民國八十七年暑期為例，本所即有八名博碩士班學生參加，在美國著名學府伊

特、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問題資深研究員沙特、魏鏞等九十餘名專家學者與

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體驗二個月不同的學習經驗。

會。本項研討會共發表論文十篇，計國外人士六篇，國內人士四篇。贊助單位

本所自民國七十五年迄今每四年主辦淡江「美國研究會議」，歷屆會議均邀請到多
位來自全球之美國專家，會後並將論文集彙出版。更會常舉辦大型的學術國際會議，如
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本校與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伊利諾大學四校所
合辦的「中華民國的民主化與國際關係」學術研討會中，美研所即為其主辦單位。其他
主辦與協辦的學術活動甚多，此次美國前總統卡特先生來訪，本所所長也帶領師生多
名，前往聆聽演講。

有陸委會、外交部、國科會等。
八十五學年度
1.八十六年七月下旬，與中共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合辦「美國歷史與社會研討會計
畫書」
，共發表論文九篇。
2.八十六年三月廿八日，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柯根小姐（Ms. Corinne Colgan）等
一行十一人蒞校訪問，並與本所師生舉行座談會。

另外，歷年來本所均有多位專任美籍教授，是以本所多數課程均已英文授課，對同

3.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美研所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主辦國際性學術會議「馬歇

學之英文最有助益。1984年本所開始出版英文淡江美國研究期刊（Tamkang Journal of

爾使華五十週年與美國未來對華政策」。與會美籍人士有：1.艾勒將軍（Gen.

American Studies）迄至1985年止，此一純學術性之期刊深受海內外專家學者的讚譽，

Keith Eiler）
，現兼任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並曾追隨魏德邁將軍駐中國，為歷

是為我國唯一一本純以英文寫作之期刊。

史見證人，並著有「魏德邁論戰爭與和平」，與國內若干高級將領有長遠深厚友

七十九學年度

誼。2.康培莊博士（Dr. John F. Copper）
，知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美國田納西孟

1.八十年三月廿六日，美國民主黨政治顧問訪華團史卓普先生（Mr.Terrence D.
Straub）等一行八人與本校研究所學者舉行座談。
八十學年度
1.八十一年五月廿八日，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哈維爾先生（Mr. Robert Hartwell）
等一行十人蒞校訪問。
八十一學年度
1.八十二年四月八日，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柏士特先生（Mr. Ronald S. Boster） 等
一行九人蒞台北校園訪問。
八十二學年度
1.八十三年五月廿三日，大陸「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學人、留學生等卅名應三民

菲斯羅德學院資深教授。3.布蘭德博士（Dr. Larry I. Bland），美國馬歇爾基金會
暨紀念圖書館研究組主任。馬歇爾為維吉尼亞軍校之傑出校友，故馬歇爾基金
會設於維吉尼亞軍校內，若干研究人員且在該軍校內授課。4.杜潔瑞先生（Mr.
Robert Dujarric），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究員。另外還有俄籍
人士列達夫大使（Ambassador Andrey M. Leadovsky）
，現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
究所資深研究員，現年八十歲，為歷史之見證人，曾任俄羅斯駐重慶及南京大
使館，另曾任俄羅斯駐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已駐緬甸大使。
4.八十六年七月廿五日，美研所與北京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於北京合辦國際性
學術會議「美國歷史與社會研討會」
。
八十六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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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十六年十二月卅日，本所與中華民國美國研究學會、美國在台協會及連德工

朱立民

75.8∼76.7

商發展基金會聯合主辦「經貿投資問題在台灣」。主講人為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李本京

76.8∼81.7

吳榮義、美國威斯康新大學經濟系教授、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經濟官胡世劍

馮啟人

82.8∼83.7

（John Hoover）等。

戴萬欽

83.8∼85.7

2.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伊利諾大學副校長Dr. Larry Faulkner、助理副校長劉炯朗

李本京

86.8∼87.7

魏

萼

87.8∼89.7

陳一新

89.8∼迄今

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于子橋教授參觀淡水校園。
3.八十六年九月廿一至廿三日，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與伊大舉行「台
灣：國家與社會之轉型學術研討會」。
4.八十七年七月卅日，賽內加爾國家檔案局局長巴耶（Saliou Mbaye）來訪，並參
觀海事博物館。
八十七學年度

教學單位之沿革 523

三、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戰略為人類克服強敵、謀求生存之智慧與其所產生之思想與行為，而今日世界為一
有限空間，由於交通通訊之發展，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一個

1.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美研所於淡水校園主辦國際性學術會議「中

國家欲求保障領土主權之完整促進人民生活之繁榮，獨立自由的生存於今日世界則必須

華民國之民主化及國際關係」，美國伊利諾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和國立中山大

做國際事務與戰略之研究。本校與中華戰略學會基於此共同理想，為推展國際事務與戰

學協辦。

略學術研究，培養戰略學術人才，於民國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七十二年三

2.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與伊大、中央、中山召開聯合會議，主題為

月正名為「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其研究目標，即在於確切了解國際事務，從而研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擬生存於今日世界之國家戰略，以期培養國家戰略階層之研究策劃、決策與執行人才。

3.八十七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六日，美國國會助理霍華先生（Mr. Wayne Howell） 等
一行十三人來華訪問，並與本所學生座談。
4.八十八年三月卅一日，美國國會助理威勒先生（Mr. Winslow Wheeler）等一行十
二人來華訪問，並與本所學生座談。
5.八十八年五月廿一日，U.N.I.校長愛肯（Michale Aiken）暨亞太研究中心主任于
子橋來所訪問。
八十八學年度

該所為目前國內民間唯一之戰略研究與教學機構。而戰略研究之本質強調前瞻性的
規劃，此一特性與本校所著重之「未來學」研究具有相輔相成之效。因此除與各單位合
作從事研究計劃外，並於八十七年度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與國安會、麥田出
版社合作出版「國家安全戰略叢書」，並獲得相當成效。該所現今及未來之發展方向及
重點，亦以前瞻性的眼光做整體規劃。作法如下：⑴設立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提供
在職人士深造的管道。⑵提供政府單位政策諮詢，積極發揮智庫的功能，以作為政府政
策建議。⑶建構實務經驗與學術理論之互動管道，以相互彌補可能之不足與盲點，並透

1.八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假台北校區校友會館召開「從大地震看國情座談會」。

過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成立「國家安全研究室」，以擴大雙方之合作與互動。⑷不定期召

2.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副校長遲惠生先生蒞校訪問，並舉行座談

開學術研討會，掌握當前國際情勢與國家處境，研究分析國家戰略之重要問題，作國際

會。

性與學界性之廣泛學術交流。

3.八十九年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為慶祝五十週年校慶，特邀請北京大學與中國

在課程設計方面，為培養國家戰略研究策劃人員，所需必備之學養，如：現代政治

社會科學院學者王緝思、王逸舟等人來台舉辦「海峽兩岸東西方文化與經濟關

經濟與軍事之思想、戰略學與地略學之理論、國際事務與地區之研究、現代管理理論與

係國際學術研討會」，除美研所全體師生外並廣邀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參與，獲得

國家戰略之策劃，故本所教育內涵，以戰略理論為基礎，以國際事務為重點，以決策管

熱烈響應。

理為手段。課程設計體系概要如下：

茲臚列七十五年以後之所長於下：

除基本課程（如研究方法等）之外，其他蓋分為兩類分組教學；
（一）「國際事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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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安全政策理論、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經濟思想與國際經濟、
現代管理決策等；教學目的在於研究分析國際間互動關係、國家政策及實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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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十二年十二月該所所友楊實秋，當選台北市議員。
八十三學年度

等，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範圍。並針對我國國家安全議題，深入

1.八十三年八月一日，本所所友陳守讓，擔任復興劇校校長。

研析，提供決策參考。

2.八十四年一月舉行「海權發展學術研討會」

（二）
「戰略研究」類
包括中西方戰略思想史、大戰略通論、戰略問題與研究、心理戰略、文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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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八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召開「亞太情勢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八十四學年度

經濟戰略、中共戰略研究等。教學重點在於研究分析中西戰爭與戰略理論，內容

1.八十四年十二月該所專任副教授林郁方博士，當選立法委員。

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心理、文化及分類戰略與總體戰略，以培養建構國家戰

2.八十五年五月四日召開本所第一屆所友大會，該所所友會正式成立，首屆會長

略之「思想—計畫—行動」之專門素養。
以上分類，務使實務與理論兼顧，而更能擴展其各自領域之深度與廣度，兩者齊頭
發展互為檢證與檢視。
師資現況方面，目前現有教師十八名，其中榮譽教授二名；特約講座三名；專任教

為復興劇校校長陳守讓先生。
八十五學年度
1.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該所第二屆畢業所友施正權博士，回所擔任專任副教授一
職，為該所首位回所任教的所友。

師五名（正教授一名、副教授三名、助理教授一名）；兼任教師八名（正教授四名、副

2.八十五年十一月八日舉辦第一屆「國防科技展」活動。

教授二名、助理教授二名）；具博士學位者有十八位。研究生方面：目前已獲碩士學位

3.八十五年十二月該所專任副教授王高成博士，當選國民大會代表。

者，共二百餘位；在校研究生五十五位；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每年並增收在職專班研究
生二十五位。
教學設備方面，（一）本所資料室現有國際事務與戰略專業圖書：中文1725冊、

八十六學年度
1.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舉辦第二屆「國防科技展」活動。
2.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與英國Hull大學簽訂交流合作意向書。

西文1510冊。（二）本所主要硬體設備有：辦公室兩間、圖書資料室一間、個人電腦

3.八十七年四月廿三日舉辦「全球新戰略下的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七部、印表機五部、掃描器一部、影印機一部、光碟資料燒錄器三部、標籤機一部、護

4.八十七年七月翁明賢所長率領研究生赴大陸北京社會科學院進行研習及參訪活

貝機一部、電視機一部、錄放影機一部、傳真機一部、網路資源十個節點等。
茲條列該所歷年學術活動大事紀如下：
七十七學年度
1.七十七年八月一日開設國中國小教師在職進修「戰略研究學分班」
。
七十九學年度
1.八十年一月四日舉辦「大陸政策研討會─大陸政策之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
會。
八十學年度
1.八十年八月聘請資深教授孔令晟將軍，擔任本所榮譽教授。
八十一學年度
1.八十一年八月聘請資深教授紐先鍾教授，擔任本所榮譽教授。
八十二學年度
1.八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舉辦「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情勢展望」學術研討會。

動。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七年十月十七日舉辦第一屆「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
2.八十八年七月翁明賢所長率領研究生赴大陸北京及上海、南京等學術機構進行
研習及參訪活動。
八十八學年度
1.八十八年七月奉准成立在職進修專班，招生在職研究生二十五名。
2.八十九年三月廿五日舉辦「2000年國家安全戰略情勢評估：不對稱性戰略思考
與作為」學術研討會。
3.八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舉辦「兩岸職業教育發展」研討會。
八十九學年度
1.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八日由翁明賢所長與所上教師率領研究生赴大陸
北京及南京等學術機構進行訪習及出席「新世紀國際格局發展的趨勢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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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等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八十九年十月十一日至十六日舉辦「淡江講座」，邀請德國柏林大學法律研究所
海克曼教授（Prof. Dr. Dieter Heckelmann）來校做三場專題演講。
3.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本所與上海復旦大學共同舉辦之「全球化與
國際政治發展的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未來的展望目標如下：
（一）研究工作方面：將持續強化與各界的互動及合作，藉由學術研討會以及專書
的出版，強化該所的研究工作。
（二）培育人才方面：為建立完整之教育體系，該所擬於八十八學年度籌設博士
班，以提供完整之人才培訓管道。
茲臚列該所成立至今歷任所長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皮宗敢

71.8--73.7

張式琦

73.8--78.7

孔令晟

78.8--80.7

林郁方

80.8--85.1

林子弋

85.2--85.7

翁明賢

85.8--迄今

四、日本研究所
鑑於中、日兩國之地理歷史淵源及政治、經濟等關係日益密切，本校為配合國家需
求，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成立日本研究所，積極展開對日本之研究工作，以期深入了解
日本，助益我國與日本之經濟、政治、外交等工作。該所已成為國內日本區域研究的重
要學術機構。
茲條列該所七十五學年度以來歷年重要事蹟如下：
七十六學年度
1.七十七年三月八日許慶雄所長應邀參加在日本舉辦的「東亞政治近代化與經濟
協力」國際會議，發表「中華民國的民主化與去向」論文。
七十七學年度
1.許慶雄教授接受外交部委託，於七十七年九月至七十八年九月進行「我國政府
在美日歐洲國家國內法地位之比較」之研究，補助金額為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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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學年度
1.張炳楠教授應日本地方自治學會之邀請，參加七十八年十一月五日的論文發
表，題目為「日本統治下的朝鮮與台灣地方制度之比較」
。
2.許慶雄教授接受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委託，於七十八年十一月至七十九年六
月進行「現階段中日關係與簽訂『中日關係法之可行性』」之研究，補助金額為
十五萬元。
3.七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神戶大學安藤仁介教授率十多名學生蒞校訪問，演講「二
十一世紀的日華關係」
，並舉行座談會。
七十九學年度
1.許慶雄教授接受台灣經濟研究院委託，於七十九年十月至八十年六月進行「經
濟部引進國外環境專案計畫產業發展環境對策委託研究」之研究。
2.許慶雄教授應邀參加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朝鮮半島局勢之發展與日本互
動關係」研討會，發表「朝鮮半島局勢之發展與日本之關係」論文。
3.張炳楠教授應日本明治大學之邀請，參加七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日本地方政
治學會，發表「台灣史之研究近況」論文。
4.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城區部四樓會議室，本所與日本神戶大學合辦「日華
關係研討會」，參加學者四十人。
5.許慶雄教授接受行政院研考會之委託，八十年一月至八十年二月進行「各主要
國家對行政部門設置機關及任命首長監督權限之研究」
。
6.八十年五月一日至十日，聘請日本帝塚山大學伊原吉之助教授來本所擔任「淡
江講座」主講人，除對外舉辦三次公開演講外，並與本所學生舉行座談。演講
題目分別為「將東亞國際關係加入視野的日本現代政治論」、「日本現代政治史
論」
、「日本的政治與經濟論」。
八十學年度
1.八十年九月與美研所合辦國際關係研討會。
2.八十年十月七日邀請日本國會參議員森暢子、西岡琉璃子兩位議員來所舉行小
型「中日教育制度比較研究會」，該所師生暨各界教授、日僑協會代表多人熱烈
討論，評價頗高。在此之前我國尚未有邀請社會黨國會議員來華之例。爾後政
府循例，乃有外交部邀請社會黨副委員長及議員來華訪問。該所此舉對我國之
外交關係，可說是貢獻良多。
3.八十年十月十一日邀請日本眾議院議員佐藤信二議員及村井仁、龜井久興、向
川共四位議員，在台北校園恭請張創辦人主持中日外交關係研討會。（按佐藤

52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信二乃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之長公子，在日本國會為少壯派領導人，頗具政治
影響力）
4.八十一年三月二日邀請日本國際和平研究所副所長佐伯喜一博士、率領杉本孝
教授、岸本博之教授三人來所參加與政大國關中心合辦的中日關係研究會。
5.八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與日本近畿大學在台校友會合辦座談會，邀請帝塚山大
學伊原吉之助博士，研討「中日經濟之得失」。
八十一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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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台灣對啄木短歌的鑑賞」論文。
2.八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於國際會議廳舉辦「大阪APEC」問題座談會。
3.八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接待日本國際理解學會一行二十人，並於下午二時於台北
校園校友會館舉辦「教育當局對國際的理解與問題點」研討會。
4.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與日本淑德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5.獲日本交流協會提供赴日旅費，於八十五年二月一日至十四日該所甄選七位
一、二年級研究生，由林所長帶隊，赴日本筑波大學、東京大學進行為期兩週

1.邀聘日本帝京大學藤原勝彥教授為交換教授。

的專題研究，回國後每人都發表一篇小論文。對該所學生而言，可就近蒐集資

2.許慶雄教授接受國統會之委託，八十一年十月進行「談判技巧之研究」
。

料，解決國內日文資料不足之瓶頸，而且可與日本教授、學生交換研究心得，

3.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張炳楠所長率同本所教授前往日本東京參

有助於提昇研究生之學術研究水準。

加「二一世紀地方自治國際會議」，發表「台灣地方自治現況及其發展」論文。
八十二學年度
1.八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張炳楠所長應邀參加在北京舉辦的「基層選
舉之國際會議」，發表「日本與台灣地方自治選舉之比較」論文。
2.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張炳楠所長率領本所教授數人出席由大阪學

6.為推動國際化，八十五年二月起新聘日籍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為該所教授，係
該所創所以來首位聘請的外籍教授。
7.八十五年五月三、四日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亞洲太平洋時代之日本」國際
學術會議。邀請二十位國內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知名的學者蒞
校與會發表論文。

術交流協會與日本地方自治學會、日本自治省共同舉辦之「世界國際都市之發

8.黃銘傑副教授接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五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之委託進行

展與展望」國際會議，發表「國際都市高雄現況與南海圈」論文。

「機車行銷體系及銷售行為改正方案之研究」
。

3.八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與日文系假台北校園合辦「日華關係之未來展望」國際學
術會議。
八十三學年度
1.日本東京海上火災保險公司自八十三年至八十八年五年期間，每年訂閱三十萬
日幣之期刊雜誌供本所師生使用。
2.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邀請日本慶應大學山田辰雄博士蒞校演講「戰後日本
政治」。
3.八十四年二月七日，本所教授於敦化南路中日關係研究會會議室與中日關係研
究會會員聯合接待日本福岡九州產業大學師生十餘人，舉行學術交流座談會。
4.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與日本關係研究會、中華民國聯合國同志會聯合邀請日
本心話會會員，包括日本著名評論家加瀨英明教授及清水信次、山本善心教授
暨日本工商企業界社長等十八人來台舉行「中日關係研討會」，主題「亞洲經濟
圈的現在與未來」
。
八十四學年度
1.八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林丕雄所長應邀赴韓國參加「國際啄木學會韓國大會」，發

八十五學年度
1.該所提出「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案之「國際網路日文資訊工作站」，獲
得教育部補助五十萬元。
2.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許慶雄教授獲國科會補助參加於日本東京
舉辦的「國際比較憲法會議一九九六—人權之理想與現實會議」，發表「台灣憲
法體制諸問題」論文。
3.黃銘傑副教授接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七年度合作研究計畫之委託進行
「政府採購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性」之研究。八十六年五月接受經濟部中央標準
局之委託進行「類似商品認定標準」之研究。
4.八十六年四月八日，張瑞雄所長與許慶雄教授應邀赴日參加「香港歸還中國對
日本的影響」國際會議，許教授發表「香港歸還過程中台灣的觀點」論文。
5.八十六年七月八日至八月八日舉辦研究生暑期赴日研修活動，加強與國外學術
機構的學術交流活動。
八十六學年度
1.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假本校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化時代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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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
2.八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邀請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擔任為期九天的
特約講座課程「日本社會福祉概論」。
3.黃銘傑副教授提出「廣告法規之研究-法學與經濟學之觀點（一）」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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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元。
八十九學年度
1.八十九年十月十八至二十日由應日系主辦、日研所、日文系協辦，邀請平成大
學中村勝範校長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

獲得國科會補助二十三萬七千一百元；並接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八年

2.八十九年十月十九、二十日由日研所、俄研所、拉研所、東研所四所聯合主

度合作研究計畫之委託，八十七年五月起進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合理

辦，日文系、俄文系、西語系三系聯合協辦，假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市價』之認定標準」之研究，以及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之委託進行「著名商標認

「2000年亞太區域安全暨民主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所邀請日本北海道大學中

定基準」之研究。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七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劉長輝所長、馬耀輝助理教授赴大陸天津外國語
學院參加「第三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發表「日本文化思想與日語教學 ─
〈知性〉與〈實用〉
」論文。
2.張瑞雄副教授提出「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案之「日本社會文化之研
究」
，獲得教育部補助二十七萬元。
3.許慶雄教授提出「平等原則之研究—憲法解釋之基準」專題研究計畫獲得國科
會補助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元。
4.黃銘傑副教授提出「廣告法規之研究—法學與經濟學之觀點（二）」專題研究計
畫獲得國科會補助二十六萬五千元。
5.八十七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邀請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擔任為期一週的
特約講座課程「日本社會福祉論」
。
6.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台北市日僑工商會基金營運委員會委員長桑則夫（東京
三菱銀行支店長）來訪，觀摩本系所教學設備，並傳達該協會提供該系所八十
七學年度教學補助金訊息。
7.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九日邀請日本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擔任為
期三週的特約講座課程「戰後日本政治發展專題研究」。
8.提出設置在職生專班計畫，獲得教育部核准設立，八十八學年度開始招生。
八十八學年度

村睦男、常本照樹教授與會發表論文。
3.八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邀請日本堺市國際交流會會長加藤均博士蒞所作學術演
講，講題為「日本的地方自治與二十一世紀」
。
4.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日研所、日文系、應日系邀請元日本國立筑波大學
教授廣神清先生擔任「名人講座」主講人。
該所目前共有專任老師九人（所聘四人、系聘五人）、兼任老師四人、助理一人。
研究生一年級二十人，二年級二十二人，三年級十四人，四年級八人，在職專班一年級
十五人，二年級十五人，合計九十四人。畢業校友計二○七人，且多人赴日繼續深造攻
讀博士，其餘服務於國內外各行業，其中以教育界、商界為多，頗受好評，亦備受肯
定，諸如：第一屆所友林珠雪於八十二年三月取得神戶大學博士學位，返國任教於東海
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八十五年二月榮任東海大學日文系系主任。八十七年八月第二屆所
友劉長輝博士接任母校該所所長。第二屆所友馬耀輝於八十七年一月獲東京大學博士學
位返回母校任教於日文系、日研所。第五屆所友胡慶山於八十八年三月獲北海道大學博
士學位返回母校任教於日研所、日文系。
在培育學生方面，該所極力為同學爭取赴日研修機會，諸如：八十五年四月該所一
年級研究生林爾笠、陳淑玲獲得日本交流學會獎學金，二年級黃彥達獲得亞細亞大學交
換學生獎學金，赴日研修。八十六年九月二年級研究生陳麗婷赴日本淑德大學研修一
年。八十七年九月二年級研究生黃龍水赴日本淑德大學研修一年。畢業生楊武勳獲得教
育部獎學金赴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畢業生徐位瑾及二年級研究生林思敏獲得日本
交流協會獎學金，八十八年四月赴日深造。八十八年九月二年級研究生楊璧菁赴日本淑

1.八十八年六月錄取十五名在職專班第一屆研究生。

德大學研修一年。二年級研究生廖倫凱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研修一年。八十九年九月二年

2.八十八年十月六日至七日胡慶山助理教授赴大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參加「第

級研究生蔡碧月赴日本淑德大學研修一年。

三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發表「日美安保同盟新防衛合作指針

至於未來發展之目標為：

與台海關係—由國際法的觀點論之」論文。

一、持續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3.黃銘傑副教授提出「庫藏股法案立法過程之研究」專題研究計畫獲得國科會補

1.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蒞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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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積極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加強與國內外學術機構的學術交流。
3.開辦本所所友會獎學金申請並積極爭取國內外各項獎助學金，以嘉惠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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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外交、經貿等專業人才的主要學術機構。
該所目前共有專任老師六人（所聘四人、系聘二人）、兼任老師六人、助理一人。

4.舉辦研究生暑期赴日研修活動，加強與國外學術機構的學術交流。

研究生一年級十六人（含外籍生一人），二年級十七人（含外籍生一人），三年級十二

二、積極推動資訊化

人，四年級十一人（含外籍生一人），合計五十八人。畢業校友計九十人。除部分進修

1.獲得教育部補助成立日文網路資訊工作站，加強與國內外學術機構之聯繫工

外，均服務於國內各界，就業情況良好，其中以服務於外交部、新聞局、經濟部國貿局

作，將可大幅提昇本校與本所的學術地位。
2.舉行碩士論文中間發表會。為配合電腦資訊化時代的來臨，並規定碩士論文中
間發表會需以投影片或電腦方式作報告。

及商界為多。
茲條列該所創所以來歷年重要事蹟如下：
七十六學年度

3.安裝衛星天線，供學生收視日本及世界的最新資訊。

七十七年一月十八∼十九日，為配合世、亞盟「世界自由日活動」，該所與世、亞

4.積極與海外學術機構交換學術期刊。

盟分會及中國總會聯合在台北校園舉行第一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中南

5.編纂所簡介，加強對外宣傳。

美洲當前之政經情勢」為主題，會中並發表三十二篇論文。

三、積極籌劃成立博士班，培育更高層次之日本區域研究人才。
茲臚列七十二年以後之歷任所長於下：
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陳伯陶

72.8--75.7

許慶雄

75.8--79.7

張炳楠

79.8--81.7

林丕雄

84.8--85.7

張瑞雄

85.8--87.7

劉長輝

87.8--迄今

五、拉丁美洲研究所
本校對拉丁美洲研究向來極為重視，早在五十一年在外文系有西班牙語組的設置，
六十一年改制為西班牙語系，後來在七十年成立區域研究中心，下設中南美洲研究室，
從事相關的專業研究，並多次舉辦有關中南美洲各方面議題的研討會。到了七十八年八
月，正式成立目前在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拉丁美洲研究所。有鑑於拉丁美洲為我國當
前外交重點區域，也是政府分散經貿市場政策的重鎮，自成立以來，拉丁美洲研究所即
致力於拉丁美洲區域研究與教學工作，教學首重理論與實務合而為一，除強化教學內
容，並鼓勵研究生多參與各種學術研討會之籌備與接待外賓等事務，培養學生外語能
力，並提供接觸外交與學術事務之機會，使學生能及早開始將來從事外交等公職之準
備，每年皆有多名研究生及畢業生通過外交領事人員與新聞人員之考試，成為我國培育

七十八學年度
1.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七十八年八月由熊建成博士接任所長。
2.舉辦西班牙籍文學家一九八九年諾貝爾文學得主Camilo José Cera作品座談會。
七十九學年度
1.八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假台北校區舉辦第二屆拉丁美洲學術研討會，主題為：
「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現況及與我國之關係」
。
2.八十年四月，配合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紀念，特舉辦中華民國第三屆拉
丁美洲學術研討會，共二十六國百餘位學者、人士與會，發表論文四十九篇。
3.舉辦墨西哥籍一九九○年諾貝爾文學家得主Octavio Paz作品座談會。
八十學年度
為配合紀念哥倫布發展新大陸五百週年，八十一年四月十六∼十八日該所舉辦「中
華民國第三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國與會學者以「拉丁美洲現在情勢與
未來展望」為主題，發表四十七篇論文。
八十一學年度
1.八十一年召開「中拉經濟學術研討會」
。
2.八十一年十一月卅日假台北校園舉辦「一九九二年中華民國中南美文化週」，活
動包含開幕酒會、「認識中南美洲座談會」、「中南美文物展」、「拉丁美洲之
夜」以及「中南美洲電影欣賞」等。
八十三學年度
1.聘請哥斯大黎加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蘇維里（Willy Soto）博士前來擔任專任副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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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十三年七月一日至二日本所與哥斯大黎加大學合辦「第四屆拉丁美洲學術研
討會」，會中王秀琦博士並以「七○及八○年代間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經貿關係」
為題發表論文。
3.八十三年十月至八十四年六月，該所王秀琦教授獲教育部委託，進行「拉丁美
洲研究核心課程教材」研究案。
4.自八十三學年度起，該所選派研二同學二至三名前往姐妹校墨西哥之墨西哥州
自治大學（L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éxico）修習一學期學分，由
周昭芬及謝富旭二位同學為代表，修業期間自八十四年三月至八月。
5.八十三年十一月六日該所為配合校慶慶祝，假本校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中華
民國與拉丁美洲座談會」，邀請薩爾瓦多大使、巴拉圭共和國大使暨夫人、多明
尼加共和國公使、巴拿馬共和國商務代表以及中華民國貿易協會秘書長韓松林
先生前來參加。
6.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邀請外交部中南美洲青年領袖友好訪問團（由中南美各
國青年代青組成，約卅人）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座談會，並採即興發問，中
南美洲青年領袖與拉研所學生針對雙方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面對面討
論。
7.八十三年十二月三日，該所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交流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535

回顧與展望」。
八十四年五月九日：邀請墨西哥辦事處簽證事寧耀Eduardo Ni ~
no先生演講：
「墨西哥文化與風俗」
。
八十四年五月十七日：邀請墨西哥辦事處主任Garbriel Rosales先生演講：「墨
西哥之政經概況」
。
八十四年五月廿五日：邀請智利拉丁美洲社會科會研究員Francisco Rojas演
講：「拉丁美洲區域安全」
。
12.八十四年六月廿五日至廿八日該所主辦「第七屆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國際學術
研討會」
。
13.該所熊建成博士參加「今日克羅西亞扎布克拉丁美洲會議」，並發表論文─「拉
丁美洲農業改革」
。
八十四學年度
1.八十四年九月卅日，該所熊建成博士參加「紀念鄭和誕生五百九十周年國際學
術會議」
，發表論文「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比較研究」
。
2.該所宮國威教授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獎勵，進行「開發中
國家區域政經統合之發展：東南亞國協與拉丁美洲區域統合組織之比較研究」
研究案，自八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八十六年九月卅日。

座談會」，邀請哥斯大黎加共和國駐華大使、巴拉圭共和國大使暨夫人、多明尼

3.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該所熊建成博士參加「華府國建聯誼會一九九五年學

加共和國公使、海地共和國駐華大使、巴西商務中心代表、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從學術眼光看大陸政策」；並赴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專題

秘書、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余玉照處長、外交部中南美司陳顯祥參事、外交部駐

演講，講題為「中國人在加勒比海地區角色之研究」
。

阿根廷前代青王允昌先生前來參加。
8.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本所邀請委內瑞拉教育委員會主席Luis Manuel Penalver
Gómez前來介紹委內瑞拉教育狀況，並提供獎助學金之資訊給予學生，期使未來
雙方能有學術之實質交流。
9.八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該所邀請瓜地馬拉外交部次長Salomon Gohen Orantes進行
專題演講，闡述瓜地馬拉對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之支持。
10.八十四年一月廿∼廿一日，為慶祝本校與哥斯大黎加締結姐妹校十週年紀念，
該所與哥斯大黎加大學合辦「中華民國第四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地點
為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各與會學者以「拉丁美洲與亞洲之關係，置重點於太平
洋盆地」為主題共發表十二篇論文。
11.自八十四年五月一日起舉行一系列專題演講：
八十四年五月一日：邀請富達基金會襄理王進彰先生演講：「拉丁美洲股市

4.選派研二同學林淑珍、顏佩如及王芝琪赴墨西哥州自治大學擔任交換學生，修
習期間自八十五年三月至八月。
5.八十五年四月四日，該所熊建成博士參加「第五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國
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拉美暨加勒比海地區人文科學研究」
。
6.八十五年五月，該所宮國威教授參加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主辦之「歐洲聯
盟：理論與政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歐洲聯盟與拉丁美洲關係發展之研
究」
。
7.八十五年六月廿一日，該所熊建成博士參加「第四屆亞洲西語學者國際學術會
議」
，發表論文「西語雙向教學法之分析研究──以台灣為例」
。
八十五學年度
1.聘任哥斯大黎加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蘇維里（Willy Soto）博士為交換教授，聘期
自八十五年九月至八十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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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十六年一月，該所熊建成博士、王秀琦博士、白方濟博士赴智利參加「第八

7.為加強中華民國學界與政界對拉丁美洲國家之認識，於八十七年五月召開「中

屆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熊建成博士發表「拉丁美洲與東

華民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座談會」，邀請多名國內相關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分別

亞現代化比較研究」專題演講，王秀琦教授發表論文「中美洲整合及中美洲與

就中拉之外交與經貿關係，與該所師生充分交換意見。

臺灣關係之展望」
。
3.該所邀請莫斯科拉丁美洲研究所Alejandro Sisonenko博士蒞校淡江講座，並發表
三場演說：「俄羅斯與拉丁美洲關係之形成：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蘇
聯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之發展一九一七—一九九一」；「現階段俄羅斯與拉丁
美洲關係（九○年代）——俄羅斯與拉丁美洲在太平洋」
。
4.研二同學石雅如、朱佩如、張政維共三人赴墨西哥之墨西哥州自治大學擔任交
換學生，修習期間自八十六年三月至八月。
5.八十六年六月六日至六月七日，於淡水校園舉辦「中華民國第五屆拉丁美洲國
際學術研討會」，主題為「拉丁美洲與亞洲太平洋地區合作關係與未來發展之展
望」，邀請國內外研究拉丁美洲領域之十二名學者發表論文，國內、外學者專家
共計一百人參加此次研討會。
八十六學年度
1.八十六學年度本所邀請姐妹校墨西哥州自治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莫沙姆博士（Dr.
Edgar Samuel Morales Sales）為交換教授。
2.自八十六學年度起該所入學新生起開始實施論文大綱審查制度，以提昇該所研
究生之碩士論文更具學術水準。

8.八十七年七月該所熊建成教授提出行政院國科會主題研究成果報告「當代中共
拉丁美洲外交政策之研究」。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該所邀請姐妹校墨西哥州自治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莫沙姆博
士（Dr. Edgar Samuel Morales Sales）為交換教授，下學期則聘請墨西哥國立自
治大學（L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施曼拉博士（Dr. Manolo
Sepulveda Garza）為交換教授。
2.八十七學年度招收加拿大籍外籍生吳育仁乙名前來研讀。
3.八十七年九月，該所熊建成教授參加於墨西哥舉行之「第五屆拉美學術會議」，
發表論文「美西戰爭一百週年其成因及影響」
。
4.選派研二同學洪培舜、林彥君、謝淑慧共三人赴墨西哥州自治大學擔任交換學
生（八十八年三月至八月）。
5.八十八年四月，該所熊建成教授參加於以色列舉行之「第九屆拉美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當代拉美移民問題研究」
。
6.配合該所成立十週年所慶，八十八年五月廿至廿一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中華民國第六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拉丁美洲與台海兩

