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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張 建 邦
本校校史前編完成於民國七十五年，由於編撰、排版與印刷都需要時間，所以實際
上蒐集的資料僅止於該年的一部分。如今學校的發展已經進入五十年，雖然相隔校史之
前編只有十五年，但學校的進步一日千里，而我們努力的成果更是以倍數累積。十五年
來許多寶貴的資料較之前編，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不容稍怠，而以致史料散失、湮滅，
此續編之所由作也。加之，在國人的觀念中，有所謂「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
政），五十是生命成長中的關鍵時刻。「知天命」則意謂身體器官的發育已經到了完全
成熟的階段，繼而將從形體躍升到意志、精神的層面；一如本校在經過半世紀的經營
後，在硬體建設上、在制度建立上、在管理模式上，都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與成效，所
以未來必須努力的將是如何提昇學術研究，使本校臻於世界一流大學之林。因為在大學
教育中，唯有學術研究才是精神不朽的層次，學術生命昇華的光環。所以這十五年的歷
史，也正代表淡江大學在即將邁入世界一流大學之前的奠基工程。
以目前台灣的大學教育而言，無論公私立大學，似乎都還停留在綜合性大學的階
段，然而生命之所以有意義，是我們對未來有遠大的目標與理想，更充滿著美麗的願
景。所以在七十五年十月，我就提出了「世學計畫一號」，以民國七十五年八月至七十
九年七月為度。我在計畫的序文中曾說：
達成世界學術水準的大學是今日大學的新角色與新使命，也是我在民國六十九年淡
江改制大學時提出「大學在知識社會裡的任務，是面對整個國家、整個世界」的理
由。事實上，在社會加速變遷的時代裡，大學必然不可能再侷限於成為一座孤立的
知識城堡。高等教育地區化（domest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的時代，業已一去
不返了。現代的大學，無法隱藏在深山寺院中，必須走向社會，擁抱世界，以開放
的態度，發展成為國際化的世界學府，以其知識理性共同研究學術，促進全人類的
溝通與理解，攜手開拓未來。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一日，我應政府徵召，出任交通部長，辭去了學校董事長的職
務，但我對學校與教育仍一直關心。七十九年八月，在校長趙榮耀之主持下，又擬定了
以七十九年八月至八十四年七月為期的「世學二號計畫」
，我在序中再提到：
應由時間、空間與觀念等三方面，架構出淡江大學的傳統意念。在時間上，淡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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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不僅要承先更要啟後，不僅要繼往更要開來，應將公元二千年的大趨勢以及太平

書館，是國內電子化圖書館的先鋒。……當其啟用之日，則是淡江第三波來臨之

洋邊緣地區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重要性，貫注融會在「世學二號計畫」，深體其脈

時。

絡，也即淡江大學昂首闊步邁向廿一世紀，成為全球性大學開始。在空間上，除了
形式上不設門牆，以免畫地自限，故步自封外，心靈上更要以開放、自由、民主的
精神來啟迪學生，拓寬眼界，蔚為氣度雍容、高瞻遠矚的校風。在課程設計方面配
合以專心規劃衛星網路教學，利用現代的科技資訊，來達成「學術無界域」的崇高
理想。在觀念上，除了仍應繼續同僚、官僚與政治的模式，將大學的教學、研究、
服務、行政四大功能發揮到極致之外，在「世學二號計畫」中更應列入「興建總圖
書館」作為發展重點，俾使淡江大學在知識的創造與引領社會變遷上，扮演領導的
角色。
及至七十九學年度，教育部實施「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我們為避免重覆，才把
「世學計畫」的精神納入「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中。
為了使我淡江師生都能習慣於從變革中追求創新的理念，我在八十四年九月召開的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提出了「S弧線理論」
，我嘗說：
我們任何的機構，都是由零開始，由原點往上升，升到最高峰後，一定會衰退的。
……所以，如何繼續維持機構「有機」的準則？就是一定要開拓第二條的S弧線。
在S弧線向上走時，大家有活力，團結合作；等機構慢慢成長後，S弧線開始往
下，需繼續開拓第二條S弧線，向上的弧線來保持活力，否則S弧線一定會向下
的，無論再如何革新，沒有第二條S弧線還是會掉下來的。若運用在我們的組織理
論中，我們的課程一定要革新，技術不斷更新，每年改善，不斷以新的S弧線來當
第二條線……。
在八十五年我再度提出了「淡江第三波」的發展觀念，在文中我把 1950年自英專
創校到1980年改制升格為大學之三十年，為第一波；自1980年到1996年為第二波，自
1996以後即為第三波，也即邁入了資訊化時代，對淡江而言，第三波的象徵性地標就
是數位化「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之興建。在文中我說：
淡江是國內最早資訊化的學府之一，建立了全校電腦網路，供師生使用，成果非常
豐碩，但是在這第三波資訊時代，我們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能有所突破。因
此淡江董事會參考了世界一流圖書館的藍圖，費時三年，精心規劃興建一棟八千餘
建坪，樓高十一層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網路接續點的設置多達一千四百個，師
生可同時上網，蒐集國際學術資訊。這個不以館藏之多寡和空間之大小為考量的圖

在八十九年，我們更設立了「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以更具體落實的態度來檢討
即將落幕的二十世紀，以更積極的精神來面對新世紀的挑戰。當您看完淡江大學的校史
之後，將不難發現，我們淡江大學是在不斷求新求變之中，掌握變數，領導變數，以開
創未來。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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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By Clement C. P. Chang
The History of Tamkang University was completed in 1986. As writing, editing and
printing all took time, the year of its completion, 1986, was only partially covered. Although
only a mere fifteen years has elapsed between the original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Sequel, the
University has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as it enters its fiftieth year, our achievements having
increased many fold. These fifteen years have seen the accumulation of a wealth of precious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that even surpass those in The History of Tamkang University. As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Sequel has been written.
The Analects says,“At fifty, one becomes aware of the destiny from Heaven.”The fiftieth year is a turning point in life. Being“aware of the destiny from Heaven”means that one’s
faculties have developed to full maturity and risen to higher mental and spiritual levels. In the
la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has certainly made great strides in the upgrading of its physical facilit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management
model. Nevertheless, we have to work hard to move academic research to a higher level and
to make Tamkang University stand out among first-rate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Research
brings spiritual elevation and rejuvenation to a university and makes it great. The last fifteen
years, represents the laying of foundations for Tamkang University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first-rate universities.
When we examine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at present, we discover that most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follow 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s model. Life is meaningful
because we embrace far-reaching objectives and ideals and are full of brave visions. With this
in mind, in October, 1986, I wrote“World University Plan No. One,”which covers the period between August, 1986, and July, 1990. I say in the Foreword:
To maintain world academic standards for universities is the new role and mission of universities today. That was the reason why I mentioned that“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a knowledge society is to face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hole world.”In a world of accelerated changes, a university can no longer be
an isolated knowledge sanctuary. The demest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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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d and will never return. Universities in the modern world cannot hide

build a main general library as our major task so to make Tamkang University a

themselves in monasteries high in the mountains. They must engage the soci-

leader in creating knowledge and shaping society.

ety, embrace the world, with an open mind develop into globalized institutions

In the 1990-1991 academic yea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claimed the policy of

of higher learning, and, making good use of intellectual rationality, engage in

“Medium-Range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In order to avoid duplication, we incorpo-

cooperative research that promotes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all human beings.
On June 1, 1989,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me the 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I subsequently resigned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rate our“World University Plan”into it.
For the sake of Tamkang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master the idea of innovation through
change, I proposed the“S-Curve Theory”at the Instruc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
Seminar. I wrote:

Tamkang University. Nevertheless, I remained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amkang University

An organization starts from zero. It rises from its starting point until its reaches

and its education. In August, 1990, when Dr. Chao Jung-Yao was the President, a subsequent

the peak, and then it begins to decline.... So how do we keep an institution

publication,“World University Plan No. Two,”was worked out to cover the period of

viable? We must create another S-Curve. When the S-Curve goes up, the insti-

August, 1990, and July, 1995. I again wrote in the Preface:

tution is energetic, united, and cooperative. When an institution has reached

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tradition of Tamkang University on the basis of time,
space and conceptual formulations. In terms of time, Tamkang University
should not only inherit the legacy of the past but also enlighten the future; we
should not only carry on the tradition from the past but also pave the way for
the created future. We should, in“World University Plan No. Two,”address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the major trends of the year 2000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acific Rim on the world stag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that link these areas to the world. That is to say that Tamkang University should
bravely ente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t a fast pace and become a globalized
university. In terms of space, besides doing away with literal walls, which can
only isolate Tamkang University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should instill a
spirit of openness,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our students in order to cultivate
magnanimity and far-sightedness. As regards curriculum innovation, we should
fully explo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 use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and
the Internet, so that we may achieve the goal of“Scholarship without
Boundaries.”Conceptually, we should continue to execute the Collegial, the
Bureaucratic and the Political Models in order to fulfill to the utmost the four
major functions of the university, namely 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Moreover, in“World University Plan No. Two,”we should

maturity, the S-Curve begins to fall and we have to create a second S-Curve to
maintain its life and momentum. Otherwise, the S-Curve will go down. Indeed,
without the second S-Curve, the momentum will dissipate no matter how hard
we try. Applied to our situation, this means that our curriculum must be
reformed, our technology innovated, relentlessly, year by year, forever maintaining a fresh, rising S-Curve....
In 1996, we named the developmental concept of Tamkang University as“The Third
Wave of Tamkang University.”I regarded the thirty years between the founding of Tamkang
Junior English College in 1950 and its final elevation to Tamkang University in 1980 as the
First Wave; those years between 1980 and 1996 as the Second Wave; and the years after 1996,
during which we entered the Age of Information as the Third Wave. What this means to
Tamkang is that the building of the digitized Chueh-sheng Memorial General Library is a symbolic landmark of the Third Wave. I said in my speech:
Tamkang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that first adopted computerization. We set up computer networks all over the campus for the use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We have been fruitful in our efforts. However, in the age of the
Third Wave, we have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order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For this reason,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amkang University consulted the blueprints of the world’s first-rate libraries in their effort to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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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ild the Chueh-sheng Memorial General Library, with a floor space of
more than eight thousand square pings, and towering eleven stories high. There
are as many as 1400 Internet hook-ups in the Library, allow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e online simultaneously to acquire scholarly inform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sources. This library does not take pride in the size of its collection or its space, but in being the forerunner of library computeriz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day it opens for use marks the arrival of the Third Wave of
Tamkang University.
In the year 2000, we set up a“Cross-Century Development Task Force”to review the
fast elapsing twentieth century in order to prepare ourselve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a new
century. The Sequel will show you that Tamkang University continues to institute innovations,
works diligently to try to control and manage variables, and aims to create an ever brighter
created future.

序 9

1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11

1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13

1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15

1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17

1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19

2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21

2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23

2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25

2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27

2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序 29

3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CK0002-上-01(1)(2)(3)MAB(4)MAF(5)(6)(清)(再清)MAC

第一章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遠景奠基時期 3

第一章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
遠景奠基時期
前

言

淡江大學創校於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自學校發展的歷史言，約可分
為三個時期：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為本校蓽路藍縷，創業奠基的英專和文理學院時
代，也即所謂「淡江的第一波」（Tamkang’s First Wave），大約有三十年，顯見大學教育
植基的重要與淡江成長的不易。繼而從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六年，當年本校正名為大
學，軟硬體建設均逐漸完成，學校發展政策從「質量並重」進入為「重質不重量」，亦
即所謂「淡江的第二波」（Tamkang’s Second Wave），這段時間大約也有十五年，皆由
張建邦先生主持校務，許多學校發展政策性的指導方針都已確立，可謂突飛猛進，壯碩
成長的時期。迨自一九九六年以後，也即本校邁入四十五週年校慶開始，本校數位化的
覺生紀念圖書館啟用。在教育部及民間雜誌的評鑑中，本校均已確立國內大學學術的領
先地位，此時正是本校朝向世界一流大學為發展目標的開始，這一年也正是「淡江的第
三波」的起點（The Starting Point of Tamkang University’s Third Wave）。當此之時，淡江
已不能以屹立於國內大學之林而自限，我們必須走上國際的學術舞台。所以這十幾年
來，又開創了許多國內大學教育史中的首例，確實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子孫驕傲的業績。
但本校的校史前編成書於民國七十四年（西元一九八五），距今已有十五年之歷
史，而離「淡江第三波」之開始亦有十年之遙，在此之間，本校之成就，何可以道里
計。張董事長建邦先生有鑑於「史不可缺」，遂有續編校史之議，故本冊續編校史，即
延續前編自一九八五年始，迄於二○○○年止。此時續編校史包含兩層意義；其一、為
本校成立已屆五十週年，孔子於「論語為政篇」中嘗說「五十而知天命」，「知命」之
年在於不僅認識自我，更能洞鑒「天人之際」，也即本位認知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已臻
於融會貫通的境界，終而將是提昇到「隨心所欲不踰矩」的至善之境。其二、今年邁入
西元二○○○年，又正是難逢的千禧年，代表人類邁入新紀元的開始，當此萬象更新之
際，總會有無限美好的遠景，等待我們去創造、去收穫。
再者，緬懷五十年前，淡江大學之所以能在大屯山下，五虎崗上播種、茁壯，淡水
地方的鄉親、父老功不可沒。張建邦先生保存了一份寶貴的文獻資料，在淡江大學校史
前編中未能收入，也正可藉此續編校史的機會將之補苴。其中有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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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建校贊助委員會」主任委員杜家齊先生給贊助者的信函、
建校贊助委員會成立的報告書、建校概況、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致建校贊助委員會的
代電以及樂捐芳名錄，無一不是本校創校初期的珍貴史料。現轉錄於下：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遠景奠基時期 5

史料三：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建校概況
教室：東方宮殿式四大幢，每幢教室三大間，可供學生一千二百人上課之用。
圖書館：東方宮殿式一大幢，閱覽室佔地百坪，另司庫可藏書拾萬冊。
運動場：大廣場一處，佔地面積四千四百坪，有徑賽、跑道、田賽各種設備。在跑

史料一：杜主任委員函

道北側，有司令台一座，內設體育及軍訓辦公室。

○○先生道席
粵稽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創辦而後，時僅三載，以主持得人，蒸蒸日上，就學者逐年
增加，校舍不敷，僉議擇地建校，俾展宏圖，我鎮熱心人士，為表竭誠贊助，遂於
四十一年冬籌組建校贊助委員會，計為該校捐募購地築路經費新台幣拾萬元，發動
以來，賴諸君子當仁不讓，踴躍捐輸，數竟超出目標，事底於成。不期年，大田寮
上，宮門桃李，濟濟蹌蹌，絃歌不斷，猗歟休哉！百年樹人，諸君子玉成之功，豈
不大哉？茲者本會任務順利達成，理宜結束，所有當日認捐芳名，除冊送該校列入
文獻或刊石垂諸永久外，敬致謝忱，並希亮察，專肅順候

辦公室：校長辦公室及各處辦公室各一幢。
宿舍：現有教員乙種眷舍四棟，丙種眷舍六棟，單身宿舍一大棟，可供教員有眷屬
者二十家、單身者十二人居住。
附屬房舍：現有水塔、蓄水池各一座，門房二棟，園丁宿舍一棟，廁所一棟，另有
洋式宿舍四棟，備供外籍教師住宿之用，均有水電設備，校舍中央，鋪
設水泥道路並裝有電燈數十盞，入夜燈光照耀，呈一奇觀。至男女生宿
舍、大辦公室、交誼廳等，向在計劃建設中。
史料四：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代電