3.該所宮國威教授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一九九七年），進行「由南錐共

岸之互動關係」，會中發表論文十四篇，邀智利大學校長、外交部歐鴻鍊次長及

同市場到南美洲共同市場——拉丁美洲區域整合策略與發展趨勢研究」研究案。

張紘炬校長致開幕詞，並獲連戰副總統頒賜書面賀詞。會中校長張紘炬博士並

4.八十六年九月，該所宮國威教授參加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之「世界新格局與兩

與智利大學校長簽訂聯合聲明，展開雙邊學術合作協定之締約程序，同意儘速

岸關係」學術研究會，發表論文「拉丁美洲區域整合經驗看兩岸經貿合作策
略」。
5.選派研二同學朱永祥赴墨西哥州自治大學擔任交換學生（八十七年三月至八
月）。

完成其之簽署並付諸施行。
7.該所王秀琦教授接受工業局「對外工業技術合作計畫」之委託，進行「多明尼
加政治社會概況研析」研究案。
八十八學年度

6.八十七年五月初邀請巴拉圭外交部政治顧問Dr. Enrique Ibarra de Robert Cabezudo

1.該所自八十八學年起，即增加招收兩名非西語系學生、三名在職生之名額，使

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主題為「以拉丁美洲觀點探討現階段與未來資本主義在

得各界從事拉丁美洲區域相關工作者，有進修之管道，該所並計畫視招生情

開發中國家之發展」，進行三場演講，講題分別為：「以拉丁美洲觀點來探討與

況，自九十學年度起，將在職生名額增加至六名，使在職生與一般生招收名額

分析當代本主義在核心國家的發展概況以及邊陲國家的回應」；「在全球化與

達到１：２之比例。

世界化趨勢中，資本主義在核心國家現階段之發展及邊陲國家的回應」；「邁
向南美地緣政治中心之戰略藍圖：從巴拉圭到玻利維亞」
。

2.該所為配合學校政策，向來積極推動全方位國際化，除多次聘請姐妹校墨西哥
之墨西哥州自治大學（La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Mexico, U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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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教授前來擔任專任教授，並鼓勵研二學生前往該校修習學分。自八十八學

行，會中邀請台灣、日本、哥斯大黎加、俄羅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學者

年度起，該所更將學術交流的觸角延伸至南美洲，八十八學年度聘請阿根廷貝

共十五人發表論文，共分為五場論文發表會，同時並請台灣學界各專家學者共

爾格拉諾大學（La Universidad de Belgrano）的教授韋淑珊（Susana N. Vittadini

十五人在論文發表後分別進行評論；十月十九日開幕式當天張校長紘炬到場致

Andres）博士前來擔任專任副教授，更促成本校與智利大學（Universidad de

開幕辭，隨後並請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召集人張旭成先生演講；十月二十日論文

Chile）簽定學術合作協定，締結為姊妹校，可預期的是該所與中、南美洲各大

發表會結束，由國際研究學院魏萼院長主持圓桌討論會，就大會主題各與會學

學的交流將更加廣泛而頻繁。

者充分交換意見，下午五時為期二天的研討會圓滿閉幕。

3.八十八學年度招收阿根廷籍外籍生柯妙婷乙名前來研讀。
4.八十八年八月宮國威所長提出國科會委託研究案成果報告：「由南錐共同市場
到南美洲共同市場－拉丁美洲區域整合策略與發展趨勢研究」
。
5.八十八年十月該所宮國威所長參加於上海舉辦之「第二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
係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拉丁美洲區域整合之發展趨勢」
。
6.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該所熊建成教授參加古巴哈瓦那大學與世界海
外華人研究學會主辦「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海外華人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
文「Sources for Conducting Resarch o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Latin America」。
7.八十九年一月，宮國威教授獲總統府委託，進行「中美洲經濟發展前景之研究」
研究案，並赴中美洲各國實地考察、訪問。
8.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邀請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阿爾華雷斯先生（Oscar Alvarez
Araya）前來擔任「特約講座」主講人，主題為「拉丁美洲民主化與選舉」
。
9.八十九年三月至八月，選派研二同學潘麗雯、韋天翔共二人赴墨西哥州自治大
學擔任交換學生。
八十九學年度
1.八十九學年度，該所白方濟教授研究計畫「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國際關係之經濟因素研究」獲國科會補助，計畫期限自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至九
十年七月三十一日。
2.八十九學年度聘請阿根廷貝爾格拉諾大學（La Universidad de Belgrano）的韋淑
珊（Susana N. Vittadini Andres）博士前來該所擔任專任副教授；八十九學年度第
二學期將聘請靜宜大學專任副教授沈拉蒙（Ramon Santacana Feliu）博士前來擔
任兼任副教授。八十九學年度該所共計聘有三名外籍教授任教。
3.八十九學年度招收阿根廷籍外籍生方友君乙名前來研讀。
4.八十九年九月，該所熊建成教授赴法國馬賽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
5.八十九年十月十九∼二十日，該所與東南亞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及俄羅斯研究
所合辦之「二○○○年亞太區域安全與民主化國際研討會」假覺生國際議廳舉

6.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該所邀請姐妹校哥斯大黎加大學前政治系主
任Marienela Aguilar Arce教授擔任名人講座主講人，講題為「中美洲民主制度之
發展」，講座由宮國威所長主持，該研究生逾二十名前往聆聽，並與Aguilar教授
就演題內容進行討論。
7.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至十日，該所熊建成教授參加尼加拉瓜國立自治大學主辦
之「第七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研究學會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祕魯千禧
年總統大選與民主化危機」。
茲臚列創所以來歷任所長於下：
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熊建成

78.8--82.7

白方濟

82.8--84.7

王秀琦

84.8--86.7

宮國威

86,8--迄今

六、俄羅斯研究所
該所奉教育部於七十九年九月核准成立，為國內第一所研究蘇聯問題的研究所，是
本校全球區域性研究的第六個研究所，於八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更名為俄羅斯研究所。
該所在國內各大學系所中具有相當的特色，為國內研究俄羅斯及獨立國協第一個並
最有基礎的學科整合研究所。在俄羅斯及蘇聯的歷史基礎上，深入研究俄羅斯及獨立國
協其他各國之政治、社會、經濟、外交與軍事各方面之狀況和發展，進而探討目前俄羅
斯、獨立國協與世界各國之關係，並著重研究中俄雙方合作互惠，培養精通俄情人才，
提供政府及國人正確的俄羅斯資訊和溝通方向。
該所之招生來源不限定俄文系畢業，為提高俄文水準，要求非俄文系畢業之研究生
必須修習俄文六學分，或通過俄文學科考試，方可畢業。俄文系畢業同學必須選修一門
以俄文為語言授課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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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所對於碩士論文品質之要求相當嚴格，學生在正式提出論文口試前須經指導教授
審核大綱或建議補修基礎學科，並通過學科考及論文預審始可提正式口試。
俄研所位於淡江大學驚聲大樓九樓，現有所長室一間、辦公室一間、教師研究室三
間、圖書資料室一間。圖書資料以每學年透過圖書館介購方式為主，並存放俄文報紙
【消息報】一份於所上，大部份的圖書及期刊存放於圖書館，所內資料室圖書量逐年擴
充之中。
該所畢業學生除可參加公職考試，至外交部等政府機構貢獻所長外，台灣官方、民
間與俄羅斯的頻頻接觸，在經濟、文化、外交、教育、政治、學術研究、外貿、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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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副所長米亞斯尼科夫、俄國國家電視台特別節目部主
任塔夫羅夫斯基，外交部部亞西司羅致遠司長並親臨致詞。本會議獲外交部、
新聞局等校外單位補助，論文集已出版。
八十二學年度
八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舉辦「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回顧研討會」，與會俄國學者包括
蘇聯前駐北平總領事列達夫、俄國科學院遠東所研究員維納格拉多夫，本會獲外
交部新聞局等校外單位補助，論文集已出版。
八十三學年度

大眾傳播等方面呈現相當樂觀的遠景。現任職於外交部校友計有第一屆陳瑩莉、喻旭

八十三年十一月邀請俄羅斯科學院齊赫文院士蒞校講座，其為俄羅斯漢學界國寶

民，第二屆張秀滿、劉恩澤，第四屆王金蘭。

級大師，並兼任歷史學會會長，演講題目為中蘇外交關係（1932-1950）
。

資訊化方面，電腦均安裝俄文軟體，並透過學術網路連線，供師生查詢研究資料，

八十四學年度

並和全球研究俄羅斯領域機構進行討論，而本所國際會議國外學者論文亦透過網路迅速

1.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二、二十三兩天舉辦「俄羅斯亞太經濟科技合作國際研討

傳送至所。由劉克甫教授領軍之「蘇俄與中國外交關係之學術網路」資料庫，承中研院

會」，與會學者包括俄國對外經濟貿易研究所長西達亮、俄國國家投資公司副董

近史所、外交部、國民黨黨史會提供外交資料，已於八十八年三月開放使用，是國際上

事長伏爾曼諾夫等五人，本次會議獲教育部、外交部、國科會、新聞局等校外

第一個研究本主題之網站。

單位補助，論文集已出版。

在推行國際化工作上成績斐然，自專任師資多為俄國學者，至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短
期講學、定期召開國際會議、和國內外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教師出席國際會議及研

2.楊棨所長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簽訂合作協議
書，同意互相派遣研究生到對方進修。

究生出國加強語文蒐集論文寫作資料上，均行之多年且頗有建樹。以下就重要活動分述

3.歐安得副教授於八十五年九月於西班牙參加第十一屆漢學家會議，發表論文

之：

「中國大陸的鄉鎮企業發展是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
。

七十九學年度
八十年一月九日招待莫斯科市議員訪問團一行九人，並於台北校園四樓與師生進
行座談會。
八十學年度
1.該所與亞盟秘書處、中華民國海線交通安全研究會於八十年十月十一日合辦
「美蘇最近核武裁減行動對中共之影響研討會」
。
2.八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協助本校國交會與俄羅斯國立遠東大學簽訂姐妹校合約。
八十一學年度
1.與亞盟秘書處、亞洲與世界社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辦「中俄關係新階
段研討會」共有十多位國內外學者參與討論。
2.八十二年五月二十日邀請國內專家就「從錢復『南聯北進西和』策略看如何增
進與俄羅斯關係」進行座談。
3.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辦「俄羅斯與台海兩岸關係研討會」，與會俄國學者包

八十五學年度
1.為提高兩岸共同研究俄羅斯之成果，邀請上海華東師大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倪
家泰博士來校短期講座，時間為85年11月至86年2月，講題為「國際格局的轉換
與俄羅斯的經濟與外交」。
2.應日本「東南亞少數民族文化的政治經濟學研討會」主辦單位之邀，劉克甫教
授於八十六年二月發表社會改革與民族問題論文。
八十六學年度
1.八十六學年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與本校俄研所交換一名學生，本所楊立偉同學
至亞非學院修習俄文及寫作論文，亞非學院經濟系學生保爾在國貿、經濟系選
讀學分，並加強中文，二位學生均有豐碩的收獲。
2.歐安得副教授於八十六年十月至北京參加第二十三屆世界人口討論會，發表論
文「Labor Force from China into the Russian Far East：Possibilities for Immigration
Nowadays and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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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華東師大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倪家泰博士再度於八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來校短期講座，講題為俄羅斯外交政策研究。
4.八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招待俄國科學院資深學者訪問團，與師生座談。
5.劉克甫教授應邀參加八十六年十二月於大陸西寧舉行之「中國民族理論」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由現代民族理論看中華民族」
。
6.彼薩列夫所長應義大利威尼斯大學之邀，於八十七年五至六月做一個月短期講
學，講題為「中國與遠東二十世紀的國際關係歷史」
。
7.八十七年五月劉克甫教授參加大陸廣西舉行之「國際漢民族研討會」，發表論文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543

史上的地位」研討會，發表論文：中華民國政府及農民政策。
八十八學年度
1.八十八年十月由本校國際學院安排前往上海參加第三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
係研討會」
，發表「南斯拉夫危機與俄國之選擇」論文乙篇。
2.前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院長潘瑟夫博士等人，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四日來所參
觀並和學生座談，針對研究生經常前往俄國蒐集資料，如何使用檔案館，提供
非常詳實之介紹。
3.俄研所招生十年，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式成立所友會，邀請五位歷任所

「俄羅斯研究漢族民族學之概況」
。

長蒞臨致詞，並與畢業生團聚，會中通過組織章程，遴選出第四屆所友陳昱安

8.劉克甫教授在國科會補助機票，本校學交會補助生活費，於八十七年六月十八

為會長。

至二十四日，前往德國參加「中國彝族社會改革及民族意識之增強會議」，發表

4.配合俄羅斯新任總統普丁五月就職，於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邀請國內相關領域

「中國西南彝族自稱與認同意識」論文。

學者，舉辦「2000年俄國總統大選與俄國民主未來」座談會，就政治、法律、

9.該所專任教授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楊棨陪同林校長率領之本校一級主管於八十

經濟、外交各層面，展開廣泛的討論。

七年七月出國，協助與烏克蘭基輔大學簽訂姐妹校合約。
八十七學年度
1.針對俄國金融危機於八十七年九月十九日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就「俄羅斯金融
風暴對國內外政治之影響」進行座談。
2.八十七年十月聘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潘大渭博士，來校做為期三個月短期
講學，講題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問題」
。

5.馬良文教授在本校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安排下，於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至十八日，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漢學學院，擔任論文發表人，發表論文：熊十力
的哲學評價，及一場演說，題目：莊子「協調」的概念。
八十九學年度
1.馬良文教授於八十八年八月參加莫斯科所舉辦之「索羅尾夫及其哲學遺產會
議」
，發表「新斯拉夫派思想的重評價」論文。

3.彼薩列夫所長、劉克甫教授於八十七年十月前往德國參加「中國革命研究研討

2.研究生王智仁同學獲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於八十九年七至八月前往北京，接

會」，各發表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黨土地問題理論比較及蘇俄與孫中山（1917-

受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薛銜天教授指導，寫作論文「清代內閣俄羅斯文館之研

1923）二篇論文。

究」
。

4.姐妹校遠東大學商管學院院長別洛烏索夫博士應林雲山校長之邀於87年11月來校

3.八十九年十月十九、二十日本所與日研、拉研、東研四所合辦「2000年亞太地

淡江講座，由本所負責接待，講座題目為「俄羅斯加入亞太地區國際安全體制

區民主化與區域安全問題」研討會，本所邀請莫大亞非學院副院長卡爾涅夫博

方案」等三題目。

士、匈牙利歐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卡爾波夫博士等人發表論文。

5.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舉辦「莫斯科、北京、廣州：蘇俄與中國早

4.慶祝俄研所十週年所慶，由所友會主辦、俄研所協辦之所友聯歡茶會於十一月

期外交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外國學者多為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及東方

十一日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行，會中除邀請師長、校外來賓致詞，並有

所學者，本次會議獲教育部、外交部、國科會、新聞局等校外單位補助。

摸彩活動，所友會並致贈「陶鑄群英」銅牌送所留念。

6.由世盟總會張建邦理事長邀請之俄國亞可夫列夫院士演講，於八十八年四月二

該所鼓勵研究生多利用寒暑假前往俄國莫斯科大學、聖彼得堡大學、俄羅斯科學

十一日於台北校園舉行，俄研所除協助行政支援，劉克甫教授並擔任即席翻

院、普希金學院、美國、中國大陸、哈薩克、日本、英國等進行短期遊學，蒐集論文資

譯。

料或進一步加強俄文，以提昇學習能力。

7.彼薩列夫所長前往義大利，參加八十八年六月底「中華民國在二十世紀中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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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臚列創所以來之歷任所長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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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貿等四大部份，亦於每學期安排一門講座課程，邀請各領域專家前來演講。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學術活動交流

李齊芳

79.8--80.7

為落實本校國際化、未來化、資訊化三化政策。該所不定期舉辦各項議題之國際性

戴萬欽

80.8--83.7

學術研討會、演講及座談會，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與專家蒞臨演講，獲八十六

楊

棨

83.8--85.7

學年度大陸委員會第二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民間團體評定為學術類「優良績效

劉克甫

85.8--86.7

獎」。及八十八學年度大陸委員會第三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民間團體評定為學術類

彼薩列夫

86.8--迄今

七、中國大陸研究所
中國大陸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正式招收第一屆研究生。為因應兩岸交
流現況，以培養從事大陸及兩岸文教、經貿事務之專業人才為宗旨，並與學術界、實務
界密切交流，其透過學術交流活動，達成學術教學與實務結合的目標。

「優良績效獎」
。
舉辦之學術交流活動茲列敘如次：
八十二學年度
八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五日舉行「第一屆海峽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大
陸學者二十多人參加，共發表三十篇論文。
八十三學年度

為貫徹教育部高等教育回流計劃之政策，實現終生學習之教育理念，開啟大學研究

1.八十三年十月十九日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之研究員鄭英滔、庾

所之多元入學管道。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奉准成立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招收十

德昌、杜志雄、張軍等四位學者，舉辦『兩岸未來發展座談會』，由張五岳副教

五名。八十九年則增額錄取二十五名。

授主持。

在課程安排上，按研究方向不同，分成文化教育組及經濟貿易組兩組。課程安排上
包含文化教育類、經濟貿易類及法律政治類三大方面。
1.『文化教育』類

2.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由楊開煌及張五岳教授主持大陸學
者座談會。與會出席有上海台灣研究會會長郭炤烈、歷史學者章念馳及經濟學
者嚴安林等三位學者，與同學們做熱烈討論。

包括大陸義務教育研究、兩岸文化教育實務研究、兩岸流行文化比較、兩岸影視傳

3.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於淡江大學淡水校園舉行，一九九五第一屆「兩岸關係

播比較、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研究、大陸廣電媒介研究、大陸文教論文批判、中國大陸文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邀請文化大學大陸所、中山大學大陸所、政治作戰學校

化研究，內容涵蓋兩岸教育、文化、傳播之理論與實務為主。

等校同學發表論文、評論論文與交換意見。

2.『經濟貿易』類
包括兩岸經貿實務專題講座、大陸對外貿易研究、中國大陸的市場與外商投資、全
球行銷管理研討、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專題研究、中國大陸貨幣金融專題研究、大陸財政
專題研究、中國大陸經貿實務專題講座。內容涵蓋兩岸經濟、貿易理論及實務、外商投
資、金融貨幣、講座課程為主。

4.八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至十八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舉行，「海峽兩岸經貿交流
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與商學院協辦。由實際從事經貿之學者專家聯合參與學術
會議，大陸與會專家共十六位，發表十六篇論文。
八十四學年度
1.八十四年七月至八月由張五岳副教授帶領本所二十五名同學，應北京中國人民

3.『法律政治』類

大學之邀，赴大陸進行一個月之文教與經貿實習課程，並進行實地田野研究、

包括兩岸經貿法律問題研究、兩岸行政管理之比較研究、中共第三代政治制度研

蒐集資料。

究、台美中三國關係研究、兩岸關係與談判研究、中共領導人物與政治發展、分裂國家

2.八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中華發展基金會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參訪研究案。

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兩岸政經專題研究。內容涵蓋大陸暨兩岸之法制現況、政治情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班研究生董曉遠、陳宏曲，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及法律問題為主。

投資經濟研究所研究生許小軍等三位來台從事學術研究四個月。

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擬規劃一些理論與實務結合之課程，分為概論、文教、法

3.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舉行，「兩岸教育與律師法制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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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研討會」。並邀請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懷效峰、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長宮曉
冰及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秘書長楊金國等三人來台參訪。
4.八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舉行，「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邀
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郭震遠、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國賢
蒞校參訪。
5.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於台北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第二屆研
究生兩岸關係論文發表會」，共計發表論文十一篇（含本所同學發表之五篇論
文）。
八十五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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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於台北深坑舉行，「兩岸關係研究課程教學研
討會學術研討會」，邀請各大專院校開設兩岸關係課程及大陸問題研究課程之教
師與有關中國大陸研究所相關系所研究生、學者共同參與，共發表八篇論文。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七年七月至八日安排本所研究生二十一人，赴大陸北京大學進行畢業實習
活動。
2.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舉行，「第二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
關係學術研討會」，有大陸學者十一位及台灣地區學者二十多位參加，共發表十
六篇論文。

1.八十五年七月至八月由張五岳副教授帶領本所同學，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及上

3.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邀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及教授都

海財經大學之邀，赴大陸進行畢業實習課程，並進行田野研究調查、蒐集資

淦、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員會綜合處副處長及四川大學副教授周瑋，來所演講，

料。

講題為：「從辜汪會晤與汪道涵訪台看兩岸關係」
。

2.八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邀請北京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學者沈
衛平、辛旗、鮑立銜、尹斌等四位大陸學者來校演講。
3.八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邀請北京全國台灣研究會學者來校參加『中國大陸的文
教及經貿問題座談會』，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張萬欣、聯絡部副主任李國林、
助理研究員張黎宏、首都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世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會
研究室主任吳喜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成勛等六位學者，與
本所師生座談，主題為：中國大陸經濟問題。

4.八十八年六月十七日，邀請浙江台灣研究院顧問陳文韶、浙江台灣研究會副會
長金闖禮、浙江大學金融與經貿學院常務副院長史晉川、浙江大學金融與經貿
學院金融系副主任黃燕君、浙江台灣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周麗華、浙江台灣研
究會理事黃巧靈、浙江台灣研究會理事周建雄等七位學者，與同學進行座談。
八十八學年度
1.八十八年七月至八月安排本所研究生二十三人，赴大陸北京全國台灣研究會進
行畢業實習活動。

4.八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於淡江大學淡水校園舉行，「兩岸大學院校研究生教育學

2.八十八年十月二至五日於上海舉行，「第三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

術研討會」，與福建教委會主辦，華芳文教基金會協辦，共發表十三篇論文。並

會」。討論主題為『跨世紀國際關係與兩岸』。共有大陸學者二十一位及台灣地

邀請『福建省高等學校研究生教育管理委員會』組團來臺。

區學者十四位參加，發表十六篇論文。

八十六學年度
1.八十六年七月至八月由張五岳副教授帶領本所研究生二十七人，赴大陸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畢業實習活動。
2.八十六年九月九日至十五日於上海舉行，「第一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
研討會」
，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協辦，共發表十六篇論文。
3.八十六年十一月至八十七年一月邀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倪家泰前來本校擔任講座課程。

3.八十八年十一月至八十九年一月，邀請『上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盛九元副
研究員』講學，並至各學術單位進行參訪及座談。
4.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邀請北京大學楊紫烜、李如英、甘培中、張守文等
四位學者來所進行座談，分別就講題為「大陸經濟法制專題座談」，與所內研究
生進行討論與交流。
5.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二日，邀請邀請上海社科院亞太所周建明所長及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所黃仁偉教授來台進行參訪及學術交流活動。

4.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邀請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

6.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六日，邀請上海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朱馬杰、楊

主任殷存毅、研究員黎泉興、高群服及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許鐘萍等四位學

潔勉及上海台灣研究理事張偉棟先生等三位學者來台進行參訪及學術交流活

者來台與各學術單位學者專家交換意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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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十日，邀請北京聯合大學徐博東教授來台參訪及
學術交流活動。
八十九學年度
1.八十九年七月至八月安排本所研究生二十七人，赴大陸北京大學法學院進行畢
業實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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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效果。
師資、研究生、設備方面：
該所目前專任師資八名（皆具有博士學位、二位教授、餘皆具副教授資格），兼任
師資七名（四位教授，三位副教授），訪問研究員一名。為提高教學品質、強化師資，
增強課程之多元化，將持續延攬產官學界知名教授及專家前來授課。

2.八十九年十月十五至二十四日邀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施岳群教

研究生實習方面：目前與國泰人壽大陸市場發展室簽定實習合約，由經貿組同學至

授、美國室主任楊潔勉教授、上海市台辦室主任仇長根先先生等十三位學者來

國泰人壽工讀，每一梯次二名，為期二個月。藉此瞭解企業赴大陸投資的實際運作情

台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活動。訪台期間至台灣綜合研究院、兩岸交流遠景基金

形，並吸取實務工作經驗。

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學術單位進行拜訪及意見交換，同時也更進
一步瞭解台灣社會的現況。
3.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由國際研究學院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聯合舉辦--第四屆

畢業生方面：目前已有七屆畢業生，多任職公務單位，或中小企業從事大陸事務相
關性質工作；亦有多人繼續深造，攻讀其他相關之博士學位。為增進畢業生與在學同學
及師長之情誼，於每年六月舉辦所友會，達到學術、工作上互相照應，及經驗傳承。

「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邀請上海社科學者及台灣學者約四十位

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所友會成立大會，隨即召開

與會，發表十六篇論文。美研所李本京教授、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施岳群教

理監事會議，選出前台灣省警政廳的王一飛廳長擔任理事長，出九位理事、三位候補理

授、立法委員朱鳳芝女士及國際研究學院魏萼院長應邀擔任四場討論會主持

事、三位監事、一位候補監事。

人。會中就經濟發展、兩岸關係提出熱烈的討論，兩岸學者集思廣益，針對大
陸現況與未來提出看法。
4.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六日，邀請福建社會科學院楊華基副院長及福建
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吳能遠所長，來台進行學術參訪及交流活動。
5.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待大陸委員會主辦之香港大專學生台灣訪問團一
行84人，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與所內師生就目前兩岸三地情勢進行討論與交流。
自民國八十五年二月起延攬著名大陸旅美學者阮銘先生前來本校擔任訪問研究員，
進行研究、講學，增廣學術研究。
本所專任教授亦經常參加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術研討會或期刊發表論文，及向國
科會、公私機關爭取研究計劃案。
研究生畢業實習方面
該所並與大陸各重點大學及研究機構做定期之學術交流活動，自九三年班入學之研
究生即實施暑期赴大陸進行畢業實習課程，以代替學科考試。安排前往北京大學、人民
大學、西北大學、社科院台研所、廈門大學台研所、上海財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華
東師範大學等學術單位，讓研究生實地接觸大陸生活，並進行蒐集資料。
另自八十六學年度起，研究生須於畢業前一學期期末提出論文大綱，並經過公開、
嚴格的審查，通過後方能撰寫論文。在畢業論文口試前，舉辦論文公開發表會，期以公
開發表、開放答辯方式，提高同學之自我要求與充分表達之能力，以達到加強研究生學

八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假台北國賓飯店摘星樓舉行『1999淡江陸研所迎新、所
友、送舊、謝師餐會』，共有專兼任教師及同學一百多位參加。
八十九年六月十日，假台北國賓飯店樓外樓舉行「2000淡江陸研所迎新、所友、
送舊、謝師餐會」，共有專兼任教師、同學及新生們參加。隨即召開理監事會議，由國
民黨中央社會工作室朱甌主任擔任新任會長另選出十一位新任監事。
設備現有電腦、印表機、投影機、傳真機、電視、錄放影機、護貝機、錄音機等硬
體設備，電腦軟體數種，可連接學術網路之專用電腦圖書資料室一間，供研究生查詢資
料使用。另有歷年畢業生論文、大陸及兩岸關係之經濟、政治、法律‥等圖書、專業期
刊二十餘種及大陸報紙數份，圖書二千多冊，置於所辦及圖書資料室，供師生使用。
茲臚列歷任所長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黃天中

81.8－83.7

熊建成

83.8－85.7

張五岳

85.8－迄今

八、東南亞研究所
該所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一日創立，為全國第一個東南亞研究所。東南亞所成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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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係針對廿一世紀需求，全面整體性研究東南亞的政經社會、人文史地與國際關係、
對外戰略與區域安全，深入探討區域內外的互動，本所課程內容兼具理論與實務，研究
生將有系統地瞭解各國，同時配合政府「南向」政策與亞太營運中心計劃，推動台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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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陳芳雯、呂佳陵、陳怡蓉等數名同學赴新加坡蒐集論文相關資料。
4.第二屆研究生鄒雅惠同學於暑假期間赴菲律賓蒐集論文相關資料。
八十八學年度

東南亞關係。該所鼓勵學生學習東南亞語文，於畢業前赴東南亞各國著名大學，進行學

1.林若雩所長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擔任訪問學者。

術交流及考察訪問半年至一年。

2.聘請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博士後研究學者龔宜君博士至本所任教。
3.兼任副教授林長寬老師與本所第二屆研究生黃鈺翔同學於寒假期間赴印尼蒐集

八十五學年度
1.東南亞研究所正式成立，由林若雩副教授兼任所長。
2.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辦第一屆『南海戰略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會中
共發表六篇論文。

研究及論文相關資料。
4.第三屆研究生徐祖慧同學於寒假期間隻身前往馬來西亞進行田野調查、訪問當
地台商並蒐集論文相關資料。
5.八十九年五月十一、十二日（星期四、五）於覺生及驚聲國際會議廳與中研院

3.聘請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系高級講師麥留芳教授至本校任教。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及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共同舉辦「2000年台灣的東南亞

4.第一屆研究生賴岳燦同學赴越南國際關係研究院等相關機構蒐集論文資料、進

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發表論文共計四十八篇。

行學術研究，為期三個月。
八十六學年度
1.八十六年七月四日至五日舉辦『九七後海峽兩岸三地之關係』國際研討會，由
香港、美國、泰國及台灣等國內外學者共計發表十四篇論文。
2.林若雩老師接受國統會委託，於八十六年五月至八十八年四月進行「台灣的寧
靜革命」研究案。
3.林若雩老師進行國科會「馬來西亞與泰國留學教育之研究──亞太地區鄰近國家
留學教育之研究」整合計畫案。
4.林若雩老師接受經濟部工業局委託，於八十七年三月至十月與鄧玉英老師、顏
建發老師合作共同進行「東協四國政經變遷與台商投資策略之調整」研究計
畫。

6.第二屆研究生鄭安貴同學隻身前往泰國蒐集論文相關資料。
7.第一屆所友林宜慧同學赴東馬籌備論文出版事宜，第二屆研究生蕭靜淑同學同
行，蒐集論文相關資訊。
8.第二屆研究生蘇裕盛同學和第四屆研究生張書銘同學一起赴越南新順加工出口
區、駐胡志明代表處、新加坡工業區等機構參訪，蒐集論文相關資訊。
9.第四屆研究生章少棠同學隻身前往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曼谷大學參訪、蒐集相
關研究資料。
八十九學年度
1.聘請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林欽明博士至本所任教。
2.八十九年十月十九、廿日（星期四、五）與本校日研所、拉研所、俄羅斯所合
辦”Regional Secur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Pacific”Two Millennium

5.第一屆研究生張辰同學考取外交特考法文組，赴越南受訓一年。

Conference，來自日本、哥斯大黎加、俄羅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國學者與

6.第二屆研究生蕭靜淑、鄭安貴、黃雅蒂同學和暨南大學、東吳大學研究生一起

會，總計發表論文十五篇。

赴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訪。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八年二月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率團赴越南參訪，並與該國外交部國
際關係研究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2.第二屆研究生蕭靜淑同學及王祥雲同學赴馬來西亞當地家庭學習馬來文、進行
論文田野調查。
3.第一、二屆研究生張凱勝、葉銘三、徐鴻馨、黃雅蒂、周忠平、黃鈺翔、徐祖

該所成立迄今進入第五年，一路走來篳路藍縷，深感創業維艱，但仍期許能夠成為
亞洲第一流之東南亞區域研究機構，未來發展方向為：
1.定期舉辦學術會議及國際研討會。
2.與東南亞著名學術機構保持聯繫，尋覓姊妹校，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互
動。
3.延攬東南亞問題專家到校授課，以提升學術研究。
4.嚴格要求論文品質，鼓勵學生於國內外發表論文，積極參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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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設博士班，以健全東南亞區域研究體系。
茲臚列該所創立至89年之歷任所長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林若雩

85.8--迄今

九、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
為結合國際學院師資發揮教師之專長，研究各項有關國家安全問題，提供各界參
考，扮演智庫之角色。特成立「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
。
中心自成立以來，積極出版各項叢書，與舉辦各種研討會，探討現行內政、國際關
係乃至兩岸關係等議題，並接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委辦「國際貿易推廣研習
班」。旨在本著知識份子的良知，一方面檢討，一方面提出建言，希望能為我們生活的
這塊土地──台灣做點事情。
八十七學年度
1.八十八年四月廿日出版「世局與國情」第一冊。
2.八十八年六月三日舉行「國際關係論壇─跨世紀台美中三方關係之未來展望」。
參加座談教授為魏萼、阮銘、張五岳、陳一新、郭建中、李本京等。參加同學
研究生與大學部均有，是為本校創舉。
3.八十八年七月七日出版「世局與國情」第二冊。
八十八學年度
1.八十八年九月廿六日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從大地震看國情」研
討會。
2.八十八年十月卅日出版「世局與國情」第三冊。
3.八十九年四月四日出版「世局與國情」第四冊。
4.八十九年六月七日至二十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委託辦理「國防貿易
推廣研習班」，參與學員二十人，來自十二個國家。
八十九學年度
1.八十八年九月廿五日出版「世局與國情」第五冊。
2.八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世局與國情」第六冊。

第八節 技術學院
技職教育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一直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一九五○年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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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業結構尚處於勞力密集的生產階段，技職教育以招收國小畢業生就讀初職為主，
充分供應基層勞動人力；一九六○年代，鑑於國內產業結構逐漸轉向技術密集之需要，
為提高人力素質，配合國民義務教育實施，遂停辦初職，全力發展高職教育，並普遍興
辦專科學校，培育中級實用專業管理與技術人才；一九七○年代，又鑑於我國技術密集
已轉型成功，正邁向資本密集之型態，為就業市場培育高級管理人才，及提供商職與專
科學校畢業生再進修機會，成立第一所技術學院。
本校在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的導引下邁向第三波的經營，已繪出第二條曲線基
線。技術學院則在本校進入第三波（民國八十五年）時設立，亦即站在第二條曲線的基
線，使本校跨入技職教育的體系中。故該院為全國綜合大學第一所嚮應政府健全技職教
育體系（第二條教育國道之暢通）創設的技術學院。
未來十年，技職高等教育學士班學生數將增加六倍，共十六萬人，致教育部有意在
未來的十年使技職體系大學院校增為六十所。在此洪流下既是利基，亦面臨挑戰。
該院發展方針為本校之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政策，各系之課程規劃配合學
校三化政策，均衡發展，以培育專業實務人才為任務，重視專業理論與實作，課程將因
時代潮流而更新。且本校非技術學院有八個，歷史悠久，資源充足，承其支援，將可急
速發展，並加強在技職教育體系的競爭力。
各系之成立
該院於民國八十五年成立，設置企業管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及財務金融營運系
等三系，八十六年增設建築工程技術系、營建工程技術系及應用日語學系等三系。八十
八年二月各系更名為管理學系、國際企業經營系、財務系、建築技術系、營建系、應用
日語系。八十七年六月成立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
各單位之重大興革或活動：
一、八十五學年度單獨招生。八十六學年度起參加聯合招生。
二、自八十六學年度起參與每年三至四月由教育部主辦之「技職校院博覽會」展
出，與社會大眾作雙向溝通，使其了解技術學院之成立與發展特色，進而提高
學校知名度。
三、為響應學校之國際化政策，自八十七學年度起訂「應用日語會話」為全院必修
課程，並分組由應日系同學擔任各系同學之小老師，實施成效良好。
四、為貫徹理論與實務並重，著重實作與實習，加強產官學界交流，每系皆開設有
邀請各界精英蒞校演講之「專題講座」課程及到實務界實習之暑期實作課程。

55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五、本院自八十八學年度（2000）年起印製中、英、日文院簡介。
發展特色
該院發展方針為貫徹本校之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政策，各系之課程規劃配
合學校三化政策，均衡發展，以培育專業實務人才為目標，重視專業理論與實作，課程
將順應時代潮流而持續更新。且本校非技職教育學院之歷史悠久，資源充足，在相互結
合交流下，可藉以提昇該院在技職教育體系的競爭力。
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方面，以三化政策設計課程及顧客為導向實施教學，並引進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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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圓滿結束。
八、八十七年九月三日嶺東商專黎明董事長率校長、副校長等14人，及俄亥俄大
學副校長白禮恩（James C. bryant）博士和白麗瑩（Jean L. Bryant）博士蒞校
訪問，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九、八十七年九月七日至九月十二日蔡院長信夫率同應日系鍾芳珍主任、邱榮金老
師赴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視察應日系暑期實作學生在該大學研修情形，並洽商
雙方進一步學術交流合作計畫。