時綏
杜家齊拜啟

四十五年十二月

事由：為熱心協助本校籌募基金捐贈基地電致謝忱由
受文者：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建校贊助委員會

史料二：報告書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八月，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建校贊助委員會成立於淡水鎮，旋
設辦公處於鎮公所，同年十二月底承各委員公推本人為主任委員，受任以來，深感
責任重大，事在必行，即開始籌募基金，以利工作進行，幸蒙各常務委員熱心協
助，分向各方奔走，至翌年二月底已有頭緒，經選購淡水鎮庄子內大田寮蔡九群先
生所有農地十餘甲，該地面臨觀音山、淡水河，背倚大屯山，風光秀麗，氣象雄
偉，頗合建校基地。遂於四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植樹節之佳辰，經各委員出席，舉行
捐贈典禮。本人謹代表將基地目錄捐贈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董事會接受，儀式簡

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建校委員會主任委員杜家齊先生轉全體常務委員先生勳鑒溯
自民國四十一年八月敝校建校贊助委員會成立承先生主持會務及各位常務委員熱心
協助籌募基金選購淡水鎮庄子內大田寮農地十甲有餘以應敝校建設永久校舍之需要
嗣於翌年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行典禮捐贈基地當由敝校敬謹接受年來經在該項基地
陸續興建教室圖書館運動場辦公室宿舍等原有農地蔚為教育文化之區若非貴會諸公
熱心推動各界人士慷慨輸將曷克臻此每一念及不勝銘感茲謹代表本校向貴會及各界
捐贈人士敬致謝忱謹電請察照
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董事長張居瀛玖敬叩

單隆重，此事深蒙各界人士熱心教育，欣然解囊輸助，卒能如願以償，地方幸甚！
感慰莫名！回憶昔時農地今成學府，作育英才，林林總總，其貢獻於國家社會，造
福人群，誠非淺鮮！本欲早日結束會務，將經過情形及收支概況繕具報告，惟為收
款及購買築路用地及其他等事，稽延至今，尚希亮察！謹將樂捐芳名錄、收支報告
結冊及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董事會謝函連同英專建校概況抄陳察閱。
主任委員杜家齊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

史料五：樂捐芳名錄
蔡九群 壹萬貳千元正
台灣電力公司 壹萬元正
顏欽賢、林登貴、林阿頭、淡水建築信用合作社 以上伍千元正
盧輝木 肆千元正
淡江英專董事會 參千伍百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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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丙 參千元正

元正

淡水信用合作社、淡水鎮農會 以上貳千伍百元正

張金寶 壹拾元正

淡水鎮公所 貳千貳百玖柒元正
高湯盤、朱向榮、張園、郭玉衡、林淑祺、李白娘、高和順、李好生 以上貳千元
正
洪金木、李樹林、洪橙燦 以上壹千伍百元正
鄭水梯、楊塘海、汪明燦、李元霞、紀順吉、鄭永富、蕭天送、白金泉、黃炎生、
張有生、盧阿山、吳景謨、杜聰明、許明塗、黃禮樂、吳炳生、洪金卑 以上壹千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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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續編校史中，這種補遺的資料雖然不多，但為求史料之儘量完備，在各個章
節之中，我們也收錄了一些，這又是所以要從事校史續編的另一項重要目的。校史之續
編，為使與前編精神一貫，脈絡相連，所以體例也多因舊制。唯本校在進入「淡江大學
第三波」後，學校發展目標即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自許，故命題為「跨世紀的遠景奠
基時期」。

第一節 教育理念的確立

雷來發 陸百元正
吳國治、陳藍田、盧秋桂、張洪蚶、許乃患、杜家齊、杜麗水、周※修、蔡龍庫
金合發鐵材行（陳有財）、洪橙坤、陳六錫、莊木樹、洪貴、翁秋水、楊來吉、
張添松、李煌輝、洪買、周進財、張水埤、林愿、東一木材行、台和木材行、葉金
柱、盧慶祥 以上伍百元正
蔡學州 肆百元正
光華木材行、張依仁、高金木、鄭興旺、陳伯祥、曾源順、洪連金全、林溪山、許
再生、朱木火、紀松友、林新忠、謝萬源、林瓜、陳江山、蔡坤煌、王榮生、王慶
賢、陳鐘錦、陳水生、陳四洽、陳培樹、李揚聲、林翁樣、陳天賜、邱連道、張
鑄、陳有生、白萬金、郭水源、張均田、王老生 以上參百元正

一、研究、教學、服務，一貫的大學使命
民國七十五年，本校邁入大學時期，仍由張建邦校長掌理校務，教育理念，自有其
一貫性。可追溯於三年前，也即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日，他在
「學術與行政主管研討會」
的講詞「淡江的傳統意念」中，已明白指出。
他從時間、空間兩種架構的經緯交集，以剖析淡江的傳統意念；從時間的架構看
「淡江的傳統理念」
，可分長程、短程、未來三種不同角度，歸結出一套層次井然的價值
觀。在長程上，他提出：「倫理、民主、科學是淡江傳統意念的基石」。他強調說：
淡江傳統意念是我中華文化優良傳統的延伸。中華文化倫理、民主、科學的

楊笑、花雲務、楊士珍、張碧塘、鄭吳傳、李玉麟、謝頭、洪塗、吳乞、張國清、

優良傳統，……「倫理」者，即人倫之理也。人之所以為人，即在於人懂得人倫大

張坤地、李永熏、洪炳南、盧欉樹、陳文舉、陳水泉、王加走、張萬春、高木、雷

義，依據人倫之理，適切妥善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恰如其分地扮演角色，無

水泉、吳沛、黃魁、劉阿才、黃金火、施永錫、張季中、李宗鐸、張萬居、張淙

過無不及，與眾人處，親睦祥和，自處，則不愧天地，一片泰然，這就是倫理的精

樺、何聰敏、李奎璧、麥春福、施標輝、吳獻琪、李水連、林魁梧、張水俊、黃寶

神！淡江的人格教育，即以倫理道德為其根本，以培育淡江人完成其完善人格及優

津、林永德、陳新田、陳家興、吳塗樹、駱秋金、李宗卓、楊麗生、張水圳、鄭水

美氣質為目標。

龍、張鑽傳、謝孟章、張水來、阮文斌、鄭碧華、李獻鐘 以上貳百元正

而民主，不僅僅限於一種政治形式，更是一種開放的胸襟、恢弘的氣度，一

魚商一同、吳清江 以上壹百伍拾元正

種理性的態度，一種協調、寬容、相互尊重的生活方式，這是孔孟思想、三民主義

林國隆、盧阿水、吳建寅、郭玉清、洪獅、雷樹林、吳金童、吳趙田、李錦文、郭

一脈相承的理性精神，也正是我們淡江生活教育的輔導重點。透過淡江民主的生活

玉春、紀王月胡、林泉、陳義興、王鏘、陳元吉、葉火城、盧有生、盧章、吳文

教育，培育淡江人成為深具民主風度、素養與精神的現代公民，是我們三十多年來

記、黃萬金、陳乞、褚金發、黃深池、郭學漢、咪來香、周萬生、林錦昌、吳樹

一貫努力的目標。

木、周榜、李文池、陳八、周火、洪吳勤 以上壹百元正

至於科學，它不僅僅是利用、厚生、開創實用價值，造福人類社會的工具，

許金源、許◎毛、楊金花、林進義、許金獅、李冬癸 以上參拾元正

更是一種邏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有組織、有系統，有創意、可驗證，具體可行

胡金樹、陳龍生、陳兆梗、王祥瑞、汪加走、洪惟達、汪金火、陳鐘枝 以上貳拾

的求知方法，一種明確清晰，層次分明的理念，一種客觀，純正的認知精神與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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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換言之，科學不僅包含實用性的應用層次與技術層次，更包括了理論層次，

如何掌握活生生的淡江傳統意念，以豐沛的生命力，堅毅不拔的強韌性，活潑奔放

哲學層次，為其一切創意，一切概念的活水源頭。

的創造力，開創一個我們自己選擇的未來，亦即透過今日的尋根溯源，再創明日新

其時，正逢高等教育急遽轉變之中，張先生在短程的規劃上提出了「掌握爆發的知識，
衝破成長的極限」的理念，在當時教育界引起了相當大的鼓舞與震撼。他說：
從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淡江整個生命體的運作與調適，成功地塑
造了高等教育急遽變遷的大環境上理性回應的典範，那就是──掌握爆發的知識，

境，才是我淡江傳統意念活生生地、真正地、有價值地延續與發揚！
再者從「空間架構」省思淡江傳統意念時，張先生的角度是：我們可就「沒有門牆
的校園」、「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從會文館到國際會議廳」、「加強區域研究
與姊妹校的擴充」四個角度加以剖析。在強調「沒有門牆的校園精神」時說：

衝破成長的極限。一九六○年代是知識爆發的時代！是革新的時代！是勇往直前的

所謂「沒有門牆的校園」其主要涵義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是形式上的，

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衝擊下，淡江有極先進而清醒的自覺，全校師生莫不以

第二是心靈上的。所謂「形式上沒有門牆」，是指淡江絕不築起一道有形式的牆，

「創造」
、「突破」
、「競進」為座右銘，劍及履及地去日新又新。
為了有效回應知識爆發的衝擊，淡江自覺要站在時代的尖端！要站在高等教育的尖
端！所面臨的不僅是一市一省，而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因此除地域性外，尚須適合
國情，順應世界潮流，不僅要與國內的大學比肩，更要與國際的大學齊驅，他又率先提
出現代大學任務的理念。他說：
突破大學僅重傳授知識的老舊格局，走向「研究」、「教學」、與「服務」三
者並重的新時代，把研究、教學與服務均納入計劃，視生產知識、傳播知識與應用
知識，服務社會為高等學府的主要任務，亦即淡江對國家、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研究」
、「教學」與「服務」三者並重、一貫理念於茲確立。大環境雖然向淡江提

躲在象牙塔裡，劃地自限，故步自封，而與社會脫節，所謂「心靈上沒有門牆」，
是指淡江以「自由」的研究精神，「民主」的教育精神胸襟，蔚為一種氣魄宏偉的
校風，伸展觸角到社會實際生活中，貢獻所知、所能，同時也接受廣大社會的教
育。
至於「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正是淡江校園精神的延伸。「學校社區化」是
提供學校的場地和設備，給社會各界使用，讓民眾有更多的機會接近校園，從事活動，
提昇文化水準；而「社區學校化」，更是一種心靈上的潛移默化，袪除學生與社會的疏
離感、分立感，使「校園即社會，社會即校園」，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因而有效地銜
接大學與社會兩個不同的環節，也因此而培養學生具有開放的人生觀，發揮大學教育的
功能。

出了難題！但是，淡江並沒有屈從於消極、悲觀的陷阱，反而提出了更有力的解答、有

我們從淡江一些建築物的進度，亦可體認出淡江自我肯定，努力提昇的成長軌跡。

效的對策──「掌握爆發的知識、衝破成長的極限」。於是，淡江集中全力加強師資，

從一九七○年的會文館到一九八二年的國際會議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會文館的建

擴充設備，重質不重量，改進教學，以提高學生程度，並依規定嚴格執行淘汰制度，此

立，是為因應本校主辦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它代表淡江跨出國際學術交流的第一

外更加強學術研究發展與知識服務社會的功能，期使淡江臻於世界一流學府，知識與社

步，而七十一年國際會議廳的落成、啟用，則代表淡江這十多年來，在國際學術交流

會充分結合。果然，這一連串的回應，克服了種種挑戰，淡江成功地掌握了「爆發的知

上，由初試啼聲到展翅千里的飛躍進步！代表了淡江國際學術地位的提昇與將肩負更重

識」，衝破「成長的極限」，奠定了「即將來臨的繁榮」，展望前瞻的、未來的、樂觀的

的學術發展的重責大任！進而努力爭取召開各項國際會議，充實淡江講座，延攬世界各

「明日世界」。

國一流學者到淡江駐校講學，鼓勵本校教師出國進修，參加國際會議……等等。在拓展

張先生是一位未來學家，他以為我們不僅要以過去、現在的角度，探究淡江傳統意

國際視野的另一種作法是「加強區域研究，廣結姊妹學校」，從本校各區域研究所、研

念，更應以未來的角度，積極地展望。所以他再提出了「尋根溯源，更創新境」。他

究室質的提高與量的增加，以及姊妹校的擴充，學術交流的加強，均可反映出淡江追求

說：

成長，邁向全球觀念、未來導向，成為世界性大學的一貫傳統意念。
所謂過去，是尋根的、溯源的，是不泥古、不保守的健康心態，而現在，則
是未來的過去式，應好好切實把握。而真正的舞台在明日！真正的重頭戲在明日！

進而從「觀念架構」的整體上來省思傳統意念時，張先生的思維是從「建校的精
神」、「教育的理想」、「大學的使命」、「學校的管理」、「明日的淡江」等角度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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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尤其著重「啟發潛能，控制環境的教育理想」
，他說：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教育理想是，訓練學生文字能力、數字能力之外，更予以
抽象思考能力之培育，透過這些訓練，使學生能了解所生活的環境 ，進而能充分
運用環境，控制環境。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淡江的教育理想。除了
各項實質生活常識、技能、專業等知識的傳授外，尤其各種抽象概念、人格教育的
培養，培育學生利用空間和時間的能力，期以啟發其潛能，控制其生活環境，與生
存環境相調適。
透過層層剖析，張創辦人建邦先生已明確指出淡江傳統意念是建構在時間與空間的
交集上，經長久培育的結果，我們藉此會有更深刻的體認。這雖然是民國七十二年時張
先生的講話，但一直也是七十五年以後淡江師生奉為圭臬的努力目標與精神支柱。張先
生在本校八十八學年度所舉辦的「2020 大學論壇」中仍以此相勉於全體師生。不過，
淡江傳統意念是一項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軟體建設工作，需要全體淡江人共同的參
與，付出更深的投入、更大的心血、更誠摯的關愛來積極建設，以更豐沛淡江生生不
息、堅毅強韌的生命力，昂揚奔放、活潑靈動的創造力，不斷地提昇研究、教學、服
務，不斷地在品質上、層次上向上提昇，向世界的淡江勇往邁進！

二、學者風範的議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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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講座」
，邀請學者專家就各種議題演講，並大力推動「姊妹市」的國際交流，
我擔任台北市議長任內，推動締結姊妹市為數甚多。陳水扁當年為台北市議員時，
也曾參加中南美洲姊妹市的拜訪，他過去一直反對，說「城市外交」沒有用，但他
當上台北市長後，與市議會議長陳健治搶著辦「城市外交」。事實上，城市外交與
議會外交、政黨外交、與姊妹學校相同，都是相互訪問、學術交流。陳健治擔任黨
團書記與副議長時，我鼓勵他出國進修，他後來赴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就讀，去了
四個夏天，拿到碩士學位，當時擁有碩士學位，在台北市議會算不錯的學歷，後來
他擔任議長，還常常表示「是老議長的栽培」。
當面對台北市的建設藍圖時，張先生皆一本他「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發展淡
江大學的理念以推動台北市的軟、硬體建設，深以為台北市已經由鄉村型城市邁向到國
際型大都會（international cosmopolitan），然而是否為國際型都會的指標（criteria），有
些客觀條件，如議員素質的提昇，都市公共設施（infrastructure）完善與否，高樓建築
的規劃，交通有無捷運，環保的處理……等等，都十分重要。他回憶說：
目前台北市政府與市議會的現址，在當時是都市重建的一部分，過去為兵工
廠，由林洋港前市長任內規劃買地，李登輝前市長任內設計，前市長許水德任內動
工興建，台北市議會均給予支持。由民國五十八年到七十八年，二十年間的台北
市，慢慢由「醜小鴨變鳳凰」。台北市的旅館數目也增加很快，水準也由二星到三