技職教育的培育方式，由學校與企業以雙軌職業教育方式，共同培育專業人才。因此，

十、八十七年九月八日至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與「財團法

該院在企業人才需求標準的條件下，培養兼具工作專業能力與素養的人力。並以「三明

人中華民國營造業研究發展基金會」合作接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研究計畫

治實習計畫」，讓學生一入學就可做好生涯規劃，然後依照培育計畫選課，並從事課外

－「輔導行業專業分包廠商提升競爭力」
。

實作。禮聘大公司之高級經理人為實務講座課程之教師，鼓勵實地觀摩，及安排實務時
事專題演講。多元化的教學、海外短期研習及企業實作，是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的主軸。
在招生方式方面，目前有二技聯招、甄試入學、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採多通路式
招收應屆及在職生。

十一、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接待大陸中國商業高等教育學會考察團蒞校訪
問，作學術交流。
十二、八十九年五月卅一日至六月四日蔡院長信夫應邀赴泰國參加第八屆亞太盆地
財務、經濟、會計暨第二屆東協十國商管學院院長國際聯合研討會。

在推廣教育方面，響應政府開放專科學校後畢業生之學習需求，該院將設推廣教育
班，班別將廣及學位班、學分及非學分之進修班，授課採校內、校外及遠距教學方式。

其他紀事

在構建實作及建教合作系統方面，在國內、美國、日本及大陸，與各該地學校及企

一、技術學院至八十九年九月止共計募款3,203,658.00元。

業機構共同培育專業實務人才，建立三明治教學之實作據點。另加強與企業互動，以科

二、共設有獎學金十六種，名額五十三名，每名壹萬元。

技整合方式進行資訊、商管與工程等議題之研究，俾提昇教學品質、學術研究及技術水

三、每學年皆以系為單位，為新生及轉學生各舉辦一次「院長邀約座談會」，由院

準之能力，特設置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積極推動經由該中心進行對外建立建教合作關
係。

長主持，和學生面對面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及對學校的建議。
四、自八十六學年度（第一屆畢業生）起每年皆舉辦「技術學院畢業典禮」除應屆

教學單位之學術活動
一、八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與台北國際青商會合辦「跨世紀台灣經濟研討會」。
二、八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與台北國際青商會合辦「中小企業領袖經貿訓練專題」
。
三、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主辦「提昇企業競爭力之人力資源新策略研討會」。
四、八十七年六月二日舉辦「中小企業在跨世紀亞太變局中應有之經營策略研討
會」
。
五、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九日組團前往俄羅斯並拜訪莫斯科大學，以瞭解
海外實作及研習之可行性。
六、八十七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一日上海復旦大學翁曼君教授蒞校訪問，行程圓滿
結束。
七、八十七年六月八日至六月十七日北京大學陳肇元教授蒞校擔任淡江講座教授，

畢業同學及家長參加外，尚邀請已畢業及在學同學參加，以達傳承之意義。
五、自八十六學年度起每學期之教學評鑑應日系及營建系皆名列全校第一、第二
名。各項評分項目本院六系中皆有四系進入前十五名。
六、建技系參加誠品設計比賽第一名。
茲臚列85年創院以後之歷任院長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蔡信夫

85.8---------

一、管理學系
該系成立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原名為企業管理學系，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更名管

55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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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系，隸屬於技術學院，本系設立之宗旨為培育全球化及專業化之基層專業經理人、

二、財務系

提供專校畢業生與一般社會人士進修之管道。
為配合本校之三化政策，落實技職教育，提昇教學品質，教學以著重資訊化，加強

財務系於民國八十五年奉准設立，原名財務金融營運系，隸屬技術學院，後奉教育

國際化、因應未來化為最高原則。以培養專業化之管理人才及健全人格發展為教學目

部指示，於八十八年二月更名為財務系，八十九年增設二技在職專班。該系成立之宗旨

標。以著重實務運用、強化個案教學、培育專業經理、加強國際交流，為該系發展之特

為協助我國提升金融科技，培育一流財務工程高級人才，培養具國際觀，善於運用電腦

色及努力的目標。自八十七學年度起試辦「個案教學一貫化」方案，在善用學生既有的

投資理財之專業經理人。

管理基礎上，改變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以期達到建立教學的品牌特色、促進學生的學

在民國八十五年成立之初，課程著重於財務及金融兩個領域與專科之課程的銜接。

習意願、提昇學生的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凝聚學生與畢業校友對院系之向心力等

成立兩年後，因考慮在私立大學資源較有限下，集中發展財務工程相關課程之特色，以

效果。

投資及衍生性商品理論為經，數學及電腦為緯，設計課程及聘任老師，本系新課程之規

該系經常舉辦學術活動以提升全系師生之專業知能，八十七年六月二日於台北校園

劃著重與專科所修之課程緊密接軌，且使財務工程相關課程可以垂直及水平整合，相輔

舉辦「中小企業在跨世紀亞太變局中應有之經營策略」研討會，八十八年六月一日本系

相成。本系課程分為兩大方向，第一為基礎課程，包括財務管理、財務數量方法、選擇

邀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蒙特利分校傳播科技系陶翼青教授在台北校園中正堂，演講「網

權、應用計量軟體等。第二為應用課程，包括辦公室軟體及網頁應用、電子計算機在財

際網路科技在教育上的衝擊」，現場與同學互動式交談，增加同學對網際網路發展的瞭

金上的應用、財經資料分析、財務工程等。

解，同學受益良多。另外，在每一學期均開設「講座課程」，邀請產官學各界知名之學
者專家蒞系演講，講題以實務為主，頗受全系師生歡迎。

該系發展之特色為結合財務理論、數學計量及電腦網路之財務工程，課程設計及專
兼教師之專長都以此特色為規劃主軸。使學生具備在不確定性高的環境下，投資理財決

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於八十七學年度購置一台伺服器，將全系學生之資料上

策及風險管理的現代財務專業基礎。課程及師資規劃之重點，除了財務工程相關理論

網，提供師生交流之園地，同時於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完成技術學院之共同網站，加

外，將訓練學生運用電腦資料庫及網際網路來結合財務理論之實際應用，同時也將加強

強院內之向心力。

專科畢業生較弱之數學計量基礎訓練。

該系為配合教育部發展技職體系，開放多元化入學管道，有聯招入學、申請入學等

經常舉辦學術活動，其中較具規模者有八十七年六月二日於台北校園舉辦「中小企

方式，透過多元化入學方式等，專設之獎學金目前已有二項，共三個名額，總金額達三

業在跨世紀亞太變局中應有之經營策略」學術研討會。八十七年十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八

萬元。

日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技術學院學術專題討論」系列活動，邀請多位各校教授蒞

該系之發展理論及實務並重，專兼任教師之聘任以具相關專長及豐富實務經驗之產

校發表論文。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邀請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及國立

官學界優秀之人士為優先，目前專兼任教師達二十位，並鼓勵專任教師積極推動多媒體

發展暨管理研究院之三校聯合博士班執行祕書Dr. Prasit Kanchanasakdichai與長發建造有

及個案教學，發展系之特色。此外，經常邀請產官學界精英蒞校演講，給予學生時下重

限公司總經理林燦敏先生蒞系拜訪座談並交換學術合作的可能性。八十八年六月十三至

要管理新觀念之指導，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使同學能靈活運用所學的知識，俾使學生理論

十九日舉辦了三場淡江講座邀請到波士頓大學財金正教授Nalin H. Kulatilaka專題演講。

與實務搭配應用，提昇畢業後就業競爭力。

另外，於每一學期開設「講座課程」，邀請產官學各界知名之學者專家蒞系演講以嘉惠

茲臚列創系以後之歷任主任如下：

學子。
教師之選聘兼重理論及實務，專任教師之聘任以投資理財、財務工程、計量經濟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沈景茂

85.8------86.7

專長的博士為優先，兼任教師之聘任以財金界具豐富實務經驗之產官學界高級人士為優

吳錦波

86.8------

先，目前專兼任教師達二十三位，專任教師學歷皆博士以上，兼任教師學歷亦大多碩士
以上，並鼓勵專任教師積極申請校內外、國科會研究案，提昇本系研究風氣與水準。此
外，經常邀請產官學界精英蒞校演講，瞭解當今財經問題與時勢，俾使學生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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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應用，提昇畢業後就業競爭力。
為配合教育政策，開放多元化入學管道，共有聯招入學、申請入學、甄保入學、及
甄試入學，聯招入學招生名額為六十人，為鼓勵優秀學生進入該系，專設之獎學金目前
有三項，共七個名額，總金額達三萬元。
八十七學年起鼓勵學生建立系網頁，由學生自行管理更新資訊，以提供外界查詢該
系最新相關資訊，進而提昇系知名度。
茲臚列創系以後之歷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林景春

85.8------86.7

林蒼祥

86.8------

三、國際企業經營系
該系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成立，原名為國際貿易營運系，於民國八十五年以單獨招
生招收第一屆學生五十名。後陸續以聯合招生、轉學考試、申請入學、推薦甄選等方式
招收學生。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更名為國際企業經營系。
教學目標是以培養具有國際觀與未來觀之國際企業經營人才為旨。配合學校既定的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三化政策設計專業課程，培養學生專業知識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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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中文圖書89909冊、西文圖書49641冊、中文期刊906冊、西文期刊415冊。本
系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間，為首建本系之網頁，架設了系網路工作站，並有專人來作網
站之定期增修。
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與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合辦，「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
會八十八年度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此發表會分五場次之論文評論，不但讓與會同學
獲益匪淺，亦間接的提升了該系之知名度。另外，於八十七年十月二日至八十八年十二
月廿三日間舉辦二十場APEC系列專題講座，於八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至八十八年五月十
九日間舉辦十九場區域經貿系列專題講座。全系師生受益甚多。
該系延聘具有豐富實務經驗、教學經驗之博士擔任專任教師，並延聘產官學界具實
務經驗之傑出人士，擔任攸關國際企業經營之專題講座教授。對於辦學投入，積極延聘
企業決策級人士或擔任政府要職之傑出人士至校授課，彼等教學方面的表現，無論教學
內容、授課方法、敬業精神均獲得學生的一致肯定；尤由八十六至八十七學年度的評鑑
結果，從全校排名前15名攀升至前10名。
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創立「貿技系第一屆系友會」，以期首屆系友帶來承先起後之
使命與薪火相傳。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再創「國企系第二屆系友會」（因八十八年系更
名為國際企業經營系，簡稱國企系，故系友會之名亦隨之改名），迄今系友累計為225
名。

養。為強化學生之「國際觀」，加強學生之第二種外國語言能力訓練，以為「國際觀」

茲臚列創系以後之歷任主任如下：

之基礎向下紮根。開設語文課程，例如「商用英語會話」、「應用日語會話」等課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強化學生的外語能力。開設核心課程，養成學生之基本人文素養及資訊技能。開設實務

賈昭南

85.8------86.7

課程，邀請企業決策層級人士擔任授課事宜，以利學生之理論與實務相配合。開設專題

林宜男

86.8------迄今

講座課程，以提昇學生對企業經營時事之瞭解。開設暑期實作講座，讓學生提前接觸實
務界，凝聚更多信心面對未來就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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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技術系

為因應八十八年二月系名之更改，因此調整專業課程的比重，於八十八學年度入學

該系為因應技職教育改革政策之需求，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成立，其設立旨在培養

必修科目表中大四之「國際貿易實務」課程減少三學分。為強化學生對流通業之了解，

國家所需之建築專業人才，一方面延續五年制專科建築教育之理論基礎，一方面發展大

落實與實務界的接觸，於八十八年暑期實作增開「國際商流物流實作」二學分選修課

學教育之實務技術。該系原名為建築工程技術系，後於民國八十八年更名為建築技術

程。為更符合時勢之所趨，將原名「國際經濟學」課程，於八十七學年度起入學必修科

系。於設立之初，適逢本校邁入第三波時期，因此系之發展特色以創造性之建築技術輔

目表中，修改為「國際金融理論」，並減少為二學分。為增加學生對流通業的涉入，於

以建築文化、理論思潮的能力，注重運用電腦科技於建築工程實務。並順應二十一世紀

八十七學年度起入學必修科目表中加入「國際商流物流管理」三學分課程。有鑑於商事

電腦、量子、生化及宇宙革命趨勢。除強調電腦數位化建築特色外，並著重環境生態建

往來之頻繁，對於商業行為的規範及需知，亟欲使同學充分瞭解，於八十七學年度起增

築設備，結構造型、構造材料，與建築文化思潮等學科在建築空間設計之整合能力。

開「租稅個案研究」二學分課程。

為提供專精的進階建築實務課程，輔以個案之整合設計，配合本校國際化、資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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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來化之教育政策，擬定：建築設計，及整合設計系列、結構與造型系列、構造與材

專題講座等課程以強化學生專業實務能力。又於民國八十八年加開工程數學、工程統計

料系列、物環與設備系列、電腦輔助設計系列、建築文史思潮系列、專題研討系列、實

以強化學生基本理論能力。

習課程系列等八大學門之課程。

為強化師資陣容，該系延聘具專業技師証照、豐富實務經驗、教學經驗與研究經驗

自八十七年八月起，陸續購置建築專用電腦教學設備，計有建築專用電腦七十台、

之國內外博士擔任專任教師；延聘產官學界具傑出實務表現之工程專家、政府主管與學

雷射與噴墨印表機、數位相機、繪圖機、單槍投影機、光碟燒錄機、掃瞄機等硬體設

者擔任兼任教師；且延聘產官學界之傑出人士擔任講座課程教授。該系教師在教學方

備，以及各類繪圖軟體。專業圖書中文二千餘冊、西文參千餘冊、期刊三十餘種。

面，無論敬業精神、授課方法、教學內容與學習效果均獲得學生一致肯定。教師之教學

該系之教學法以師徒制為主，提倡教育多元化，以培養具有創意及專業技能的建築
人。注重學生自我學習之讀書風氣，以及提高學生互相學習並培養協調合作之團隊精
神。

評鑑成績曾榮居全校四十一系之首，平均分數高達4.84分（滿分為5分）；另外，在研
究方面，平均每位教師爭取之研究案經費亦曾高居全校之冠。
該系成立三年以來，陸續添購各類教學設備，目前有土力實驗室、材料實驗室、測

三年來舉辦較重要的活動有：八十六年十月二十日在台北校園舉辦電腦教學展覽，

量實驗室、風洞實驗室各一間，教學用電腦六十餘台，中、西文參考圖書各三百餘冊。

八十七年六月五日應工學院建築系邀請在新光三越大樓舉辦聯合系展，八十八年五月十

該系學生勤奮進取與樂觀好學，在技師考試與國內研究所考試均能脫穎而出，屢有

二日在台北市敦化南路誠品書店地下室舉辦第一屆畢業系展。第一屆系展刊登於室內空

佳績展現。學生團結合諧與積極主動，在大土盃運動會與各項系際盃球類比賽時，均主

間雜誌八月號刊。八十九年六月七日在台北華山藝文特區舉辦第二屆畢業系展，並出專

動組隊參加，並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與本校土木系聯合主辦全國大專院校土木相關科系

書於台灣各大書局銷售，推展建技系知名度

之「大土盃」運動大會，成果良好。

該系每學期均開設「講座課程」聘請具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蒞系作專題演講，對本
系師生專業知識之提升極有助益。
茲臚列創系以後之歷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林炳宏

86.8-----

五、營建系
該系於民國八十六年成立，初名為營建工程技術系，於民國八十六年以二技聯招方
式招收第一屆學生五十名。後陸續以聯合招生、轉學考試、申請入學、推薦甄選等方式
招收學生。為使教學方針除包括營建工程技術外，進一步涵蓋營建服務、營建科技等範
圍，於民國八十八年更名為營建系。
該系學生主要來自各專科學校，他們希望進入大學的技術學系就讀時，除可吸收更

為結合學生之智慧與能力提昇系譽，並提供入學之學弟妹必要之照顧及服務，於民
國八十七年四月中旬創立「營建系系學會」，首創技術學院成立系學會之先例，系學會
成立之宗旨在於聯繫已畢業之系友；以及籌劃校外一切活動之參與。首屆會長由蔡明宗
同學擔任，第二屆會長由李羿萱擔任，第三屆會長由周晃先擔任。「營建系校友會」於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創立，首創技術學院成立系校友會之先例，系校友會成立之宗旨在於
結合已畢業系友之才學與經驗提昇系譽，並提供畢業之系友必要之照顧與服務，聯繫在
校師生，以及籌劃對系活動之參與及贊助。首屆會長由廖志斌擔任。
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八日邀請北京清華大學陳肇元教授蒞校擔任「淡江講座」教
授，共舉辦三場專題演講，講題分別為高強混凝土的發展與應用、高強混凝土的設計計
算、鋼管高強混凝土，深受同學與工程界人士好評。另外，該系於每一學期開設「講座
課程」，邀請產官學各界知名之學者專家蒞系演講，藉以充實學生各類專業知識。
茲臚列創系以後之歷任主任如下：

多不同領域的知識外，在畢業時亦可因獲得學士學位而繼續深造，故該系在規劃課程

祝錫智

86.8----87.7

時，即以課程兼具理論基礎與專業實務且能使學生即學即用為原則，並將學校之三化政

高金盛

87.8----

策融入課程中。所規劃的必選修課程包括核心課程、基本學科、專業課程三大類，專業
課程又分為營管、大地、結構、材料、運輸等類別。於民國八十七年，為加強學生外語
能力，加開應用日語會話課程；且加開建築防火概論、建築結構系統與造型、營建工程

六、應用日語系
該系於民國八十六年成立，初名為應用日語學系，於民國八十六年以二技聯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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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第一屆學生五十名。後陸續以聯合招生、申請入學、推薦甄試等方式招收二年制及

化為資訊社會的過程，世界各地在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上都歷經一些鉅大的

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繼續施以二年專業訓練，合格畢業，授予學士學位。於民國八

變化，這些變化是全球性的，也是國家性的。目前我國社會也面臨結構性的調整與重

十八年更名為應用日語系。九十一學年度起增設「應用日語系在職專班」合格畢業，授

建，教育改革正是其中影響最深遠，牽涉最廣泛的一項重大的改革，影響新世紀國家的

予文學士學位。

自我定位，社會意識的凝塑、未來新文化的建立，以及國家競爭的發展。然而，教育問

系發展之特色為脫離以往日本語文學系著重日本語學、文學之研究，而朝向經貿理

題往往是多面化且具持續性，教育改革的措施並非短時間內就可見到成效。因此，對於

論、實務及應用日語並重之方向發展。加強日語「聽、說、讀、寫、譯」五技之訓練，

教育問題必須持續性、長期性且有系統性的研究，才是維繫教育改革成效的根本辦法。

著重實務經驗之傳承，以培養經貿、秘書及觀光旅運日語人材為重點。並促進國際交

根據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為提升教育決

流，積極鼓勵學生平日與日本留華學生多做語言交換學習，指導學生與日本訪華團體等

策品質，「應整合教育研究機構……從事教育長期性、政策性、與整體性之基礎與應用

進行交流，並舉辦暑期赴日修習學分及半年或一年的留學。

研究」。又根據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為提升教育品

課程的規畫著重實務與理論結合，教材教法活潑新穎，多採自日本NHK電視台之

質，應強化「教育研究與評鑑」、「教育政策與制度之研究」、「學力指標與教育發展

節目或日本網路即時資訊等資料，極少採用市售之教科書。為將所學與實際運用結合，

指標之建立」、「國際教育之比較」、「教育評鑑」以及「視導制度、人員遴用、培

即早建立學生之未來觀，於三年級之暑期安排學生至日本相關業界實習。

育、進修等辦法」。另外，亦建議教育改革需透過必要的機制來推動，其中包括「推動

為落實國際化政策，延攬優良日語教師教授全院必修之「應用日語會話」，並實施

民間與各級學校成立研究與監督組織……設立國家級教育研究院，研究重大教育改革議

「母鴨帶小鴨」的制度，由應日系學生擔任小老師，除提昇學生之學習興趣外亦增進全

題，供教育決策之用」、「建立評鑑制度……」以及「教育及其他行政部門應建立研

院學生之情誼。

議，規劃與決策之內部妥適機制，使教育決策專業化及制度化」。以上教育改革的遠景

該系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創立「應日系第一屆班友會」，將藉由第一屆帶動未來應
日系系友會，開啟薪傳之門。
該系成立三年以來經常舉辦學術活動，包括研討會、國際合作交流、校際合作交
流、學人訪問、演講等。三年來舉辦之專題演講共有五十餘場次，應邀來系演講者均為
產官學各界知名學者專家及日籍學者與企業家，對學生知能之提升助益甚大。

及規劃在在顯示教育相關研究之重要，亦突顯教育人才培育之必要性。本校成立教育學
院即在整合並發展本校教育相關系所，進行前瞻性、整合性與務實性之教育理論研究，
並推廣教育實務發展，以創造、拓展、傳遞教育新知，並促進教育機構與中小學之教育
改革。
教育改革若是基於教育研究，有科學性的根據，則可使教育在穩定中成長。由於教

延聘之教師均具豐富實務經驗及教學經驗。現任專任教師為鍾芳珍教授、劉長輝教

育體系中包含課程、教學、行政、輔導、設備、資源等等子系統，任何子系統之變革必

授、邱榮金教授、黑島千代教授。並敦聘產官學界具實務經驗之傑出相關人材擔任日本

定牽連其他系統之變動，亦帶動整體系統之再重整，因此短、中、長程之教育研究，以

專題講座教授。

及教育革新研究資料之傳播與擴散，均應加以考量。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提升我國整體

茲臚列創系以後之歷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鍾芳珍

86.8-------

第九節 教育學院
本校於八十九學年度八月九日奉准成立教育學院，基於教育是整體環境系統中之子
系統，任何大環境中其他子系統之改變，都直接或間接影響教育生態的變革，同理，教
育系統的改變也影響社會其他系統之變化。當人類社會邁向二十一世紀，從工業社會轉

競爭力之際，規劃完善的「教育學院」，不僅可以培育專業的教育學術研究人才，提昇
教育學術水準，闡揚教育理論；並可培養從事教育專業和解決實際教育問題的教育專業
之實務人才。
另外，依據教育部「建立高等教育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為建構終身學習的社
會，並使在職人員有意願接受高等教育者，均能獲得便利的學習機會，應提高研究所在
職生之名額。而又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暨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為強化教育相關
人員專業發展知能，提升教學品質，在職進修已成為教師的權利亦是義務；再以教師生
涯發展之觀點來看，則教師任教一段時間選擇兼任不同的學校行政工作，或轉任專職教
育行政人員，均應值得鼓勵；若以人力資源發展之觀點來看，則教育行政人員亦應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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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構提供持續不斷發展之專業課程，以維持教育系統運作之品質。教育學院之設置除

為克盡本校教育任務培育優良人才，本校更配合師資培育法之公布，於八十四學年

可致力各類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育外，並可提供現職教育人員在職進修之管道，以提昇其

度設立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培育具備淡江特色之中等學校師資，辦學成效亦獲教育

教育專業與工作效能。

部評鑑肯定。又於八十六學年度正式成立「教育科技學系（所）」，培育教育科技專業

本校自民國三十九年創校至今五十年已卓然發展成一所具有文、理、工、商、管

人才。本校更陸續於八十七學年度設立「國小教師教育學程」、八十九學年度成立「教

理、外語、國際、技術、教育等九個學院之完整綜合大學，在這近半世紀歲月中，本校

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九十一學年度成立「未來學研究所」及「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

除默默地耕耘以為台灣的大學教育開創各項新猷外，更積極地為促進台灣的政治成長、

所」、九十二學年度成立「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九十三學年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

社會進步、經貿開發、科技創新而培育人才。本校深體大學教育必須與社會及時代之脈

所」，並積極規劃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及「課程與教學研究發展中心」為國內教

動相結合，並且引領國家的進步。然而，未來國際間的競爭在表象上雖是經濟與科技的

育相關人才之培育貢獻心力。

國力競爭，而實質上更是人才的競爭。科技可以無止境地求新、經貿可以無限量地開

本校因應全球資訊科技社會之遽變，目前正積極投入「淡江第三波」以及「淡江第

發，而最終都必為人所主宰，因此人文精神的開發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資源。本

二曲線」之教育再造工程，建構資訊化之教學情境，並強化大學教師教學之專業發展，

校有鑑於教育的良窳是決定未來社會成員素質與社會生活型態之重要關鍵，在本校素以

以落實校內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品質之提昇。相信對於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將有「高品質的

培育國家所需優良人才為主要辦學任務，並在擁有豐富傲人之教學師資、設備條件下，

回應」。在此教育改革之際，本校深體本階段國家教育變革目標之遠大及意義之深遠，

更覺有責任與義務整合本校已有學院系所之特色以及長期以來本校在掌握教學品質理念

期望能將本校長期經營之成果與心得，融合投入教育學院之設立培育教育專業人才從事

下從事相關研究之成果，為國家培育教育之專業人才。

教育相關問題之研究，以克盡大學參與社會發展之任務。

本校早在民國五十七年即開始推動「政治」、「同僚」、「官僚」之管理模式以及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三化教育政策，校內相關之教育措施依此政策，
做明確的策略規劃，並在教學、研究、與服務工作上落實執行，使得本校學生在資訊科
技的應用，未來社會發展的適應，以及國際視野開擴之培養上有長足的成效，學校也逐
漸在量的擴增以及質的提升上平衡精進，亦使本校年年在教育部私校評鑑上締造佳績，
此乃本校在營運政策、任務界定、行動落實上，融合發展之具體驗證。
「教育人才」長期以來更為本校所重視，本校於民國六十九年成立「教育科學研究
室」從事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研究及探討，並且研發「一般性教學評鑑」問卷於本校實
施至今已逾20年。復於民國七十三年創立「教育研究中心」從事本校教學、研究、行
政與服務資料之蒐集整理、績效評估及諮詢，亦接受校外教育問題專案研究之委辦，期
間亦出版各種教育刊物。民國八十一年更是首創引進企業界「全面品質管理」之理念與
策略，成立「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對於本校教學、行政、研究等事務進行品質管理，

教育學院在未來發展之願景將著重下列幾點：
（一）進行未來化及前瞻性、整合性與實務性之教育理論研究，以創造並傳遞教育
新知。
（二）推廣本土化與國際化之榜樣式教育措施及研究成果，以提供教育行政機構與
中小學教育實務發展之導引。
（三）整合本校教育學術人力資源，進行教育相關課題之探討與實驗，提供本校與
教育相關機構教育品質經營之智庫諮詢，建立與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教育伙伴關係，以
提昇整體教育之能量。
茲臚列創院以後之歷任院長如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黃炳煌

89.8------

一、教育科技學系

不僅使本校在歷年教育部評鑑之成就年年提昇，更陸續辦理多場次「中小學學校品質管
理研討會」，推廣全品管之理念與作法，頗獲中小學好評與迴響。民國八十四年更因應
大學法之修正，設立「教育發展中心」，期能藉由科技整合之策略，達成國際化、資訊
化、未來化之教育理念，其中「教學科技組」更推動大學教師發展、科技化學習環境之
建置，以及多媒體教材製作，在教育部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評鑑報告中，更列為本校
特色。

沿革與特色
該系暨碩士班成立於民國86年8月，原屬文學院，於八十九學年度改隸教育學院，
為國內第一個針對對教育科技之專業人才培育的科系。教育科技學系提供教育專業理論
與實務、電腦技能、媒體運用、以及訓練管理等課程，培養學生應用資訊、傳播、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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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科技的能力，用以規劃、設計、發展、運用、評鑑、並管理整體學習系統，期能在國

4.重視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家跨世紀的發展過程中，持續培養各學科領域之教育與訓練專業人才。

5.配合廿一世紀科技整合專業人才之需求

教育科技學系的理論部份融合教育、心理、社會、管理、系統分析的層面；而實務
則結合資訊科學和媒體科技的應用層面。面對廿一世紀科技整合的時代，教育科技學系
的專業正符合新時代的強烈要求。
該系特色如下：
（一）近年來由於媒體科技的突飛猛進，電腦輔助教學及多媒體教學已成為目前各
級教育行政機關以及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積極推動之重點，該系、所提供一系列完整的
課程，以培養學生在電腦多媒體方面的專業能力。學生畢業後將有能力企劃、製作、與
評鑑各類型的多媒體教學專案。
（二）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強調充份運用人力資源，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加人力供應
來源，並繼續加強人力培訓。借重教育訓練來培訓與發展高品質之人力資源，用以提昇
生產力，亦是教育科技之主要研究範疇。該系、所培育之專業人才，對於國家建設所需
高品質人才需求，以及國內日受重視之人力資源發展，將有正面而積極的影響。
基於科技社會之需求以及教育科技之發展趨勢、並配合本校之教育理念，該系以培
育教育與訓練、以及多媒體企劃製作專業人才為目標，在課程方面分為「教育理論與方
法」
、「科技應用」兩大領域，以培養學生具備以下之能力：
1.大學部
⑴教學設計發展、製作、評估、推行與管理。⑵電腦與網路多媒體設計製作。⑶教
育訓練策略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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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面
研究領域將朝下列五大方向發展：
⑴教育心理（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由教育心理的基礎探究如何有效運用媒體科技
⑵教育資訊與傳播（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電腦輔助學習教材及資源之研發
⑶教育管理 （Educational Management ）
教育資源與學習過程之管理
⑷教育系統（Educational System ）
教育系統的規劃、分析、設計、發展、評估及管理
⑸教育規畫 （Educational Planning）
組織、學校、或國家有關教學與教育政策方面之規畫
（三）服務方面
⑴校外：掌握產業界之需求，開拓教育科技及訓練之市場，與產學界建教合作開
發教學軟體之教材;與企業界建立教育訓練課程規劃之合作模式。建立本系學
生教育科技國際觀，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邀請國際專家學者舉辦淡江講座。
⑵校內：拓展校內教育科技之觀念，支援教發中心教學科技組之教學工作坊；提
供校內各學系教育訓練諮詢服務。

2.碩士班

師資陣容

⑴教育及訓練系統之企劃整合。⑵教學媒體之評估、實施與管理。⑶多媒體教學之

目前該系專任教師有九位；教授一位、副教授五位、助理教授三位、講師一位，其

研究。
該系最低畢業學分為133學分，其中最低必修學分為104學分（包含學校共同必修

中具博士學位者九位、碩士學位者一位；兼任講師三人，組員二人。
學術交流活動

課程34學分、系訂必修為70學分）；最低選修學分為29學分（其中系開選修至少修讀9

該系近年舉辦過之重要學術活動包括教學科技與終身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ICIT &

學分），課程內容包括了教育學分，以及教學媒體應用、電腦與網路教學以及教育訓

LL’98）、中小學教學資源中心研討會（民88）、e-learning網路學習的規劃與前景（民

練。

89）。廿e世紀教育訓練與多元化學習的趨勢與發展國際研討會（民90）、教育部委辦之

該系發展的方向如下：
（一）教學方面
1.著重資訊傳播科技應用能力之培育
2.強調教育訓練專業之基礎培育
3.提供教育專業科目之修習

「九十學年度北區技職校院教師電腦網路媒體暨教學技術研習會」（民90）。該系曾獲得
中國視聽教育學會頒發視聽教育優良團體獎、推廣視聽教育有功之推廣獎。
茲臚列86年至88年之系主任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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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88.7

王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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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主要在培養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育政策及管理領導學術研究
人才，並有系統的進行教育政策與管理領導領域之專案研究，除提供教育行政機構推動
教育革新之參考外，進而改善國內教育行政機關和各級學校之經營效能。整體而言，本
所之規劃重點包含以下教學、研究、服務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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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師資
本碩士班現有師資共計十九位，專任教師8位，兼任教師1位，其中包含專任教
授2位，專任副教授4位，專任助理教授2位，兼任副教授1位。具博士學位者8
位。
茲臚列創所以後之所長如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單小琳

89.8--------

三、師資培育中心

1.教學
本碩士班課程規劃架構，分為核心課程與專業課程兩部分。核心課程包括淡江特
色（教育未來專題、國際教育專題、資訊科技在教育之應用、全面品質管理在
教育之應用）及教育基礎理論；專業課程則包括教育政策及教育領導管理等領
域。核心課程設計之原則，主要為加強學生對淡江特色之課程、研究方法課程
以及教育基礎課程之認識；專業課程之設計原則，為教育政策與領導之理論和
實務並重。最低畢業學分數為32學分（論文4學分另計）
。
2.研究
⑴整合本校相關學院之學術人力，從歷史、哲學、政治、社會、經濟、財政、科
技、國際等層面宏觀地進行教育政策形成、執行與成效影響之分析研究。
⑵從管理科學的角度有系統且科學性地從事教育品質、決策形成、領導統御、組
織文化、人力資源、社區與公共關係、財政預算、科技應用，以及危機解決等
教育管理之研究。
⑶成立「教育品質研究室」，致力教育行政與教學品質指標之研發以及落實策略
之行動研究。
3.服務
⑴針對學校外部系統：
A.提供中小學學校行政管理與品質經營策略之諮詢。
B.提供各級教育行政機構政策形成、執行以及成效影響之評析諮詢。
C.提供各類教育行政人員專業效能之在職進修。
⑵針對學校內部體系：
A.支援本校「教育品質管理組」有關行政、教學與研究品質指標之研發以及教
育評鑑辦理之諮詢。
B.提供本校整體高等教育學術發展方向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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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因應師資培育多元化之趨勢，於八十四學年度設立教育學程組（隸屬教育發展
中心），辦理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並於八十七學年度開辦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教育學程
組於八十九年八月更名為師資培育中心改隸教育學院。
本校辦理師資培育課程向以三化──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最高宗旨，而教育
實務之運作則以全面品質管理為策略規劃之目標，因此本校培育師資之課程設計特色均
以「三化」及「全面品質管理」為目標，茲說明如下：
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師資培育之目標
本校中小學師資培育課程除依據教育部定頒師資培育法及其細則以及相關法規辦理
外，並在本校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既定政策領導下，辦理具有淡江特色之中小學
師資培育學程。因而，不論是課程之設計、教學環境之安排、研究發展之規劃、乃至於
學生實習或地方教育輔導事宜，皆遵循本校三化之目標策略而進行，例如加強資訊科
技、未來視野、國際認知等課程，並全力建構提供科技化之學習環境等，其目的在培養
不但具備豐富博雅知識技能、精熟教學內容及高度專業能力的教師外，並且具備資訊科
技素養、適應未來社會發展，並有國際視野之未來教師。
以全面品質管理之系統化理論為課程教學規劃之依據
為落實品質保證之目的，透過全面品質管理之策略對本學程整體實施之「輸入
（Input）、過程（Process）、輸出（Output）、回饋（Feedback）」等階段作嚴格之監督，
亦即對於學生資格之甄選、授課師資之遴聘、教學環境之提供、教學方法之改進、教育
實習之規劃以及教學成果之評鑑等方面均採嚴格之品質卓越準則。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規劃之重點，包括教學、研究、服務三項：
1.教學
⑴學理：課程理念著重培養未來教師成為教學決策者以及持續發展之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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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注重教學學科以及教育專業能力之培養。
⑵研究能力：培養未來中小學教師行動研究能力，掌握行動發展脈動以及反省思
考、改進教學之知能。
⑶技能與情意：著重教育方法與教學實習能力之養成，透過教育專業服務培養學
生對於教育義務奉獻之情操。
2.研究
⑴系統化地進行師資培育品質系統經營之相關研究。
⑵科學化地進行職前教師、在職教師以及師資培育者效能養成之相關研究。
⑶實驗性地進行多元化師資培育管道與方式之實證研究。
3.服務
⑴針對學校外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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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中心兼具「教學」與「支援」兩項獨特功能，所屬教學單位有「通識與核
心課程教學組」、「教育學程組」和「未來研究組」，而教學支援單位則有「教學科技
組」。民國八十九年，學校組織再造，該中心之「教育學程組」改制為「師資培育中心」
改隸教育學院。並成立「教育品質管理組」接掌原「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之相關行政
事務。「遠距教學組」以統籌全校遠距教學之規劃。
茲臚列歷年中心主任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傅錫壬