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民國五十八年，張先生為順

星、四星、五星級，其間總共歷經八任市長。張豐緒市長時期開始做新生南北高架

應民意，奉中國國民黨徵召競選台北市第一屆議員，並以高票當選，隨即被推舉為副議

橋道路，比較簡單，林洋港市長時期，他做的建國南北高架橋道路就比較漂亮，直

長。至一九八一年起又擔任第四屆、第五屆之議長，直到一九八九年，奉派擔任交通部

一點、寬一點。現在台北市自己已經有捷運系統、市民大道，台北市信義區還有許

部長，才離開議會，長達二十年。

多宏偉建築，如世貿中心、會議中心、凱悅飯店，已臻國際一流都市的水準。然

張先生的最愛還是教育，也就是淡江大學。所以在議會中，張先生仍一本「學術與

而，台北市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 ）做得不如新加坡好，新加坡老房子拆除的

政治結合」的理念，將學者風範引進議事殿堂，為議會的議事模式，開創了若干新猷。

阻力沒有台北大（當然新加坡也保有古蹟），台北的萬華區、大同區……老社區的

張先生在一篇「口述歷史」的文章中，回憶到許多台灣民主草創期議事殿堂中的趣事，

拆除，要民眾同意很困難，我們看到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大都選大安、松山、南港

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經驗表述，實際上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上的珍貴史料。他在議長任

……新社區。歷任市長建設較多的是開闢馬路，整體的配套都市更新計劃較付闕

內進行許多重大變革，以消極除弊與積極興利的態度完成了許多民主殿堂的創舉，有兩

如，這很不容易，需要決心與魄力。

點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政治理想與理念的改變，第二、端正議會風氣。他說：
在積極的作為上，一是邀請鄰里長來聽政，做法上由議員分組質詢。區里鄰
長被邀請來，可以了解議員為他們做了些什麼。除此之外，我們於議會內部還舉辦

從張先生的回憶中不難了解，他對台北市的提昇與建設是有很深的期許，然而也不
難發現，張先生是以學者恢宏的態度，對台北市作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的思考模
式。至於對台北市政的建設上，張先生也運用了一套管理上的基本概念。他說：
進入二十一世紀，台北市必須有一套現代化管理的制度。不論計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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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行政三聯制」都要落實，若今天市政建設仍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便趕

江大學圖書館電腦自動化系統（TALIS）完成連線，並正式啟用。因為淡江大學TALIS

不上世界水準。環保、交通、醫療……都要上軌道，另外，我認為警察素質有待加

系統是亞洲第一個與國際百科建立聯線，也是全國當時以學術性而可供連線的系統。市

強，基層公務員水準也要提昇，政府有效能（efficency），效率（effectiveness）才

議會圖書館與淡江大學圖書館連線後；市議會圖書館典藏的政治及社會科學圖書與本校

能產生好的政策。目前我國是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不是開發中國家

典藏的理論性圖書都可以檢索及運用上的許多人便利。當然這一舉措的實質意義尤其在

（developing country ），需要深深自我策勵，創造未來（create future）。
雖然在當時，還沒有推動TQM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而張先生的想法已經具備雛

「擴大資訊網及建立資源分享」的指標上。
張先生在台北市議會期間，不但贏得了議會同仁的尊敬，更得到媒體的贊許。

三、民意部長掌理交通大計

型。他又提到他有一個重要的概念與想法：
我們應該把空間和時間都當為資源（resources），而不是限制（constraints）。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張建邦先生至交通部服務，也開創第一位由民意代表──台北市

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環境與時空，台北這個城市空間太小，台灣島的面積與中國大

議會議長，直接拔擢入閣的先例。雖然張先生原本專攻「經濟」與「教育」，但「交通」

陸比起來這麼小，我們要以有限的資源來面對無限的需求（use limited resources to

的建設與規劃，實際上也是一種「經濟與教育」理論與建構下的具體實踐。更何況，張

meet unlimited demands）。

先生還具有二十年民意代表的從政經驗。淡江大學數百位具博士學位，各擅專業領域的

在台北市改制為院轄市二十週年記念大會中，張先生以「未來台北」為題，發表演
講，他已勾勒出台北市更上層樓的藍圖，也顯示出他的學術與政治結合的胸襟。他陸續

學者作為智囊。所以他就任之初，雖然辛苦，但並不生疏。七十八年八月「光華雜誌」
宋南琴記者的訪問稿中，曾有這麼一段記載：

將個人多年來研究考察結果寫成論文，提供市政建設參考，例如：「對市政建設的展

從他甫接掌交通部就擊出幾個漂亮的「安

望」、「促進台北市政的現代化」、「民主政治與市政功能」、「美國高等教育與市政建

打」，叫人不得輕忽他的實力。六月四日中共

設的趨向」
、「美國都市問題與社會動態」、「預見未來」
、「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趨勢」

血洗天安門事件爆發後，爭議已久的兩岸通訊

等等……。因此，張先生以為台北市有目前的基礎和成就，實非偶然，今後為促使台北

問題，經行政院大陸工作會議正式核准，可經

市更上層樓，迎向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社會，他特別提出了幾項關鍵性的工作有待我們繼

由第三地區轉接。交通部展現最佳效率，三天

續努力：

內，海峽兩岸便正式通話。

一、加強市政與學術研究的結合。

北部第二條高速公路（北二高）徵收土地

二、都市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補償費過低問題，地主代表原定六月三日前往

三、台北市行政區的再擴大。

國民黨二中全會現場示威抗議，張建邦獲悉

四、交通建設的快捷時代。

後，主動邀約地主代表溝通，結束了這場風

五、環境之改進與維護。

波。

六、強化治安是市政建設的重點。
七、提昇民主水準，加強雙向溝通。
八、強化教育功能，加強衛生保健。
九、結合社會資源，建設福利都市。
十、積極塑造台北市大都會獨特風格的人文景觀。
在學術與政治結合的理念推動下，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台北市議會圖書館和淡

張建邦先生認為，「部長不必是專才，重要的
是要會用專業人才。」為此，他很注意提高員工的

張先生出掌交通部長

士氣。在他上任後開出的第一張支票是──明年三月選出的郵政人員，除了照往例有獎
金、獎狀外，外加出國考察一週以為鼓勵。張先生說：「對基層人員應有實質的鼓勵，
才能完全發揮『獎』的功效。」對於高層幹部，張先生則鼓勵他們培養世界觀，多參加
國際會議和加強在職訓練。「員工福利和進修的錢是不能省的，」張先生說。在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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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遠景奠基時期 15

＊八十四年十月，完成專題研究：「李總統的治國理念──試以未來學方法分析」
＊八十五年一月，完成「我國殘障福利政策之研究」

為，開放民營可解決經費問題。由政府來做已不能滿足人民行的需要，加速交通建設必

＊八十五年四月，完成「論我國未來國防需求之結構與展望」

須善用民間力量。對未來工作的大原則，仍是依交通部既定的短、中、長程的計畫進

＊八十五年八月，完成「論國民黨的第三波再造」

行。在他任內完成的工程包括：

＊八十六年九月，完成「國家安全戰略叢書」

短程計劃──北二高速公路的工程進度的控管、桃園中正機場的通關作業改善、電
話線路不足之解決。
中程計劃──興建南港到宜蘭的隧道、新竹至屏東的南二高、中正機場第二航空
站、宜蘭沿海發展遊艇碼頭。
長程計畫──興建高速鐵路、在高雄外海填海擴建國際機場。
至於能做到什麼程度，張先生說：「短程目標一定要做好，中程目標能開始動，而
遠程目標也能有點眉目。」集結行政管理與折衝長才的張建邦先生，一心運用他的政治
智慧，使交通部的政策能夠一項項順利推展，這也正是國人對他的殷切期望。
其時「第十一屆中韓學者會議」在淡江大學召開，張先生以交通部長的身份回學校
參加會議並致辭，充分表現了他雖身在交通部仍心繫淡江的濃郁情懷。他在致辭中強調
中韓兩國的深厚友誼，以及淡江大學在他主事期間已經開拓了區域研究的厚實基礎。他
對中韓兩國的未來共創太平洋世紀，寄予厚望。他說：

其中「國家安全戰略叢書」尤其為學術與政治結合的重要成就，開創大學研究機構
與政府機構合作從事研究及出版之範例：「國家安全戰略叢書」係國家安全會議與淡江
大學雙方合作之研究出版計劃。由前國安會諮詢委員、現任總統府資政的張建邦先生擔
任總策劃，並負責整合專案三項子計劃之研究構想與研究方法，執行編輯則為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翁明賢教授，負責監控計劃執行進度，籌畫各項行政支援工
作。除計劃之行政人員外，各子計劃均由淡江大學國際學院各研究所畢業或高年級學生
擔任專案助理研究員。
該叢書分為「二○一○中共軍力評估」、「未來台海軍事衝突中的美國」、「跨世
紀國家安全戰略」三項子計劃。
各子計劃由主編、執行編輯與各專案助理研究於期初提出研究大綱與預定研究取向
後，由該領域資深專業學者專家擔任專案顧問負責諮詢顧問，經近五十位學者、專家召
開三次專案顧問會議（八十五年十一月、八十六年一月、八十六年五月）整合各方寶貴

值茲吾人邁入二十一世紀新時代之際，中韓兩國更應攜手合作，積極扮演除

意見，確立研究方向與研究大綱，並完成內容的補充與修正。各子計劃在完成初稿之

使實現一個政治安定、經濟繁榮的太平洋共同體的觸煤劑的角色外，更應使二十一

後，復又聘任知名學人林中斌（陸委會副主任）、林正義（中研院歐美所副院長）、邵

世紀，由於中韓兩國的努力，而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太平洋世紀。

玉銘（政大國關中心主任）擔任各組子計劃的最後審校訂的工作。全部的計劃於八十六
年九月間完成。

四、國家安全與戰略研究
八十四年六月，張先生出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張先生對「國家安全與戰略」
的重視，早在民國七十二年三月於淡江大學擔任校長之時，已開國內風氣之先，成立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展現他高瞻遠矚的國際視野及重視戰略之態度。在該研究所
的成立宗旨上提到：「戰略研究所在本質上則強調前瞻性的規劃，此一特性與本校所重
視之未來學研究具有相輔相成之效。」
在張先生任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期間，除參與國家安全事務考察，分別
出訪泰國、德國、法國、英國等國拜會外，在重要的專案研究方面更不在少數，又再次
展現了他在教育及學術方面的專業才華。現在把重要的資料臚列於下：

這三本書，從研究計劃的籌畫到出版發行的一連串工作，參予的學者專家甚多，在
質量上均是國內所少見的。同時，此次的研究計劃直指攸關我國國家安全最重要的幾項
變數：中共的威脅、美國的態度與國內的共識，並結合官方、學界及出版界整體力量襄
成其事，可說是開國內有關國家安全研究之典範。

五、教育成就、殊榮共享
八十九年三月八日，張建邦博士，時任總統府資政，榮獲

總統特頒 「二等景星

勳章」。以表彰其五十年來致力教育事業及積極推動國民外交之卓越成就。贈勳儀式在
上午十一時於總統府舉行，由李 總統親授勳章。
張先生在致詞時表示，國家的發展正值進入第三波的關鍵時刻，同時本校全體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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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奉行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工作多年，因此我們完全支持總統民主化、國際化、科

世界級大學為目標。像美國的哈佛、耶魯、史丹福，日本的東京、京都大學的水

技化的改革理念。同時，張先生也特別強調，感謝李 總統自本校創校以來，持續不斷

準。我們志不在國內搶第一，而是要在世界的學術界站一席之地，和國外頂尖大學

的愛護，因為李 總統曾親自蒞臨淡江七次之多，對淡江大學以及高等教育之重視於此

競爭。

可見。其實張先生的榮譽與淡江大學之成長是血脈相連的，張先生獲此殊榮之時，也正

在此知識經濟時代，不論是全面帶動高等教育品質，或是提升國家整體競爭

逢本校即將邁入創校五十週年之際。張先生於接受贈勳之後，即接受「淡江時報」的專

力，都有賴研究型大學創新知識、研究技術、培養才俊。所以先進國家莫不重視大

訪。更顯現，他對淡江大學的期許與情懷。這一段採訪不僅是張先生獲此殊榮後的感

學的卓越發展，目前台灣就需要辦幾所這樣的重點大學，但可惜我們公私立大學的

想，也正是他帶領淡江師生曾經走過的奮進過程。我們把這段訪問對話中的若干頗富意

設立欠缺明確目標，大家一窩蜂朝綜合大學發展，結果造成功能重疊，失去特色，

義的文字，轉錄於下：

加上資源未能有效運用，使我們大學教育的質與量不平衡，難以造就世界級的大
能獲總統頒獲大綬景星勳章，主
要是對淡江創校五十年的肯定。淡大
自1950年創辦，到今年公元2000年，
正好走過半世紀。五十年來我們由小
而壯，不但和台灣的發展同步，可貴
的是我們培養了十三多萬名校友，不
負所望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
文化……各領域都有良好表現，它們
不僅遍佈國內各角落，更擴及全世
界，我訪問世界各地，所到之處都見

李總統親授景星勳章

學。其次是教學型大學，有別於研究型大學，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走重質不重
量的路線。教學大學注重知識技能的傳授，招收學生的數量可以放寬一些，注重教
學，純以培養教育學生為目的。三是社區型大學，學校提供資源與社區結合，招收
各類學生，配合社區的需要開設不同的課程。以上三種類型的大學，各依研究、教
學、服務不同的功能定位發展，不好高騖遠，各具特色，力求在自己獨特的領域追
求卓越，我想這是我們高等教育應該走的方向。教育部應該鼓勵大學樂於分工，不
要混合，大家目標明確，肩負不同任務，發揮個別功能，以符合國家社會的多元需
要。當然另一個方向要打破平頭主義，選擇重點發展，以提高國家競爭力。
至於張先生對本校已走五十年的歷史時，他也有一番新的詮釋。他說：

到淡江的人才在各行各業默默耕耘努

一所學校創辦五十年，難免有缺點也有優點。雖然我們半百年紀，在國內算

力，這一股力量是學校最寶貴的資

是最「老」的私立大學，但從整個教育史觀之，世界最早的意大利Bologna大學、

源。所以獲得這一枚勳章代表著淡江

法國巴黎大學，都創辦於十二世紀，距今已有七百多年。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也有

五十年來辦學有成，是對我們很好的

三、四百年歷史，美國哈佛大學在三百多年前創立，中國北京大學最近慶祝百歲，

鼓勵，肯定眾多校友在工作崗位上的

其他在大陸還有不少教會大學擁有百年歷史，相較之下，淡大的歷史非常資淺，只

付出，對社會國家所做的貢獻。
在提到這幾年台灣教育制度有很大改變時張先生對台灣目前的教育制度也有一些改進的
意見，他說：

因在台灣特殊的環境下，日據時代不允許私人辦大學，所以光復後我們有幸領先。
這麼多年來，我們最大的優點是不管在人文或科學教育，都發揮開路先鋒的精神，
可惜限於經費和人力、物力，未能達到理想的境界。所以五十週年創校後，我們要
加強提升師資，聘請大師級學者任教，因要進入研究型大學，在國際上競爭，一定

教育雖然有階段性，但前後是一貫無法分割的。我覺得目前的中小學教育還

要擁有頂尖師資，而要吸引這些世界一流人才到五虎崗，相對的我們也要提供可令

要特別加強，雖然這隸屬省和地方教育單位的職權，但還是要大家共同關懷重視，

其發揮的環境和設備，這些條件具備了，招考一流的學生進來，校譽很快可以提

以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礎。至於國內公私立大學，我覺得應朝三個方向發展。一是培

昇。但以國內目前的現況，限於經費，不易聘請那麼多大師，私立大學難以達成目

養菁英的研究型大學，學校招收一流的學生，不惜挹注經費聘請大師任教，以造就

標，立足世界。在有限資源下，當前淡江所採取的策略是發展重點系所，選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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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和發展潛力之優良系所，給予獎助，使其師生有更多機會和預算從事教學、研

當張先生甫獲 總統親頒景星勳章殊榮之際，他已經又將自己全心投入淡江大學的

究與出版，除了提升其系所學術聲望外，也希望因此帶動其他系所見賢思齊，為學

如何面對未來，如何面對世界的策劃之中，教育對張先生真是具有無窮無盡的吸引力。

校塑造良好的研究風氣，這是現在我們努力的方向，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後，淡江能
擁有國際聲望。

第二節 提昇國際學術地位
一、張先生的領導特質
當然張建邦先生最熱衷的仍然是教育，在他從政的三十餘年歲月中，「政治與學術
結合」只是他試圖以學術引領政治，改變政治風氣的一種願景。所以他對發展淡江大
學，並提昇本校國際學術地位的想法，始終未變。民國七十年，在「台灣教育」一文
中，張先生被推崇為「最富創意的教育家」
。文中提到：
在先生的字典裡，找不到「守成」兩個字，在淡江校園的架構上，有其精心
獨到之處，在行政、教學方面，亦顯現出創新競進的精神。
張先生在民國七十年到八十年間，在淡江大學最顯著的成就是：
（一）掌握知識發展鎖鑰、領先資料科學時代

蘭陽校園動土儀式

談到蘭陽校園目前的進展情形時，張先生更是顯得精神奕奕。他說：

經由六○年代的「知識爆發」，七○年代的「成長之極限」，成就了在八○年代提
出「掌握爆發之知識，突破成長之極限」的理想。肩負此一重大使命的則是電腦的推廣
應用。張先生把電腦的發明比喻成第二次的產業革命，電腦的發明，使人類不僅得以解

蘭陽校園完成後，預定2004年左右，淡江未來有三個校園，依校區特定劃

決資料處理的問題，而且使科技更加速飛躍進步。面對此一進步神速的電腦時代，張先

分，各有不同的功能。淡水校園將朝研究型大學方向走，招收優秀學生，充實儀器

生深覺必須及早培養此方面的專才，以配合社會的需要，乃在民國五十八年首創電子計

設備、聘請大師級教師，廣設研究所，加強博士班。台北校園原則從事推廣教育，

算機科學系，培養電腦科學人才，緊接著又成立電子計算機中心，以提供教學與研究之

開學分班讓在職者進修，走社區學院的路線。蘭陽校園擬採英式牛津、劍橋全人教

用。為了藉電腦之助以提高教學品質，張先生於民國六十五年引進了電腦輔助教學

育模式，以教學為主，只辦大學部，暫不設研究所，全體學生一律住校，教學之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簡稱CAI技術。所謂CAI技術，乃是利用電腦個別指導

外，重視生活教育，培養學生「為學」和「做人」同步成長。
蘭陽校園面對太平洋，清晨可欣賞氣象萬千的龜山日出；而淡水校園則可眺

學生學習各種知識技能的一種輔助教學系統。目前淡江編製完成的CAI教材已有二十餘
種之多，對於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與學習效率的增進，有其重要貢獻。

望觀音山，黃昏可迎接霞光萬道的淡水夕陽，這兩地的日出和日落，都是台灣著名

在學校行政業務上，張先生亦督導用電腦處理，有關學生的註冊、選課、輔系、以

的勝景。未來我們的校旗將循此特質設計，從1950年五虎崗建校發展到2004年林

及成績的處理與學分的審核，無不以電腦來代替人腦。另外，張先生亦積極推動全校管

美山招生，淡江走過半世紀，從淡水觀賞日落到礁溪迎接日出，有許多人事物值得

理資訊系統的建立，欲藉健全的資料庫，以便計劃、執行、考核等行政三聯制的功能，

我們紀念和回憶，希望大家多寫這方面的文章，如何從日落迎向日出？太陽對淡江

可以在行政管理上發揮出來，以達到全面行政革新的目標。

而言是別具意涵的，每天黃昏在我們兩地校園展現最美的景致，大家動筆寫出心中
的感受，相信會有許多令人激賞的好文章。

（二）倡導未來學研究、走向科際間整合
張先生認為以前的學者是把歷史當作經世致用之學，根據過去的經驗，應付現在，
迎接將來，行進的方式陳陳相因，創意甚少。他認為那是「面對過去，背對未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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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世紀以來於科學進步，活動的領域擴大，逸出歷史軌跡的事件愈來愈多，今後的知

programs）把人的個性傾向分為四個本質；支配性（dominance）、外向性（extrover-

識份子，必須扭轉方向，以「背對歷史，面對未來」，才能適應急遽變遷的現代社會。

sion）、耐久性（patience）、遵奉性（conformity）。根據這四種特質的強弱組合，可以用

他說：

五種動物來象徵一個人的個性，包括老虎、孔雀、貓頭鷹、無尾熊、變色龍，若按照這
未來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領域，難以畫一個輪廓，我們的構想，也是因時因地

而異，最適當的作法，是每一個機關學校，成立一個研究未來的小組，當作一件工
作來研究。

個模式來分析，張先生基本上具備了無尾熊高耐性的特質，但因為他同時具有很強的開
創力，所以能夠持續的進行教育改革。就張建邦的四項基本特質來看，以耐久性最強，
所以他的個性溫厚穩健、沉著冷靜，容易和別人合作，對工作的持續力很強，也擅長作
中長期的規畫。該文又說：張建邦先生的另一個特質是開創性很強，喜歡嘗試冒險具有

張先生認為傳播未來的觀念，有助於培養國人樂觀進取的精神，而此一重任，應該

前瞻性。一般高開創性的人都喜歡經營企劃、研發調查、市場開發之類的工作，也較喜

由知識份子來擔當。「成長的極限」、「來者可追」，便在此種使命感的驅使下一一譯

歡需要高專業知識的工作。由於他同時具備了溫和的個性，能提昇員工士氣，很適合擔

介到國人的眼前。「明日世界」的創刊更充分顯示先生對此方面的重視。他說：

任新事業開發的角色。從張建邦先生實際的工作經歷來看，也相當印證這樣的特質。

吾人甚願以明日世界為工具，作為新觀念的展示場所，使大家都樂於研究明
日的世界，更瞭解今日的世界；為了開創明日世界，更珍惜今日的世界。
對於教育事業，張先生肯定那是一種面對未來的偉大事業，在方法上，雖是著重於
知識的傳授，經驗的傳授，但是，最重要的，卻是在於如何適應未來，創造未來。針對
未來的變遷，張先生認為學術研究便得在整體的觀念上作專精的突破。他說：
明白點說，對空間要注意宇宙的整體；對時間要貫通過去、現在與未來；對
社會要展望全世界、全人類，但必須歸著於謀國家的富強，現時的需要和民族的繁
衍。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應注重建立以個人幸福為基礎的全體生存體系；而自
然科學的研究，也要建立分科求精、綜合運用的學術體系。院系雖分，合作尤要，
以期做到專精而不支離，綜合而不籠統。
就在此種觀念的引導下，美國研究所、歐洲研究所相繼成立，企圖以科際整合從事整體

另外，就行動力、支援力、企劃力三項特質來看，張先生也是罕見的三項都很強，
這表示他可以站在最前線打仗，也可以做行政支援工作，同時還可做策略規劃。再加上
他屬於精力旺盛型，能量存量幾乎排人口頂尖的前百分之二，所以對自我的期許也是超
高標準。
至於在教育的理念上，張建邦先生也強調，他並不是要培養學院派的學生，他認為
學校的目的在於提供社會服務，若能提昇人的品質，也就改善了整個社會的品質，因此
他的許多理念與做法，與傳統的教育體系相比有較多的創見。他認為學校的目標就是要
培養一流的學生，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首先就要有一流的師資，其次，就要培養學生
自由研發的能力，此外則要靠很強的管理體系來提供支援。因此，他主張教授應全心發
展學術研究，不要兼任行政工作，而由專業的教育行政人員來做支援服務。所以他在淡
江大學採取了三足鼎立的經營模式：一、學術研究體系，以民主方式來決定研究經費與
方向；二、行政體系，為學校幕僚人員，提供後援服務；三、董事會擁有否決權，以平
衡前二者的爭議。這些想法在台灣仍然是相當創新的想法。

區域之研究，擺脫以往見樹不見林的分科支離。另外如同教育資料科學系亦是統合圖書

在這近十五年中，淡江大學在提昇國際學術地位，在台灣高等教育中所付出的努

館學、視聽教育以及電腦三部份，以求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時代要求。為了達到學術上

力，從七十七年三月「研考月刊」133期，張先生所撰述的一篇「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學

的分科求精綜合運用，張先生將淡江的區域研究所隸屬於研究學院之內，而有別於一般

扮演的角色」一文中，對私立學校的經營，有其獨特的見解。他分析各國私立大學的情

大學的研究所隸屬於原有科系的學院之內，此一措施使得各研究所在縱的關係上直承系

況時說：

科專精之成果，在橫的關係上，亦得以協調整合研究的成果，為某一特定的主題做綜合
性的探討，而更能發揮科際整合的最大功效。
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統領雜誌」九七期中，一篇專訪，更贊譽張建邦先生的領
導特質為「前瞻的教育事業家」。文中說：根據美國南加州大學統計科學研究所與科羅
拉多大行為科學研究，共同發展出的領導特質系統分析模式（professional dynametic

中古時期大學附屬於宗教，因此，這些大學都屬私人性質，如巴黎大學即
是；牛津、劍橋以至哈佛，雖脫離神學的桎梏，但都以私人興辦，維持超然的地
位，直到二十世紀，各國政府為強化國力，普及教育，才開始大規模補助大學經費
或創設大學。今天除法國及德國之大學均屬公立外，先進各國私立大學情況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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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美國大學程度參差不齊。一九八一年中私立大學有一四一七所，

府輔助經費的憑藉。另一方面則應訂定明確而合理的學費政策，以反映高等教育的

為公立大學之三倍，這一千多所私立大學中有些秉持著優良的傳統，至今仍執學術

成本，使私立大學得到充裕的經費來源，多聘用專任教師，多獎勵研究，多投資建

界之牛耳。私立大學的經費來源中，學生所繳學費僅佔一小部分；此外，尚包括校

設及增加設備。最後更應獎勵私人捐助的風氣，提供高額獎助學金，使清寒的精英

外捐贈和校產的收入，而由政府對私立大學的補助只佔其總經費的百分之廿五。雖

青年有接受教育，一展所長的機會。

然部分經費得自政府補助，但學校對本身的人事、課程、學生甄選、教學都有自主
權，政府多無規定及限制。如何維持大學學術水準靠民間性質的認可協會
（Accrediting Association）調查各校師資、教學設備、課程等予以評鑑分級；自由
競爭的結果，使各校為保持領先而不斷尋求突破，州立大學至今仍難望優秀私立大
學之項背。
二、英國：英國大學為自治團體，通例視為私立大學，為維護大學之自主
性，而由教育科學部設「大學經費補助委員會」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負責經費之分配，各校經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政府補助。大學有權決定自己內
部的一切事務，舉凡學校人員任命、課程排定、教學制度以及學生甄選，政府都不
予干涉，非常尊重學術自由。
三、日本：一九八三年日本私立大學校數有三二八所，約為公立大學之二.五
倍。一九七五年曾頒訂「私立學校振興助成法」，私立大學受政府補助之款項達其
經費之百分之十五。日本公私立大學的狀況與台灣較為相似，學生經過聯考嚴格的
淘汰，優秀的學生為爭取較低的學費且較高的教育品質，多由公立大學吸收。私立
大學由於經費不足，也發生設備較差、兼任老師比例過高等問題，致使學術品質較
為低落。

張先生的這些見解，後來無一不成為教育部實施中程計劃評鑑的構思與規劃。蔣故
總統 經國先生嘗昭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面對此種變化多端、
日趨開放的外在環境，私立大學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已顯然成為「教育機會均等的實行
者」、「大多數國家建設人才的培育者」、「學術獨立自主的先鋒」、「自求學術質量並
進的奮鬥者」、「適應社會變遷的強者」，張先生的真知卓見實可作為高等教育的圭
臬。

二、三十六年甫始，光明正大的期許
七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在本校邁入三十六周年，其時，正值
「淡江大學世學一號計畫」
開始實施，對於未來四年學校發展的中程規劃內容包括：「善用資訊科技」、「創新知
識生產」、「建立研究與服務體系之中心」、「提高國際學術地位」、「創新行政管
理」、「實踐樸實剛毅校訓」等六大主題。也意謂本校即將起步邁向提高國際學術地位
的開始。本校開國內風氣之先，在第十四次校務會議中一致通過提案：建請教育部准許
各外國語文學系學生得以短期出國進修（至多一年），並酌予承認出國研習之學分。此
一具體行動的提出為本校國際化邁開一大步。當年十月，張校長建邦博士在「淡江大學
改制後的新聘專任教師座談會」中揭示本校建校三原則、四大方向及三大架構；三大原

至於我國私立大學的現況與面臨問題，張先生認為綜觀四十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之發展，

則是：一、採取公立學校制度的優點，私立學校的彈性。二、配合國家、社會發展的需

私立大學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一環。他從「量的發展」、「法令規定」、「經費籌措」、

要。三、配合學校本身發展的理想。四大方向是硬體建設、軟體建設、人才延攬與課程

「發展特色」、「聯招制度」等五個角度來討論私立大學的現況與面臨的難題。尤其在

設計。而三大架構是觀念、時間及空間架構。隨即在卅六週年創校的慶祝大會上，就承

「當前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學應有的角色」上他提出了精闢的見解。他說：

蒙當時的李副總統登輝先生親臨勉勵，並特以「光明正大」為題，對本校提出期許。他

回顧大學的發展，「大學」在六、七百年來一直擔任的三大角色是：高等教
育的提供者、人類知識領域的開拓者與社會各行業發展的諮詢者。……在民主開
放、自由競爭成為社會主流的時代中，檢討過去四十年來私立大學的困境與發展，
政府應以更長遠的眼光、開闊的心胸來全盤計畫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首先應拉近
公私立大學品質間的差距。政府在提升私立大品質上，應增加辦校優良私立大學的
補助。而何謂優良？則應建立一套具公信力的評鑑制度，定期評鑑各校師資，設
備、以及種種影響學術地位的因素，公佈結果提供學生作為選校之依據，也做為政