84.8---85.7

莊武仁

85.8---89.7

徐錠基

89.8---

一、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

A.提供中小學教師教材教法以及教育新知之在職進修研習。
B.整合本校教育學術人力資源，進行教育相關課題之探討與實驗，提供本校與
教育相關機構教育品質經營之智庫諮詢，建立與各級學校及教育機構教育伙
伴關係。
⑵針對學校內部體系：
A.支援本校各系所教師進行教學方法之研究與教學觀摩之辦理。
B.支援本校教育發展中心辦理教師教學工作坊或研討會。
茲臚列創建單位以後之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高熏芳

84.8--89.7

張雅芳

89.8--

第十節 教育發展中心
淡江大學一向以預見未來、領導未來和創造未來為政策導向。「未來化」理念一直
支柱本校的發展與成長，有鑑於此，本校遂因應大學教育改革求新的需求，配合時代的
脈動，並實踐淡江大學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辦學理念，於八十四學年度成立兼具
「教學」與「支援」兩項功能之教育發展中心。
教育發展中心掌管全校性之通識與核心課程、未來學和教育學程之規劃、以及全校
性教學科技之服務等，期能藉科際整合進行學生發展、教師發展和教學發展，培養學生
人格教育和確立未來觀念，並強化教學環境，以提升全校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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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十二學年起，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大力推動核心課程方案，以便達成通識教
育的目的，遂設核心課程協調會，復為便於行政上的推展，乃於民國八十四學年成立教
育發展中心，下設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將原本隸屬於教務處的共同科納入，一併從事通
識教育課程的改革。
該組根據核心課程方案的理念，從事跨科系的師資整合，提供學生多元多樣的修課
選擇，提高學習成效，擴大學生的學識基礎，以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視野，能鑑古知
今，充份使用資訊、面對挑戰，並進而掌握未來的棟樑之才。
一、工作任務：
（一）通核組：
負責延攬不為校內各系所組聘任之核心課程師資，並負責核心課程「社會分析」和
「道德推理」學門、「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及「全校共同選修科目」之規劃與教學支
援等事宜。
（二）核心課程協調會：
本組組長兼協調會執行秘書，執行有關核心課程方案推動之行政、協調、整合、評
鑑、研究、發展等各項工作。
二、核心課程協調會的組織與運作並形成一完整的架構：由學術副校長擔任總召集
人，教育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副總召集人，通識與核心課程組組長兼執行秘書，下分十二
個學門，提供全校同學必選修。
三、師資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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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校核心課程每學年開課科目約150餘種，開班數上下學期約一千四百餘班。
其中由該組所聘之專任教師有19位，兼任36位。
行政上設組長一名，行政助理人員兩名，並配有每週30小時工讀生時數，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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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九學年（九十年三月）舉辦「第二屆倫理思想與道德關懷學術研討會」。
（八）八十九學年（九十年五月）舉辦「性別、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義的開
展」科際學術研討會。

順暢之行政運作。
四、通識與核心課程組自成立以來所做的事：

六、重大興革及特色：

（一）該組教師的延聘、教學支援、研究、服務等有關行政工作。

（一）八十一學年（八十二年五月）：教務會議通過核心課程方案。

（二）全校有關核心課程之議案，協調會先行討論研商，作成建議案。

（二）八十二學年起：原共同科大一國文改為「中國文學欣賞及中國語文能力表

（三）每學年會同十二學門及核心課程協調會從事課程規劃及開課審查工作。

達」
，大一英文改為「外國語文」，本國歷史改為「歷史研究」。

（四）從事核心課程方案修訂案的修訂。

（三）八十三學年：規劃後五學門開課。

（五）擔任核心課程後五學門的排課工作。

（四）八十四學年（八十四年十月）：開始規劃通識課程「藝術類科」
。

（六）從事核心課程十二學門管理資料的搜集、製作、分送。

（五）八十四學年（八十五年五月）：核心課程方案第一次全面實施修訂案通過，

（七）印製核心課程方案及教學大綱供校內外參考交流，並全本上網，每年更新。

把校定課程與部定課程併合，並統整規劃設計為十一學門，並規定每學門修

（八）有關該組及核心課程協調會工作的說明，書面及網頁資料製作。

習學分。

（九）對學習者的服務與宣導工作：新生核心課程方案及開計劃介紹、三學門教學
大綱分送、註冊選課表各種疑難的解決等。
（十）舉辦核心課程教學研習會以提昇教師的教學能力。
（十一）舉辦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研討會以帶動教師的研究風氣。
（十二）從事教學及學習成效之追蹤：如：授課心得報告、學習心得座談等。
（十三）發展活動課程以輔佐正式課程之學習效果：如：舉辦畫展、「淡江的人，
淡江的歌」詞曲創作賽、「淡江的人，淡江的歌」校園觀摩演唱會。
（十四）舉辦講座活動，每學年約十場。
（十五）從事有關核心課程發展的研究案。
（十六）從事通識教育社群的服務推廣工作。
五、學術活動紀事：
（一）紐約州立大學心理學家 Dr. Herbert Robbins 來訪。

（六）八十四學年：訂定各學門單班上課原則。（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學門改
由公行系負責，社會分析學門改由通核組負責，原共同科師資依不同專長歸
屬到適當之系所。）
（七）八十五學年（八十六年五月）：核心課程方案第二次修訂案通過，增列二技
學院的修課規定，並取消通識課抵免核心課的條文。
（八）八十五學年起：核心課程優良教科書獎勵業務，移往秘書室主管。
（九）八十六學年：舉辦「核心課程學生修課心得座談會」，並發表具體政策回應
文。
（十）八十六學年（八十七年四月）：修改電腦註冊、選課操作表有關通識與核心
課程的規定，同時製作八十七學年度「核心課程十一學門獨立課表」
。
（十一）八十六學年：明訂「文學與藝術欣賞」學門雙召集人制度。
（十二）八十七學年：提出淡水校園精緻藝術活動發展方案。

（二）八十四學年舉辦「大學院校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研討會」
。

1.開始舉辦藝術展覽。

（三）八十六學年舉辦「淡江大學核心課程教學研討會」
。

2.舉辦「淡江的人、淡江的歌」詞曲創作競賽，並出版詞曲創作集。

（四）八十六學年完成「淡江大學核心課程進階規劃及學生選課趨向調查」專案。

3.開始延攬專任藝術類科教師。

（五）八十七學年從事「核心課程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課的教學規劃與學習成效評

4.擴大規劃八十八學年核心課程藝術類科科目及開班數，每學期15班，連同全校選

量專案。
（六）八十八學年（八十九年五月）舉辦「第一屆倫理思想與道德關懷學術研討
會」。

修科的藝術欣賞課，共一學年34班。
（十三）八十七學年：核心課程協調會討論核心課程第三次修訂草案，及全面自由
必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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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八十七學年：規劃製作核心課程多媒體套裝教材八種，如：英文、日文、
中語、社會未來、台灣史、數學欣賞、生活邏輯、科技未來等。並已完成
「科技未來」多媒體套裝輔助教材之製作，並在大一「資訊概論」課教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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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社會分析」學門：啟發學生對社會問題的興趣與社會制度的反省，進而培
養從容面對挑戰的識見，以及經營健全社會生活的能力。
（十一）
「道德推理」學門：引導學生去觀察、思索，進一步覺悟：「道德乃是人

用。
（十五）八十七學年：完成淡江大學通識教育實施概況說明書及自我評鑑報告，並
完成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評鑑實地訪評會。
（十六）八十七學年（八十八年三月至五月）：完成淡江大學核心課程改革（自八
十一至八十七學年）所有重大檔案資料之整理、製作。
（十七）八十八學年：舉辦「淡江的人、淡江的歌」校園觀摩演唱會。
（十八）八十八學年：第三次修訂核心課程方案，增開「三大革命和時空宇宙」課
程，使核心課程畢業總學分增為34或38學分。
八十九學年度通過「文學與藝術欣賞」改為「中國文學欣賞」二學分，「藝術欣賞
與創作」二學分，「歷史學門」改為二學分。
七、核心課程的學門簡介：
（一）「文學與藝術欣賞」：引領同學深入掌握文學、思想、文化、藝術之豐富內
涵，使能擁有優雅的文化氣質。
（二）「中國語文能力表達」：使學生提昇文字運用的能力，使吾人之表達更為明
晰、更具美感。
（三）「外國語文」學門：學習基本語言概念及有關該國的社會生活、文化，以提
昇學習外語之興趣外，終能達到以外語溝通的目的。
（四）「歷史研究」學門：啟發學生比較歸納、以古鑑今的思維能力，使之獲得客
觀有用的歷史學識。
（五）「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學門：使學生具備正確的憲法知識與國家觀，
藉以培養健全的現代國民。
（六）「資訊教育」學門：配合學校的三化政策，使學生皆會使用本校的電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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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需求，而不是桎梏人心的教條」，終能建立自律自主的道德價值體系。
八、核心課程的選課及畢業學分規定：
核心課程各學門名稱
中國文學欣賞

學分數

四年制

二技

2

藝術欣賞與創作

2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

3

外國語文與語練

8

歷史研究

2

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

2

資訊教育

免
必
修

4-8

各國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

2

未來學

2

自然科學（含「三大科技革命和時空宇宙」1學分必修）

3

社會分析

2

道德推理

2

3-6
修

7
（五選三）

◆四年制生共須修滿34或38學分，二技學生須修滿10或13學分。
◆全校必修課，屬本科系生可不修，但須改修其他學門來抵學分。
◆資訊教育：四年制生：商、管、理、工修8學分，文、外修4學分；二技生：前者
修6學分，後者修3學分。
◆每年開班超過900班。
茲臚列歷年主管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葉紹國

84.8--88.7

馬銘浩

88.8--

統，並提高學生對電腦使用之興趣，以落實資訊教育之成果。
（七）「自然科學」學門：探討自然規律，學習自然科學的方法，使非理工學門的
學生具有更寬廣的思考空間。
（八）「各國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學門：旨在介紹、增進對全球區域、各國家的
瞭解與認識，培養學生之新思維、國際觀及跨越廿一世紀之宏觀視野。
（九）「未來學」學門：強調選擇性的思考方式，來說明全球未來科技經濟社會的
發展大趨勢。

二、未來研究組
民國五十七年張建邦博士率先將未來研究引進台灣，第三波的淡江期以認識未來、
適應未來與創造未來，協助淡江人面對瞬息萬變的多元文化資訊社會，並進而建立淡江
人以未來導向為主軸的世界觀。為落實淡江以未來化、科際整合為主的教育目標，未來
研究組於民國八十四年成立。該組訴求方向擬以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三大項來進行：
（一）教學目標落實未來學之核心課程設計與教學，進而將一般課程未來導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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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標充分利用並發揮現有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在科際整合原則下，經由
專題研究、專家意見調查、國際會議等方式，給我國產官學界帶來新的研究
方向。
（三）社會服務目標主動告訴社會大眾，淡江大學率先致力於未來學的教學與研
究，此外，也積極落實與推廣「未來化」的社會教育。
目前該組專任師資計有四位副教授、三位助理教授、一位講師，專長領域多為社會
變遷與發展、經濟社會學、人文區位學、社會福利、城鄉區位研究、人力資源發展、人
口學、經濟、環境、大陸區域研究、生涯發展、研究方法與統計等各領域之專長。
自民國八十四年至今，該組重要教學、研究與服務紀事
（一）教學方面：
1.該組於籌備期間即規劃經濟未來、社會未來、科技未來三門課程，八十六學年度
增開環境未來，八十七學年度增開政治未來。因此，目前大學部的核心課程「未
來學」學門，課程已涵蓋社會、科技、經濟、環境與政治等五大面向。研究所開
設「未來學」及「未來化在廿一世紀」講座課程，為國內高等教育的創舉。
2.於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該組陳瑞貴老師開始參與「社會未來」遠距教學，
落實多元教學方式。
（二）研究方面
1.該組最大特色是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創刊國內第一本英文未來學國際學術期刊
「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季刊，並藉由與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合作
期刊之各項事務，讓該組可積極參與國際上未來研究之學術交流。
2.為推廣及宣傳該組之各項業務及教學研究成果，特出版「大未來」簡訊，每學年
出刊四期，創刊至今已出版十七期。
3.為讓社會大眾亦能了解未來研究之發展狀況，本校未來學相關教師致力於專書之
著作及翻譯，計有「亞洲經濟大趨勢」、「跨世紀大流通」、「三千年大贏家」、
「全球經濟未來」、「傲視大亞洲」、「未來學」、「流通經營未來」、「千禧未
來」、「跳出箱子外的思考」、「社會未來學」
、「經濟未來學」等。
4.為發表研究成果，該組每年均有老師代表本校出席世界未來學相關會議，並發表
論文。八十五年為廖惠珠老師、八十六年為陳國華老師、八十七年為陳建甫老
師、八十八年為林志鴻、陳國華老師、八十九年為胡名雯老師。
（三）服務方面
1.該組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即開始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多媒體演講活動。主題分別
為：「新未來－文化與價值」、「千禧未來－網路族的思考方式」、「資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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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革命」、「台灣未來」
、「人文關懷與全球未來」。
2.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於圖書館未來學資料區舉辦「新未來－文化與價值」靜態
資料展。
3.自八十五學年度起，每年推薦二位同學參與世界未來學相關會議及活動。
茲臚列歷年主管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林志鴻

84.8---

三、教學科技組
本校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視聽教育館建置完成，同年八月於文學院下設「視聽教育
館」，民國五十七年改隸圖書館更名為「視聽教育中心」，至民國七十年隨全校二級單
位組織名稱調整改稱「視聽教育組」，民國八十四年八月改隸教育發展中心，更名為
「教學科技組」迄今。
「視聽教育組」階段應可視為媒體服務之開端。早期之服務以語言練習設備之提
供、幻燈片與投影片之製作、視聽資料之典藏、以及視聽設備之出納為主。由於社會變
遷迅速，教育、科技以及所處的環境不停的在變化，傳統的服務方式已不能適應環境的
變遷，勢必要有所變革與因應。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改隸教育發展中心，更名為「教學科技組」。該組為順應教學與
科技變遷的趨勢，乃應用教育科技之理念，設計、發展、運用、管理以及評估各種管理
與教學資源，提供各種相關之諮詢與服務，以提高教師媒體素養，改善教學環境。目前
規劃之具體實施方案，包括三大方向：
（一）提高教職員之媒體素養：期使教職員具備操作、使用校內各種媒體設備之基
本能力，並了解如何利用媒體提高教學效果。
（二）教學媒體服務方式之革新：教學媒體設備多元化、普及化、自助化。
（三）媒體教學之研究、設計、與製作：發展具本校特色之自製媒體單元教材。
該組在教學行政方面的功能如下：
（一）教師發展
教學科技組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的任務是協助教師在教法、教材與科技的運用上精
益求精。教師發展主要工作為辦理新進教師研習會、教學工作坊等，並設置「簡易媒體
自製區」協助教師製作媒體教材。
（二）教材發展

57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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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發展以製作配合整學期的課程教材為主。作法上從核心課程如「科技未來」、
「社會未來」、「大一英文」、「大一日文」、「遠距教材」等課程進行規畫、設計與製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郭經華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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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品質管理組

（三）教室發展
教學科技組每年將近十間教室更新為「多媒體呈現教室」，並針對各學門之功能需
求作規劃，以供教師不同需求使用。

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其成立宗旨：淡江大學首先由張創辦人建邦博士引
進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理念於淡江大學的管理體制中，期使全面

（四）研究與推廣

提升高等教育教學、研究、行政及社會服務的全面品質，為了任務能順利推展，特成立

教學科技組之研發工作乃針對有關「教學」相關之主題，研究工作以「教師」、
「教材」與「教室」的需求分析與評鑑為主。推廣方面以舉辦研討會、參觀與展示活動
為主，藉以宣導教育科技理念，提升教學品質。

任職起迄年月

陳和琴

71.8.--77.8.

裘錦天

77.9.--80.7.

王健華

80.8.--86.7.

計惠卿

86.8.--87.7

李世忠

87.8--89.7

徐加玲

89.8--

動淡江行政革新與全面品質的提升。
教品會在多年努力運作下，確實肩負起學校教育品質管理的任務，為使教品會所職
掌的工作更為落實，於八十九年八月正式成立新單位為教育品質管理組隸屬教育發展中

茲臚列75至88年歷任主管於下：
主管姓名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簡稱教品會），由校長親任主任委員直接領導教品會的運作，推

心，繼續推動淡江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精神。
本組之職掌如下：
一、近、中程及長程發展計畫之規劃與管理。
84.8改隸教育發展中心，更名為「教學科技組」

四、遠距教學組
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其成立宗旨：在寬頻網路與網際網路發展下，遠距
教學邁入一嶄新境界。於八十八學年度，淡江大學成立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規劃遠距
教學未來發展方向，進而於八十九學年度（公元2000年），在教育發展中心下設立遠距
教學組，結合教育、電腦、網路學習等科技，具體地推動一人性化與科技化，以學習者
為導向遠而無距的學習環境。本組執掌與任務如下：

二、教學單位之教學、研究與服務等現況資料之蒐集、整理、績效評估及資料提供
等事項。
三、校內外教育問題之專案研究。
四、協助行政單位推動行政品質管理之工作。
五、編撰及出版教育相關專業叢書。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劉美琦

89.8-------

第十一節 體育室
本校為因應時代的變革與大學法的公佈實施，乃於八十四年八月一日成立體育室，
列為一級單位。把體育行政由學生事務處獨立出來，體育教學課程由共同科區分出來。

（一）負責規劃、管理與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相關學術活動。

復於八十五年四月一日，再設立體育教學組和體育活動組，並於八十五年八月一日改列

（二）支援教師遠距教學教材製作及教學平台維護。

為教學單位。這些制度的變革，使淡江體育有了新風貌，讓體育室處理全校體育教學與

（三）推動遠距教學之國內外合作與研究發展。

活動的各項事宜，更具發揮的空間。
體育室的體育教學目標旨在推動政府「終生體適能」的理念，以因應社會變遷及學
生多方面的興趣。透過體育教學以增進體育及相關知識、學習運動基本技巧、了解正確
的運動方法、促進身心均衡發展、提升健康體適能、控制體重及享受運動樂趣、建立身

58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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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各層面的美好為目標；希望學生在學校體育課程至少修得一技之長，養成規律運動
的習慣，建立「終生運動」的觀念，以延續其畢業後更久遠的運動生涯。
目前校內體育設施的硬體設備有：

體育教學組
體育教學組綜理全校體育課程及相關業務，課程設計以多元化、樂趣化、生活化為

1.400公尺跑道運動場一座

原則，期使學生豐富自己生涯體育的規劃。

2.籃球場六面

一、教育宗旨：

3.排球場十一面

1.鍛鍊健全身心、促進均衡發展。

4.網球場三面、網球練習牆一面

2.培養運動道德、建立團隊觀念。

5.羽球場四面

3.增進體育知識、建立運動習慣。

6.韻律教室一間

4.了解運動方法、提昇運動水準。

7.桌球教室一間

5.培養運動興趣、養成愛美情操。

8.重量訓練室一間

在課程的規劃方面，除了開設傳統且流行的運動項目外（第一曲線），將配合學生

9.溜冰場一座

的興趣與需要，盡量朝向動態式的休閒健身運動發展（第二曲線）。科際整合的課程規

10.游泳館（預計89學年度下學期動工興建；150公尺、8水道標準游泳館）

劃，體育與各相關知識的整合。

11.多功能體育館（預計89學年度下學期動工興建）

二、課程內容：

該室於八十九學年度有專任教師三十三位、兼任教師三十五位，每位老師均具專

1.大一體育：一年級學生隨原班上課，每四週為一個單元變換上課場地。

長，除了熱心推動學校各項體育教學與校內外各項競賽外，並帶動全校教職員工健身活

2.大二、大三體育：二、三年級學生不受限於年級班級修習體育課程，開設科目

動，由於老師們辛苦訓練學生運動代表隊，使得本校在全國大專院校的各項運動競技比

計有五種類二十一項。

賽，皆能榮獲佳績，其中以籃球、排球、桌球、羽球、劍道、擊劍等項目的表現尤為突

球類：籃球、排球、桌球、羽球、網球、壘球、足球。

出，曾培育多位國手級選手，成為本校運動代表隊特色。此外，為提昇教學素質，於八

舞蹈類：韻律、社交舞、土風舞。

十七年創刊「淡江體育」預定每年六月出版，本刊物為淡江大學體育學術研究者的發表

武術類：太極拳、養生氣功、體操。

天地，刊載有關體育活動報導及體育之學術性論文。

休閒類：高爾夫、保齡球、直排輪、撞球。

面對二十一世紀，該室為培養學生規律運動的習慣及促進體育教學的正常化，多功

體適能類：體適能、體重控制、強力塑身、有氧舞蹈。

能綜合體育館及游泳池的興建是多年來最迫切的事與熱切的盼望。體育教學環境的改

3.大四選修：限四年級學生自由修課。

善，連帶提升教學品質，將促使體育教學創造更好更新的未來。

4.特別班：限盲生與身心殘障學生，不分年級，合班上課。
5.運動專長班：八十學年度至八十三學年度曾開設體育專長班供校隊人員上課訓

茲臚列歷年體育室主任於下：

練，後自八十四學年度起因實施興趣選項，即停止開設。八十九學年度恢復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

備註

趙連城

75.8-79.7

隸屬於訓導處體育運動組

王儀祥

79.8-82.7

程嘉彥

82.8-84.7

程嘉彥

84.8-86.7

黃德壽

86.8-88.7

實際並重，有關知識的了解與理念的認知，再配合正確的運動操作技巧，知行

王儀祥

88.8-

合一才能運動的安全有效益。

動專長班的開設，開課項目計有籃球、排球、桌球、羽球、網球、田徑、棒
球、壘球、足球等九項專長班。
三、提升教學品質之措施：

自八十四學年度起成立體育室

1.體育雖是以大肌肉活動的教育，但在整體課程的學習與安排上，應該是理論與

58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2.加強學生研究能力，學生基本學術科能力提升後，自然強化了其判斷及鑑賞能
力，養成其團體合作能力與了解團隊精神的真諦。
3.加強學生「時時運動、處處運動」的觀念，建立「終生運動」與「終生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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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別
女子籃球
男子籃球

的理念。
四、建立教學品質管制：
1.體育各項目課程小組，負責規劃整合教學品質措施。

男子排球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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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成績

82

甲組二級

冠軍

83

甲組二級

冠軍

77

大學學院

冠軍

78

大學學院

冠軍

79

大學學院

冠軍

81

大學學院

亞軍

77

大男乙組

亞軍

2.教師時時刻刻進修研究，以傳授學生體育相關的理論知識與正確的運動技巧。

79

大學學院第一級第一組

冠軍

3.建立體育室網頁，以及與教務處本頁聯結體育課程綱要網路檢索系統，以提供

81

大學學院男子組

亞軍

82

大學學院男子組

亞軍

83

大男子組

亞軍

84

大男子組

冠軍

大學學院第一級

亞軍

87

第廿五屆永信杯及大專排球聯賽大專男子組

冠軍

68

大女乙組錦標賽

冠軍

69

大女乙組錦標賽

冠軍

77

大女乙組錦標賽

亞軍

78

大女乙組錦標賽

冠軍

81

大學學院

亞軍

82

大學學院

亞軍

87

第廿五屆永信杯及大專排球聯賽大專女子組

冠軍

硬式網球隊 88

男子團體

亞軍

男子軟網球 88

大男乙組雙打

冠軍

89

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

學生選課參考。
4.教師授課教學計劃上傳教務處，提供學生選課參考及任課教師之成績考核。
五、提升師資水準：
1.每學期實施包括教學、研究、服務等內容的教師評鑑，以為教師升等、續聘、
解聘或獎勵之依據。

女子排球

2.鼓勵教師出國進修或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或發表研究成果。專任教師林素婷
出國進修博士學位。
3.鼓勵教師參與有關未來導向知識能力的終身學習。提高資訊化的基本知能，以
配合未來化政策，鼓勵教師參加校內外各種電腦、語言及其他相關課程。
4.每學期聘請大師級教授專題演講，並舉辦教學研討會。
茲臚列歷年體育教學組組長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

89

大男乙組個人單打

冠軍

楊繼美

85.4-87.7

89

大男乙組個人單打

亞軍

謝幸珠

87.8-

84

大女乙組

冠軍

85

大女乙組

冠軍

87

大女乙組單打

亞軍

女子軟網

體育活動組
體育活動組綜理全校師生校內外各項運動競賽及休閒活動之相關業務，業務如下：
一、組訓學生運動代表隊：
目前成立的運動代表隊計有田徑、籃球、排球、棒球、羽球、游泳、桌球、網球、

柔道

大女乙組雙打

亞軍

88

女子單打

亞軍

88

女子雙打

亞軍

78

大男乙組第一級

冠軍

81

大男丁組第四級

亞軍

大男丁組第五級

亞軍

大男乙組

亞軍

大男丁組第三級

亞軍

83

大男丁組第二級

亞軍

87

大男乙組個人第四級

冠軍

大男乙組個人第七級

冠軍

軟網、國術、柔道、跆拳、劍道、高爾夫、保齡球、擊劍、足球、橄欖球、壘球、划船
等二十項目，男女共卅六隊。
各項運動代表隊均由本室教師加以指導訓練，歷年來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各項比賽，
成績優異，各隊曾獲冠亞軍頭銜者有：（如附件）

8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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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大專錦標賽男太極推手

冠軍

87

大專錦標賽男推手四級

冠軍

87

太極推手第五級

冠軍

87

大專杯國術賽男太極推手第五級

冠軍

女子國術

89

女子推手第六量級

擊劍

88

男200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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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男100蝶式

亞軍

82

男100自由式

冠軍

棒球

87

第一屆嘉農杯全國大專棒球賽

冠軍

亞軍

跆拳道

87

大專杯第一量級

冠軍

個人組女子銳劍

亞軍

男子跆拳

88

男子第三量級

銅牌

團體組女子銳劍

亞軍

89

社會男子組輕量級

亞軍

團體組女子銳劍、鈍劍

亞軍

89

男子中乙級（第六級）

亞軍

89

女子乙軍刀團體

亞軍

88

女子第二量級

銅牌

89

女子乙組鈍劍團體

亞軍

女子鰭量級（第一級）

亞軍

89

女子乙軍刀團體

亞軍

88

男子個人段外組

亞軍

81

大男乙組

冠軍

88

男子團體得分賽

亞軍

76

大男乙組

冠軍

88

男子團體過關賽

亞軍

78

大男乙組

冠軍

88

女子個人段外組

亞軍

79

大男乙組

亞軍

88

女子團體得分賽

冠軍

81

大男乙組

冠軍

89

女子乙組團體得分賽

冠軍

80

22屆大運會女子田徑隊1600公尺接力

冠軍

89

女子乙組個人賽

冠軍

81

23屆大運會400跨欄大女乙組

冠軍

89

全程（游泳1.5公里、自由車40公里、

亞軍

82

24屆大運會400跨欄大女乙組

冠軍

82

24屆大運會800公尺大男乙組

冠軍

83

25屆大運會800公尺（大男乙組）

冠軍

破大會紀錄

83

25屆大運會1500公尺（大男乙組）

冠軍

破大會紀錄

84

800m、1500m（大男乙組）

冠軍

85

27屆大運會800公尺（大男乙組）

冠軍

85

27屆大運會1500公尺（大男乙組）

冠軍

87

29屆大運會跳高（大男乙組）

冠軍

89

兩百公尺

冠軍

89

一百公尺

亞軍

男子網球

88

大男乙組

冠軍

高爾夫球

84

大女乙組

冠軍

88

大男乙組個人

亞軍

每學年均擇期辦理新生杯及系際杯之各項目球類比賽，如新生杯籃、排球賽、個人

89

男子乙組個人

冠軍

桌球、師生羽球、教職員保齡球、系際大隊接力、系際壘球賽或馬術表演及其他球類競

89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大男組

冠軍

賽或表演活動等……。

84
85

男子組團體

亞軍

86

個人組

亞軍

1.八十五學年度：劍道邀請賽，日本參賽隊伍計四校男女八隊。

89

三人組

冠軍

2.八十六學年度：棒球隊遠赴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參加國際棒球邀請賽，計有六個

81

男800自由式

冠軍

男100自由式

亞軍

男200蛙式

亞軍

國術

男子桌球

田徑

保齡球

游泳

女子跆拳
男子劍道

女子劍道

鐵人三項

跑步10公里）共計51.5公里
鐵人三項

89

鐵人三項

89

半程（游泳750公里、自由車20公里、

亞軍

跑步5公里）
（接力）

游泳（游泳1.5公里）

亞軍

自由車（40公里）
路跑（10公里）

鐵人三項

89

男乙組團體總錦標

冠軍

羽球代表隊 89

大專乙組混合雙打

冠軍

大專盃

冠軍

壘球隊

88

二、辦理校內各項目運動之競賽或表演活動：

三、辦理國際性體育交流活動

國家參賽。
3.八十九學年度：男女排球隊赴澳洲昆士蘭大學及黃金海岸大學進行訪問比賽及
移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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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十九學年度：女子籃球隊赴韓國大學進行訪問比賽榮獲第二名。

防科技、軍事智能、國家安全及護理等六大領域。除提供學生基本軍事概念及護理

四、輔導並支援運動性社團活動：

常識外，可彌補生活教育、群倫教育、法治教育之不足。

目前本校各類體育性社團活動計有：溜冰社、桌球社、軟網社、硬網社、羽球社、

生活輔導：軍訓室以維護校園安寧為職責，實施廿四小時住校值勤，隨時協助學生解決

棒壘社、劍道社、西洋劍社、太極拳社、國術社、柔道社、跆拳社、空手道社、內家武

疑難，使學生能在校園中安心學習，獲得成長。

學社、唐手道社、職業球類研究社、淡江馬術研習社、籃球社、橄欖球社、合氣道社、

為因應教學、研究、輔導服務之需要，設下列四組（教學、服務、行政、台北校

水上活動社、排球社、保齡球社、體適能有氧社、傳統武學研究社、曲棍球社等，每學

園），各置組長一人，由上校教官兼任，辦理組務，其下編組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

年均輔導各運動性社團辦理活動，支持與鼓勵學生參與運動性活動。

人。並經88年9月30日教育部核定通過。

五、本校運動場地整修及維護：
本組歷年均投入相當經費進行各項運動場地之修繕及維護，例如籃、排球場地之壓

軍訓教學組：負責軍護教育計畫策訂、執行。軍護課程研發與編排。
預備軍官考選。軍官團活動策訂、執行。其他教學相關事項。

克力板更新及籃排球架球網保養更新、網球場地重新整修、活動中心地板翻新整修、體

學生服務組：支援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學生急難、意外事件調處。 學生生活（含

育器材室、單、雙槓場地、棒壘球場紅磚粉鋪設及運動場各項設施之保養修繕及維護等

膳食、校外賃居）輔導與服務。校園安寧計畫策訂與執行。春暉專案、生活教育、

等，俾提供學生良好及便利之體育運動空間。

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展。協辦新生入學講習。協辦畢業典禮、校慶等各項慶典活動。

六、每週年校慶舉辦各項慶祝或體育表演活動：
為慶祝本校校慶，每年均舉辦各項體育競賽或表演活動，欣逢淡江五十週年校慶，
擴大舉辦各類體育性慶祝活動：八十九年三月份舉行聖火傳遞活動開啟全校一系列之各
項慶祝活動、五十週年校慶壘球、師生羽球、個人桌球、籃、排球、教職員高爾夫球
賽、學生組保齡球賽、教職員工保齡球賽、國術表演、千人有氧律動表演、五十週年校
慶運動大會等，並特別編製「淡江體育50週年特刊」。
茲臚列歷年體育活動組組長於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

蕭淑芬

85.4-87.7

黃德壽

87.8-88.7

王儀祥

88.8-89.8

張家昌

89.9-

第十二節 軍訓室
軍訓室伴隨淡江走過淡江英專、淡江文理學院時期，從早期的五、六位教官到目前
已有三十六位軍護人員。在尊重大學自治精神下，本校八十七年六月第六十次行政會議
決議「保留軍訓室」。依據本校辦事細則第六條之規定訂定。配合整體教育目標，學生
軍訓工作概分兩大主軸：
軍護教學：屬「國防通識」教育，依教育部規定，課程內涵包括：兵學理論、戰史、國

行政事務組：負責軍訓教官、護理教師人事業務。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後勤業務。教育
部分區督考工作、辦公室一般行政事項。
台北（蘭陽）校園組：承主任之命，綜理台北（蘭陽）校園軍護教育、學生輔導服務工
作。
工作重點及特色：
（一）教學課程規劃及教學品質之提昇：
1.依軍護課程修習辦法；一年級必修、二年級選修。軍訓選修係以「六大領域」為
範疇，結合本校「三化」政策之教學要求，通過開設五個課目：「孫子探微」、
「彈道飛彈威脅與防禦」、「後冷戰時期美中台戰略與我國家安全」、「健康家庭
與兩性關係」、「戰爭未來」
，供同學選修。
2.依學生課後意見反映暨教官授課心得，並遵循教育部規定，以教官（師）專長任
教，將大一必修軍訓課程精簡為每學期各二個單元，經學生意見反映施行成效良
好。
3.由教官自編「孫子探微」、「彈道飛彈威脅與防禦」「戰爭未來」、「美、中、台
戰略與國家安全」課本。另編印與「軍訓選修課程摘要暨預官考選須知」手冊之
印製，提供學生參考。（此舉為全國之翹楚）
。
4.於軍護課程中納入「安全教育」、「春暉專案」、「服務教育」、「災害防處」、
「正常兩性關係之性教育」、「人口政策」
「常見疾病預防」
、「CPR（心肺復甦術）
」
等內容施教，使軍訓教學結合生活輔導，服務學生，對學生發揮實質助益。
5.貫徹學校資訊化政策，於八十七年七月建置軍訓室網頁，其中「軍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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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天地」、及「預官業務」、等子網頁，均提供充分之軍護教學相關資訊，擴
大軍護教學效果。
（二）推動行政電腦化
1.配合本室資訊化進程，將人事法令規章、作業規定建置於本室內部網頁，供同仁
查考，以維個人權益。
2.建立資源分享機制，提供人事表格電子檔，由軍護同仁視需要取用，以簡化作業
流程、減少資源浪費。
3.運用電子信箱轉達上級重要指示及各項人事作業，以落實宣導效果，提昇工作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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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新生人手一冊，並提供在校生參考。
（四）資訊化之推動
民國八十七年曹總教官到任後，積極推動本室「三化政策」；在「資訊化」方面結
合TQM精神，落實教學與服務學生等日常工作，以開創軍訓工作的第二曲線。規劃硬
體升級、軟體建構及教育訓練三大具體方向，責成本室編組「資訊化推動小組」，分近
程、中程、遠程三個階段逐步推動，貫徹執行。
1.硬體升級：
總教官指示秉持「經濟效益」原則下，專案簽請張副校長支援經費，購料升級。
案經核撥經費十三萬陸仟元，本室全數用於購買另件，有關裝配、組合、測試及

4.電腦硬體昇級：本節撙原則，協調資訊中心就庫存備料調整升級，運用具資訊專

軟體安裝等，均由本室遴選資管、資訊兩系學有專精之工讀生負責完成。總計有

長工讀生實施升級，計有28位同仁之電腦獲得升級，較原僅計劃15台電腦升

28位同仁之電腦獲得升級，較原僅計劃15台電腦升級，多出13台，達成率為

級，多出13台，達成率為187%。對辦公室自動化目標助益甚大。

187%。

5.軟體建構：
完成學生資料庫查詢系統建立及軍訓室區域網路之建構，軍訓室網頁改版增闢護
理天地子網，暢通資源共享，資訊交流管道，增進工作效能。
6.電話系統更新：
換裝電話系統（含小總機），增加使用線路，現有校內分機八線，外線二線；軍
護同仁及值勤教官透過安裝新電話系統，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提供家長與全體學

2.軟體建構：
⑴建立學生資料庫查詢系統
目前本室已協請教務處提供全校學生基本資料及地址資料文字檔，再結合本室
蒐集之學生賃居資料，轉換成Excel檔，置於本室檔案伺服器上，供同仁隨時
查詢，全部系統已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份完成。
⑵建構軍訓室區域網路

生快速服務。

軍護同仁多達三十餘人，平日身兼教學及行政（輔導服務學生）雙重工作，任

7.加強文書作業：

務繁重，為貫徹「三化」政策，特建構內部區域網路，將本室所有收發文件資

不斷檢討改進行政作業流程，力求精簡有效，文書作業悉依規定辦理，凡電子化

料均備份儲存於伺服器並分類管理；同仁需經常查閱（詢）事項，則以網頁方

作業系統、公文流程等均有專人負責，并建立代理人制度。

式公告週知，暢通資源共享，資訊交流管道，增進工作效能。

（三）加強學生服務：
1.預官考選方面：

⑶軍訓室網頁改版
軍訓室網頁係於八十七年七月啟用，經多次改版美化，增闢「護理天地」子網

考選作業資訊化，建立報考學生資料庫，將報考訊息與榜單E-mail傳遞各學生，

頁，以每月一個主題方式，提供保健新知、兩性交往等資訊。針對學生常見疑

增進效能。研究開辦「預官考選輔導班」，延聘預官考選共同科目（國文、英

難問題，分類建立標準答案，網上公告，方便學生隨時查閱。另計劃增加互動

文、國父思想）、專業科目（物理、化學......等）相關系所老師加強輔導，以提昇

性功能，期使預官考選作到網路報名及軍訓抵免上網申請等目標。

錄取率，爭取校譽。
2.學生校外租賃

3.教育訓練
多年來教育訓練組、教科組等單位賡續排訂各種應用軟體課程，供全校教職員修

教官利用課餘時間實施校外賃居生輔導訪問，適時解決學生問題，轉達師長關懷

習，本室同仁均能視個人需要主動參加，其間更多次為軍訓室開設專班。除責成

之意，普獲學生及家長好評。所有訪問資料編纂成「淡江大學校外賃居手冊」，

本室成立資訊化小組外，遴選對應用軟體操作熟練之工讀生擔任小老師，至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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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為教官實施個別教學，大幅提昇資訊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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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資訊管理研究所、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所、產

目前同仁們具備之能力如下：

業經濟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及會計研究所等；大學部初期著重於實用的商管課程，以及

1.使用E-mail收發信件：從全校軍護課程記分簿中篩選出各授課班學生名冊。

英、日文基礎課程，擴展至今已遍布於中文系、英文系、日文系、資工系、統計系、企

2.運用Excel計算學生成績。

管系涵蓋文、商、管、工各學院以及技術學院的企技系、應日系、財技系等，造就人才

3.運用Power Point製作教學投影片。

無數。

4.利用學號製作全系（班）學生E-mail並整批匯入Outlook連絡人資料夾內加以管理
運用。瞭解Front Page 2000製作網頁原理。
5.利用網路蒐尋擷取資料。
茲臚列本室七十五年度以後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年月

苑鍾麟

74.8-----79.7

沈天賦

79.8-----87.7

曹仲立

87.8-----89.7

姚榮台

89.8-----迄今

第十三節 推廣教育中心
伴隨資訊化社會的來臨，任何人再也無法自絕於此一時代的洪流之外，知識爆發使
學習的領域擴增，而資訊的學習始終無法跟得上社會急遽的變化，造成了對繼續學習不
斷的需求，在專業知識方面，知識壽命不斷的縮短，每個人要活得有尊嚴、有價值，在
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要有充分的規劃，因應情勢妥善轉換，建立合宜的人生價值觀，於
是「終身學習」的生涯規劃與發展普遍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為因應此等前所未有的挑戰及提昇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於七十八學年度成立
「學分進修輔導處」，首任主任黃天中先生。八十四學年度更名為「推廣教育中心」，經
主管兢兢業業於進修教育之推廣，目前已成為全國終身教育之重鎮，成績斐然。
該中心在八十五年以前之編制僅置主任、秘書各一人及組員二至三人，更名為「推
廣教育中心」後，擴充編制，在中心下設推廣業務組及行政管理組。推廣業務組負責各
項教學業務之推展，而行政管理組則負責各項行政業務之支援工作。
（一）業務發展
初期學分進修教育著重於研究所課程，參與開課的研究所有管理科學研究所、財務
金融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及水資源環境工程研究所。漸次加入的有建築研究

推廣教育中心除了辦理個別報名與公民營機構及政府單位合作推廣進修教育，八十
三學年起辦理中等學校「加註他科教師登記」學士學分班，每學期進修學員約有千餘
人，結業出國進修研究所學員每年亦有百餘人，進修大學部學士者也有百人，近幾年各
教育機構辦理的教師甄試考取者也有百餘人。
（二）重要事紀
茲將八十五年更名為「推廣教育中心」後重要事紀臚列如下：
⑴八十六年八月成立本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⑵教育部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核准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教育部核准文號：
台（86）高三字第八六一二三九一九號）
。
⑶本校於八十七年六月廿二日公佈「淡江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三）教學地點與合作單位
面對社會對「終身學習」之殷切需求，該中心之教學地點除了本校台北校園外，觸
角幾乎遍及全台，經教育部核准之校外教學地點包括：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桃園：（A）桃園縣政府（B）桃園縣議會（C）桃園市公所
台中：嶺東商業專科學校
高雄：淡大企管顧問公司
澎湖：澎湖縣政府
該中心不斷地增加推廣教育之合作單位，茲將合作單位及簽約時間之明細依序臚列
如下：
合作單位

簽約時間

⑴交通部電信總局

七十九年三月

⑵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八十年五月

員工福利委員會
⑶企業管理資訊股份公司

八十二年七月

⑷中華民國營建事業協進會

八十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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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中國生產力中心

八十二年七月

茲臚列歷年執行長（主任）於下：

⑹魯班企管顧問公司

八十三年三月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⑺百嘉麗有限公司

八十三年八月

黃天中

78.8--79.9

⑻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

八十三年九月

陳淼勝

79.8--80.7

⑼常春藤國際企管顧問公司

八十四年六月

李德昭

80.8--81.7

⑽鴻江貿易公司

八十六年四月

陳淼勝

81.8--82.7

妶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八十六年九月

蔡信夫

82.8--85.7

妼淡大企管顧問公司

八十六年十月

盧慶塘

85.8--89.7

姃嶺東商業專科學校

八十六年十一月

韓耀隆

89.8--

姖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八十七年四月

妱桃園縣政府

八十七年五月

妽桃園縣議會

八十七年九月

本校國際交流及教育之政策，概由「國際交流委員會」擬定。本校在國際交流方面

姀大通建築經理股份公司

八十七年九月

之努力與成就已獲得許多國內外大學及教育部肯定，誠如張校長紘炬博士在「創造第二

姈桃園市公所

八十七年十月

曲線」文內所提「我們即將跨入新世紀...在這跨世紀的幾年，我國大學市場因供需的距

妴美堅國際股份公司

八十七年十月

離拉近和政策鬆綁而進入激烈競爭的時代。」為了加強本校的競爭力及特色，乃於八十

姇江陵機電股份公司

八十八年元月

八學年度起增設「國際交流及國際教育處」以積極推動及落實本校國際化理念。首位國

孢綜科有限公司

八十八年五月

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由陳惠美副教授擔任。

孥時祥行有限公司

八十八年五月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要工作業務包括以下八大項：

宓莊敬高級職業學校

八十八年六月

一、國際合作事宜

宕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八十八年六月

二、國外貴賓蒞校接待事宜

第十四節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

三、交換生接受及派遣事宜

推廣教育中心歷年收入及繳校統計表

四、外籍生諮詢與輔導

學年度

收入

淨繳校

備註

七十九

29,352,206

10,694,422

八十

19,401,198

9,942,313

八十一

22,885,706

11,442,853

七、兩岸學術交流與合作事宜

八十二

27,791,645

11,845,523

八、其他（包含國際交流委員會及兩岸小組申請補助案之受理）

八十三

27,014,957

13,089,448

八十四

33,063,180

15,859,238

八十五

98,968,685

43,264,545

八十六

85,398,871

41,122,295

八十七

108,370,295

53,497,717

五、外籍生課程規畫及協調
六、麗澤國際學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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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歷年與姊妹校交流情況：
淡江大學歷年來與國外姊妹校學術交流合作狀況一覽表﹙含交換教授、學生、實質交流等﹚
排序
1

校

國名

名

奧地利 維也納大學

學 術 交 流 合 作 狀 況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該校校長Prof. Dr.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Alfred Ebenbauer蒞校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Ring1, A-1010

及親善訪問。

Vienna, Austria

二○○○年四月六日張校長紘炬率本校訪歐

Http://www.univie-ac.at/

洲代表團成員計有馮學術副校長朝剛、洪總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務長欽仁、覺生圖書館副館長鄭副館長麗
敏、國交處陳主任惠美、法文系吳教授錫
德、歐研所鄒教授忠科一行共七人至該校訪
問。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Dr.
Arthur Mettinger (Vice Rector) 及前任校長Dr.
Alfred Ebenbauer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
各項活動並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
2

澳大利亞

張創辦人接待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長奧島孝康

克廷科技大學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該校管理學院院長一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行三人蒞校訪問。

GPU Box U1987

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Prof. Kevin Mckenna

Perth 6845

(Executive Dean)、Dr. Richard Nowak (Head of

Wester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Programs) 與 Mr. Alexander Mo

Http://www.curtin.edu.au/

(Coordinato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等貴賓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四月

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該校Vice Chancellor
Prof. Lance Twomay、Prof. Michael Wood
(Executive Dean of Curtin Business School)、
Mr. Alex Mo Seng-yuey (Strategic Adviser for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rogram) 蒞校訪問並商
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本校邀請該校
之Prof. Geoff Crockett (Head of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
十週年校慶活動。

3

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斯大學

一九九二年四月九日教授訪問團一行八人蒞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校訪問。

Sydney 2052 Australia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張行政副校長家宜赴該校

Http://www.unsw.edu.au/

訪問。

簽約日期：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
民國78年3月20日與伊利諾大學學術合作簽約

4

比利時 比利時法語達文西高等專科學校

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本校張校長紘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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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te Ecole-Leonard de Vinci

本校訪歐洲代表團成員計有馮學術副校長朝

Street of Arlon, 11–1050 Brussels

剛、洪總務長欽仁、覺生圖書館副館長鄭副

Http://www.vinci.be/

館長麗敏、國交處陳主任惠美、法文系吳教

慶各項活動。
8

智 利 智利國立大學

比利時 新魯汶大學
Universite catholiquede Louvain

校訪問並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Ave. Bernado O’Higgins 1058,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Prof.

校訪問。

Santiago, Chile

Luis A. Riveros 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本校張校長紘炬率

Http://www.uchile.cl/

慶各項活動。

本校訪歐洲代表團成員計有馮學術副校長朝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一日

Place de l’Universite

剛、洪總務長欽仁、覺生圖書館副館長鄭副
2, B-1348 Louvain-la-Neuve, Belgium 館長麗敏、國交處陳主任惠美、法文系吳教
Http://www.ucl.ac.be/
授錫德、歐研所鄒教授忠科一行共七人至該

9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校訪問。

6

哥斯大 哥斯大黎加大學

一九八六年九月李優琍等三位同學赴該校交

黎加

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

換研修一年。

Ciudad Universitaria Rodrigo Fasio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該校二位副校長Lie.

San Pedro de Montes de Oca

Rosa Isabel Blanco及Lic, Oscar M. Fonseca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Prof. Guillaume

San Jose, Costa Rica

Zamora 蒞校訪問。

Wunsch (Prorector) 及Prof. I-Chuan Wu代表該

Http://www.ucr.ac.cr/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校長Dr. Luis Garita蒞

校蒞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並參加本校五

簽約日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卅一日 校訪問。

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一九八九年九月六日本校謝明瑞教授赴該校

二○○○年五月十一日美加西教育中心傅兆

擔任交換教授一年。

Athabasca University

川先生、黃貴玲小姐、吳美琴小姐及該校代

一九九○年四月十三日該校訓導副校長Dr.

1 University Drive

表Mr. Iain Grant 及Ms. Betty Wong蒞校拜會張

Sergio Guevara蒞校訪問。

Athabasca ABT9S

校長並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該校校長Dr. Gabriel

3A 3 Canada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Macaya偕夫人由教育部李光華秘書陪同蒞校

加拿大 亞瑟柏大學

Http://www.athabasca.au.ca/

7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一日該校利維諾斯校長蒞

Universidad de Chile

簽約日期；二○○○年三月廿八日 授錫德、歐研所鄒教授忠科一行共七人至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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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que Abrioux伉儷蒞校簽訂學術交流協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議書，並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加拿大 布蘭登大學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加拿大布蘭

訪問。
10

捷 克 布拉格經貿大學

赴該校訪問，並順道訪問捷克Charles
University。

Brandon University

登大學校長Dr. Dennis Anderson與英文系系主

Prague

270-18th Street Brandon, Manitoba

任Dr. Reinhold Kramer應本校邀請來台訪問五

Winstona Churchilla 4,

Canada

天，並於十四日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

130 67 Praha3, Czech Republic

Http://www.brandonu.ca/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七日該校教育系教授Dr.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四日 Murray Smith來校訪問。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六日，張行政副校長家宜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本校張創辦人

Th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ttp://www.vse.cz/
簽約日期：一九九ㄧ年十一月十日
11

法 國 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該校教授訪問團蒞校

率本校行政代表團訪問該校。

Universite de Franche-Comte

訪問。

一九九九年九月本校英文系同學共十名赴該

30 Avenue de 1’obsrvatoire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在本校簽訂兩校學術

校短期研修一年。

France

交流協議書。

二○○○年九月本校法文系陳怡君同學赴該

Http://www.univ-fcomte.fr/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八日該校沃羅諾夫校長應

校交換研修一年。

簽約日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 邀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四週年校慶活動。

二○○○年九月該校交換生Mark Palmer至本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法文系廿一名同學赴該

校交換研修一年。

校短期研修一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二日至廿九日該校國際

一九九七年九月本校法文系廿一名同學赴該

事務處主任Dr. Meir Serfaty蒞校訪問及座談。

校短期研修一年。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本校邀請該校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法文系十七名同學赴該

新任校長Dr. Louis P. Visentin及前任校長Dr.

校短期研修一年。

Dennis C. Anderson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

一九九九年九月本校法文系大三學生廿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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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該校研修一年。
二○○○年三月廿九日本校張校長紘炬率本
校訪歐洲代表團成員計有馮學術副校長朝

12

13

14

15

法 國 里昂第三大學

17

二○○○年十一月兩校以通訊方式完成學術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交流協議書之簽訂。
日 本 亞細亞大學
一九八七年九月交換生立花雄大先生蒞校交

剛、洪總務長欽仁、覺生圖書館鄭副館長麗

Asia University

換研修。

敏、國交處陳主任惠美、法文系吳教授錫

日本國東京都武藏野市境5-24-10

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學術交流部長山本忠

德、歐研所鄒教授忠科一行共七人至該校訪

Http://www.asia-u.ac.jp/

士蒞校訪問。

問並探視本校於該校研修之法文系大三學

簽約日期：一九七○年五月廿九日 一九八九年本校交換生何玉麗同學在該校攻

生。

讀博士學位。

二○○○年十一月四至十日該校校長 Dr.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衛田瀋吉校長夫婦蒞

Universite of Jean Moulin, Lyon3

Gilles Guyot伉儷蒞校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

校訪問並拜會張董事長。

1, rue de l’universite

書。並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日文系助教顏慎樂赴

BP 0638-69239 LYON

該校交換一年。

Cedex 2 France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深山祐教授蒞校訪問，

Http://www.univ-lyon3.fr/

並與該校在本校之交換留學生阿部宏行見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面。

法 國 巴黎第四大學

二○○○年六月十四日該校校長Dr. George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本校赴該校之交換留

Universite de Paris-Sorbonne

Molinie及夫人Dr. Annie Molinie-Bertrand蒞校

學生為校友林莉玲同學。

1,rue Victor Cousin-75230

訪問並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本校甄選會計1992年

Paris, cedex 05, France

畢業校友陳淑瑩同學赴該校交換留學一年。

Http://www.paris4.sorbonne.fr/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本校赴亞大之交換生為日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研所黃彥達同學。

德 國 慕尼黑大學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該校校長Dr.Steinmann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九日服部正中教授及隨員

Ludwig-Maximillians-Universitat

及副校長Dr. Leidl偕夫人蒞校訪問。

山本忠士、西侯昭雄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

Munchen

一九九五年九月該校推薦魏邁庭同學來校交

一九九六年九月亞細亞大學交換生中村麗奈

Geschwister-Scholl-Platz1

換研修一年。

前來本校歷史系交換留學一年。

80539 Munchen, Germany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教授飯島正教授

Http://www.uni-muenchen.de/

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及覺生圖書館

簽約日期：一九八○年九月八日

啟鑰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德 國 波昂大學

二○○○年四月三日本校張校長紘炬率本校

一九九七年本校夜日文系楊惠雅同學至亞細

The Bonn University

馮副校長朝剛、洪總務長欽仁、國交處陳主

亞大學交換留學一年。

Akademisches Auslandsamt

任惠美、歐研所鄒教授忠科、法文系吳教授

一九九七年本校日研所黃彥達同學至亞細亞

Poppelsodorfer Sllee 53

錫德、圖書館鄭副館長麗敏一行七人赴該校

大學交換留學一年。

53115 Bonn

訪問。

一九九七年本校歷史系吳惠芳同學至該校交

Http://www.uni-bonn.de/

二○○○年十一月四至十一日該校校長Dr.

換留學一年。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Klaus Borchard蒞校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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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科隆大學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國際交流部岡部篤厚

書。並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慶祝活

部長及小林明課長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

動。

一九九七年九月本亞細亞大學交換生稻村紀

二○○○年四月四日本校張校長紘炬率馮副

子至本校交換研修一年。

University of Cologne

校長朝剛、洪總務長欽仁、國交處陳主任惠

一九九七年本校甄選日文系張惟綜同學赴日

Albertus-Magnus-Platz

美、歐研所鄒教授忠科、法文系吳教授錫

本亞細亞大學交換研修一年。

50923 Koln, Germany

德、圖書館鄭副館長麗敏赴該校訪問。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林校長雲山率領張副校長

60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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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理學院薛院長文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國際交流部委員長

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語學院林院長森

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並致贈本校中文文書處

鈴、國際研就學院楊棨院長及黃秘書文智赴

理機。

該校訪問。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國際交流部委員太久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日國際交流課課長小林明

保皓生教授及事務部秋山正夫部長來校洽談

偕課員八田浩康及該校亞大在台校友沈賢嘉

交換生事宜，兩校同意該年度九月起接受彼

先生蒞校訪問。

此之交換生前往研修。

一九九八年九月該校交換生松岡由利子至本

一九九三年九月本校甄選大學部經濟系胡瑞

校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珊同學赴該校交換留學一年。

一九九八年本校甄選歷史系吳惠芳同學赴該

一九九五年二月該校校長青山則雄等一行人

校交換研修一年。

蒞校訪問。

一九九九年四月本校日文系交換生徐佩伶赴

一九九五年九月該校選鈴木詩織同學來校交

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校交換生太田理惠至本校

一九九五年九月本校甄選日文系二年級黃若

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嵐同學赴該校交換留學一年。

二○○○年九月本校甄選應日系張簡天祥同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甄選財金系陳淑音同學

學赴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赴該校交換留學一年。

二○○○年九月本校甄選應用日語系辜雅慧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校長Mr. Norio

同學赴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Aoyama及Prof. Eizo Ishikawa (Chairman of

二○○○年九月該校交換生荒井薰至本校公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mmittee) 蒞校參加本

共行政系交換研修一年。

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及覺生圖書館啟鑰式及各

一九九九年四月四日至十日本校張校長紘炬

項校慶慶祝活動。

率馮學術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廿一日貿易學系加藤達男

技術學院邱秘書榮金等一行四人訪問該校及

教授率領學生廿二人蒞校參觀訪問。

其他日本姊妹校。

一九九七年四月該校選派幸島昌成同學至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廿日該校校長服部正中教

校交換研修一年。

授、教養部部長栗田充治先生、總務部兼國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日本校甄選國貿系吳育伶

際交流部部長山本忠士先生、校長室秘書課

同學赴該校交換留學一年。

課長志賀雅二先生蒞校訪問及座談。

一九九八年該校鈴木衛同學、能島正洋同學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栗田充治

至本校交換研修一年。

教授 (Professor of ethics & Vice President for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林校長雲山率領張副校

Student Affairs)、山本忠士先生 (Director of

長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理學院薛院長

International Affairs)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

文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語學院林院長

慶各項慶祝活動。

森鈴、國際研究學院楊棨院長及黃文智秘書

一九八七年三月日文系陳秀蘭教授赴該校研

赴該校訪問。

Chuo Gakuin University

究一年。

一九九八年本校甄選應日系溫國泰同學、國

日本國千葉縣我孫子久寺家451

一九八八年一月卅日至二月十九日該校中文

貿系姜善美同學赴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日 本 中央學院大學

Http://www.cgu.ac.jp/

研修團蒞校研習。
簽約日期：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 一九九○年二月一日中文研修團蒞校研修。

一九九九年九月國貿系張寶云同學、日文系
王美玲同學至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日該校學術交流部柏忠一

二○○○年九月應用日語系陳怡文同學及國

與秋山正夫先生蒞校訪問。

際貿易系吳盈德同學至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60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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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二月該校交換生井桁充由同學至

日本國東京都千代田區永田町1-11- 主任丕雄及黃秘書文智赴該校訪問。

本校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28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五名同學赴該

一九九九年三月廿九日該校生田富夫校長率

Http://www.josai.ac.jp/

校短期研修一年。

齊藤信瀚部長等一行四人蒞校訪問。

簽約日期：一九九四年五月卅日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顧問Mr. Suzuki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日至十日本校張校長紘炬

Akira及Mr. Nakajima Nobuo二人蒞校參加本

率馮學術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

校四十六週年校慶活動及覺生圖書館啟鑰式

技術學院邱秘書榮金等一行四人訪問該校及

等各項校慶活動。

日本其他姊妹校。

一九九七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五名同學赴該

一九九九年九月七日企劃室早坂滿先生來校

校短期研修一年。

訪問。

一九九七年十月，本校林校長雲山率領張副

二○○○年二月該校派白橋正登、加藤正行

校長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理學院薛院

同學至本校交換研修一年。

長文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國際學院楊棨

二○○一年二月該校選派小菅聰及吉川圭介

院長及黃文智秘書赴該校訪問。

同學至本校國貿系及公行系交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四名同學赴該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生田富夫

校短期研修一年。

校長、曾我德興教授及野村史郎課長一行三

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校交換生阿部美佐緒至本

人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校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八年十月兩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一九九九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大三學生五人赴

The University of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該校小菅敏夫教授蒞

該校留學一年。

Electro-Communications

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本校張校長紘炬率領馮學

日本國東京都調布市調布丘1-5-1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本校張校長紘炬率馮學術

術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技術學

Http://www.uec.ac.jp/

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技術學院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十月

邱秘書榮金等一行四人蒞該校訪問。

日 本 城西大學
Josai University

院邱秘書榮金等一行四人赴該校訪問。
21 日 本 城西國際大學

一九九四年四月初林校長雲山親率理學院薛

一九九九年四月本校機械系交換生許振斌赴

Josa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院長文發、商學院莊院長武仁、日文系林主

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日本國千葉縣東金市求名1番地

任丕雄及黃秘書文智赴該校訪問。

二○○○年九月本校大傳系交換生吳苑菱及

Http://www.jiu.ac.jp/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六名同學赴該

機械系交換生盧毓隆赴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簽約日期：一九九四年五月卅日

校短期研修一年。

二○○○年五月廿六日該校留學生事務負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校長Dr. Noriko

人鈴木雅久教授及德本艷娜小姐蒞校訪問並

Mizuta、情報科學中心副所長袁福之教授、

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

小池 智課長、田村修司課長、學生部長井上

二○○○年九月廿一日該校短期留學生委員

教授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及覺生圖

長渡邊成良先生、留學生日本講師志賀幹部

書館啟鑰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先生、學生部教務課長三橋顯先生蒞校訪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至十三日本校劍道社應

問。

該校之邀請，由林校長率領赴日本訪問，並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Prof.

參加日本姐妹校劍道友誼賽。

Takahiro Yukawa (Director of Student Affairs

一九九七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五名同學赴該

Office) 及Mr. Makio Kadota (Chief of research

校短期研修一年。

Cooperation Section) 一行二人蒞校參加本校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林校長雲山率領張副校長

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紘炬、文學院傅錫壬、理學院薛院長文發、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林校長雲山親率理學院

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語學院林院長森鈴、

薛院長文發、商學院莊院長武仁、日文系林

國際研究學院楊棨院長及黃秘書文智赴該校

60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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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大南正瑛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九日本校林雲山校長率張

校長及青山美智子課長一行二人蒞校參加本

行政副校長家宜等相關主管赴該校訪問。

校五十週年校慶活動。

一九九七年該校前坂岳同學至本校中文系交

23 日 本 京都橘女子大學

二○○○年九月該校明石加奈枝等七名研究

換研修一年。

Kyoto Tachibana Women’s University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四名同學赴該
校短期研修一年。

日本國京都市山科區大宅山田町34 二○○○年九月六日該校教學部長細川涼一先
Http://www.tachibana-u.ac.jp/
生及學術振興課課長武藤賢吾先生與該校來本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張校長紘炬率領馮學術副

簽約日期；二○○○年三月

所學生至本校日本研究所交換研修一年。

校短期留學一年之七名研究生蒞校訪問。

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技術學院邱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大南正瑛

秘書榮金一行四人赴該校訪問。

校長 (Dr. Ohnami Masateru) 及青山美智子課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三日該校水田宗子校長率

長 (Ms. Aoyama Michiko) 一行二人蒞校參加

吉田熙生副校長等一行七人蒞本校訪問。
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校交換生阿部美佐緒至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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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活動。
24 日 本 麗澤大學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七日日本麗澤大學第四梯

校交換研修一年。

Reitaku University

次研修學生廿七名由三瀦教授領隊蒞校研

一九九九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大三學生五人赴

日本國東京都柏市光ケ丘2-1-1

修。九月廿日舉行開學典禮。

該校留學一年。

Http://www.reitaku-u.ac.jp/

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於本校舉行麗澤大學留

二○○○年四月十三日該校國際經營學科講

簽約日期：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學生第一屆結業典禮。

師七井誠一郎、入試課職員福山信弘及林丕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麗澤大學第六梯次結

雄教授蒞校拜會張校長紘炬及馮副校長朝

業典禮。

剛。

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本校與麗澤大學簽訂麗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宇野政雄

澤學舍建舍契約。

副校長、留學生別科林丕雄教授、國際文化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第三屆麗澤大學留學生

教育中心野田直宏部長、語學教育中心所長

班結業典禮及麗澤學舍落成典禮。

Dr. Jared Lubarsky及總務小池 智課長一行五

一九八九年四月本校林雲山校長訪問該校。

人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一九九○年二月廿三日本校舉行麗澤大學第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六日本校林雲山校長率張

十次留學生入學典禮及第四梯次畢業典禮。

Komazawa University

行政副校長家宜等本校相關主管赴該校訪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六日本校舉行麗澤大學留

日本國東京都世田谷區駒澤1-23-1

問。

學生班第七梯次畢業典禮及第十六次留學生

日 本 駒澤大學

Http://www.komazawa-u.ac.jp/

一九九九年五月卅一日該校副校長大谷哲夫
簽約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 一行五人來校訪問，洽談締結姊妹校相關事

入學典禮。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本校林校長、外語學

宜。

院鍾院長、日文系林主任親率本校第一次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副校長大谷哲夫一行

海外研修之日文系十五名大三同學等前往該

四人來校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並參加

校研修，並於十六日參加開學典禮，此行象

本校校慶活動及國交處成立茶會。

徵本校國際學術活動邁入新的里程，日本

二○○○年九月本校甄選日文系黃千容同

「每日新聞」有大篇幅報導。

學、應用日語系洪啟昌同學赴該校交換研修

一九九四年四月七日日文系十五位同學赴該

一年。

校修習學分一學期。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雨宮真也

一九九四年九月該校派交換生小川雅之來校

校 長 及 國 際 中 心 主 事 川 波 和 章 先 生 Dr.