引用聖經上：「光是生命之源 」說法，以闡述教育正是知識之光，如果教育辦得好，
社會、國家才有前途。當時李副總統以光明正大為題，正是期勉淡江大學要成為高等教
育的一盞明燈。繼而他從人格教育為出發，「光明人格、永垂不朽」
。
他之所以用「光明正大」為題，是希望大家以光明磊落的胸襟，正正當當的作為，
認真實在，有始有終，為社會大眾、國家民族，甚至世界人類，貢獻自己，成就大事
業。在本校校慶之日，能得到如此殷切的期許與肯定，應是全體師生努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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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繼續推動三化政策
推動「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是本校既定政策。雖然當本校邁入創校卅六週
年新的里程與階段時，對「三化」政策，當有更為積極推動的趨勢。張先生在「世學計
劃一號」中，曾明白的指出：
現代的大學，無法隱藏在深山寺院之中，必須走向社會，擁抱世界，以開放
的態度，發展成為國際化的學府，以其知識、理性共同研究學術，促進全人類的溝
通與理解，攜手開拓未來。
在「世學二號計劃」的序文中更揭舉出淡江大學可由時間、空間與觀念等三方面架
構出傳統特色，進而邁向全球性、國際化的大學。他說：
在時間上，淡江應配合西元二千年的大趨勢以及太平洋邊緣地區在世界舞台
崛起的重要性，也就是淡江大學邁向二十一世紀，成為全球性大學的開始。在空間
上，除了形式上不設門牆，以免畫地自限、故步自封外，心靈上更要以開放、自
由、民主的精神來啟迪學生，拓寬眼界；更藉著現代科技資訊的配合，來達成『學
術無界域』的崇高理想。在觀念上，將大學的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四大功能發
揮到極致，使淡江大學在知識的創造與引領社會變遷上，扮演領導的角色。

（一）國際化
一九六○年代中期，本校即已確立了國際化的發展策略，張先生在「淡江大學學術
交流二十年」一書的序文中以「為開創全球知識體系而奮鬥」為題，指出：
由於今日的大學負有「教學、研究、服務」三大使命，當以無私的開放心
態，配合各方面的努力，一同在知識的鑽研與開發途徑上奮鬥；不僅要傳遞既有的
知識體系，更要為明日教育下一代，教育大學生在面對未來的衝擊時，有接受新事
物的量，有參與未來的能，並運用其知識理性，超越派別現實利益，對長遠的整體
負責。因此，今日的大學必須走向社會，面對世界，發展成為國際化的世界學府，
提供其學術研究成果，去導引社會的胎動，去塑造一個嶄新而充滿希望的未來；同
時在國際化、全球化的趨勢下，促進全人類的溝通與瞭解，建立全球知識系統，互
助互惠，將學術成果讓全人類共享！
基於上述的教育理想，多年來張建邦博士即一再強調「大學在知識社會裡的任務，

在淡江大學研習的外籍學生

是面對整個國家、整個世界」。而我淡江從創校開始即以「浩浩淡江，萬里通航（空
間），新舊思想，輸來相將（時間）」自許；以創新中華文化，促進中外交流，躋身世
界一流學府，參與世界學術創造為奮鬥目標，而恪盡大學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責
任！
本校自民國五十七年起即陸續與國外著名大學相繼簽訂教育合作協議，並積極推展
工作，歷經十年，復成立「學術交流委員會」專責機構，由張先生擔任主任委員，以執
行國際學術交流及淡江講座之推動。其時的工作重點包括：
一、爭取國外優秀大學締結姊妹學校。
二、認真執行教授與學生之交換工作。
三、促進本校與姊妹校資料之交換。
四、慎重遴選淡江講座，以積極帶動本校研究風氣。
五、審核並補助本校同仁參加國際會議。
自民國七十五年起，推行世學計畫，以國際一流大學的實力，也以中華民國高等學
府的角色，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的交流及全球知識體系的創造。經三十餘年來的奮鬥，對
增強我國學術實力和實質外交，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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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化
本校對資訊化的發展從未間斷。尤其在七十五年以後，除了不斷擴充電腦教學設備
外，在CAI方面，開始致力於多媒體教材之發展，就八十二、三年度而言，已開發完成
「企業經營模擬之旅」、「CAI應用英文……如何書寫英文書信」等十餘門多媒體教材，
並進行「未來學」
、「線性規劃」、「工程設計」等課程之開發。
至於在研究發展方面，純學術性工作由各相關系所進行，資訊中心則致力於實用性
工作。其中犖犖大者有「校務行政電腦化」、「校務管理資訊系統」、「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等。尤其在民國七十六年元月「資訊傳真」雜誌，對張先生的專訪，最能展現他
的抱負。尤其在國內圖書館自動化普遍不受重視的情況下，淡江大學卻能大力推動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張先生並限定兩年內完成校內各館的連線，他的看法是：
將來資訊的發展方向，分別是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本校電腦教室一隅

CAI）、資訊查詢（information retrieval, IR）、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淡江大學過去、現在及未來在資訊領域的發展都將遵循此三大方向。以CAI
而言，我們學校在民國六十五年就開始發展，算是此間的先驅，十年已小有成就，
在國內此一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資訊查詢（IR）則是資訊社會的特色。各種

資訊不止停留在最粗淺的認識層面上，應該歸功於此一時期打下的基礎。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八八年國際計算機會議」的開幕典禮上，他說：

資料透過電子方式被人們廣泛使用與交換。由於圖書館是最典型的資料庫，因此將

在電腦科學及應用方面我們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先鋒學校。在提倡資訊科技上

圖書館自動化、電子化，便是IR的第一步工作。這也是我們學校重視圖書館自動化

我們一直不遺餘力要成為一所電腦化的大學。早在二十年前我們就已使淡江成為電

的原因。整個IR要發展完全，過程相當長，而第二階段把書的摘要、重點送進電腦

腦意識很強的大學；一九六九年我們把電腦相關課程列為理工商學生的必修課程；

又特別費事，因此我進度盯得很緊，希望兩年內完成校區各館的自動化作業，以早

一九八○年我們把它也列為所有人文科學的學生的必修課程。從那時開始，我就致

日向第二階段邁進。

力使本校電腦化。我們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九年分別成立學士和碩士班，同時年

其時，他已提出了學校要蓋一座有百分之五十電子化，充滿終端機的未來圖書館的構
想。他嘗回憶說：

年更新電腦設備，在校園每座大樓裝設電腦：目前已有二套IBM 4381主架電腦，
五架超級迷你電腦，六○○架以上的PC和終端機，以及一架輔助生產/輔助設計
（CAD/CAM）的電腦，這些設備專供教職員生使用。除外，一九七五年以來，我

五十四年，我在美國參加由季辛吉在哈佛大學主持的國際研究會，第一次聽

們也發展一系列電腦輔助教學（CAI）和軟體設備供學生使用；這種軟體含蓋三十

到未來學這個字，也第一次在麻省理工學院看到了電腦，就如十幾年前第一次赴

種以上不同的學術和語言範疇。大家群策群力的結果已使淡江具有CAI環境，並已

美，我又問出了「What is a computer?」，但這一次，電腦驚人的威力（以當時而言）

成為自由中國第一所完成「大學資訊管理系統」（MIS）和「圖書館自動化」

讓我印象深刻，以後二十年便一直注意它的發展，也可以說，對資訊學，我啟蒙得

（TALIS）的大學。

很早。五十八年，我再度赴母校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由於學校正好有CAI這方面

雖然我們的努力和成就已贏得舉國一致的讚譽，我們不故步自封。我們已決

的研究，使我首度體會到電腦的應用。一年後，因母喪回國，隔了幾年再出國念

定在明年一九八九年成立電腦博士班，此項計劃業經教育部核准在案。我們也決定

書，那時候整天泡在終端機旁，學習精神一點不輸二十來歲的年輕學生，若說我對

在一九九○年完成校園辦公室自動化連線作業，在每一部門安裝網路工作站，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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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四十週年校慶獻禮。我們內心懷抱一個璀燦的憧憬，一個使淡江成為擁有電腦

革命，對人類社會形成一種「未來的震撼（future shock）」，影響所及，社會的產業結

環境以利學習、研究、建教的美景，一個使淡江不必有紙上作業，藉電子郵遞交換

構、權力結構、家庭結構、乃至政治結構都將隨之改變。

一切資訊的環境的美景。
到民國七十七年時，張先生的理想與願景都一一實現。張先生在八十四年五月一日的資
訊化小組會議中更勉勵同仁將資訊化功能發揮至極致。他在致詞中說：

這種知識、科技、經濟與產業結構的急遽變遷，使我們面對一個不斷超越前進的成
就期。在這段時期內，我們一方面享受科技所帶來的文明碩果，但也使我們面臨一個
「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這種極限一方面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未來認
知」意識，另一方面也是新科技所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群（problems）」的可能威

學校完成了硬體設備後，最重要的是軟體配合。我們要讓全校師生都融入資

脅。這種可能的未來，在一九六○年代，對歐美社會造成震撼性的衝擊，使他們的知識

訊化潮流，人人懂得操作運用，這才算大功告成。唯有校內將資訊化功能發揮極

份子認知到「瞭解未來、適應未來、及創造未來」的重要，期藉「未來的抉擇」預期消

致，對外才能進一步提升校譽，這有賴於全校師生同仁的團隊合作及不斷追求進

弭可能的危機，創造更安全的明天，而淡江未來化教育理念就在這環境與條件上產生並

步。凡事只要努力耕耘，必有美好的收穫，我在此和各位共勉。

迅速的擴展。

本校資訊化過程，可說一步一腳印。花了三年時間佈線設計校園網路，網路的開
放，在教學上提供很大幫助。如BBS可與國內外線上交談，看板可問題解答，經驗交
流，透過TANET更可結合校園、校際及國際Internet的教學網路，使用FTP、ArchieServer、Gopher快速交換資訊及共享資源。八十四年四月初，張先生赴美國伊利諾大學
參加「台灣在亞洲」學術會議。此行除了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外，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
參觀新建的伊大工學院圖書館，在美國伊大圖書館的規模和藏書僅次於哈佛大學，希望
有所借鏡，作為我們新建圖書館的參考。而八十五年六月，張先生理想中的「覺生紀念
圖書館」已經落成啟用。

（三）未來化
「未來化」教育理念一直是張先生對淡江發展的期許，一個具有遠見教育理念的形
成至落實，並非一朝一夕可完成的。經過兩年籌劃，淡江大學於八十四學年度正式成立
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促使淡江未來化正式邁入另一個新里程碑，民國七十五年
始，淡江未來化已步入「第二波」階段。至於「第一波」可被定義為未來化理念構思形
成期，而「第二波」則可被視為未來化落實動作的起跑點，每一波皆有其階段性的任
務，藉由階段性任務的推行，而架構淡江未來化教育理念的格局。
（一）未來化第一波：民國58年至64年
探究淡江大學未來化教育理念的形成，應該追溯到民國五十八年，張建邦先生自美
歸來之際，當時的美國，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電腦的問世，大眾傳播媒體的擴張及多
樣化，造成資訊的快速膨脹，使人類面臨了一個「知識爆發（knowledge explosion）」
的時代。也由於知識的急遽累增，促使科技更快速的進步與革新。這種快速發展的科技

（二）未來化第二波：民國64年至84年
在張先生的督導下，淡江全體同仁，歷經六、七年對未來化教育理念嚴謹審慎地集
體構思之後，決定正式步入落實該理念的階段，具體落實的動作主要涵蓋教學與服務兩
大方向。教學係開設「未來學」課程；社會服務係指發行「明日世界」雜誌，與社會互
動的淡江未來化教育是第二波未來化的主要階段性任務。
至於在「未來學」的具體落實方面，大約有下述之進程：
1. 「未來學」課程的開設
張先生認為唯有經由教育的過程，培育具有「未來觀．觀未來」的學子，才能加速
對急遽變遷社會的適應，開創更美好的遠景，於是從民國六十五學年度起，在大學部開
設「未來學」講座課程。
依照未來研究（futures studies）的研究方法論，該課程按其科際整合的學科本質，
採用講座方式、聘請學者專家分別就各主題作專題演講，使學生除具有基本的未來學理
論的概念外，進而了解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生命科學、太空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等
各主流的未來導向。並於民國七十年開設「未來研究」，採專題研究方式教學。為提升
教學品質，強化課程內容，促進教學效果，自七十四學年度起，將「未來學」的教學內
容除保留專題演講的特色外，並加強「未來學」理論及方法論，期使學生不僅具有「未
來」觀念，並培養學生基本的研究能力。
2. 「明日世界」雜誌的發行
民國六十三年，張先生為了進一步喚起國人對「未來」的重視，加速「未來」觀念
的建立及擴大。於是籌備出版一本專門討論未來的雜誌「明日世界」。冀盼集合眾人的
智慧，整合眾人的力量，以「明日世界」為工具，做為新觀念的展示現場，並提供標準
化的表達語言，找到互相了解的觀念與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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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半年的籌劃，「明日世界」雜誌於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創刊發行。創刊之後，為

年輕人認識世界的唯一窗口。科技的快速進步和知識的加倍累積，打破學校對學習

加速未來研究的推展，並增設了七個研究組：未來研究小組、國際政治研究小組、科學

的壟斷，改變學校在教育上的地位。這時學校要具有吸引力，對一向扮演教育系統

技術研究小組、經濟研究小組、社

核心的教師是極大的挑戰。

會文化研究小組、文學藝術研究小

為迎向二十一世紀，張先生提出應重新體認教育本質與教育歷程，精熟各種教育方

組與婦女家庭研究小組。自創刊以

法、技巧及態度，採取適當有效更具人性化的教育行動，以因應各種變遷狀況。教師需

迄民國七十五年元月的十一年中，

走出傳統「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變成指導者和朋友，和學生不限時地互相學

「明日世界」充分發揮了大眾傳播

習。提出淡江師生對未來教育趨勢的發展及回應。

媒體的功能，一方面譯介數千篇新

及至八十八年十月，張建邦博士接獲世界未來學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觀念、新趨勢、新思潮的報導，另

Federation）主席Tony Stevenson博士來函，恭賀本校獲選年度全球最佳未來學研究機

方面邀請了學者、專家、政府官員

構。該項結果是由全球十大著名未來學者，經兩階段的評比，以最高分者榮獲該獎項。

共同經營此一文化園地，加速「未

該單位為全球兩大未來學會之一（另一是世界未來學會），專門集結全球未來學者，從

來」觀念的擴張。「明日世界」也

事研究工作，主要探討多元文化之科際整合的未來社會結構變遷趨勢，同時也是協助聯

由國外趨勢及重大發現的譯介，以

合國規劃全球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機構之一。

激發針對國內外問題的探討。經過

這次獲獎，要歸功於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以身作則，及全校教職員生的努力，且象

十一年的努力，終於「未來」的觀

徵本校推動未來化工作，在國際舞台上又跨出了一大步，也肯定了本校未來化與國際

念，深植在國內政府與民間人士的

化、資訊化整合的具體成效。

心中。

四、再創淡江第二曲線

（三）未來化第三波：民國84
年起
根據Ｈandy（1994）提出弔詭

最佳未來學研究機構獎狀

理論（theory of paradox）中的曲線邏輯：世界上每件事象皆有其生命週期，沒有任何
事象能夠永遠不走下坡。基於這種認知，淡江全體同仁，並不以過去未來化的成就而自
滿。相反地，每當我們達成一個階段性的目標或任務時，應該設法再求突破，適時地站
在S形曲線（Sigmoid curve ）的最適點，去創造另一條新的S形曲線，這也是未來化第
三波產生的原因。
第三波未來化主要任務是負責檢討、規劃與增設未來學課程，並籌設未來學研究
所，其主要進階目標訴求是研究導向，涵蓋國際未來研究學術期刊的發行、未來學研究
所的申請設立、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及「未來研究資料中心」的成立，此外，持續積極
採購圖書期刊，編譯出版未來學相關著作，敦聘及培訓師資。
張先生在「淡江時報」發表「未來教育發展的趨勢」一文指出；
電腦的發明，網路時代的來臨，已改變了所有產業和生活方式。學校不再是

根據弔詭（paradox）理論中的曲線邏輯：世界上每件事物都有起有落，沒有任何
事象能永遠不走下坡。基於這種認識，張先生對歷年來淡江的成就從來不敢自滿。相反
的，每當我們達成一個階段性的目標或任務時，他就會設法再求突破，適時的站在Ｓ形
曲（Sigmoid curve）的最高點上去創造出新的Ｓ形曲線，這也是為什麼淡江能進步再進
步的原因。在一九九五年的新春，張先生為本校模擬出所謂的Ｓ形曲線：
（一）就董事會方面，積極籌劃設置新校區乃當務之急。此乃由於淡江近年質量並
重發展的結果，學生數量達全國各校之冠，而校地狹小又受限於淡水都市發展。教育部
在屢次評鑑報告中也再三提出改善的要求。因此董事會近年來也在積極尋求第二校區的
校地。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宜江工學院申請開發之宜蘭礁溪校地，在內政部營建署審查
通過山坡地開發許可後，可望有機會轉讓給淡江設立「蘭陽校區」。（八十九年八月已
取得）如果各方都能支持「蘭陽校區」設置方案，讓淡江順利取得礁溪校地，則一方面
可大大紓解淡水校區地小人多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就世界趨勢及台灣未來的需要開設
如：「觀光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社科學院」、「藝術學院」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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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者何者為先，由董事會依建校理念及財力狀況作審慎考量後再請學者專家來作細部

計畫中擇一、二具有發展潛力的系、所全力支持其發展，以突破現狀，建立特色，使成

規劃。

為國內外知名的學系。當然大師級教授的敦聘及培植也是各院重點系所發展上首要之

（二）學校方面，新的大學發展事務處應在財政副校長的督導下，積極推動各地區

務。因此研究教授的設置是勢在必行。近年來，本校在學術研究上還差強人意，但如想

成立校友會，並在台北成立校友總會，以凝聚校友的向心力，團結校友力量回饋母校。

更上層樓，則應鼓勵教授們於做好教學工作外加強學術研究，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提

同時各院、系、所在大學事務發展處的協助下大力進行基金的籌募，積極爭取成立重點

出具有國際水準的論文發表於國際知名的期刊出版品中，爭取國際性的獎勵和榮譽，使

系、所，塑造特色，使培養出來的學生皆能為社會所需的優秀人才。

成為國際知名大師級的教授，學校當然與有榮焉。

（三）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應切實掌握學校發展的正確方向，監督學校各院、系、

（八）教師的教學與研究要做的好，學生在學習上能獲得長足的成效，除了他們個

所的三化政策的推行。全面實施品質管制，隨時向校長及各主管提供最新、最正確資

人的努力外，端賴學校擁有充實而現代化的圖書及設備供其利用。因此，今年董事會決

訊，使學校各種短、中、長程發展計畫符合時代要求並切實可行。定期追蹤檢討ＴＱＭ

定重資建設電子化的圖書館和設備一流的化學新館。圖書館館長、化學系主任切實負起

實施成效。與人事室配合對教職員實施在職訓練，以提昇研究、教學及行政，以增進服

規劃的責任，務使兩館無論其內涵及外觀皆為國內一流的現代化建築，並能充分發揮兩

務效果。研製學生問卷，定期測試以瞭解學生心態需求及教師之教學成效。負責舉辦各

館在教學、研究上服務的功能。總務處也必須負起工程品質監督的責任，務使營建廠商

類型的教學行政革新座談會，促進教職員之相互瞭解與建立共識。

依照兩館所規劃之建圖施工，不得有偷工減料情事發生而影響工程品質及建物安全。此

（四）大三學生出國留學（Junior Year Abroad）是本校推動國際化的具體作為，有
實質教學成效，當由各系、所、院積極推動，國際交流委員會應負責督導協調。今後本

兩項重大建設，行政與學術副校長也必須負起督導的責任，將工程進度及施工情形定期
向校長及董事會報告。

校與姐妹校間的學術交流活動應將大三學生出國留學列為學術交流首要活動之一。教品

（九）資訊化方面，財政副校長應負責督導資訊中心及新成立的網路組，除了要協

會也應協助各院、系、所對該計畫之推展實施成效加以評估，作為本校教學改進的參

助學校完成校園的連線工作，加速學校全面辦公室自動化及教學行政電腦化外，同時應

考。

積極配合資訊高速公路的建設，使本校透過網路與全國校際網路和全球國際學術網路連

（五）本校核心課程的設計早已走在教育部之先實施，為本校教學特色之一。課程
的設計在培養學生具有未來前瞻的觀念，運用資訊軟硬體設備的技巧，以及藝術文史等

接，實現天涯若比鄰的理想，讓我們的教師和學生都能迅速地從資訊網路上獲得國際上
最新及一手的資料，這必然直接有助於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進行及成效。

淨化心靈的修養。教育發展中心核心課程教學組應在學術副校長督導下加強課程的開

（十）本校在推廣教育的發展上，由夜間部、建教合作中心和學分進修教育中心專

發、師資聘請及培訓等工作。教育學程組則應積極規劃有關教育學分的課程，以因應教

司其職，各具階段性的任務。惟夜間部自民國五十二年創設以來，已歷卅餘年，為全國

育部開放教育學分之政策，為學生謀取教學生涯的路子，將來可發展成立教育系所，甚

第一所夜間教育機構，以社會青年為對象，採學分制。七十三年改為夜間學院，至八十

至擴大為教育學院。未來研究組則除了配合核心課程組開設核心課程，積極採購圖書期

年又恢復夜間部，逐漸形成大學第二部。時至今日，教育部對夜間部定位問題，正廣徵

刊，編譯出版未來學著作，召開各種類型座談會，敦聘培訓師資，籌辦未來學研究所。

各校的意見。夜間部主任與教務長應根據本校建校理念及卅餘年辦夜間部之經驗審慎研

教學科技組則規劃採購最新教學設備，提供技術經驗、器材維護，支援全校教學教材的

討利弊得失，提出結論，以供學校和董事會考量。建教合作中心近年來業務蒸蒸日上，

製作、教具的供應，以增強教學效果，協助大傳系成立多媒體實驗室，協助學校建立電

在國際化的推動上，美日澳遊學團辦得有聲有色。華語班的開辦，各國人士來本校學習

子化圖書總館。

華語者日眾，使淡江城區部像一個地球村似的。今後建教中心可研究與日本和中國大陸

（六）大傳系在資訊中心和教學科技組的支援下發展成立多媒體實驗室，開發建教

有關教育機構合作辦理語言推廣教育班級，當然必須注意遵守有關法令規章。學分進修

計畫，爭取與電視、廣播和廣告機構的合作，開拓學生未來就業出路，並尋求在蘭陽校

教育中心成立最晚，但業績卻很可觀，在本校開授學分班，提供社會人士工作之餘，有

區擴展成立傳播學院的可能性，以給董事會作未來第二校區發展的考量。

機會繼續進修大學或研究所學分，並在高雄、台中先後成立學術中心，除了提供本校學

（七）今後為了提昇學校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建立學校的特色，在有限的資源

術出版品給各該地區校友及社會人士閱讀外，並經常舉辦學術演講等活動，成為校友最

下，我們必須發展重點系所和設置研究教授。學術副校長應督導各院在其中、長程發展

佳的聚會場所。今後應繼續配合各地區校友會的成立拓展更多的學術中心，把大學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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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教學、研究與服務，從本校帶到社會各個角落，如此，終生教育的目標終當達
成。
（十一）最早政府未開放大陸探親之前，本校文學院中文系已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四日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合辦「海峽兩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研討
會」並出版論文集，該次會議亦為海峽兩岸高等學府第一次合作舉辦之研討會。繼之歷
史、建築、圖書館學、管理科學、航空等學系的教授們以其個人名義訪問大陸各重點大
學，學術研究上獲益匪淺。至政府開放探親後，兩岸交流更加頻繁。本校率先成立大陸
研究所與大陸重點大學聯合在大陸和台灣輪流舉辦兩岸高等教育會議、管理科學會議
等，雙方學者來往於台海兩岸之間，學術交流更加頻繁，本人和校長均親率訪問團分別
數次訪問北大、清華、社科院、復旦等卅餘所大學，對於大陸的高等教育及學術發展都
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們的缺點雖然很多，許多地方不如台灣，但其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也有不少，尤其是文史、科技和美國研究方面。希望文學院中文系、歷史系、工學院航
空系以及國際研究學院的美國研究所能與北京大學、北京航大、南京航大、西北工業大
學及復旦大學等校研究可行的學術交流方案，互派學者、研究生到雙方學校作短期訪問
張校長與張副校長參觀資訊展示會

講學或做研究的工作，以增進雙方的了解、提昇學術地位。另一方面，經貿為我方之
長，我們當可對大陸提供台灣經驗。而大陸管理科學及會計人才缺乏，商管兩院各系應
配合建教中心提供專家學者，對大陸拓展推廣教育，使雙方皆蒙其利。例如大陸全國性
的會計師考試，台灣考取的人不少。本校會計系和建教中心就應設法邀請大陸有關學者
來台作短期的講學，針對該項考試提供經驗，為本校同學及社會青年多謀得一條出路。
大陸幅員廣闊，百業待興，同性質的考試必然很多，本校各院、系、所應積極推動兩岸
交流，為其系所師生開創台灣以外的天空。「浩浩淡江、萬里通航」，讓我們的同學立
足大台灣，建設新中原。

峰。
張先生又在八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校慶當日的「淡江時報」第382期特載中提到「再
創淡江第二曲線」一文。以為：
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結構不斷地變遷，人類的思維模式不停地改變。處於千變
萬化的大環境以及未知的將來，我們如何預期、掌握及創造未來巨大的轉變和挑戰
便是第二曲線所關心的課題。

（十二）學生事務處應加強生活教育的宣導，輔導同學注意食品營養及環境衛生，

文中指出美國未來學家艾恩莫恩利森（Ian Morrison）根據其在未來學院（The

充實防火防災的知識，遵守交通規則以確保自身的安全，加強同學的心理建設以培養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與企業界的十年工作經驗，認為未來巨變起源來自科技、新消

德、智、體、群、美五育健全的人生觀。今年，淡江建校進入第四十五個年頭，我們要

費者和新市場。一個具有歷史傳統的企業若能堅固並經得起這些巨變，才能成功地從第

好好計畫舉辦系列有意義的活動來慶祝淡江四十五週年校慶。學生事務處責無旁貸，應

一曲線跨入第二曲線。經過一段時間，時空改變了，這第二曲線又變成第一曲線，於是

現在就開始召集有關單位積極籌備校慶活動事宜，務使所有的活動在校慶當日爆發到最

又要開創新的第二曲線，輪流交替。在兩個線的世界裡「變化」是確定和正常的。其實

高潮，讓全體淡江人無論在校內、在海外，皆能深切感受到洶湧澎湃的淡江傳統意念

本校自創校以來，已歷經多次的變化：如早期的「質量並重」轉化為「重質不重量」，

（Organizational Saga）的衝擊所形成的力量真是無與倫比。
在這充滿新希望與期待的淡江S形曲線裡，淡江人要堅定意志，把握方向，薪火相

後來的三化政策（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到近年來的「第三波」、TQM及Ｓ曲線，
主要的也是要再造本校的「第二曲線」。

傳，克服所有的困難，把四十五週年校慶日作為淡江新Ｓ形曲線的起點，在未來的五年

根據「第二曲線」一個產業未來面對的變化（即新科技、新消費和新市場），若以

裡，大家團結在一起，相互扶持、同舟共濟駛向光明的廿一世紀彼岸，再造淡江的高

本校教育來看，第一，「新科技」是指資訊科技，包含研究、課程、教材、教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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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務。在電腦軟、硬體快速發展情況之下，本校須增設多媒體教室和設備，獎勵老師

類文明史上的第一波──農業社會相似。對淡江而言，她的第二波應從一九八○年改制

製作多媒體教材和多利用網路資源以革新教材課程與教學方法，計劃設立遠距教室以配

升格大學算起，到今天約十六年，這是淡江加強學術交流，積極提昇學術地位，召開各

合將來的蘭陽校園，設立現代化綜合體育館以增加學生活動及學習空間。老師研究方面

型國際會議，促進師生國際學術交流，改革課程與教材，革新教學方法，圖書儀器設備

也應多利用電腦科技，從單獨研究走向從事大型研究計劃。服務方面，應利用科技設備

汰舊換新，增建了資訊大樓、驚聲紀念大樓、商管大樓和工學院大樓等，與淡江第一波

加強行政服務的效率和品質。第二，「消費者」是多元化的學生以及畢業後這些「產品」

時代簡陋克難的硬體建設以及粗糙的軟體設施相較之下，已有長足的進步。

的未來顧客。學生入學管道除了傳統的大學聯招之外，還有推薦甄選入學，又有回流教

但是時代轉變神速已到令人目炫神迷的地步，知識掛帥，一切以資訊為主，我們取

育所帶來不同的學生來源。這些學生對學校的教學品質、設備及行政服務的要求會更

得了資訊並加以整理分析和消化，就變成了知識，再善加運用，就成為我們的智慧和力

高。第三是市場的競爭，面對大學院校的激增及就業人口的逐年減少，加上兩岸及國際

量。所以未來的世界，也就是第三波的時代──資訊的時代，誰掌握了資訊，誰就擁有

學術交流互動，將來赴大陸或國外就讀的學生也勢必增加，因而招生「市場」上的競爭

了絕對的優勢，贏得沒有戰爭的勝利。

將愈大。教育市場將不再受到時空和地域的限制，在資訊時代，時空就是資源，而不是
限制的因素。

在淡江第三波中最具標竿作用的應是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之興建。其實淡江是國內
最早資訊化的學府之一，建立了全校電腦網路，供師生使用，成果非常豐碩，但是在這

因此本校也必須有本校的特色，未來三個校園將發展成各具有特色：淡水校園將以

第三波的資訊時代，我們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才能有所突破。因此董事會參考了世

學術研究為主，蘭陽校園朝向英式全人教育為主，而台北校園發展方向將以終生教育及

界一流圖書館的藍圖，費時三年，精心規劃興建一棟八千餘建坪，樓高十一層的覺生紀

推廣教育為主。總之，為了再創第二曲線，本校除了加強原有的三化政策之外，為要因

念圖書館總館，耗資約十億元，網路接續點的設置多達一千四百個，師生可同時上網，

應上述的巨變及競爭，還要加強師資、教學、研究、課程、設備、學習空間、行政服務

蒐集國際學術資訊。這個不以館藏之多寡和空間之大小為考量的圖書館，是國內電子化

等，建立淡江的特色和良好的形象，俾使本校跨入千禧年之後能永續增長邁向世界一流

圖書館的先鋒，其啟用之日，則是淡江第三波來臨之時。蓋資訊瞬間取得，將大大地提

大學。

升淡江教學、研究與服務社會的水準，使淡江的再造工程能順利完成，學校組織越趨嚴

五、淡江第三波
資訊時代在因應網路的熱潮，全新的媒體觀與世界觀，正在醞釀發酵。艾文．托佛

密而有功效，決策的制訂也越迅速而正確，促使淡江師生在資訊化、國際化和未來化的
三化運動上能更上層樓。
另一表現淡江第三波積極效應的則是教育市場上的「馬太效應」（Mathew-Effect）