研修中文。

Kawanami Masanori 一行二人蒞校參加本校五

一九九六年五月廿八日至廿九日日本麗澤大

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學文化、體育友好訪問團師生共七十八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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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ai University

該校副校長大澤俊夫率領，蒞校參加兩校交
一九九六年九月該校石井行直等四十三人赴

薛院長文發、商學院莊院長武仁、日文系林
日本國神奈川縣平塚市北金目 1117 主任丕雄及黃文智秘書赴該校訪問。
Http://www.tokai.ac.jp/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四日該校松前紀男校長、

本校麗澤班交換研修一學期。

簽約日期：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九日 國際交流課渡邊隆司課長、理事長廣報課大

流十五週年文化觀摩活動及體育競賽。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二十名同學赴

川禮子小姐及大學新聞記者佐野弘二先生等

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一行人蒞校訪問。

一九九七年該校阿部未央子等四十二人至本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五日該校實習船望星丸，

校交換研修一學期。

抵基隆港舉行慶祝酒會，本校校長及一級主

一九九七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二十名同學赴

管應邀登輪參加。

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至廿二日，林校長雲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本校林校長雲山率

山率領張副校長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

領張副校長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理學

理學院薛院長文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

院薛院長文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語學

語學院林森鈴院長、國際研究學院楊棨院長

院林院長森鈴、國際研究學院揚棨院長及黃

及黃文智秘書赴該校訪問。

文智秘書赴該校訪問。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八日飯島敏雄教授及東京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共二十名同學赴

工業高等專門學校鈴木良幸教授蒞校訪問，

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並與工學院機械系及航空系洽談進一步學術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日中文系戶張嘉勝教授
蒞校訪問。

日 本 東海大學

交流事宜。
26

日 本 津田塾大學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本校林校長率領理學院

一九九八年九月該校金子佐和子等十五名同

Tsuda College

薛院長文發、商學院莊院長武仁、日文系林

學至本校麗澤班交換研修一學期。

日本國東京都小平市津田町2-1-1

主任丕雄及黃文智秘書赴該校訪問。

一九九八年二月該校松村有里子等廿一名同

Http://www.tsuda.ac.jp/

學至本校交換研修一學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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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四月本校夜日文系賴姿君同學前
簽約日期：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一日 往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本校張校長紘炬率馮學術

一九九五年九月該校瀨下直子同學前來本校

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技術學院

公行系交換研修一年。

邱秘書榮金一行四人赴該校訪問。

一九九五年九月本校日文系汪雅櫻同學赴該

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校廿九期秋季班同學來本

校交換研修一年。

校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六年九月該校吉澤尚子同學前來本校

一九九九年九月本校日文系大三學生二十人

歷史系交換研修一年。

赴該校留學一年。

一九九七年四月本校夜日文系鄧慧雲同學前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該校副校長大澤俊夫

往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先生、中文系主任千島英一教授蒞校訪問及

一九九七年九月津田塾大學交換生飯島明日

座談。

香至本校交換研修一年。

二○○○年二月至七月該校安藤真理子等廿

一九九七年本校甄選日文系潘麗玲同學赴該

名同學至本校交換研修一學期。

校交換研修一年。

二○○○年九月至二○○一年二月該校廿餘

一九九八年九月該校交換生田中極子至本校

名同學至本校交換研修。

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梅田博之

一九九九年四月本校日文系林鳳嘉同學赴津

教授伉儷及千島英一教授蒞校參加本校五十

田塾大學交換研修一年。

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校交換生三羽伸子至本校

一九九四年四月初本校林校長雲山率理學院

中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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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九月本校日文系范敏慧同學赴該

Chongju University

校交換研修一年。

36Nadok-Dong, Sang Dang-Ku

二○○○年九月該校交換生岡村貴奈至本校

Chong Ju-Shi, Republic of Korea

歷史系交換研修一年。

Http://www.chongju.ac.kr/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本校張校長紘炬率馮學術

簽約日期：一九八六年五月廿六日

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技術學院
27 日 本 早稻田大學

29 韓 國 檀國大學

邱秘書榮金一行四人赴該校訪問。

Dankook University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該校亞太研究所教授

San8, HanNam-Dong, YongSan-Gu

Waseda University

訪華團後藤乾一、永井猛及吉田賢一等一行

Seoul 140

日本國東京都新宿區戶塚町1-104

三人蒞校訪問。

Korea

Http://www.waseda.ac.jp/

一九九七年九月廿日該校講師石田知子蒞校

Http://www.dankook.ac.kr/

簽約日期：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訪問。

簽約日期：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本校林校長雲山率領張
副校長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理學院薛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姊妹校文物展使用。

二○○○年十月卅一日該校寄送該校相關文
物供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姊妹校文物展使用。

一九八六學年度本校邀該校前校長尹泰林教
授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院長文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語學院林

449 Wolyoung-dong, Masan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該校經營學院學生一

院長森鈴、國際研究學院楊棨院長及黃秘書

Kyungnam,

行廿八人，由教務主任金俊式博士率領蒞校

文智赴該校訪問洽談。

Republic of Korea 631

參訪，並洽談兩校交換學生事宜。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七日該校奧島校長蒞本

Http://www.kyungnam.ac.kr/

校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

28 韓 國 清州大學

30 韓 國 慶南大學
Kyungnam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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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該校中文系學生一行
簽約日期：一九八五年一月卅一日 十八人來華研習中文並拜會本會。

一九九八年五月廿六日由本校林雲山校長率

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二日該校派姜命相及廉弘

本校張行政副校長家宜等本校相關行政主管

吉兩位教授來校商討改進交流事項。

赴該校訪問。

一九八八年一月廿日該校訓導長梁哲柱博士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教務長小口彥太及國際

率教職員等一行十一人蒞校訪問。

交流課長塚博道教授蒞校訪問。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至二月三日該校中文

一九九九年九月日研所廖倫凱同學赴該校交

研修團蒞校研修。

換研修一年。

一九八八年八月四日該校秘書長高鉉旭博士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一日至三月廿日該校朝倉

率教授等一行八人蒞校訪問座談。

征夫教授應邀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慶南大學派中文系系

一九九九年四月初本校張校長紘炬率領馮學

主任李戴勝教授前來本校交換。

術副校長朝剛、日研所劉所長長輝及技術學

一九八九年一月五日至廿五日慶南大學中文

院邱秘書榮金一行四人赴該校訪問。

研修團約廿五人蒞校研修，該校副校長尹世

二○○○年五月十六日該校國際教育中心森

亦於一月六日上午蒞校訪問並與本校相關主

園憲幸先生蒞校訪問並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

管座談。

宜。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該校李載勝教授及蒞校

二○○○年九月日語系趙令鋒同學至該校交

擔任淡江講座Dr. George T. Friedlob 參加本校

換研修一年。

畢業典禮。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副校長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六日該校中文研修團一

Prof. Hidetake Sato及助理 Mr. Shiro Takahashi

行廿五人蒞校研修。

一行二人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

一九九二年元月十日至二月六日該校中文研

動。

習團中文系學生廿八人由李載勝教授率領來

二○○○年十月廿三日該校寄送相關文物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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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研習四週。
一九九五年二月該校校長朴在圭等一行十三
人蒞校訪問。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32 韓 國 誠信女子大學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趙鏞丞先生率領該校
師生十一人蒞校訪問。
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

一九九六年一月廿七日∼二月一日慶南大學

249-1 3KA Dongsun-dong

電算中心主任朴圭石教授率金基坤、柳海坤

Sungbuk-ku

等二名技術員蒞本校資訊中心觀摩研習。

Seoul 136-742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校長Dr. Jae Kyu

Http://www.sungshin.ac.k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r. Young Gon Kim

簽約日期：一九八三年五月廿日
33 馬拉威 馬拉威大學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Computer Center)、Mr. Woo Suck Kim (Central

University of Malawi

David Rubadiri伉儷蒞校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

Library) 、Prof. Myoung Sang Kang等一行人蒞

P.O. Box278

議書，並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及覺生圖書館啟

Zomba, Malawi

鑰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Http://www.sdnp.org.mw/

一九九七年該校選派朴柱眩、韓昌勳、尹惠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Park (President )、Prof. Young Chi Kim(Director

映及李昌旻等四位同學至本校中文系交換研

34 墨西哥 墨西哥自治大學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八日在本校城區部四樓會

修半年。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議室姐妹校簽約典禮。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林校長雲山率張副校長

Estado de Mexico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拉研所共三名同學赴該

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理學院薛院長文

Av Universitat Eq. Paseo Tollocan

校短期研修一年。

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語學院林院長森

Toluca, Mexico C.P. 50000

一九九七年九月本校拉研所一名同學赴該校

鈴、國際研究學院楊棨院長及黃秘書文智赴

Http://www.uaemex.mx/

短期研修一年。

該校訪問。

簽約日期：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拉研所共三名同學赴該
校短期研修一年。

一九九八年四月廿二日該校教務長朴文政率
教授團一行十二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

31 韓 國 京畿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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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紐西蘭 懷卡特大學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二日東亞研究系系主任

事宜。

University of Waikato

林敏博士蒞校訪問，並商討與本校學術交流

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校交換生申東沃至本校中

Te Tari Tautangata, Private Bag 3105

事宜。

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1St. Floor, Student Union Bldg.

一九九八年四月廿九日 Mr. Peter Whisker

二○○○年五月廿二日該校董事長、校長及

Hamilton, New Zealand

(Marketing Manager) 蒞校訪問並商討兩校學

僵命相教授一行三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

Http://www2.waikato.ac.nz/

術交流事宜。

流相關事宜。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

一九九八年三月廿三日本校與紐西蘭懷卡特

二 ○ ○ ○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至 十 日 Dr. Jung

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Choong-Kyoun(Vice President)、Prof. Lee, Chul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校長Dr. Bryan Gould夫

Ri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

婦暨副校長Professoe Peter Ottli、東亞學系系

及Dr. Ha, Kyung-Jae(Dean of Computer and

主任Dr. Lin Min、國際交流中心經理Ms.

Information Center)一行三人蒞校參加本校五

Lynette Muter及語言學經理Mr. Calum MacKechnie

十週年校慶活動。

等一行六人蒞校訪問，並商談學術交流事宜。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副校長李

36 菲律賓 拉薩大學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校長Brother Andrew

Kyonggi University

光一教授、國際交流處處長李白哲教授、中

De La Salle University

Gonzalez率副校長Dr. Villacolla 等一行四人蒞

San 94-6, Yiui-dong, Paldal-gu

文系系主任林淑珠教授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

2401 Taft Avenue

校訪問。

Suwon-si, Kyonggi-do

年校慶各項活動及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

1004, Malate

二○○○年十月十七日該校寄送相關文物提

Korea

典禮。

Manila, Philippines

供本校作為五十週年校慶姊妹校文物展之

Http://www.dlsu.edu.ph/

用。

Http://www.kyonggi.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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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Ostozhenka, Moscow, 119837

簽約日期：一九八八年三月廿日
37

38

菲律賓 聖湯瑪士大學

一九九○年五月校長Dr. Castillo 蒞校訪問。

一九九七年九月該校交換生斯他斯赴本校俄

Russia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一九九八年八月廿六日校長Rev. Tamerlane R.

Espana St.

Lana暨副校長Rev. Ernesto M. Arceo蒞校訪

文系交換研修一年。
Http://www.informika.ru/eng/sprav1/r 一九九七年本校俄文系鄭盈盈同學赴該校交
z21e/074e74.htm1
換研修一年。

Manila 2806, Philippines

問，並進行學術交流協議書續約儀式。

簽約日期：一九九七年九月

一九九八年六月廿六日至七月三日俄羅斯莫

Http://www.dlsu.edu.ph/

斯科大學邀請本校及日本東海大學參加該校

簽約日期：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三日

舉辦之棒球賽。

續約日期：一九九八年八月廿六日
俄羅斯 遠東大學
一九九二年元月廿二日-廿四日校長陪同俄羅
斯共和國前部長會議副主席，現任葉爾欽總
Far-Eastern National University

Prof. Seleznev Andrei Alexandrovich (Head of

8 Sukhanova St.

統、國家教育科學文化國策顧問Mr. Malyshev

Oriental Language Studies) 一行二人蒞校參加

690600, Vladivostok

等文教官員一行四人蒞校訪問。

Russia

一 九 九 二 年 四 月 九 日 至 十 一 日 校 長 D r.

二○○○年十ㄧ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Prof.
Chitov Boris Alexandorvitch (Vice Rector) 及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40 俄羅斯 聖彼得堡大學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俄文系大三學生共十人

Http://www.informika.ru/eng/sprav1/r Vladimir I. Kurilov 蒞校訪問。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校長Dr. Vladimir
z21e/018e15.htm1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赴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St. Petersburg, Universitet skaya nab.

一九九九年八月本校俄文系大三學生十八人

簽約日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I. Kurilov及夫人Mr.s Konkordia A. Kurilov伉儷
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覺生圖書館啟

7-9199034, Russia

赴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Http://www.spbu.ru/

二○○○年十ㄧ月四日至十日Prof. Leoni

簽約日期：一九九九年十月

Krasilniko代表該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

鑰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該校校長Mr. Vladimir
Kurilov暨 烏 蘇 里 克 市 市 長 Mr. Vladimir

項活動。
41 西班牙 拿瓦拉大學
Universidad de Navarra

授一年。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至廿二日，林校長雲

Campus Universitario, E-31080

一九九六年九月西語系廿名同學赴該校短期

山率領張副校長紘炬、文學院傅院長錫壬、

Pamplona (Spain)

研修一年。

理學院薛院長文發、商學院邱院長忠榮、外

Http://www.unav.es/

一九九七年九月西語系共二十名同學赴該校

語學院林院長森鈴、國際研究學院楊棨院長

簽約日期：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一日 短期研修一年。

及黃秘書文智蒞該校訪問。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校西語系大三學生廿五人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八日該校第一副校長芮玆

赴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尼克教授及商管學院院長別洛烏所夫博士應

一九九九年九月本校西語系大三學生十八人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校 長 Dr. Vladimir

俄羅斯 莫斯科國立語言大學
Moscow Linguistic University

一九八九年九月鮑曉歐教授抵校擔任交換教

Vedernikov夫婦等一行八人蒞校訪問。

邀蒞校擔任淡江講座。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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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該校研修一年。
42 瑞 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

一九八九年十月底 Prof. Linquist 等三人蒞校

Kurilov夫婦蒞校拜會張創辦人及張校長並洽

Stockholm University

談學術交流事宜。

S-10691 Stockholm, Sweden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該校校長 Dr. Inge Jonsson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至廿四日本校張校長

Http://www.su.se/

蒞校訪問並簽訂學術交流協定。

紘炬率馮副校長朝剛、楊棨教授、胡教授德

簽約日期：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一日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五日Dr. Tronjborn Loden 蒞

軍、黃秘書文智訪問該校並參加該校百週年

校訪問。

校慶活動。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博士班研究生馬丁史

二○○○年十ㄧ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文生來校中研所研修三個月。

Vladimir I. Kurilov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

一九九四年該校派溫乃龍(Pelle Wennerlund)

年校慶活動。

同學來校研修中文。

一九九六年本校俄文系同學共十四名赴該校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林登克朗校長夫婦

短期研修一年。

訪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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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nd Mrs. Gustaf Lindencrona)、哈特教授

二人蒞校訪問。

(Mr. Thomas Hart)—亞太研究中心主任、羅多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

弼教授(Mr. Torbjorn Loden)—中華文化及語言

Prof. M.P. Throne (Pro.Vice Chancellor) 及Mr.

教授及恩貝里教授(Dr. Jonas Engberg)國際事

A.C. McDonald (Librarian) 蒞校訪問並參加校

務主任等一行六人蒞校訪問。

慶活動。

一九九八年九月該校傅彼得、吳林培、方瑞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駐台英國教育中心代

昇同學赴本校交換研修一年。

表Dr. Leslie Brown蒞校訪問，並與圖書館黃

二○○○年九月至二○○一年七月該校派遣

館長商談館際合作事宜。

Mats Norvenius赴本校交換研修一年。

一九九七年四月中旬，本校甄選校友法文系

一九九八年本校甄選英文系王惠琪同學、大

田友玲同學、西語系游美鳳同學及英文系助

傳系王忠銘同學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交換

教林秀鳳三人赴該校攻讀碩士學位。

研修一年。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Mrs. Mollier Temple (Pro-

一九九九年四月卅日國際交流處處長Ms. Ing-

Vice Chancellor), Mr. Andrew McDonald

Britt Sjostrand蒞校訪問並商談學術交流事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 Ms. Josephin

宜。

Aitkins (Customer Service manager) 及Ms.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Lorraine Hall(Assistant Director) 蒞校訪問。

Gustaf Lindencrona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

一九九九年三月廿二及廿四日該校圖書館館

年校慶各項活動。

長Dr. Andrew McDonald等一行四人蒞校訪

43 英 國 倫敦大學皇家何樂巍學院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Dr. John Edward來校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商洽兩校學術交流事宜。
Egham, Surrey TW 20 OEX
一九九五年三月該校教授代表John Edwards

問。

U. K.

蒞校參訪。

國交處陳主任惠美、歐研所鄒教授忠科、法

Http://www.rhbnc.ac.uk/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

文系吳教授錫德赴該校訪問並探視本校於該

簽約日期：一九九四年九月卅日

Prof. Norman W. Gowar暨Mr. Robert Walls

校短期研修之大三學生。

(Director International Liaison) 蒞校訪問並參加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校慶活動。

Peter Fidler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

44 英 國 桑德蘭大學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二○○○年三月卅一日，本校張校長紘炬率
馮學術副校長朝剛、圖書館鄭副館長麗敏、

活動。

一九九一年九月本校化工系校友及銀行系校
45 英 國 哈福特學院

Langham Tower

一九九二年十月廿二日副校長Dr. O’Carroll 夫

Ryhone Road

婦蒞校訪問。

二○○○年三月卅日張校長紘炬率本本校訪
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歐洲代表團成員計有馮學術副校長朝剛、洪
Wellington Square,
總務長欽仁、覺生圖書館副館長鄭副館長麗

Sunderland SR2 7EE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該校留學獎學金由原

Oxford OC12JD,

敏、國交處陳主任惠美、法文系吳教授鍚

United Kingdom

赴該校攻讀碩士學位之化工系校友王琬瑄繼

United Kingdom

德、歐研所鄒教授忠科一行共七人赴該校訪

Http://www.sunderland.ac.uk/

續領取以供其在該校續攻博士學位。

Http://www.hertford.ox.ac.uk/

問。

簽約日期：一九九一年三月廿日

一九九三年十月廿二日該校學術副校長Dr.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二○○○年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該校Prof.

友劉素琴獲本校推薦至該校攻讀碩士學位。

U.K.

O’Carroll伉儷蒞校訪問。

Peter Baker (Bursar and Tutor for Admission) 蒞

一九九五年九月本校甄選產經系助教鄭夙

校訪問並拜會張校長及馮副校長商談簽訂學

雅、統計系魏敏如助教及應屆畢業生李文琪

術交流協議書之相關事宜。

赴該校攻讀碩士學位。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Mr.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三日Prof. Denovan Wilson

Peter Baker (Bursar and Tutor for Admission) 蒞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 及Prof. Denovan

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活動並簽訂兩校學

Roboson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等

術交流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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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National Taras Shevchenko

Skopenko偕夫人Mrs. Valentina Skopenko暨外

University of Kiev

事處Prof. Bekh蒞校訪問並商討將與本校建立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議書。
Beach
一九九九年三月廿九日該校校長Dr. Robert C.
1250 Bellflower Boulevard
Maxson夫婦及該校及亞美研究系教授李三寶

60,Volodymyrska St., Kyiv, Ukraine,

姊妹校之細節，並接受張創辦人建邦晚宴。

Long Beach, California 90840-0109

教授由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張秀蓉小姐及黃馨

252017

一九九八年七月兩校以通訊方式完成簽訂學

U.S.A.

萱小姐陪同蒞校訪問。

Http://www.univ.kiev.ua/

術交流協議書之事宜。

Http://www.csulb.edu/

一九九九年四月卅日，本校張行政副校長家

46 烏克蘭 基輔大學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七月
47 美 國 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校長Prof. Victor V.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三月廿三日 宜率本校行政代表團赴該校訪問。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二日執行副校長 Dr.

二○○○年九月七日至十五日本校國交處陳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

Gerald Strairs 率大傳系主任Dr. James Chu 蒞

主任惠美率領本校合唱團赴該校訪問交流。

Chico, CA95929

校訪問，並商討合辦國際會議事宜。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Mr.

U.S.A.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溪口分校陳常沂教授蒞校

John D’Amicantonio (Librarian) 蒞校參加本校

Http://www.csuchico.edu/

訪問。

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簽約日期：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工學院教授 Dr.

50

美 國 加州州立大學，諾斯里基分校

Arthur Gee蒞校訪問。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校長Dr. Manuel A.

Northridge

Esteban暨夫人蒞校訪問。

Northridge, CA91330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Mr. Frederick

U.S.A.

Ryan (Vice Provost for Informational Resources)

Http://www.csun.edu/

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及覺生圖書館

簽約日期：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
51

一九八九年選派郭曉玲及王思同學赴該校交
換研修一年。

美 國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長、滑明曙院長、蔡信夫院長、李齊芳教授

一九八七年四月該校地理系主任Dr. Robert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Philips 偕夫人蒞校訪問並商洽師生交流事
6000J, Street Sacramento, CA95819- 誼。

5241 North Maple Avenue

及王成勉教授組團赴沙加緬度及弗雷斯諾等

6022 U.S.A.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廖育廉博士蒞校訪問。

Fresno, CA93740-0048 U.S.A

加州州立大學分校參加研討會，並慶祝該校

Http://www.csus.edu/

一九九○年四月十二日該校代表曾垂孝教授

Http://www.csufresno.edu/

成立七十五週年紀念活動。

簽約日期：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

蒞校訪問。

簽約日期：一九八四年八月三日

一九八六學年度該校曾國政教授應邀蒞校擔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任淡江講座。

Donald R. Gerth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

啟鑰式等各項校慶活動。
48 美 國 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張紘炬院長、紀秋郎院

慶活動。

一九八九年本校選派洪如玉同學赴該校換研
修(免州學費)。

美 國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一九八九年十月廿六日校長特別助理 Dr.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Harold Best 蒞校訪問。

Tallahassee, Florida

一九九○年元月十一日商管學院院長 Dr.

U.S.A. 32306-1470

Joseph J. Penbera 蒞校訪問。

Http://www.fsu.edu/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管研所四名同學赴該校

簽約日期：一九九九年六月

短期研修一年。

49 美 國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52

53

美 國 伊利諾大學

一九九九年六月該校校長Dr. Talbot D’Alemberte 蒞校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一九八四年三月卅日至九月一日本校覺生紀

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本校管研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念圖書館人員馬少娟組長（典藏閱覽組）及

所共四名同學赴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Champaign

方碧玲組長（參考服務組）赴該校受訓一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364 Administration Bldg

年。

John D. Welty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

506 South Wright St.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六日本校覺

慶各項活動。

Urbana, Illinois 61801,

生紀念圖書館人員李月梅及賀雅雪赴該校受

一九九八年三月廿三日兩校簽訂學術交流協

U.S.A.

訓一年。

61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Http://www.siu.edu/

一九八六年七月李本京院長赴該校任交換教
簽約日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授一年。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三日金太平教授抵校訪問
並拜會淡水鎮長洽商加強兩校與兩市學術交

一九八七年二月企管系潘玉葉副教授赴伊大

流事宜。

研究。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至八日該校校長Dr.

一九八七年八月中旬本校黃明達、藍毓華、

Rush 及金太平博士蒞校參加本校四十三週年

胡銘煌及鄭儒鴻赴伊大進修CAI及

校慶並簽署兩校學術交流草約。

CAD/CAM。

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本校英文

一九八九年三月該校教授Dr. Akira Takayama
應邀蒞校參加淡江講座。

University of Missouri-St.Louis

James A. Gentry應邀蒞校參加淡江講座。

8001 Natural Bridge Road

一九九六年九月管研所四名同學赴該校短期

St.Louis, MO63121-4499

研修一年。

U.S.A.

一九九六年九月美研所一名同學赴該校短期

Http://www.umsl.edu/

研修一年。

簽約日期：一九八二年八月廿七日
56 美 國 蒙特瑞國際學院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五日-八日該校校長Dr.

Academic Affairs) 應邀參加本校四十六周年校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Gard 博士蒞校參加本校四十三週年校慶並簽
Studies
署兩校學術交流草約，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五

慶及參加覺生圖書館啟鑰式及各項校慶活

425 Van Buren Street

日完成簽訂正式合約手續。

動。

Monterey, CA93940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 Dr. Peter C.C.

一九九七年九月管研所及會計系共七名同學

U.S.A.

Wang (member of Board of Trustees) 及Mrs.

赴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Http://www.miis.edu/

(Director and 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 for

Mankato State University

系共十六名同學赴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55 美 國 密蘇里州立大學

一九八九年五月該校財務金融系教授 Dr.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Dr. Roger E. Kanet

54 美 國 曼卡度州立大學

教學單位之沿革 619

一九九八年九月美研所共八名同學、管科所

Peter Wang、Ms. Molly Lewis (coordinator of
簽約日期：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五日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ve Programs)

共五名同學、國企所、電機所各一名同學赴

應邀參加本校四十六周年校慶並參加覺生圖

該校短期研修一年。

書館啟鑰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一 九 九 九 年 五 月 廿 日 至 廿 二 日 校 長 D r.

二○○○年五月廿九日該校校長Dr. Chester

Michael Aiken及該校東亞研究所教授Dr.

D. Haskell蒞校參訪並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

George Yu蒞校訪問並商談學術交流合作事

宜。

宜。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一九八六年七月陳元音教授赴該校任交換教

Chester G. Haskell及其未婚妻Dr. Margot Gill蒞
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活動。

授一年。
57 美 國 俄亥俄大學

Msu #43/P.O. Box 8400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日該校金太平教授蒞校

Mankato, Minnesota 56002-8400

訪問。

Ohio University, Athens

念圖書館鄭副館長麗敏赴該校受訓。

U.S.A.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九日Mankato City派Mr.

Athens, Ohio 45701-2979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廿

Http://www.mankato.msus.edu/

Jony Robert 等三名見習生赴淡水鎮公所研習

U.S.A.

六日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同仁陳和琴赴該校

簽約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九日

十週。

Http://www.ohiou.edu/

受訓。

一九九○年四月十日校長特別助理Miss

簽約日期：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一日 一九八二年六月卅日至十二月廿二日本校覺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至九月十日本校覺生紀

Karen Wright蒞校訪問。

生紀念圖書館同仁鄭美珠、張素蓉赴該校受

一九九○年五月學術副校長及Dr. Crafts 夫

訓。

婦、該校教育系主任Dr. Jack Harris及金太平

一九八六年九月本校陳麗文同學赴該校交換

教授蒞校訪問。

留學(碩士班)。

62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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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李華偉博士蒞校訪問。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該校亞州研究所林寔弘所

一九九○年三月廿日校長Dr. Charles J. Ping

長蒞校參訪並與學生座談分享赴美求學經驗

夫婦蒞校訪問。

心得。

一九九二年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日該校政治

一九九五年本校甄選英文系校友蔡小鳳赴該

系教授Dr. Chadwick F. Alger應邀蒞校擔任淡

校攻讀碩士學位。

江講座。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甄選大傳系校友趙又

一九九三年二月中文系邀該校斯拉夫語文系
研究員Dr. Aleksand Petrov應邀蒞校參加淡江
講座。

慈、陳虹妙赴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60 美 國 美國三一學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三日校長Dr.

Trinty College

盈秀二人前往該校接授為期四個月的圖書館

Evan Dobelle 等一行七人蒞校訪問並簽訂學
Trinty College 300 Simmit St. 術合作協議書。
Hortfold CT. 06105-3100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四日張行政副校長家宜率

資訊服務在職訓練課程。

U.S.A.

本校行政代表團赴該校訪問。

一九九○年三月廿日校長Dr. Walker蒞校訪

Http://www.trincoll.edu/

二○○○年二月十八日該校校長Dr. Evan S.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問。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 Dobelle及該校歷史系系主任Prof. Michael

2501 N. Blackwelder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五日該校合唱團蒞校訪問

Lestz率該校女子合唱團共廿三人蒞校訪問交

Oklahoma City,

交流。

流。

OK73106, U.S.A.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Dr. Arthur W.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Dr.

Richardson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簽約日期：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應邀參加本校四

Miller Brown (Dean of the Faculty)、Professor

十六週年校慶並參加覺生圖書館啟鑰式及各

Ms. Amy Morri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一九九三年四月本校圖書館職員黃秀錦、陳

58 美 國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

Http://www.okcu.edu/

Michael Lestz (Director of Asian Programs)及

項校慶慶祝活動。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Affairs) 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
61 美 國 華盛頓州立大學

Stephen G. Jennings伉儷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年校慶各項活動。

1 S. E. Stadium Way

一九八六年九月本校赴該校交換留學生(碩士

Pullman, WA99164

St. John’s University, N.Y.

班)為鄒寶齡、徐媛貞、賴淑玫等三位同學。

U.S.A.

8000 Utopia Parkway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該校亞洲學院院長章

Http://www.wsu.edu/

Jamaica, NewYork 11439

曙彤博士蒞校訪問。

簽約日期：一九九七年三月廿七日

U.S.A.

一九八九年本校甄選方政文、謝忠志兩名交

59 美 國 聖若望大學

Http://www.stjohns.edu/
簽約日期：一九七五年三月廿日

62 美 國 西佛羅里達大學

一九八八年一月廿三日負責國際交流之Dr.

換生及郭良梅、顏春玉、陳秀君、賴麗玉、

The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Glen Goltermann 蒞校訪問。

汪培珽、林文華、趙琇芬、汪希純、郭明亮

11000 University Parkway

一九九五年本校甄選英文系陳彰澤助教赴該

及林玉華等十名免學費生赴該校進修碩士學

Pensacola, Florida 32514-5750

校攻讀碩士學位。

位。

U.S.A.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Dr. Backman (Vice

一九九二年元月廿五日葉秋菊同學獲該校亞

Http://www.uwf.edu/

Presidont) 及 Dr. A. Michael Yets (Directon of

洲研究學院提供之交換學生獎學金，赴該校

簽約日期：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八日 Interantional Education and Programs) 蒞校參加

深造。

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並參加覺生圖書館啟鑰

一九九二年九月董麗蘭同學獲本校甄試通過

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前往該校亞洲趼究所政讀碩士學位。

一九九六年九月本校甄選英文系校友吳炯霄

一九九三年亞洲研究學院秋季班留學獎學金

赴該校交換研修一年。

得主為英文系校友董麗蘭及西語系校友陳枝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九日至六月五日該校陳兆

蘭。

綱副教授應邀蒞校擔任淡江講座。

62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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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該校Dr. Dennis N.

（二）本校近年來甄選赴國外研修之交換學生及大三學生短期海外研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Nielsen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Post Office Box 5838

Dr. David E. Robinson (Chairperson of English

Winona, Minnesota 55987-5838

Department)、Prof. Patricia Tolmie、Dr. Terri

八十五學年度：

U.S.A.

Lynn Markos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本校赴海外交換留學生（共二國五人）

Http://www.winona.msus.edu/

、Dr. Carol A. Ziehlsdorg (Associate Director of

修學生如下：

學年度

入學系別

College of Business) 及Dr. Grank Taiping Chin等

85

英文系

吳炯霄

85/09-86/07

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

一行人蒞校應邀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及

85

財金系

陳淑音

85/04-86/02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覺生圖書館啟鑰式等各項校慶慶祝活動。

85

日研所

黃彥達

85/04-86/02

日本亞細亞大學

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本校公行

85

日文系

鄧慧雲

86/04-87/02

日本津田塾大學

系、資管系及英文系共廿三名同學赴該校短

85

日文系

楊惠雅

86/04-87/02

日本亞細亞大學

簽約日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一 Admissions)、Dr. Kennetch Gorman’s (Dean of
日

期研修一年。
一九九八年九月至一九九九年七月本校國貿
系二名同學、資管系一名同學赴該校短期研

名

期

限

國

籍

學年度

系別

人數

85

化學系（博）

1

德國薩爾大學（國科會補助）

物理系（碩）

1

英國劍橋大學及北愛爾皇后大學

物理系（碩）

1

英國劍橋大學及北愛爾皇后大學

管研所

4

美國加州弗雷斯諾大學分校

管研所

4

美國伊利諾大學

英文系

16

美國曼卡特大學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八日本校張行政副校長家
宜率領本校行政代表團訪問該校。
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年七月本校英文
系大三學生廿二人赴該校研修一年。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Dr.

就讀學校

西語系

20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

Steve Richarson(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法文系

21

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Affairs)、Dr. Kenneth Gorman(Dean of the

德文系

14

德國波昂大學

College of Business)、Dr. Gloria Chuang

日文系

20

日本麗澤大學

(Professor of Music)及Dr. Suzanne Draayer

日文系

5

日本城西大學

日文系

6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日文系

10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

俄文系

14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

日研所

1

日本淑德大學

美研所

1

美國伊利諾大學

美研所

2

美國美利堅大學

拉研所

3

墨西哥州自治大學

(Professor of Music) 蒞校參加本校五十週年校
慶各項活動。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代表Dr.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regory L. Geoffroy (Vice President for

College Park, MD 207402

Academic Affairs and Provost) 蒞校參加本校五

U.S.A.

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並簽訂兩校交流協議

Http://www.umd.edu/

書。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65 美 國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姓

2.大三學生短期海外研修（八國一四四人）

修一年。

64 美 國 馬里蘭大學

教學單位之沿革 623

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日該校校長Dr.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rence K. Pettit及Dr. Patrick A. Carone

1011 South Drive,

(Director ,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蒞校參

Sutton Hall Room

加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各項活動及簽訂兩校學

201 Indiana, PA

術交流協議書。

八十六學年度：
1.本校赴海外交換留學生（共三國六人）
學年度

系別

姓

名

期

限

交換學校

86

國貿系

吳育伶

86/09-87/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15705 U.S.A.

法文系

董家宜

86/09-87/07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

Http://www.iup.edu/

俄文系

鄭盈盈

86/09-87/07

莫斯科語言大學

簽約日期：二○○○年十一月八日

俄研所

楊立偉

86/09-87/07

莫斯科大學亞非研究學院

62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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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潘麗玲

87/04-88/02

日本津田塾大學

87

機械系

許振斌

88/04-89/02

日本國立電氣通信大學

歷史系

吳惠芳

87/04-88/02

日本亞細亞大學

87

日研系

廖倫凱

88/09-89/07

日本早稻田大學

87

國貿系

張寶云

88/09-89/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日文系

王美玲

88/09-89/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英文系

吳旻倫

88/09-89/07

加拿大Carleton大學

87

法文系

林集萍

88/09-89/07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

2.大三學生短期海外研修（共九國一五八人）
學年度

系別

人數

86

化學系（博）

1

德國漢堡大學

管研所

4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Fresno分校

管研所

5

美國伊利諾大學

會計系

2

美國伊利諾大學

會計系

5

公行系

就讀學校

2.大三學生短期海外研修（共七國一四○人）
學年度

系別

人數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87

英文系

23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1

美國維諾納大學

87

西語系

25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

資管系

2

美國維諾納大學

87

法文系

17

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英文系

20

維諾納大學

87

德文系

11

德國波昂大學

西語系

20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

87

日文系

20

日本麗澤大學

西語系

1

巴拿馬大學

87

日文系

4

日本城西大學

法文系

21

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87

日文系

4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德文系

16

德國波昂大學

87

日文系

5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

日文系

20

日本麗澤大學

87

俄文系

10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

日文系

5

日本城西大學

87

美研所

8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日文系

5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87

管科所

5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日文系

5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

87

國企所

1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俄文系

14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

87

電機所

1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東研所

1

新加坡國立大學

87

拉研所

3

墨西哥州立自治大學

東研所

1

越南國際關係研究院

87

國貿所

2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俄研所

1

莫斯科大學

87

資管所

1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俄研所

2

普希金學院

拉研所

1

墨西哥州自治大學

八十八學年度：

日研所

1

日本淑德大學

1.本校赴海外交換留學生（共二國十人）

歐研所

3

德國科隆大學

歐研所

1

德國波昂大學

系別

88

日文系

徐佩伶

88/04-89/02

日本亞細亞大學

88

日文系

林鳳嘉

88/04-89/02

日本津田塾大學

88

機械系

許振斌

88/04-89/02

日本國立電氣通信大學

88

英文系

吳旻倫

88/09-89/07

加拿大Carleton大學

交換學校

88

法文系

林集萍

88/09-89/07

加拿大Montreal大學

1.本校赴海外交換留學生（共三國十三人）
系別

姓

名

期

限

姓

名

就讀學校

學年度

八十七學年度：

學年度

教學單位之沿革 625

期

限

交換學校

87

英文系

王惠琪

87/09-88/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8

國貿系

張寶云

88/09-89/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大傳系

王忠銘

87/09-88/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8

日文系

王美玲

88/09-89/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建築系

賴芷儀

87/09-88/07

加拿大Waterloo大學

88

日研所

廖倫凱

88/09-89/07

日本早稻田大學

87

國貿系

姜善美

87/09-88/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8

應日系

張簡天祥

89/04-90/02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應日系

溫國泰

87/09-88/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8

日文系

范敏慧

89/04-90/02

日本津田塾大學

87

日文系

徐佩伶

88/04-89/02

日本亞細亞大學

87

日文系

林鳳嘉

88/04-89/02

日本津田塾大學

62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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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三學生短期海外研修（共七國一四四人）

89

日語系

5人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89
89

日語系

5人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

俄語系

21人

俄國國立聖彼得堡大學

教學單位之沿革 627

學年度

系別

人數

就讀學校

88

英文系

22人

美國維諾納大學

88

英文系

10人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88

西文系

18人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

88

法文系

21人

法國柏桑松．孔泰大學

88

德文系

20人

德國波昂大學

88

日文系

20人

日本麗澤大學

學年度

入學系別

88

日文系

5人

日本城西大學

85

歷史系

中村麗奈

85/09-86/07

日本亞細亞大學

88

日文系

5人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85

歷史系

吉澤尚子

85/09-86/07

日本津田塾大學

88

日文系

5人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

85

歷史系

幸島昌成

86/04-87/03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8

俄文系

18人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

85

中文系

石井行直等43人

（三）國外姊妹校至本校交換研修之外籍留學生如下：
八十五學年度：（共一國四十六人）
姓

名

期

限

國外學校名稱

日本麗澤大學

八十九學年度：
八十六學年度：（共四國五十三人）

1.本校赴海外交換留學生（共四國十四人）

學年度

入學系別

交換學校

86

歷史系

飯島明日香

86/09-87/07

日本津田塾大學

90/04-91/02

日本津田塾大學

86

歷史系

稻村紀子

86/09-87/07

日本亞細亞大學

辜雅慧

90/04-91/02

日本亞細亞大學

86

歷史系

林立

86/09-87/07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日文系

黃千容

90/04-91/02

日本駒澤大學

89

應日系

洪啟昌

90/04-91/02

日本駒澤大學

86/09-87/07

莫斯科語言大學

89

日文系

趙令鋒

89/09-90/07

日本早稻田大學

89

機械所

盧毓隆

89/09-90/07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

89

大傳系

吳苑菱

89/09-90/07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

86

俄文系

保爾（Park Pavel）

86/09-87/07

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

89

應日系

陳怡文

89/09-90/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6

英文系

鈴木衛

87/04-88/03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9

國貿系

吳盈德

89/09-90/07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6

公行系

能島正洋

87/04-88/03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9

法文系

郭秭鈞

89/09-90/07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

86

中文系

朴柱眩

87/04-87/07

韓國慶南大學

89

法文系

陳怡君

89/09-90/07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86

中文系

韓昌勳

87/04-87/07

韓國慶南大學

89

大傳系

蕭韻秋

89/09-90/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6

中文系

尹惠映

87/04-87/07

韓國慶南大學

89

英文系

陳淑慧

89/09-90/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6

中文系

李昌旻

87/04-87/07

韓國慶南大學

89

歐研所

陳捷興

89/09-90/07

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校

86

麗澤班

阿部未央子等42人

學年度

系別

姓

名

89

日文系

林以晨

89

應日系

89

期

限

姓

名

期

限

原就讀學校

（Michael P.M. Linley）
86

中文系

斯他斯
（Ippolitou Stanislan
Sergeerich）

日本麗澤大學

2.大三學生短期海外研修（共七國一五八人）
學年度

系別

人數

就讀學校

89

英語系

23人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89

英語系

13人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89

西語系

17人

西班牙拿瓦拉大學

89

法語系

22人

法國柏桑松弗朗士孔泰大學

89

德語系

13人

德國波昂大學

89

日語系

30人

日本麗澤大學

89

日語系

5人

日本城西大學

八十七學年度：（共三國四十七人）
學年度

入學系別

姓

名

期

限

原就讀學校

87

公行系

鈴木衛（Suzuki Mamoru） 87/03-88/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會計系