勒對現代社會發展與演變，提出所謂「第三波」的預言。在高等教育的發展理念上，張

理論。所謂馬太效應是在教育的市場上，各校在競爭中所產生的「錦上添花」的效應。

建邦博士也提出了「淡江第三波」的理念與發展架構。他在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第

學校不是孤兒院或養老院，辦得不好就得不到同情，更別期望政府或社會的「雪中送

307期「淡江時報」上以「淡江第三波」為題，分幾個層面以說明其實施理念。他說：

炭」。因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學校辦得越好，則政府或民間的委託研究計畫案也越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是淡江建校四十六週年校慶。雖非整壽，但對淡江人
而言，卻是意義重大。因為今年是淡江第三波的開始。一個嶄新的里程碑就在校慶
日當天豎立起來。在這二十一世紀來臨的前夕，我們面對變化迅速的多元世界，處
身於一個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不能不有所警惕而有所行動。我們深覺慶幸能站在
這跨世紀的轉捩點上，迎接挑戰，為歷史作見證，為未來創新局。
本校自一九五○年淡江英專創校起到一九八○年改制升格為大學止是淡江第一波。
它涵蓋了英專的八年和文理學院的二十二年。此三十年間是淡江篳路藍縷創業的時期。
是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院校，一步一腳印的成為中華民國私立大學的開路先鋒。這與人

多，經費的補助也越充裕。以美國哈佛大學為例，美國政府補助該校的金額數字遠超過
多數公立大學。因此，曾有媒體記者追問哈佛校長，以該校接受政府最多補助的情形而
言，哈佛到底是公立或是私立大學？哈佛校長回答說：「學校沒有公私之分，只有好壞
之別」。可見大學的競爭是脫離不了馬太效應的理論範疇。我淡江人在進入第三波資訊
時代的前夕，必須有所抉擇，到底我們要把淡江歸屬在那一類大學之中呢？為此張先生
對全校同仁在推動第三波上，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第一、用二年的時間使全校的教師研究室都擁有一部電腦，並完成在職訓練。
第二、用二年的時間完成全校公文流程及稽催、會議報告文字電腦化及多媒體化，
並完成辦公室自動化（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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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國家安全、國際戰略等議題之研究，俾提升學術競爭力。
（九）技術及營運發展中心：

第五、用四年的時間進行全校的教學和行政的全面品質管制（TQM）中程計畫。

為加強與企業互動，以科技整合方式進行資訊、商管與工程等議題之研究，俾提昇

當然，尚有許多提昇教學品質的具體方案，希望都能在「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教學品質、學術研究及技術水準之能力。

中得到明確的釐定。總之，如何使本校第三波的理念落實，是必須有藉於全校教職員生
共同努力的。

（十）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為提昇地理資訊系統之學術研究成效，並強化相關社會服務功能。

六、創設學術研究中心
本校為落實學術研究地位之不斷提昇，達成跨學術領域的整合研究，特於八十八年
九月第六六次行政會議中通過。成立十二大學術研究中心，積極推動校外爭取研究案，

（十一）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為培育新創企業之成長發展，藉由申請政府各類研發補助專案以推動學校產學合作
計畫，提昇本校校譽與社會服務。
（十二）盲生資源中心：

以自給自足方式進行研究計畫。而各中心分別有其不同之領域。現就其發展目標臚列於

為結合政府、民間及校內資源，協助視障者克服學習及生活障礙，同享資訊社會之

下：

便利，並實現自立自主之目標。

（一）漢學資料中心：
為提昇漢學研究水準，強化與校外機構學術合作之具體成果，並為國際化奠定更堅
實之本國化文化基礎。
（二）科技中心：
為對工商業界提供生產技術輔導，尖端技術開發移轉，產品測試及產業諮詢等服
務，並接受校外機構委託之技術研究專案。
（三）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中心：
（四）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
為提昇水資源管理技術，積極參與國家水資源相關政策之擬定，並強化社會服務功
能，藉以提昇校譽。
（五）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
為提升商學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及社會服務功能。
（六）管理系統研究中心：
為提昇研究水準及以管理專業技能服務社會。
（七）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
為發展外國語文特色，激發研究潛力，促進人文關懷，推展國際間語言、文化相關

張創辦人建邦於「2020論壇」致詞時指示本校未來方針

七、淡江大學2020論壇
本校於八十九年五月廿五日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淡江大學2020論壇」

課題之研究交流，使本校成為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相關研究重鎮，進而提昇本校國際

座談會。張建邦博士在會中提示了本校未來發展的新策略。張先生指出，當前高等教育

聲譽。

面臨傳統文化與現代需求和未來市場的衝突，一方面要維護傳統文化，而另一方面又要

（八）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
為加強學術研究工作之推行，以科際整合方式進行國際政治學科之國際問題、區域

求回應市場短期需求。他說：很明顯地每一所大學必須具有某些特色，而此種特色各校
間應該加以協調整合，因此，地區各大學的校際合作實為未來發展的主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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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加以協調整合，換言之，為了整體的經濟效益，可藉由地區各大學的校際合作、課
程設計，推動校際學術交流，使學生有更多的選擇空間。

在會議中專題報告方面，未來研究組的訪問研究員Dr. Sohail認為：大學的使命在

為此張先生請校長與其他綜合性大學正在研商地區性或策略性的資源共用計畫。同

於社會控制、工作訓練、道德教育、政府官員等方面人才的培訓，而現在的大學已漸漸

樣的，校內也應該同步進行院、系之間的「課程重整」和「人才重整」的思考。張建邦

轉型為全球化、虛擬化、多元文化主義及民主化、政治化。所以未來大學的結構應為菁

先生並已為本校將在八十九年（2000）十一月八日五十週年校慶時，邀請本校各姐妹

英大學、便利大學、利基大學（即連結菁英及便利大學）等型式而成，在未來世界中，

校大學校長再舉行一次全球性的「淡江大學2020論壇」，為全球性的大學教育的何去何

大學則應為明星聯盟式，即學生與學院及行政人員之間毫無間隙的互動，並具有虛擬接

從，提出建議。無疑的，「淡江大學2020論壇」將為淡江走上國際舞台的又一次激

觸的功能。他說：「大學是為全球社區而存在的」
。

勵。

張建邦先生並以「求新求變，創造願景」為題闡釋「淡江大學2020論壇」的實質
意識。他說：
嚴家淦先生在二十年前，為本校創校三十年紀念會上的演講題目是：「大學
的對象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那麼未來二十年後，大學的對象又是什麼？這仍
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課題。為此本校在五月二十五日，舉辦了第一次校內性的「淡江
大學2020論壇」，會中我們對淡江大學二十年後的何去何從？提出了許多理想與改
革。五十週年校慶的前夕，我們還要舉辦第二次「淡江大學2020論壇」，與會者將
是全球各姐妹校大學之校長，我們將討論二十年後，全球高等教育的何去何從？我
們之所以將時間座標定為20年，是基於二十年正好代表一個世代，如果今年誕生
的嬰兒，二十年後，他（她）們正好在大學接受教育，為下一代著想，正是教育工
作者的本份。
張先生已經深深體會到：過去與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衝突，已經造成了今日資訊社會
影響深遠的緊張狀態，使得高等教育面臨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此種衝突與對立，其

張創辦人建邦（前排左四）
、張校長紘炬（前排左三）與參與「2020論壇：淡江
大學姐妹校校長論壇」貴賓合影留念。

特性是既要求對高等教育的保護，同時，又要求對高等教育重新定位，尋求新的意涵；
一方面要維護傳統文化（歷史性、功能性和累積下來的悠久的傳統文化），而另一方
面，又要求回應市場的短期需求（市場管理、學術商業化以及由於社會廣泛地對專業知
識需求增加，以及就特定市場交換價值而形成的學科與教育從業人員的重新組合）。這
歷史性關鍵時刻之轉變，與十九世紀末的高等教育之學術領域擴大有其同樣的重要性。
大約在一八五○年代，大學中是沒有工、農、商等學院的。如今，在不斷密集的網路建
構下，在遠距教學的愈趨成熟之後，而未來的大學校園中，是否還需要教室，或者學校
已經成為僅供學生與教師見個面的場所、或者校園中僅存多樣的休閒設施、廣大的運動
場等……都是一連串嚴肅而必須去面對、深思的問題。
所以在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中，每一所大學都必須凸顯特色，而各大學之間又

第三節 提高行政效率
一、TQM全面品質管理
1980年代，美國掀起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質管理之風。逐漸
從政府、企業，進而吹向教育界。
本校在台灣大學教育中，最先引進此種概念。張建邦博士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管
理雜誌」234期，發表一篇專題為「高教應用TQM管理體系之研究心得──TQM走進校
園」一文，張先生敘述他引進該觀念的經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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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要任務是以半年時間向全校推廣TQM理念，讓全體同仁對TQM的觀念有所認
知與接受，接著展開以系所為中心的品管圈（Quality Control Circle，簡稱QCC）活
動，各系必須詳細規劃自己的年度發展目標、任務及權屬，同時企劃出完成目標及任務
的流程，最後於下學期結束前，嚴肅追蹤考核每項企劃案的執行情況，並加以評估，讓
各執行單位獲得詳實的回饋資料，使各系所能得到最完善的發展。
張先生自從1992年在美國完成進修研究回國後，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將TQM的理念
有效地融入淡江的管理體系中，甚至能推廣到全國各大學。希望在淡江的推行工作能順
利完成，並為國內的高等教育之教育發展做出一點貢獻，以野人獻曝的心境，期能收到
拋磚引玉的效果。
基本上，本校TQM管理模式以行政系統較具績效，所以主其事的張副校長家宜博
士，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的「高教簡訊」76期中以「大學校院推展全面品質管理
（TQM）之原則 ── 以淡江大學推行院轉為例」發表了一篇專文。正顯現本校在推動
TQM的情形。她說：
張副校長家宜積極推動TQM

我國高等教育正面臨「量」的鉅幅提昇，因此，保證產出高品質是高等教育
機構應正視的重要課題。教育部吳部長雖然一再強調大幅提高錄取率，仍期盼各大

一九七三年，由於美國艾森豪紀念（EEF）的獎助，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對美國
做了深入的了解與研究，終於體認出國家興衰與人民的文化水平有絕對的關係，而
人民的文化水平又建立在教育的普及與否的基礎上。
美國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成為舉世強權，就是由於教育的高度普及造就出高
文化水平的人民所產出的果實，難怪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項措施，即是強制義務教

學重視教學與研究的品質。前高教司余司長在「大學經營管理研討會」中呼籲各大
學引用全面品質管理（TQM）以達目標。淡江大學張創辦人建邦博士洞察先機，
早自八十二年即引進TQM理念以提昇教學、研究、行政及服務的品質，確保本校
「學術優異、品質保證」的目標。本人探討國外大學執行情形且實際負責TQM之經
驗以呼應教育部政策，期能共同達成高等教育品質優異的目標。

育的推行與高等教育的普及，終於在亞洲創造出世界級的強國。
有鑑於此，幾年來，我一直傾全力於教育領域的研究，由於主持淡江大學的

她敘述該觀念的形成時強調：TQM理念由戴明（Deming）博士創始，日本於1950

緣故，因此特別專注於高等教育的鑽研，並為此先後數次至伊利諾大學進行專題研

年設置戴明獎，奠定日本工業高品質發展。1980年戴明再以「日本能，為什麼我們不

究。最近一次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特別專注於美國高等

能？」激起全美的工業品質革命，而設置國家品質獎（Baldrige Award ）。也開始轉移

教育的改革研究上。

TQM技術至大學管理。美國自1991年起有25所大學校院開始採用企業界盛行TQM觀念

這次研究期間又發現，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正嘗試將企業界的全面品管體系

（Lewis ＆ Smith，1994）
，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不滿高等教育成效者逐漸升高，高教經費受

（System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引導入高等教育機構中，藉以提昇並維持高

到限制，各種技術性發展可快速增進服務品質，競爭壓力加大必須注重高品質教育。同

等教育的產出品質，包括教學、研究、行政及服務的成果品質。

時TQM不僅可以改進傳統的教學與行政，且可滿足學生及家長的需求，亦可不斷的提昇
品質。因此，美國各大學院校自1992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的爭相效法以TQM治校。

淡江大學則開風氣之先，將TQM的理念引進管理體系中，配合淡江的管理模式─
─同僚、官僚及政治模式，期使淡江的發展能更上一層。基於上述TQM使用的前提條
件，淡江首先成立「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統籌TQM的執行計畫。

依據奧立崗州立大學（OSU）1990年至1994年推展TQM工作後，副校長Coate提出
“TQM是以團隊合作及永續提升為原則，以達優異的目標”，“TQM永遠追求最好及高
品質服務，並超越顧客的期望”。在其轉移過程中，"當遇到重大文化變遷時，TQM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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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每個階層，有強勢的領導，並激勵同仁明確了解使命（Mission）與願景（Vision），

犴訓練行政人員：自八十二學年度起舉辦行政人員TQM研習會，全體行政人員均

以授權委任的領導原則，使每個人了解應做與必須做的原因，同時採獨立思考之行動達

參加，請專家演講並研討相關主題。各年度之主題如下：1.八十二學年度：以全

成目標"。以上論點均能表達推展TQM之理念。

面品質管制為主題。2.八十三學年度：TQM問卷方式，並完成教職員對TQM之

基本而言，TQM所強調的是整個機構以最好的方法產生最好的產品或服務，滿足

認知量表分析。3.八十四學年度：以服務品質為主題。4.八十五學年度：以教學

且超越服務對象的需求，不斷提昇品質、工具、目標與願景，不只需要個人關切品質的

行政全面品質管理與淡江第三波為主題；並安排「教育的全面品質管理」、「從

導向且需要團隊共同合作增進之。
因此本校推展TQM之基本精神有下列六點：

『品質屋』探討本校TQM工作之未來目標」等兩專題演講。
犵各單位成立TQM小組，並定期討論：各單位小組是TQM重要核心，小組開會除

1. 組織目標明確：本校的目標為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三化政策的落實。

探討本單位TQM問題與關鍵程序外，尚研討有關TQM執行過程與成效之文獻，

2. 領導者負責規劃：由校長至各一級主管皆很清楚，目前本校正在執行TQM管理

如⑴TQM應用於高等教育與企業界成功實例參考資料，⑵奧立崗州立大學

與淡江第三波推動。
3. 全員參與：全面品質的管理要全員參與。
4. 顧客導向：TQM推動的效果是以滿足顧客的需求而定。
5. 持續改進：及永續的經營與評估。
6. 全程管理：包括計畫方案的訂定，執行的過程及執行結果的評估。

（OSU）執行TQM過程。程序發生問題時緊急解決問題（快速以免影響發展），
同時監督及探討是否與學校的願景符合，是否完成使命，品質是否提昇。
玎研製執行
1. 執行部分：
⑴各單位研擬下列問題：A.服務對象（顧客）：研究其需求與期望。B.使命

TQM是一種系統理念，包括品質管制理論、系統、工具及組織模式。因此，推展

（Mission）：學校賦予該單位的職責。C.關鍵程序（Critical Process）：達

時必須邏輯性的推演，從目標、策略、程序、品質保證等發展而成，執行時必須為結構

成使命之最具代表程序。D.願景（Vision）：推展工作達到的目標。E.突破

化程序，全員參與規劃與執行、研擬永續提昇的程序，超越顧客的期望且達成使命願

（Breakthrough）：革新突破的方法與規劃。
⑵研究未來三至五年要完成之工作項目：列出各工作項目的突破規劃與策

景。
由於學校已有既存的文化，且在教育程序上，量測學生成就、課程、教學等導出的
變數遠超工業生產線，同時，學習程序較製造程序難以預測與控制；因此推展TQM至

略、列出需其他單位支援的項目、列出相關工作如訓練及團隊合作的原
則。

學校並非引用理念即一蹴可及，必須經過研讀TQM理論方法，確定學校發展目標與願

2. 查核部份：研擬個人、二級單位及一級單位之檢驗表。

景訂定指導原則，研討各單位關鍵程序，成立TQM小組，培育每個人的TQM觀念等才

3. 獎勵部份：各單位設置內部獎勵辦法。

能落實TQM的成效。

依據OSU大學副校長Coate之經驗，執行TQM至少要五年才能見到成效。本校自八

本校自八十一學年度起推展TQM之整個歷程以下列五個方向說明：

十二學年度選擇行政單位開始確實執行TQM，迄今三年，已略見成果。八十五學年度

灱組織、目標與指導原則：八十一年成立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Committee on