能島正洋（Nojima Nasahiro） 87/03-88/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7

中文系

傅彼得（Blaberg Peter K.M.） 87/09-88/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7

中文系

吳林培（Uhlin Per Axel Nils） 87/09-88/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7

中文系

馮祿（Von Rosen Patrik）

87/09-88/07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7

中文系

鄭偉文（Derrick Dar）

87/09-88/07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87

中文系

陳歡喜（Peter Tran）

87/09-88/07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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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阪岳（Maezaka Kakeshi） 87/09-88/07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87

國貿系

田中極子（Tanaka Kiwako） 87/09-88/07

日本津田塾大學

87

歷史系

松岡由利子（Yuriko Matsuoka） 87/09-88/07

日本亞細亞大學

87

中文系

井桁充由（Mitsuyoshi Igeta） 88/03-89/01

87

中文系

金子佐和子等十五人

87/09-88/01

日本麗澤大學

87

中文系

松村有里子等廿一人

87/02-88/07

日本麗澤大學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名

學年度

入學系別

88

中文系

井桁充由（Mitsuyoshi Igeta） 88/03-89/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8

中文系

三羽伸子（Nobuko Mitsuwa） 88/09-89/07

日本津田塾女子大學

88

中文系

88

中文系

太田理惠（Rie Ota）

第十五節 國際交流委員會
本校從創校開始即以「浩浩淡江，萬里通航，新舊思想，輸來相將」自許；以發揚
中華文化，促進國際交流，躋身世界一流學府為目標。
基於深切瞭解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之重要，本校自民國五十七年起即陸續與國外各大
學相繼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並積極推展工作。民國六十七年三月正式成立「學術交流委

八十八學年度：（共四國五十三人）
姓

教學單位之沿革 629

期

限

88/09-89/07

阿部美沙緒（Misao Abe） 88/09-89/07

原就讀學校

員會」，負責研究及執行有關本校之國際性學術交流及延聘淡江講座等工作。歷年來，
本校已與全球六十餘所大學簽訂有學術交流協議，地區涵蓋日、韓、菲、俄羅斯、烏克

日本亞細亞大學

蘭、紐、澳、英、法、比利時、德、西、瑞典、捷克、奧地利、哥斯大黎加、墨西哥、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美國、加拿大、馬拉威等國家。

88

中文系

Charlotte Mantzel

88/09-89/07

加拿大Laval大學

88

中文系

Ryan Donnelly

88/09-89/07

加拿大Alberta大學

88

中文系

申東沃

88/09-89/07

韓國慶南大學

88

中文系

有阪直子等23人

88/09-89/01

日本麗澤大學秋季班

議、及體育、文化、學生社團等之國際交流活動，期望藉由廣闊的視野、全方位之推

88

陸研所

阮忠孝

88/09-89/07

越南國際關係學院

動，發展淡江與全球脈動相結合的國際化理念目標。

88

資管系

白橋正登

89/02-90/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8

會計系

加藤正行

89/02-90/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8

中文系

安藤真理子等20名

89/02-89/07

日本麗澤大學春季班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學術交流委員會改組為「國際交流委員會」，其職掌除
原有國際學術交流工作外，更擴大至包括學生短期海外留學、鼓勵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

該委員會職掌如下：
規劃本校之國際學術交流事項。
審核姊妹校之締約及執行教師、學生之交換等事項。

八十九學年度：（共六國五十四人）
姓

名

期

限

原就讀學校

審核及評估淡江講座和特約講座事項。

學年度

入學系別

89

資管系

白橋正登

89/02-90/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9

會計系

加藤正行

89/02-90/01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審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之補助事項。

89

公行系

荒井薰

89/09-90/07

日本亞細亞大學

辦理本校學生國外短期留學事項。

89

歷史系

岡村貴奈

89/09-90/07

日本津田塾大學

89

中文系

伊丹亞矢子等十八名

89/09-90/02

日本麗澤大學秋季班

89

陸研所

阮忠孝

89/02-90/07

越南國際關係學院

其他有關國際交流事項。

89

日研所

明石佳奈枝等七名

89/09-90/08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

目前本校在推動國際交流方面，已從主動性邁向互動性，不僅鼓勵教師參加國際性

89

企管系

Mark Palmer

89/09-90/07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89

中文系

Mats Norvenius

89/09-90/01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89

中文系

Harris Fisher

89/09-90/01

加拿大University of Calgary

89

中文系

橋本直樹共17人

90/02-90/07

日本麗澤大學春季班

業學分計算，國外大學也相繼甄選交換生來校研修﹔本校師生更經常組團赴國外姊妹校

89

中文系

許敏慧

90/02-91/02

韓國慶南大學

訪問觀摩﹔淡江大學之學術交流工作，為朝國際化邁進，在三十餘年之發展歷史中，全
校師生投入無比心力及龐大之經費，且尚未包括本校建教合作計劃歷年服務社會之各種

89

中文系

Dimitri Bruyas

90/02-91/02

比利時新魯汶大學

89

國貿系

小菅聰

90/02-91/02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89

公行系

吉川圭介

90/02-91/02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審核專任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獎助事項。

協調辦理國際會議召開之事務性工作。

會議、出國進修、遴選國際知名學者蒞校講座，並積極爭取與國際著名大學締結姊妹
校，且鼓勵與姊妹校交換教授及本校學生在學期間之一年赴姊妹校選讀學分，並列入畢

語文研修團及中華語文研習班，足見本校為國際交流所付出之心力是不遺餘力的。
（一）本校國際交流概況：
本校歷年來與外國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之姊妹校如下：共有 二十國 六十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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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時間

美國

教學單位之沿革 631

澳大利亞
（二所）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新南威爾斯大學）

（十九所）•St. John’s University, N. Y. （聖若望大學）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克廷科技大學）

1975年 3月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華盛頓州立大學）

1977年 3月

•The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西佛羅里達大學）

1977年10月

1991年 8月
1998年 4月

英國
（三所）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桑德蘭大學）

1991年 3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1981年 7月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倫敦大學皇家何樂巍學院）

1994年 9月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伊利諾大學）

1981年11月

•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牛津哈福特學院）

2000年11月

•Ohio University, Athens（俄亥俄大學）

1982年 5月

•Mankato State University（曼卡度州立大學）

1982年 7月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Louis（密蘇里州立大學）

1982年 8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加州州立大學諾斯里基分校） 1984年 4月

菲律賓
（二所）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聖湯瑪士大學）
•De La Salle University（拉薩大學）

1983年 5月
1988年 3月

俄羅斯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

1984年 8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Chico（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

1988年 8月

（三所） •Far-Eastern State University（遠東大學）
•Moscow Linguistic University（莫斯科國立語言大學）

1997年 9月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奧克拉荷馬市大學）

1990年12月

•S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聖彼得堡大學）

1998年10月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蒙特瑞國際學院）

1994年 6月

•Winona State University（維諾納州立大學）

1996年11月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1998年 3月

•Trinity College（三一學院）

1998年12月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1999年6月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馬里蘭大學）

2000年11月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2000年11月

1991年12月

加拿大
（二所） •Brandon University（布蘭登大學）

1998年 5月

•Athabasca University（亞瑟柏大學）

2000年11月

（一所） •The University of Chile（智利大學）

1999年 5月

智利
哥斯大黎加
（一所） •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哥斯大黎加大學）

1984年 1月

捷克

日本

（一所） •Th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Prague（布拉格經貿大學）

（十一所）•Chuo Gakuin University（中央學院大學）

1968年 3月

•Asia University（亞細亞大學）

1970年 5月

•Reitaku University（麗澤大學）

1982年 1月

•Tsuda University（津田塾大學）

1994年 4月

•Universite of Jean-Moulin, Lyon3（里昂第三大學）

2000年11月

•Josai University（城西大學）

1994年 5月

•Universite de Paris-Sorbonne（法國巴黎第四大學）

2000年11月

•Josa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城西國際大學）

1994年 5月

•Tokai University（東海大學）

1994年 8月

•Waseda University（早稻田大學）

1997年12月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國立電氣通信大學）

1998年10月

•Komazawa University（駒澤大學）

1999年11月

•Kyoto Tachibana Women’s Univesity（京都橘女子大學）

2000年3月

1991年11月

法國
（三所） •Universite de Franche-Comte（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

1998年 5月

德國
（三所） •Ludwig-Maximillians-Universitat Munchen（慕尼黑大學）

1980年 9月

•Bonn University（波昂大學）

2000年11月

•University of Cologne（科隆大學）

2000年11月

墨西哥
（一所） •Universida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Mexico（墨西哥自治大學）

1992年 4月

紐西蘭

韓國
（五所） •Dankook University（檀國大學）

1975年 5月

•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誠信女子大學）

1983年 5月

•Kyungnam University（慶南大學）

1985年 1月

•Chongju University（清州大學）

1986年 5月

•Kyonggi University（近畿大學）

2000年11月

（一所） •University of Waikato（懷卡特大學）

1998年 3月

西班牙
（一所） •Universidad de Navarra（拿瓦拉大學）

1998年 5月

瑞典
（一所） •Stockholm University（斯德哥爾摩大學）

1991年 4月

烏克蘭
（一所） •National Taras Shevchenko University of Kiev（基輔大學）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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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八十五學年度

（一所）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維也納大學)

2000年 3月

比利時
（二所） •Haute Ecole-Leonard de Vinci（達文西高等學校）

2000年3月

•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新魯汶大學)

時間

主辦單位

85年10月

外語學院
英文系

2000年11月

主講人

講座主題

1.The Philosophy of Late and Medieval Latin Dr. Bengt Lofstedt
2.Medieval Latin: Bridge from Classical 瑞典知名學者，美國洛
杉磯分校，中古拉丁語

Latin to the Romance Language

馬拉威
（一所） •University of Malawi（馬拉威大學）

文教授

3.Why Study Medieval Latin

2000年11月
85年11月

商學院
產經系

（二）、本校歷年來與姊妹校交流情形：

1.Virtual Implementation in Incomplete Dr. Guoqiang Tian（田國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with Infinite 強教授）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lternatives and Types

交流項目分別有：甄選赴國外就讀之交換學生、受理至本校交換之外籍留學生以及

2.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Texas A&M University

大三學生海外研修計劃。

Smooth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A

長久以來本校深體國際教育之重要性及意義，乃致力推動學生海外研修計劃，直到

Three Stage Economics Reform Method.
3.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The Theory of

一九九四年，得到教育部批准，終於開啟了大學生在四年大學就學期間，得有機會赴海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外留學， 在此計劃之下，學生在國外大學所修得之學分可以獲得本校之承認。

85年12月 國際研究學院 1.俄羅斯與拉丁美洲關係之形成──十九 Dr. Alejandro Sisonenko

近年來本校學生赴海外研修人數統計表：共有11國 445人

拉丁美洲研所

亞歷山大卓─西索納科

世紀到二十世紀初。

2.蘇聯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之發展1917∼ 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拉

國別
人數

教學單位之沿革 633

丁美洲研究所所長

1991。

美國 日本 西班牙 法國 德國 墨西哥 俄羅斯 英國 新加坡 越南 巴拿馬 合計

3.現階段俄羅斯與拉丁美洲關係（九○年

學年
85

38

42

20

21

15

3

14

2

0

0

0

155

86

31

36

20

21

21

1

17

0

1

1

1

150

87

41

33

25

17

11

3

10

0

0

0

0

140

合計

110

111

65

59

47

7

41

2

1

1

1

445

（三）、本會補助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情形

代）──俄羅斯與拉丁美洲在太平洋。
86年3月

文學院

1.日本之國民國家形成

大濱徹也教授

歷史系

2.近代日本的民眾圖像

日本國立東京教育大學文

3.追求精神的革命

學博士，現為國立筑波大
學歷史人類學系教授

86年5月

國際研究學院 1.Russi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Dr. Andrei Serafimovitch
歐洲研究所

本校為獎助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訂定「獎助專任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Integration

法」，凡在本校服務六個月以上之專任教師，其論文以本校名義在國際性學術會議宣讀

Hegemony

者，除向教育部及國科會申請補助外，另可向國際交流委員會提出申請補助。

Issues.

講稿會後均編印成書，以與國內學術界分享演講人之研究成果。近年來本校舉辦之「淡
江講座」如後：（85.9∼89.12）

授及「莫斯科新聞」
（Moscow News）週報

為提高本校之學術水準，本校自六十四學年度起設置有淡江講座，邀請在學術上有
外，並給與演講費（演講費三次，每次兩小時）及停留期間膳食費每日壹仟元，該講座

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

3.Views from Moscow on World Security 究員，巴黎大學客座教

（四）、淡江講座︰
成就之國內外學者專家擔任淡江講座，本校除提供個人機票補助及會文館貴賓室住宿

Gratchev

2.Russia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現任莫斯科世界經濟暨

駐巴黎辦事處主任
86年6月

理學院
物理系

1.如何在電子結構理論計算中求得相關物 Dr. Victor Y. Milman
理量

Molecular Simulation

2.CASTEP程式在實空間中之計算方法與技術 Inc. (MSI)，首席研發科

3.CASTEP計算用在基礎及應用科學之綜 學家以及計劃領導人
合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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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學年度

八十七學年度

時間

主辦單位

86年10月

理學院

Tatal Syntheses of Higher Terpenoides by 日籍竹下齊博士

化學系

Means of Photochemical Constructions of（日本東北大學有機化

主講人

講座主題

Carbon Frameworks

學博士，有機化學專

1.High-Pressure Cycloadditions of C60

家，專攻天然物化學，

時間

主辦單位

87年11月

理學院
物理系

能化合物化學。目前任

Syntheses and Property

87年3月

從三種不同風格的作品談詞的美學特質： 葉嘉瑩教授（天津南開

中文系

1.歌詞之詞的美學特質。

大學中國文學系比較研

2.詩化之詞的美學特質。

究所所長）

外語學院
西研所

87年11月

國際學院

俄羅斯研究所 2.俄羅斯軍事改革的原則概念

88年3月

商學院
經濟學系

88年3月

學英文研究所教授）
88年5月

3.當代美籍華裔詩選（Chinese American

許世旭教授

中文系

2.五百年來為韓國譯介之中國文學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教

3.中國文學地理學序說

授

教發中心
未來研究組

mation paradigm of the net to cross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4.The University in Transformation-global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s of the universi-

1.以拉丁美洲之觀點來看現代資本主義文 Dr. Enrique Ibarra
明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大城市市中心及（巴拉圭外交部顧問）
其周邊農村不發達地區之概況

策、巴國目前陸海空三軍戰略與中國問
題等之探討
2.鋼管高強混凝土的設計與構造方法
3.深基礎之開挖與防護

技術學院

1.Strategic Growth Options

波士頓大學財金系教授

2.Real Option

Professor Nalin H. Kulatilaka

Opportunity

3.巴 拉 圭 歷 史 面 臨 之 壓 力 、 主 要 軍 事 政

營建系

88年6月

3.Options Thinking And Investing In

國家來探討集方次級地區之個別地緣政策

1.高強混凝土在中國的發展與研究

ty.
財務系

2.美國與拉丁美洲關係之概況，根據其主要

技術學院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3.Communication futures-beyond the infor-

in Vortex System

87年6月

grand thinkers
the litany of trend analysis

Crystal-field Excitations in Kondo Lattices.（俄羅斯科學院院士）

3.Quantum Statistical and Dynamical Effects

拉丁美洲研究所

1.Macrohistory and the future-the view from Dr. Sohail Inyatullah
2.Epistemic trends shaping the future beyond Technology

1.Interplay between Heavy Fermions and Dr. Yu. Kagan

of Amorphous Solids

國際學院

大學教授

1.韓中文學比較

2.On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al Properties

87年5月

Analysis and How to Cross These Frontiers 美國Missouri-Columbia

文學系

Contemporary）
物理系

1.The Nature of the Frontiers in Economic 李茂林教授

3.Specific Applications Research Potentials

2.女性主義、生態、和後現代主義（Feminism,

理學院

Belousov A.A.）
院院長

2.Economic Analysis Beyond the Frontiers

Ecology, and Postmodernism）

校長

3.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俄羅斯國家安全利益 俄羅斯遠東大學商管學

1.世界上文學中文化、生物、及自然的分歧 Dr. Patrick D. Murphy
（Cultural Diversity,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

B.L.）

1.俄羅斯加入雅大地區國際安全體制方案 別 洛 烏 索 夫 博 士 （ D r.

3.賦化之詞的美學特質。

Nature in Literature Around the World）

87年3月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3.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 Research

物質科學研究所）
文學院

1.Information of Russian Universities on the 芮茲尼克博士（Dr. Reznik

Hadrons to Color Quarks

職於日本九州大學機能

3.Troponoid Liquid Crystals

主講人

講座主題

2.Microworld Cognition: From Colorless 俄羅斯遠東大學第一副

2.Troponoid-Attached Thiocrown Compounds- 新奇芳香化學及有機機

8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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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元先生
（北平清華大學土木工
程系教授兼中國工程院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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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學年度

八十九學年度

時間

主辦單位

88年11月

理學院

Toxicity Control, Monitoring and Novel 楊志民博士

化學系

Applications of Heparin and Protamine.

美國密西根大學藥理學院

1.日台關係的過去、現在、未來

中村勝範博士

2.日美台命運共同體及台灣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校長

89年4月

技術學院
應用日語系

講座主題

主講人

時間

主辦單位

89年11月

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

管理學院
統計系

Designer, Teacher and Steward

美國密蘇里大學教育政
學院院長

3.A prescription for Improving of School

1.Effects of Outliers in the Analysis of 陳江博士
Predictive Relationship Some Issues in 美國Syracuse大學教授

Teachers
89年11月

文學院
大眾傳播學系

2.Serontonin Concentrations Changes in the

1.台北、北京、華府的政治溝通障礙與解 Dr. Stephen J. Yates
決之道

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

2.中國大陸日趨顯著的全球化角色對美國 究中心高級政策專家

LHA and the CMN May Correlate with

決策影響剖析

Food Intake in Parts

3.美「中」關係遠景的再探與美決策優先

3.Further Evid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觀點的重建

of Shanghai and Taiwan

89年12月

理學院

主題：量子力學的過去與未來

Dr. M.C. Payne

物理系

1.量子力學的起源與基礎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管理學院
統計系

1.Problems and Methods-Longitudinal 石瑜博士
Research

美國范德堡大學癌症中

2.Statistic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Clinical 心生物統計主任

2.量子力學模擬

Trials

3.量子資訊
89年5月

主講人

1.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Charge: Prof. Richard L. Andrews

Preparation of School Teachers

Empirical Finance

89年3月

講座主題

與領導研究所 2.A Prescription for Improving the 策與領導研究所暨教育

3.近代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
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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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

1.新詩的題材與意念

余光中教授

中文系

2.新詩的技巧與形式

國立中山大學教授

3.Statistics in Modern Molecular Biology:
Protein and Rna Analysis

3.新詩的聲韻與朗誦
89年5月

教育學程組
89年6月

Dr. Myra H. Strober

茲臚列75-88學年度該會歷年之主任委員：

2.Woman and Work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

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3.Woman and Family

學博士

林雲山

77.8-79.7

黃天中

79.8-82.7

張家宜

82.8-85.7

張紘炬

85.8-87.7

馮朝剛

87.8至今

教育發展中心 1.The Economics of Higher Education

商學院
產業經濟系

1.Externality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Dr. Kar-Yiu Wong
Trade

美國Columbia University

2.Pattern of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經濟學博士
Economies of Scale
3.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apital Mo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Economics of
Scales
89年10月

文學院

1.德國馬克與列寧的十月革命

郭恆鈺榮譽教授

歷史系

2.希特勒從滅絕猶太人的大屠殺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榮譽

3.從俾斯麥到希特勒──「第三帝國」的 教授
國際學院
國際事務及
戰略研究所

1.歐盟內部市場與工作自主權與就業機會 海克曼教授
自由選擇
2.德國與歐盟法律中有關婚姻與家庭之保護
3.德國統一模式對兩岸關係啟發

本校於80學年度成立「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導因於民國76年11月政府開放一
般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開啟了兩岸隔閡四十年的歷史新頁，繼而公佈「現階段大陸政

擴張政策
89年10月

第十六節 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

艾森豪基金得獎人

策」、總統府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民間亦組成「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等中介團體，大陸方面也相對地設立了「對台辦公室」與「海協
會」。於是，海峽兩岸民間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亦絡繹展開。民國78年至80年間張前董
事長建邦博士擔任交通部部長時，盱衡國際局勢瞬息萬變，認為欲使兩岸關係達到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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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唯有加強高等教育的學術交流，才能開展我中華文化的康莊大道。由此可見，本

陸及臺灣地區各大學校長、教授及學者專家二十五人，總計發表論文三十餘篇，與會的

校在兩岸學術交流上實居開創的地位。

專家學者們討論熱烈、見解精闢，並針對兩岸四十多年來的高等教育做一總結性的評析

該專案小組籌設之初由趙榮耀校長擔任召集人，邀集李子弋、黃天中、龔鵬程等教

與比較，進而探討迎接廿一世紀兩岸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之交流與合作途徑。

授共同研擬並主導學校有關兩岸學術交流計畫及各項事務的推動。其後，林雲山校長接

在交流訪問方面：民國八十年校長趙榮耀博士應邀赴廈門大學參加該校七十週年校

掌繼續推動之，自民國八十三學年度開始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擔任召集人，民國八十五

慶活動，首開台灣第一位大學校長赴大陸訪問之舉；為持續推動學術交流，是年乃與該

學度改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除教務長暨各院長為當然委員外，另由校長遴選具有

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同年寒假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博士率領近百名學生赴大陸訪問，

教育部核准副教授以上資格之專任教師七至十人為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另

更開創兩岸學生交流之新頁；迄今共有十二團六百餘位學生成行赴大陸參訪，總計訪問

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提請校長聘任之。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成立國際交流處，並

近四十所大學院校，北至黑龍江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沿海地區則

負責辦理有關兩岸學術交流、參訪、講學等各項活動之申請並推動兩岸學術合作等事

有復旦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南至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西至西安大學，所

宜。

到之處皆與當地各校師生進行座談研討、聯誼活動等，均受到熱烈歡迎。民國八十二年
自民國七十七學年度起即有多位教授及研究生赴大陸參加學術會議、蒐集論文資

三月林雲山校長再度率領文學院、外語學院暨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及教授等十八人訪問天

料、勘考古籍及文物等；於大陸政策開放後，本校教授組團赴大陸出席學術研討會議的

津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語大學、上

更是可觀。例如：在文學院方面，中文系、所自民國八十年起即陸續與大陸各大學及學

海外語大學、杭州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暨海南島海南大學等十所大學，同年九月林校長

術機構聯合舉辦多次研討會，首先，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學術研討

雲山博士率領本校理、工兩學院院長及教授訪問大陸八所大學，除進行友好訪問外，並

會」、與雲南社會科學院合辦「海峽兩岸中華民族文化研討會」、與海南大學合辦「儒

參與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的「第一屆兩岸管理學術會議」。另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學與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合辦「當前大陸地區古典文學教學與

張紘炬校長率馮副校長，胡德軍教授及楊棨教授前往南開大學參加該校八十週年校慶活

研究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一年中文系舉辦「第五屆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

動，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張紘炬校長率馮副校長及管理學院師生出席「兩岸會計與管理學

會」，會中邀請大陸學者陳平原、徐斯年、唐玲玲、張嵐教授前來與會並發表論文；五

術研討會」
。

月間學術交流委員會敦聘由中文系推薦大陸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何耀華院長蒞校擔任淡江

在簽訂正式學術交流合作方面，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分別與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學

講座，師生反應熱烈。管理學院方面，於民國八十年與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首度建立

院」、「廈門大學」及「對外經貿大學」民國八十九年四月與「西南財經大學」等十六

學術交流合作關係，舉辦研討及演講座談會，在共同的學術領域中彼此切磋學習；民國

所高等院校簽訂學術交流合作，進行廣泛而具體的交流與合作，成果頗為豐碩。

八十二年九月管理學院與復旦大學再度假該校合辦「第一屆兩岸管理學術研討會」；民

本校在學術上一向堅持學術自由的傳統，在思潮和學術交流上，則係採取「全球化」

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商、管兩學院合辦「第二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探討如何因

的主導地位。面對著睽隔四十餘年的中國大陸，淡江也同樣本著
「立足淡江，胸懷大陸」

應未來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並尋求推展雙方企管方面的可行性；民國八十四年五月會

腳踏實地的去做，為鼓勵教師從事兩岸學術性的交流，每年提撥四百萬元補助申請者，

計系主辦「第一屆海峽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工學院方面，民國八十一年航空系主任

並於八十三學年度公佈獎助辦法及延聘大陸學者來校教學（演講）實施辦法與兩岸教授

馮朝剛博士應邀赴大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講學並聘為顧問教授；於民國八十二年暑假航

共同指導碩、博士論文辦法，以使兩岸學術性的交流活動更加落實，冀能完成本校區域

空系馮朝剛主任帶領學生利用假期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觀摩實習；航空系於民國八十

性綜合大學的階段性任務，進而順利邁向國際化綜合大學。

四年十一月在本校舉辦「第一屆兩岸航太科技學術研討會」，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在北京
舉辦「第二屆兩岸航太科技學術研討會」。理學院方面，數學系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舉
辦「第一屆兩岸數學研討會」。國際研究學院方面，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舉辦第一屆
「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的主題在於「高等教育的全球化、
資訊化、未來化」，以促使兩岸的高等教育品質提昇到一流水準。應邀出席會議者有大

近年來該專案小組在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合作方面有相當好的成績，茲統計如下：
大陸蒞訪者

出席學術會議

舉辦研討會

交流講學

補助案件

80-82學年度

20

16次以上

7

9

16

83-84學年度

20

48次

2

2

10

85學年度

23

24次

5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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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學年度

30

10次46人

87學年度

32

88學年度

3
128

總計

5

3

19次174人

3

1

3

8次68人

22

2

2

125次

44

20

56

5

註：以上統計表次數係依據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統計，未列計各單位自辦或未提會申請者。

第十七節 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
本校自六十八學年度起即已設置重點系之措施，張創辦人建邦博士於八十二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致辭中指出：「發展重點系所」為本校九十年代六大努力方向之
一，並希望校長儘速成立一研究小組，探討如何發展重點系所，並在一九九五年甄選出

歷年本校與締結學術合作關係之大陸學校總計16所，如下：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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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系所。當時之研究小組由芮副校長涵芝任召集人，歷經數次會議研議，提出「重點

校名

地點

簽約單位

簽約性質

簽約日期

01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

上海

管理學院

協議書

1991/06/03

系所設置原則草案」，經林校長雲山批示，依芮副校長涵芝提出之「重點系所設置原則

02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北京

淡江大學

協議書

1992/01/18

草案」條文化，由曾教務長振遠召集文、理、國際等學院院長討論，於八十三年五月二

03

※廈門大學

福建

淡江大學

協議書

1995/04/24

十五日第四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重點系所設置規則」，自八十四學年度起實施。

04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

國際研究學院

意向書

1995/05/24

05

國際經濟合作研究所

北京

國際研究學院

協議書

1995/07/25

06

※西北工業大學

陝西

淡江大學

協議書

1996/01/16

本校「重點系所設置規則」於八十八年六月九日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為

07

※對外經貿大學

北京

淡江大學

備忘錄

1996/06/24

「重點系所設置辦法」。為遴選工作需要，特成立「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學術副校長任

08

長沙工業經濟學院

湖南

管理學院

協議書

1997/01/22

09

中南財經大學

湖北

管理學院

協議書

1997/01/25

召集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

10

青島大學

青島

淡江大學

意向書

1997/07/18

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

淡江大學

協議書

1997/10/10

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

淡江大學

協議書

1998/07/10

13

北京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北京

國際研究學院

協議書

1999/10/02

14

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

北京

管理學院運管系

意向書

1999/10

15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北京

商學院

協議書

1999/11

本校歷年來重點系所實施情形如下：

16

西南財經大學

四川

淡江大學

協議書

2000/04

一、六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林副校長雲山辦公室曾進行重點系所教學評估，評估對

附註：1、※係教育部認可之重點大學

本校於八十四學年度起再度設置重點系所，於八十四年起受理重點系所之申請。

推荐教師二人組成之。
於「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第二次會議中通過修改「重點系所設置辦法」
部份條文，經提第七十次行政會議通過，並於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以（89）校秘字
第二五五五號函公布施行。

象：英文系（文學院）、化學系所（理學院）、電算系（工學院）、國貿系（商學院）、

2、總計：校際合作8所、院際合作8所

夜中文系（夜間學院）、夜工管系（夜間學院）。

茲臚列歷年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召集人名單於下：

二、七十年五月一日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之「教學、研究、行政評估績優重點系所
獎勵原則」：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

趙榮耀

80.8.1-81.7.31

執行秘書黃文智

林雲山

81.8.1-82.7.31

執行秘書李瑞弘

林雲山

82.8.1-83.7.31

執行秘書李瑞弘

（二）配合發展得申請專款補助儀器、設備，金額由校長核情酌定。

張家宜

83.8.1-84.7.31

執行秘書倪台瑛

（三）演講次數每學期增加二次。

張家宜

84.8.1-85.7.31

執行秘書倪台瑛

（四）績優系所每學年增開選修十學分，由院統籌。

張紘炬

85.8.1-86.7.31

執行秘書阮劍宜

（五）績優重點系滿十名學生即可開班。

張紘炬

86.8.1-87.7.31

執行秘書阮劍宜

（六）加倍發給辦公費，以利推展系務。

馮朝剛

87.8.1-88.7.31

執行秘書郭淑敏

（七）績優重點系系主任晉二級。

馮朝剛

88.8.1-至今

執行秘書陳惠美

（一）增撥圖書經費：各增二個指數（以本年度經費之標準，每一指數為11,867
元）
。

三、七十一年三月四日林副校長雲山辦公室簽請獎勵績優重點系所核定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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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林副校長教學行政評估報告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1.總平均值最優前二名：國貿系及夜工管系
2.系主任最優：國貿系林主任彩梅
3.教學最成功：化學系
（二）獎勵內容：
1.圖書經費按現行配額再增一個指數：國貿系、夜工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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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使重點發展能有較長期之發展計畫，採四年一期制，期終總評估，績優者
續予以支援，績效不彰者，不再繼續。
（三）支援項目
1.圖書經費：增加四個指數
2.演講次數：每學期增加二次
3.專案補助：專款補助儀器設備或研究計畫，語文學系得補助對外戲劇公演每年一
次，其他系補助校際成果展一次，以上專案簽報校長核定。

2.演講次數每學期增加二次：國貿系、夜工管系
3.每學年增開選修十學分（由院統籌）：化學系

4.開課部份：原規定已列開課原則

4.開班人數十人以上即可開班：化學系

5.辦公費加倍

5.加倍發給辦公費：國貿系、夜工管系

6.專題研究課程：專任教師指導專題研究學生四人（含）以上，以一個鐘點計。

6.晉薪二級：林彩梅主任

7.書報討論課程：每滿八位學生由一位專任教師指導，以一個鐘點計，指導老師人

除晉薪自七十一年二月一日（七十學年度下學期）起生效外，各項獎勵均自七十一
學年度實施。
四、七十一學年度重點系所（七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第六次校務會議通過）：

數不限，但每位僅能支領一個鐘點。
8.募集購置必要教學設備之捐款、補助款或獎學金，由學校給予相對補助。
（四）評估方式

（一）文學院：英文系、東語系

1.成立評估委員會，由學術副校長或教育研究中心執 行長任召集人。

（二）理學院：化學系

2.評估方式由評估委員會或教育研究中心另行研議。

（三）工學院：電算系

（五）評估績優者之獎勵方式

（四）商學院：國貿系

1.發給績優獎金，金額由校長核定。

（五）管理學院：會計系

2.系主任（所長）晉薪二級

（六）夜間學院：夜機械系、夜工管系
（七）支援項目如下（七十一年十二月三日第十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六）重點系所名單
1.日夜英文系及西研所

1.圖書經費：增加一個指數

2.日夜日文系

2.演講次數：每學期增加二次

3.化學系所

3.從優提供重點系研究室，專款補助儀器設備，語文學系得補助對外戲劇公演每年

4.水資所及水利系

一次，其他系補助校際成果展一次，以上專案簽報校長核定。
4.每學年得增開六學分（含）以下選修課，所開課程具有支援性或加強公共服務者
為主，且需事先籌劃報請校長核定，不得在學期中臨時決定或更換。
五、七十六至七十九學年度重點系所名單及支援、考核、獎勵方案（七十六年六月
十五日第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原則通過，惟每年須視預算情形給予經費支援，其重點系
所亦得作適度調整。）
（一）為使同一主管主持之同性質系所，能獲得整體重點發展，重點系所採跨院歸
類方式。

5.日夜國貿系
6.企管系及夜工管系
7.美研所（校務會議後專案簽核列入）
六、七十六年九月十二日林副校長雲山辦公室簽請核定七十六學年度支援重點系所
經費如下：
（一）演講費：34,600元（除日文系未申請外，美研所4,600元，其他五類科各6,000
元）
。
（二）辦公費：115,000元（英文系25,000元、日文系15,000元、化學系20,000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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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系12,000、國貿系18,000元、企管系15,000元、美研所10,000元）。
（三）專題研究及書報討論：僅化學系提出申請，每週可增開八小時。
（四）專案補助方面：由各學院相關經費先予支援，如確有急需，另行個案簽報。
（演講費及辦公費由預備金支付）
七、七十七年九月十日簽請核定七十七學年度支援重點系所經費如下：
（一）重點系所與七十六學年度相同。
（二）演講費34,600元及辦公費115,000元由預備金支付。
（三）七十八學年度由各系自行編列預算，如因調整重點系所依經費流用方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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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學系獲275萬元、土木系獲250萬元。經費運用於儀器設備、實習實驗耗材、修
繕維持、短期講學、短期研究、舉辦學術研討會、資助教師參加學術會議等。
（四）儀器設備費是用來發展具有特色之研究成果，提高學術品質及教學品質，以
符合創辦人所講之「馬太效應」
，不以用來購買電腦為原則。
（五）重點系所獎助金應有評估之制度規範，以為下學年度補助之依據，每年應提
出其用途，經系、院審議，主管業務副校長核定實施。
十一、八十六學年度重點系所
（一）於八十五年十二月開始受理申請重點系所，計有三個學系提出申請，經由
「八十五學年度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林校長雲山核定，水環系及

理。
八、七十八年十月二日簽請核定支援重點系所經費如下：
（一）演講費各重點系所自行專案簽核。

電機系為八十六學年度重點系所，獎助年限四年。
（二）八十五學年度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張副校長紘炬擔任召集人、教務長、

（二）辦公費115,000元（因部份系所未編列預算，不足金額仍由預備金支付）
。

各學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及各學院推荐教師代表二人組成

（三）本案經趙校長榮耀批示：「下學期起暫緩實施，本學期辦公費不足之數准由

之。

預備金支付，實施之檢討由教研中心於下學期開學前提出報告。」
。
九、八十四學年度重點系所
（一）於八十四年三月開始受理申請重點系所，計有十個學系提出申請，經由「八
十三學年度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林校長雲山核定，物理系及數學
系為八十四學年度重點系所，獎助年限四年。
（二）八十三學年度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芮副校長涵芝擔任召集人、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及各學院推荐教師代表二人組成
之。

（三）獎助重點系所經費共計1,200萬元，物理系、數學系、化學系、土木系、水環
系及電機系分別提出重點系所發展計畫及經費需求說明，經「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
審議，各獲得200萬元獎助。
（四）獎助重點系所經費運用於儀器設備、實習實驗耗材、修繕維持、學術研討
會、學術交流、加強短期訪問教授合作研究或講學，以提升本校研究風氣。邀訪「熊貓
級」之知名學者如諾貝爾獎得主、院士級學者。除本校獎助外並鼓勵積極向國科會或教
育部申請補助。
十二、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所

（三）獎助重點系所經費共計500萬元，物理系獲獎助275萬元、數學系獲225萬

（一）於八十六年十二月開始受理申請重點系所，計有三個學系提出申請，經由

元。經費運用於添購儀器設備、邀請專家學者來校短期訪問或研究、舉辦學術研討會、

「八十六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林校長雲山核定，資訊系及英文

資助教師參加學術會議等。
十、八十五學年度重點系所

系為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所，資訊系獎助年限四年，英文系獎助一年。
（二）八十六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張副校長紘炬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

（一）於八十五年三月十日截止受理申請重點系所，計有三個學系提出申請，經由

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及各學院推荐教師代表二人組成之。

「八十四學年度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林校長雲山核定，化學系及

（三）獎助重點系所經費共計1,600萬元，物理系、數學系、化學系、土木系、水環

土木系為八十五學年度重點系所，獎助年限四年。
（二）八十四學年度設置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芮副校長涵芝擔任召集人、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及各學院推荐教師代表二人組成
之。
（三）獎助重點系所經費共計1,000萬元，物理系獲獎助250萬元、數學系獲225萬

系、電機系、資訊系及英文系分別提出重點系所發展計畫及經費需求說明，經「重點系
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各獲得200萬元獎助。
（四）獎助重點系所經費用於儀器設備、學術研討會、學術交流、短期講學、短期
合作研究、實習實驗耗材及修繕維持，以提升本校研究風氣及學術聲望。除本校獎助外
並鼓勵積極向國科會或教育部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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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助重點系所經費共計1,600萬元，其中暫保留10％（160萬元），作為各重點
系另有學術交流需要時，提出申請使用。水環系、電機系、資訊系、英文系、物理系、
管科系、數學系及中文系分別提出重點系所發展計畫及經費需求說明，經「重點系所審

（一）於八十七年十二月開始受理申請重點系所，計有三個學系提出申請，經由

查小組」會議審議，各獲得180萬元獎助。獎助經費用於學術交流、短期講學、短期研

「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張校長紘炬核定，物理系及管科

究、學術研討會、儀器設備、實習實驗耗材及修繕維持，以提升本校研究風氣及學術聲

系為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所，均獲獎助四年。
（二）英文系八十七學年度獲獎助一年，執行期滿，於八十八年六月提出執行情形
報告，經「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評估，陳報張校長紘炬核定，再獎助
一年。
（三）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馮副校長朝剛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及各學院推荐教師代表二人組成之。
（四）獎助重點系所經費共計1,600萬元，化學系、土木系、水環系、電機系、資訊
系、英文系、物理系及管科系分別提出重點系所發展計畫及經費需求說明，經「重點系
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各獲得200萬元獎助。
（五）獎助經費用於學術交流、短期講學、短期研究、學術研討會、儀器設備、實
習實驗耗材及修繕維持，以提升本校研究風氣及學術聲望。
（六）各重點系所用於儀器設備之經費，不得高於獎助經費之50%並提高學術交流
經費比率，同時亦鼓勵積極向國科會或教育部申請補助。
（七）為慶祝五十週年校慶，各重點系至少須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次，會中邀請

望。
（五）獎助重點系所之經費以用於學術交流為主，除非對學術提升確有必要，不得
用以購買儀器設備。
（六）各重點系為慶祝五十週年校慶，於八十八學年度已編列50萬元經費，舉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尚未舉辦者，則保留該項經費至八十九年十二月止，如仍未於該期間內
舉辦，則該項經費繳回學校，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八節 教學特優教師獎勵審查小組
為提升教學品質與讀書風氣，肯定並表揚教師在教學上的卓越貢獻，特訂定「教學
特優教師獎勵規則」，於八十四年一月十一日公布施行。為遴選教學特優教師之需要，
特成立「教學特優教師獎勵審查小組」，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及教育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及教育發展中心各推選教授代表二人、
體育室推選教授代表一人共同組成。
（一）八十三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三個國家八位國外學者與會，於獎助經費中編列50萬元預算。該研討會舉辦期間為八

文學院：教資系李世忠副教授

十九年三月至十一月止，如未於該期間內舉辦，則該項經費繳回學校，不得挪作他用。

理學院：數學系楊國勝教授

（八）化學系及土木系自八十五學年度起至八十八學年度止，已執行重點系所計畫
滿四年，並依規定於四年期滿後，向校長提出執行成果報告。
十四、八十九學年度重點系所
（一）於八十八年十二月開始受理申請重點系所，計有三個學系提出申請，經由
「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審議後，陳報張校長紘炬核定，數學系及中文
系為八十九學年度重點系所，均獲獎助四年。

商學院：產經系蔡進丁副教授
管理學院：管科所歐陽良裕教授
外語學院：西語系伊斯奎講師
（二）八十四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文學院：中文系陳廖安副教授
理學院：數學系黃柳男教授

（二）英文系八十八學年度獲獎助一年，執行期滿，於八十九年六月提出執行情形

理學院：化學系王啟銘教授

報告，經「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會議評估，陳報張校長紘炬核定，獲獎助

工學院：機械系張式魯教授

二年。

商學院：保險系黃素霞講師

（三）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所審查小組由馮副校長朝剛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
院院長及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及各學院推荐教師代表二人組成之。

外語學院：日文系黃憲堂副教授
（三）八十五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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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歷史系邱仲麟講師
理學院：數學系張慧京副教授
工學院：水環系盧博堅教授

第十九節 學術審議委員會
為提高本校學術水準，加強教師著作之審查，並獎勵學術研究，本校於民國六十五

商學院：產經系莊孟翰副教授

年經淡江文理學院第三十四次院務會議通過，完成學術審議委員會組織簡則，並於當年

管理學院：資管系黃明達副教授

五月三日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後正式成立。學審會本諸公正、客觀、嚴謹之態度處

外語學院：英文系杜德倫副教授

理教師學術著作之審議事宜，以維護學術之尊嚴及教師之權益。之後該組織簡則修正為

（四）八十六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文學院：歷史系蔡錦堂副教授

組織規程，八十四年為配合全校法規名稱之修訂，該組織規程再修正為「學術審議委員
會設置辦法」。學審會之任務歷經數次修正，現行之任務如下：

理學院：數學系李武炎副教授

⑴教師著作獎助之審議事項。

工學院：化工系何啟東副教授

⑵教師升等著作之審議事項。

商學院：經濟系林金源副教授

⑶研究教授之審議事項。

管理學院：統計系吳忠武教授

⑷其他有關教師學術研究之審議事項。

外語學院：英文系卜萊士副教授

學審會成立後，隨即開始承辦教師升等論文及淡江學報稿件之審議工作。其後陸續

國際學院：歐研所鄒忠科教授

增辦之各項審議事項分述如下：

（五）八十七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⑴六十七年起增辦教師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之印刷費獎助審議事項，

文學院：中文系王仁鈞教授

經審議通過者，國內刊物補助全額，國外刊物補助百分之八十，並分別於七

理學院：物理系唐建堯教授

十、七十三、八十五、八十七、八十八年再行修訂之。

工學院：土木系陳治欣教授

⑵六十八年起增辦教師申請研究獎勵費之論文審議事項。

管理學院：交管系張勝雄副教授

⑶六十九年訂定「刊登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研究獎勵費論文之學術性期刊目錄」，以

外語學院：日文系陳伯陶教授
（六）八十八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做為教師申請研究獎勵費論文之審議依據，並分別於七十、七十三及七十五年
再行修訂之。

文學院：中文系施淑女教授

⑷七十三年新訂學審會審議教師學術著作辦法，做為各項申請案件審議作業之依

理學院：化學系李世元教授

據，並分別於七十五、七十九、八十二、八十四、八十六、八十八、八十九年

工學院：建築系崛込憲二副教授

再行修訂之。

商學院：經濟系莊希豐副教授

⑸八十一年起增辦教師優良教學著作獎助審議事項，經審議通過之優良教學著作

管理學院：會計系洪欣慧講師

給予五萬元之獎勵費。自八十六學年度起優良教學著作獎助辦法併入新公布之

外語學院：英文系楊銘塗副教授
國際學院：俄研所劉克甫教授

「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辦法」中。八十一至八十五學年度申請及獲獎人數如下：
學年度

申請件數

獲獎件數

技術學院：國際企業經營系林健次副教授

八十一

12

7

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陳國華副教授

八十二

13

7

八十三

12

9

八十四

11

9

八十五

7

6

65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各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教學單位之沿革 651

八十五學年度：高柏園、王 甦、傅錫壬、蔡明月、高熏芳、徐新逸、李世忠、

八十一學年度：鄭樑生、葉鴻灑、芮涵芝、陳錫仁、林丕靜、楊銘塗、鍾英彥。

陳天文、楊國勝、譚必信、曾琇瑱、高金美、林雲山、簡素芳、吳嘉麗、

八十二學年度：張守鈞、熊建成、陳國興、許慶雄、陳慶煌、陳海鳴、董夢雲。

高惠春、王啟銘、魏和祥、王文竹、王伯昌、楊

八十三學年度：鄭樑生、黃建淳、黃志文、董夢雲、陳海鳴、黃煇達、楊銘塗、

陳燕美、楊柏因、伍志祥、李世元、彭維鋒、曹慶堂、曾一平、盧博堅、

鍾英彥、許 仟。

棨、陳偉正、何俊麟、

史建中、葉和明、張保興、康世芳、許道平、高思懷、陳炤彰、林清彬、

八十四學年度：高柏園、楊銘塗、宋亞克、鍾英彥、賴麗琇、黃志文、陳一新、
翁明賢、王玉民。

楊智旭、張裕祺、余宣賦、鄭廖平、黃國楨、何啟東、陳錫仁、丘建青、
李揚漢、蕭瑛東、許獻聰、王怡仁、馬德明、李英豪、莊淇銘、蔣定安、

八十五學年度：賴麗琇、蔡進丁、蔡淑玲、高柏園、林志鴻、翁明賢。
⑹八十四年修訂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大幅提高研究獎勵費，鼓勵教師論文發
表於AHCI、SSCI、SCI、EI等國際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獲研究獎勵費者，

王英宏、施國琛、李世鳴、邱忠榮、林志鴻、邱俊榮、陳淼勝、張紘炬、
歐陽良裕、張堂賢、白滌清、吳忠武、陳恆鈞、李秀美、林丕雄、白方濟、
陳秀潔、王名楷、林亞倫、狄殷豪、伊斯奎。

每年教授十四萬元、副教授十二萬元、助理教授十萬元、講師八萬元（舊制研

八十六學年度：傅錫壬、鄭樑生、黃世雄、蔡明月、計惠卿、徐新逸、施郁芬、

究獎勵費：教授七萬八仟元、副教授六萬九仟元、助理教授六萬元、講師五萬

邱炯友、宋雪芳、李世忠、林雲山、王啟銘、高惠春、陳幹男、薛文發、

一仟元）。研究獎勵制度修訂後，教師發表於AHCI、SSCI、SCI、EI等國際索引

魏和祥、吳嘉麗、王伯昌、余良杰、王文竹、吳慧芬、李世元、林孟山、

收錄之學術性期刊之論文篇數大幅增加，經費預算亦由八十四學年度之壹仟萬

曾琇瑱、楊國勝、胡德軍、譚必信、林千代、陳燕美、陳順益、陳偉正、

元擴編至八十九學年度之壹仟柒佰萬元。八十四至八十九學年度申請及獲獎人

何俊麟、楊 棨、陳惟堯、曹慶堂、彭維鋒、錢凡之、徐錠基、曾一平、

數如下：

李英豪、楊長義、丘建青、翁慶昌、李揚漢、李慶烈、蘇木春、許獻聰、

學年度

申請人數

獲獎人數

江正雄、莊博任、簡丞志、謝景棠、葉和明、張裕祺、鄭廖平、陳錫仁、

八十四

109

70

余宣賦、何啟東、黃國楨、鄭東文、林國賡、史建中、林清彬、楊智旭、

八十五

106

76

八十六

139

103

八十七

126

98

林丕靜、馬德明、田

八十八

132

109

邱忠榮、張紘炬、陳淼勝、歐陽良裕、吳忠武、張春桃、白滌清、劉艾華、

八十九

146

111

張昭憲、廖則竣、張堂賢、邱顯明、王輝煌、莫蘭德、林森鈴、傅杰思、

盧博堅、許中杰、張保興、施國琛、郭經華、蔣定安、莊淇銘、鍾興臺、
豐、邱俊榮、曾義明、賴錦璋、鄒孟文、江莉莉、

張茂椿、吳 寬、林禹洪、葛浩德、狄殷豪、劉克甫、許慶雄、張家宜。

各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八十四學年度：邱仲麟、徐新逸、宋雪芳、楊國勝、曾琇瑱、楊柏因、林雲山、

八十七學年度：傅錫壬、鄭樑生、黃世雄、蔡明月、王嵩音、趙雅麗、邱炯友、

棨、何俊麟、陳偉正、

徐新逸、林雲山、魏和祥、陳幹男、王文竹、高惠春、吳嘉麗、林孟山、

彭維鋒、曹慶堂、伍志祥、王啟銘、譚必信、高金美、胡守仁、薛文發、

李世元、吳慧芬、胡德軍、曾琇瑱、高金美、張慧京、陳順益、何俊麟、

高惠春、李世元、錢凡之、祝錫智、曾一平、王人牧、李英豪、盧博堅、

陳惟堯、彭維鋒、楊 棨、陳偉正、曹慶堂、錢凡之、張經霖、高賢忠、

史建中、楊智旭、葉和明、黃國楨、鄭廖平、蔣樹民、蕭瑛東、李揚漢、

徐錠基、曾一平、李英豪、楊長義、吳重成、黃國楨、葉和明、張裕祺、

丘建青、蘇木春、莊博任、劉虎城、蔣定安、施國琛、莊淇銘、馮朝剛、

鄭廖平、余宣賦、何啟東、鄭東文、陳錫仁、張正良、許中杰、盧博堅、

湯敬民、王怡仁、馬德明、楊長義、許中杰、張裕祺、翁慶昌、王英宏、

康世芳、高思懷、丘建青、蘇木春、蕭瑛東、黃聰亮、李揚漢、張文清、

陳慶祥、楊秉訓、邱忠榮、梁文榮、廖惠珠、李秉正、王居卿、張春桃、

謝景棠、簡丞志、李慶烈、蔣定安、林丕靜、施國琛、葛煥昭、王英宏、

張紘炬、歐陽良裕、陳淼勝、楊維楨、吳忠武、傅杰思、葉紹國。

史建中、葉豐輝、康尚文、林清彬、李宗翰、陳炤彰、楊龍杰、馬德明、

魏和祥、王文竹、王伯昌、余良杰、吳嘉麗、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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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慶祥、許松根、邱俊榮、于若蓉、胡名雯、曾義明、黃台心、白滌清、
瞿紹美、吳忠武、吳淑妃、梁恩輝、蕭瑞祥、劉艾華、施正鋒、張紘炬、
陳淼勝、歐陽良裕、陳海鳴、陳秀潔、傅杰思、白方濟、陳伯陶、戴萬欽、
劉克甫、黃銘傑、張家宜。

⑺八十四年因應研究獎勵申請辦法之修訂，原「刊登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研究獎勵費
論文之學術性期刊目錄」，因不適用新辦法之規定而奉准廢止。
⑻八十四年起增辦研究教授資格之審議事項，研究教授聘期二年，除每週授課三小
時外，並優先考慮其休假申請，且其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經費補助不受次數之限

八十八學年度：周彥文、高柏園、林保淳、徐新逸、蔡明月、黃世雄、邱炯友、

制。八十四至八十九學年度獲聘任為研究教授名單如下：

宋雪芳、高惠春、林雲山、薛文發、李世元、吳嘉麗、陳幹男、魏和祥、

姓

王伯昌、余良杰、黃德彥、王文竹、林孟山、林志興、吳慧芬、李榮熹、

何俊麟

物理系

84、85

譚必信

數學系

84、85、86、87、88、89

葉和明

化工系

84、85、86、87、88、89

陳淼勝

管科系

88、89

吳俊弘、陳偉正、彭維峰、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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棨、何俊麟、陳惟堯、曹慶堂、高賢忠、

張經霖、唐建堯、陳惇二、錢凡之、李明憲、薛宏中、楊國勝、譚必信、
胡德軍、高金美、曾琇瑱、陳順益、黃連成、林千代、李武炎、張德文、
徐錠基、楊長義、李英豪、吳重成、盧博堅、高思懷、康世芳、莊淇銘、
蔣定安、王英宏、蔡憶佳、張裕祺、葉和明、黃國楨、陳錫仁、鄭東文、
鄭廖平、何啟東、杜文謙、史建中、李宗翰、林清彬、馮朝剛、湯敬民、
陳增源、應宜雄、蕭照焜、丘建青、翁慶昌、李揚漢、李慶烈、張文清、

名

系

別

研究教授聘任學年度

備註

（88、89學年度留職停薪）

⑼八十五年起增辦教師申請國科會科技人員研究進修校內甄選審議事項。國科會第
三十四屆（八十五年度）至第三十八屆（八十九年度）經校內甄選並獲國科會核
定之研究進修人數如下：
年

度

申請件數

校內甄選通過件數

國科會核定件數

八十五

5

3

1

許獻聰、莊博任、鄭國興、蕭瑛東、蘇木春、謝景棠、林志鴻、黃台心、

八十六

5

3

2

許松根、邱俊榮、陳宜亨、莊希豐、林金源、廖則竣、陳淼勝、張紘炬、

八十七

3

1

1

陳海鳴、歐陽良裕、陳正綱、王居卿、陳敦基、吳忠武、吳淑妃、施正鋒、

八十八

7

3

3

八十九

4

3

3

張堂賢、傅杰思、簡南妮、許凌凌、王玉民、戴萬欽。
八十九學年度：周彥文、高柏園、林保淳、蔡明月、林信成、徐新逸、鄭惟厚、

各年度經校內甄選並獲國科會核定之研究進修名單如下：

楊國勝、楊柏因、錢傳仁、張玉坤、譚必信、陳順益、林千代、曾琇瑱、

八十五年度：顏信輝。

高金美、彭維峰、高賢忠、楊

八十六年度：高惠春、李元貞。

棨、何俊麟、陳惟堯、錢凡之、曾文哲、

李明憲、張經霖、林大欽、薛宏中、陳幹男、薛文發、高惠春、吳嘉麗、

八十七年度：黃建淳。

林孟山、王文竹、吳俊弘、黃德彥、吳慧芬、魏和祥、王伯昌、李世元、

八十八年度：丘建青、林孟山、何啟東。

王啟銘、林志興、李榮熹、曾一平、鄭啟明、楊長義、李英豪、林堉溢、

八十九年度：王伯昌、蔡明月、李英豪。

吳重成、盧博堅、康世芳、李奇旺、陳俊成、楊龍杰、林清彬、康尚文、
劉昭華、楊智旭、嚴雨田、翁慶昌、丘建青、張文清、謝景棠、許獻聰、
莊博任、李揚漢、蕭瑛東、葉和明、黃國楨、張裕祺、余宣賦、鄭東文、
陳錫仁、林達鎔、何啟東、鄭廖平、田

豐、王怡仁、陳慶祥、蕭照焜、

⑽八十六年起增辦教師休假研究成果評估之審議事項。八十六至八十九學年度受理
審議案件如下：
學年度

審議件數

通過件數

八十六

1

1

八十七

4

4

陳增源、施國琛、蔣定安、劉虎城、黃俊堯、葛煥昭、王慶林、郭經華、

八十八

2

2

林志鴻、鄒孟文、許松根、李秉正、黃台心、鄭東光、莊希豐、吳忠武、

八十九

3

3

吳淑妃、李秀美、張春桃、陳正綱、楊明玉、徐淑如、陳敦基、張紘炬、
歐陽良裕、王居卿、楊銘塗、傅杰思、狄殷豪、劉克甫、周桂田、張家宜。

妶八十七年起增辦研究人員研究成果評估之審議事項，八十七至八十九學年度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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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多媒體教材）

審議案件各2件。
妼八十七年起不再受理淡江學報稿件之審議事項，淡江學報改制為淡江人文社會學
刊及淡江理工學刊並成立編輯委員會，由專責單位負責稿件之審查及出版事項。
姃八十七年八月起公布「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辦法」，增辦一般教科書獎助、核心
課程教科書獎助、電腦多媒體教材獎助及多媒體套裝教材獎助等之審議事項，原
「專任教師優良教學著作獎助費申請辦法」、「獎勵核心課程出版教科書辦法」、
「獎助電腦輔助教學、設計與製造編撰教材辦法」同時廢止。經審定優良之一般
教科書及核心課程教科書給予五萬元之獎勵費，多媒體套裝教材分別給予五萬
元、七萬五仟元、十萬元不等之獎勵費，電腦多媒體教材每章給予三萬一仟元、
美工設計費四仟元及程式設計費一萬八仟元之獎勵費。
八十六至八十九學年度各類教材申請及獲獎人數如下：
（一般教科書）

學年度

申請件數

通過件數

八十六

4

4

八十七

4

4

八十八

4

4

八十九

2

2

各學年度審議通過申請人名單如下：
八十六學年度：吳淑華、黃登滿、蔡宗儒、吳 寬。
八十七學年度：王人牧、黃曼琴、余 繁、方鄒昭聰。
八十八學年度：劉克甫、莊淇銘、蔡憶佳、謝文良。
八十九學年度：郭經華、陸金雄。
姖八十七年八月起本校獲教育部授權自審教師資格，並公布本校「教師升等辦法」
及「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明訂教師升等著作須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學年度

申請件數

獲獎件數

八十六

11

7

八十七

8

4

得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俟通過後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資格證書。之後再於八

八十八

8

5

十九年四月報部核備修訂該「教師升等辦法」為「教師升等規則」，並規定升等

八十九

17

10

之著作、教學及服務成績均須達八十分（含）以上始予以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學審會二次外審作業，並規定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均須達七十分（含）以上始

各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議，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取消三分之二投票表決通過之舊制，改採無記名綜合評

八十六學年度：陳瑞秀、鄭樑生、張俊雄、莫蘭德、賴麗琇、郭秋慶、鄒忠

審表審定之。八十七至八十九學年度本校獲教育部授權自審後教師升等案件經學

科。

審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結果及審查中之件數如下：
升等職級

八十七學年度：許松根、鄒忠科、許慶雄、莊淇銘。
八十八學年度：楊淑娟、許慶雄、孟尼亞、吳嘉麗、黃建淳。

學年度

八十九學年度：鄭晃二、嚴雨田、賴麗琇、楊景堯、戴萬欽、周彥文、孟尼亞、

八十七

11

4

0

八十八

14

2

八十九

15

1

陳瑞貴、林志鴻、許志雄。
（核心課程教科書）
學年度

申請件數

獲獎件數

八十七

1

1

八十八

3

3

教授
通

副教授

過 不通過 審查中

通

過

助理教授

不通過

審查中

通

過 不通過 審查中

10

1

0

0

0

0

0

7

2

0

1

0

0

4

10

1

1

1

0

0

妱八十八年七月修訂「獎助教師論文發表規則」，獎勵費發給標準修訂為論文被國
內、外期刊刊登必須支付給出版單位最低費用之百分之八十，每篇論文以新台幣
壹萬元為補助上限。八十一至八十九學年度申請及獲獎人數如下：

各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學年度

申請件數

獲獎件數

八十七學年度：余 繁。

八十一

2

2

八十八學年度：顏三和、孫寅華、施正鋒。

八十二

2

2

八十三

1

1

八十四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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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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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再以最多三篇之AHCI、SSCI、SCI、EI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申請第二類獎
勵，不分申請者職級，每篇論文獎勵費均為參萬元。

八十六

3

3

八十七

19

14

八十八

15

11

八十九

8

8

備註：八十八學年度尚有3件申請案審查中。

姈八十九年六月公布「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規則」，由學審會辦理教師著作抄襲檢舉
案中有關著作審議事項。
妴八十九年六月修訂「研究教授設置及獎勵規章」為「研究教授設置規則」，研究

各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教授申請資格除應具教育部教授資格證書外，另須近六年內曾任國科會特約研究

八十一學年度：曾一平（兩件）
。

人員、近四年內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或近五年內連續獲得國科會甲種研究

八十二學年度：歐陽良裕、吳忠武。

獎勵者。
姇八十九年七月公布自九十學年度起凡申請論文印刷費獎助者，如期刊出版單位請

八十三學年度：張春桃。
八十四學年度：歐陽良裕、白滌清、張紘炬（兩件）
、陳淼勝（兩件）
。

作者繳交論文發表費但又非硬性規定者（Voluntary Page Charge），經審議通過後

八十五學年度：歐陽良裕、吳忠武、翁慶昌。

同意補助該論文必須支付之最低費用之百分之五十，並依規定每篇論文以新台幣

八十六學年度：林雲山、張堂賢、馬德明。

壹萬元為補助上限。

八十七學年度：張紘炬、林雲山、吳淑妃、歐陽良裕、施國琛、陳海鳴、陳順
益、陳淼勝、鄭國興、蘇木春、陳錫仁、宛 同、吳忠武（兩件）
。
八十八學年度：張紘炬（兩件）、蘇木春、吳忠武、蔡宗儒、陳慶祥、歐陽良裕

學審會於六十五年初設時委員會委員共計十二人，任期二年，由教務主任兼任主任
委員，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派之。其後陸續修訂如下：
⑴七十年增設當然委員，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兼任之，教師代表八至十二位，

（三件）
。
八十九學年度：黃德彥、劉美琦、陶蓓麗、張德文、歐陽良裕（四件）
（備註：八十八學年度尚有3件申請案審查中。）

任期改為一年，主任委員及執行秘書改由校長指定之。
⑵七十五年置正副主任委員各一人，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之。

妽八十八年八月起增辦教師學術性專書獎助之審議事項，並修訂原「教材出版與製

⑶八十三年以主管業務之副校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教師代表二

作獎助辦法」為「專任教師學術著作及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規則」，經審定優良

十二至二十六位，主任委員由主管業務之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及執行秘書

之學術性專書給予五萬元之獎勵費。八十八至八十九學年度申請及獲獎人數如

由主任委員推薦，請校長聘任之。
⑷八十五年奉示學審會由校長直接督導，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下：
學年度

申請件數

獲獎件數

八十八

3

2

八十九

5

4

各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長、教育發展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副主
任委員由主管業務之副校長擔任。
⑸八十六年增列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副主任委員由學術副校長兼任之。
⑹八十七年主任委員改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取消副主任委員設置，校長及行政副

八十八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王嵩音、劉長輝。

校長不再擔任當然委員，執行秘書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之。各學院除當然

八十九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劉克甫、姚忠達、賴曜賢、黃 口麗 莉

委員外，教師代表人數分別為：文學院三人、理學院三人、工學院五人、商學

姀八十九年三月公布自九十學年度起實施之新制「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規則」，除自
九十學年度起取消減授鐘點外，研究獎勵費分為二類，獲第一類獎勵者，每年教

院三人、管理學院三人、外語學院三人、國際研究學院二人、技術學院一人、
教育學院一人、教育發展中心一人、體育室一人。

授十四萬元、副教授十二萬元、助理教授十萬元、講師八萬元。以發表於
AHCI、SSCI、SCI、EI四種國際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獲第一類獎勵者，

茲臚列學審會歷屆主任委員名單及任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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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任期起迄年月

林雲山

65.05 ∼ 75.11

（一）全校有關核心課程之議案，協調會先行討論研商，作成建議案。

張家宜

75.12 ∼ 80.07

（二）每學年會同十二學門及核心課程協調會從事課程規劃及開課審查工作。

林雲山

80.08 ∼ 81.07

（三）從事核心課程方案修訂案的修訂。

芮涵芝

81.08 ∼ 85.07

（四）擔任核心課程後五學門的各系選課排課工作。

林雲山

85.08 ∼ 87.07

（五）從事核心課程十二學門管理資料的搜集、製作、分送。

馮朝剛

87.08 ∼

（六）印製核心課程方案及教學大綱供校內外參考交流，並全本上網，每年更新。

第二十節 推廣教育審查小組
依教育部八十六年五月七日台（八六）參字第八六○四五八五九號令發布之「大學

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所執行之協調工作：

（七）有關核心課程協調會工作的說明，書面及網頁資料製作。
（八）對學習者的服務與宣導工作：新生核心課程方案及開計劃介紹、兩學門教學
大綱分送、註冊選課表各種疑難的解決等。

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大學辦理推廣教育應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各班次開班

（九）舉辦核心課程教學研習會以提昇教師的教學能力。

計畫。」，本校教務處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簽請成立「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經林

（十）從事有關核心課程發展的研究案。

校長雲山核定，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教育發展中心

重大興革及特色：

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建教中心主任、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組成之，執行

（一）八十一學年（八十二年五月）：教務會議通過核心課程方案。

秘書由教務長擔任。

（二）八十二學年起：原共同科大一國文改為「中國文學欣賞及中國語文能力表

（一）八十六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成員不變，由張副校長紘炬擔任召集
人，徐教務長錠基任執行秘書。
（二）八十七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成員不變，由馮副校長朝剛擔任召集
人，推廣教育中心盧主任慶塘任執行秘書。
（三）八十八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成員不變，由馮副校長朝剛擔任召集
人，推廣教育中心盧主任慶塘任執行秘書。
（四）八十九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成員不變，由馮副校長朝剛擔任召集
人，推廣教育中心韓主任耀隆任執行秘書。

第二十一節 核心課程協調會
自八十二學年起，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大力推動核心課程方案，以便達成通識教
育的目的，遂設核心課程協調會，復為便於行政上的推展，乃於民國八十四學年成立教
育發展中心，下設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將原本隸屬於教務處的共同科納入，一併從
事通識教育課程的改革，和核心課程協調會的組織與運作形成一完整的架構。由學術副

達」
，大一英文改為「外國語文」，本國歷史改為「歷史研究」。
（三）八十三學年：規劃後五學門開課。
（四）八十四學年（八十四年十月）：開始規劃通識課程「藝術類科」
。
（五）八十四學年（八十五年五月）：核心課程方案第一次全面實施修訂案通過，
把校定課程與部定課程併合，並統整規劃設計為十一學門，並規定每學門修習學分。
（六）八十四學年：訂定各學門單班上課原則。（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學門改
由公行系負責，社會分析學門改由通核組負責，原共同科師資依不同專長歸屬到適當之
系所。）
（七）八十五學年（八十六年五月）：核心課程方案第二次修訂案通過，增列二技
學院的修課規定，並取消通識課抵免核心課的條文。
（八）八十五學年起：核心課程優良教科書獎勵業務，移往秘書室主管。
（九）八十六學年：舉辦「核心課程學生修課心得座談會」，並發表具體政策回應
文。
（十）八十六學年（八十七年四月）：修改電腦註冊、選課操作表有關通識與核心

校長擔任總召集人，教育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副總召集人，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組長兼

課程的述與規定，同時製作八十七學年度「核心課程十一學門獨立課表」。

執行秘書，執行有關核心課程方案推動之行政、協調、整合、評鑑、研究、發展等各項

（十一）八十六學年：明訂「文學與藝術欣賞」學門雙召集人制度。

工作，下分十二個學門，提供全校同學必選修。

（十二）八十七學年：提出淡水校園精緻藝術活動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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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始舉辦藝術展覽。
2.舉辦「淡江的人、淡江的歌」詞曲創作競賽，並出版詞曲創作集。
3.開始延攬專任藝術類科教師。
4.擴大規劃八十八學年核心課程藝術類科科目及開班數，每學期15班，連同全校
選修科的藝術欣賞課，共一學年34班。
（十三）八十七學年：核心課程協調會討論核心課程第三次修訂草案，及全面自由
必選制度。
（十四）八十七學年：規劃製作核心課程多媒體套裝教材八種，如：英文、日文、
中語、社會未來、台灣史、數學欣賞、生活邏輯、科技未來等。並已完成「科技未來」
多媒體套裝輔助教材之製作，並在大一「資訊概論」課教學使用。
（十五）八十七學年：完成淡江大學通識教育實施概況說明書及自我評鑑報告，並
完成淡江大學通識教育評鑑實地訪評會。
（十六）八十七學年（八十八年三月至五月）：完成淡江大學核心課程改革（自八
十一至八十七學年）所有重大檔案資料之整理、製作。
（十七）八十八學年：舉辦「淡江的人、淡江的歌」校園觀摩演唱會。
（十八）八十八學年：第三次修訂核心課程方案，增開「三大革命和時空宇宙」課
程，使核心課程畢業總學分增為34或38學分。
（十九）八十九學年：第一次核心課程協調會通過「文學與藝術欣賞」學門改為
「中國文學欣賞」二學分，「歷史研究」學門改為二學分，並增開「藝術欣賞與創作」
學門。同時增加為十二學門。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661

66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