之TQM研習實錄開始印發給教學單位，希望在教學與研究方面亦能開始逐步推動之。

TQM）推動TQM為主要職責。
牞研討TQM理論：本校每一年度之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自八十一學年度起
均增加探討與TQM相關之主題，使全校一、二級主管及教授代表了解TQM理

未來三年期望本校執行TQM能全面達到真正具體的效益。

二、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論，例如：八十一學年度：三化政策及核心課程。八十二學年度：張建邦博士發

在台灣各公私立大學中，經常舉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藉以交換意見引起共

表「TQM走進校園」。八十二學年度：引進全面品質管理理念；出版「校園品質

識的，到目前為止只有本校。本校在改制大學之前，是因應需要做間歇性的召開。而七

管理策略」。八十三學年度：探討淡江文化。八十四學年度：組織再造。八十五

十學年度以後，已幾成例行性會議，成為本校傳統特色。

學年度：淡江再造、學術卓越與品質管制。

所謂「革新」的詮釋，張建邦先生在八十二學年度的「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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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有計畫地推動八大導向目標
談到革新，首先要了解，革命與革新的意義不同。有很多人用教育革命，如
哈佛大學教授David Riesman所寫的The Academic Revolution就稱為教育革命。所謂
革命，是指徹底的除舊佈新，將一個社會原來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體系、
政治活動或政策、價值與觀念做一完全迅速而激烈的改變。其過程霸道，特色是時
間迅速、涵蓋的範圍廣泛，手段非常激烈。雖然革命並不一定使用暴力，但是它以
推翻現有的制度為手段，以達到全面改革的目的。
革新是王道，以緩慢、漸進、溫和的手法，進行局部的改革。如果說革命是
連根拔除，那麼革新就是修枝剪葉，不動搖根基，維持現有體制，在原來的社會結
構、政治制度、領導體系、政治活動或政策、價值與觀念架構，做長遠性規劃，或
修正、或更新，是一項長期策略，朝比較固定的方向，做有限度的溫和改變。革命
是短期策略，快速破壞，再行建設，立見效果。革新的效果是經常期努力而慢慢彰
顯。
淡江目前進行的是「革新」。以長期、持續、溫和、局部的改革，來從事我們的

「教育革新計畫」。時代不斷進步，社會大環境急驟變化，大學是「知識之城」，應該日

三、應如何配合現階段及未來之需要而訂定各系、所教學目標
四、如何因應未來師資在量與質上之需要
五、如何提高學習風氣及績效
六、教學方法多元化
七、如何以科際整合達成大學在學術領域上之整體性
八、如何提高研究風氣及研究環境
九、如何提高公共服務及建教合作
十、教學評量之功用為何
十一、如何改進教學評量
十二、教學與行政如何密切配合
十三、如何提高同仁對學校之向心力
十四、同仁應提供之服務及貢獻為何
七十一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研討題綱

新又新，迎上時代潮流，才不致被淘汰。淡江積極推動教育革新的目的，就是要提昇品

分組討論題綱：

質，建立良好學風，邁向一流大學。

主題：建立淡江大學新形象；提升「研究」
、「教學」與「服務」的功能

我們教育革新不採取激烈的革命性手段，是因為革命勢必引起教職員和學生的反彈

一、如何激發本校師生研究精神、增強研究能力，提昇學術地位

抗拒，產生阻力，效果事倍功半。為使革新成功，我們進行長期溫和、持續漸進的局部

二、如何使教學評量之效果落實

改革，以長期策略的方式一步步達到預期目標。其效果雖非立竿見影，但此方式獲得教

三、如何提昇迷你課程之教學效果

職員及學生的認同支持和助力，事半功倍，改革才會成功。

四、如何加強系所主管、導師與學生之接觸與溝通

至於其理論架構；則張先生的一篇題為「高等教育改革」的文章中，特別強調了
「機構的傳統意念」
、「環境的挑戰」及「內部的政治」為討論的主題。在張創辦人的這
篇文章中，正指出了「革新」的理論基礎。所以每次研討會均擬定研討題綱，並分組討
論。對本校之能不斷日新月異的進步。該研討會是具有卓著成效的。
現就資料所及，將七十學年度以後之研討會題綱，分列於下：
七十學年度

五、如何辦好國際學術會議
六、如何運用官僚模式、同僚模式與政治模式於本校學術與行政措施上
七、其他
七十四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研討題綱
討論題綱：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研討題綱

第一組：學校發展組

教學組研討題綱：

一、本校近程、中程、長程發展目標

一、社會機構改變應有之適應及配合

二、本校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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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五年發展計劃重點

二、節流之道

第二組：教學研究組

三、強化建教合作功能

一、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CAD\CAM）之現況與展望
二、提高學生讀書風氣具體辦法

七十六學年度

三、提昇教師研究風氣及改進研究環境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研討題綱

四、改進教學評鑑方式

分組討論題綱：

五、電腦輔助教學（CAI）之現況與展望

第一組：學校發展組

第三組：行政管理組

一、國內外發展情勢之分析即因應策略

一、辦公室自動化優先順序

二、本校現有發展環境之分析

二、提高行政效率

三、本校發展方向與計畫模式

三、校園管理

第二組：教學研究組

四、事務管理

一、如何評選教學優良教師

第四組：人事管理組

二、如何評量並改進學生讀書風氣

一、教師資格審查

三、如何評量並改善教師研究風氣

二、教職員工福利

四、如何改進現行教學評鑑制度

三、各及專兼任教師人數比例

五、如何強化CAI、CAD\CAM未來之發展

四、研究獎助之獎勵對象及審查方式

第三組：行政管理組

五、教職員工退休制度

一、如何推動辦公室自動化

六、職工考績

二、如何強化行政支援教學

第五組：訓導業務組

三、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及效能

一、加強師生關係

四、如何加強事務管理

二、強化學生輔導工作

第四組：人事制度組

三、維護學生安全

一、如何改進教師升等制度

四、學生公德心之培養

二、如何改善教職員工福利

五、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三、如何調整專兼任教師人數比例

第六組：圖書出版組

四、如何改進教師研究獎助制度

一、圖書館自動化

五、如何改進教職員工退休制度

二、圖際百科檢索服務

第五組：訓導業務組

三、圖書館服務

一、如何強化學生輔導工作

四、出版工作的展望

二、如何維護校園倫理與安全

第七組：財務管理組

三、如何釐清學生權利與義務

一、開源之道

四、如何確立軍訓教官的角色與功能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遠景奠基時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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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圖書與出版組

（四）如何老師發揮「三全」精神？

一、如何協助師生有效利用圖書館自動化設施

（五）促使老師校外兼職、兼課的真正原因何在？

二、如何改進國際百科檢索服務

（六）老師兼職、兼課的正面效益為何？負正效益為何？

三、如何提高圖書館使用率

（七）對提昇學術活力系所主管應扮演何種領導角色？院長應扮演何種領導角
色？

四、如何強化圖書出版業務
第七組：財務管理組

（八）提昇學術活力有何困難？需要何種行政配合措施？

一、如何提高學校資源的使用效率

（九）申請成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應具備何種條件？

二、如何爭取校外之經費補助

第二組

三、如何評定各單位預算執行成果

一、行政單位提供行政支援與服務，其目標為何

四、如何強化建教合作功能

二、教學單位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行政支援與服務

各組共同討論題綱：

三、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如何形成良好互動關係

一、大學教育的理念與導向

四、行政單位再作決策或執行一項工作時，如何充分協調考量教學單位的意見，或

二、私立大學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與功能

學生的需求

三、「多元大學」
（Multiversity）時代的挑戰與因應的策略

五、行政人員是否同時具有教育者的角色；應如何扮演

四、大學未來研究的共識與前瞻

六、如何成就同仁們對學校的歸屬感，以自然提昇行政與服務品質

五、如何使淡江大學發展成為國際一流大學

七、其他有助於提高行政與服務效率的方法

八十二學年度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研討題綱
分組討論題綱：
第一組
一、如何爭取校外資源

第三組
一、如何提昇本校的社會地位及塑造本校形象
二、如何提昇本校在國內大學中的排名
八十三學年度分組座談題綱
第一組：淡江文化

（一）如何爭取研究案和委託案？

一、同僚、官僚及政治模式運用的時機與分際如何掌握

（二）如何爭取教育部各種教學計畫改進補助？

二、同僚模式與官僚模式之橫向溝通技巧如何

（三）如何爭取舉辦學術會議補助？

三、在運用S弧線理論時，現行組織中有哪些措施可以求變、創新與突破

（四）如何爭取出國、開會訪問補助？

四、彈性運用在組織經營上之可行性

（五）如何爭取捐款？

五、目前本校資源分配如何依核心空間與彈性空間以取得平衡

（六）那些學分班具有開發的潛力？

六、組織文化特質對組織發展之影響性如何

二、如何提昇學術活力

七、其他

（一）如何使老師多發表研究著作？

第二組：淡江國際化

（二）如何開好成功的學術會議？

一、如何提升本校外語學院以外學生的外語程度

（三）如何讓學生認真學習？

核心課程「外文」及「外語語練」目前除大一開設外，是否增開「大二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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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二外語語練」課程，以加強學生外語能力，並可奠定大三赴國外修習

五、本校募款工作之遠景

學分之語言基礎。

六、本校年度募款計劃應如何擬定（系、所）

二、如何設立獎學金以鼓勵家境清寒學生也能赴國外修習學分

七、畢業生輔導工作應如何健全（全校性、系、所）

是否由各系、所募款所得提撥部份金額做為獎助優秀清寒學生赴國外修習學

八、本校系（所）友組如何健全，其必要條件為何

分之獎學金。

九、本校地區性（縣市）校友會如何健全，本校應如何配合

三、如何有效推展國際會議
（一）是否應定期舉行國際性會議？
（二）國際性會議之規模大小應如何定義？
（三）國際性會議中校內同仁論文發展應佔多少百分比？
四、如何增聘專任外籍教師及交換教授
（一）在增聘外籍教師或交換教授時，學校方面應如何配合？例如學校提供宿
舍等。
（二）應透過何種管道，可聘請到大師級的教授來校任教？
五、如何提供交換學生學習中文之環境
（一）交換學生之工作是否由一單位來統籌辦理？
（二）學校是否增設對外華語班？
（三）交換學生之住宿問題應如何解決？
六、姊妹校是否應重新評估

十、如何健全國外各地區校友會，如何發揮其功能
八十四學年度分組座談題綱
第一組：組織再造
討論題綱
一、為實踐本校辦學理念，以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化政策達到世界一流大學之目
標。本校教職員工應如何學習以共創未來
二、本校行政單位之管理屬官僚模式，依法行事講求效率，各行政單位應如何學習
以提高行政效率
三、本校教學單位之管理屬同僚模式，集思廣益講求效果，各教學單位應如何學習
以提高教學效果
四、如何運用「五項修練」來提升本校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之效益

七、如何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利用寒暑假赴姊妹校在職進修

五、是以系統思考語言尋求校園安全問題和考試公平性之槓桿解

八、是否應籌辦英文「淡江月報」或「淡江雙月報」來宣傳本校的國際化活動

第二組：未來化

九、如何聘請講座教授

討論題綱

（一）是否應將講座教授之層次提高？

一、如何舉體檢討目前課程是否具有未來化或未來性

（二）提供較優渥的待遇予講座教授？

二、討論各科系對經濟、社會及科技未來學核心課程的需求

十、是否應開放適當名額給予國際優秀青年來本校攻讀博、碩士

三、經濟、社會及科技未來學是由學生自由選擇或配合各系發展由各系自行決定

十一、是否應設「榮譽博士」，來彰顯國際人士對學術或人文思想有貢獻者

四、到本世紀末（2000年）淡江的發展藍圖，應如何規劃

第三組：校友基金

第三組：教學科技

一、美國大學募款組織型態（發展部門、促進部門，發展委員會，獨立的基金會）

討論題綱

是否適合國內大專校院
二、美國大學募款組織其功能（基金募款、校友關係、公共關係）是否適合國內大
專校院

一、如何落實教學科技組的目標與功能
二、如何整合校內教學媒體資源，以作最有效之運用
三、如何增進媒體教學的效果

三、本校募款組織是否健全，運作上如何加強

四、如何提昇本校媒體服務的品質

四、本校募款工作困難之處（系、所）

五、如何增進教師使用教學媒體的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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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教學評量、分散同步系統等等）；又應如何整合本校資源（硬體、軟體
及人力），以全力協助各學院CMI課程改革

第一組：淡江再造

三、如何鼓勵與訓練本校教職員生，以達成課程革新目標

一、檢討目前組織架構與各單位的工作職掌

四、本校課程革新除本專題所討論的內容之外，尚有哪些項目應改革

二、重新規劃組織架構與工作職掌的可行方案

五、淡江第三波之全面資訊化，除課程革新之外，尚應探討哪些專題

三、檢討現階段行政作業的流程
四、如何簡化決策程序以使權責相符並發揮行政效率

八十六學年度研討題綱

五、如何運用資訊系統有效處理業務

研討主題：淡江的成長……從克難波到第三波

六、如何培養責任感與忠誠度

分組討論題綱：

七、如何成功的推動淡江再造

第一組（行政組）

第二組：學術卓越和品質管制

一、淡江成長階段中行政革新的比較及展望

一、如何建立院系所教育特色，以提高社會聲望

二、如何推動TQM在第三波階段之成效

二、如何健全聘任新教師制度，以爭取優秀教師、強化師資陣容

三、行政電腦化推動中面臨的瓶頸與突破

三、如何因應新大學法排除助教為教師行列後的師資結構問題

第二組（學術組）

四、如何增強教師的學術生產力，以創造本校的學術聲望；如何建立學術產品的品

一、短期海外留學的檢討與全面推動

質評量指標
五、如何建立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品質評量制度，以落實研究所的教育目標；教師指

二、如何推動多媒體教學與教材教法之革新
三、如何提昇本校學術競爭力（附參考資料）

導研究生撰寫論文，多數屬於契約學習的教學方式，如何建立學習契約，鼓勵

第三組（財政組）

研究生論文能公開發表或發表在具水準的學術期刊

一、如何善用本校人才以擴展建教合作

六、如何鼓勵教師參與教學法革新、課程改革、教材編撰等教學再造工程，以提昇
教育品質和教學效果
七、教學單位如何重新檢討課程，以再造教育品質
八、如何加強將三化政策融入各教學單位的教育體系
九、如何建立重點系所的甄選指標；如何建立重點系所的評量指標；如何建立各系
所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的評鑑指標

二、校友組織及募款工作推動中面臨的瓶頸與突破
三、如何促進家長、校友與學校之共同意識與互動關係
八十七學年度研討題綱
第一組：網路世代與學務工作
一、網路文化與社會風氣

十、如何建立研究教授的成果評量指標

（一）社會現象對網路使用是否有所影響？

十一、如何落實教學評鑑制度

（二）網路特性與社會風氣有何關聯性？

十二、檢討教學計劃調查表的內容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如何落實教學計劃調
查表的功能

二、網路世代之人格特質
（一）網路世代之思考與行為模式有何不同？

第三組：課程革新－－教學與電腦及多媒體結合

（二）網路世代是否與長輩有更深的代溝？

一、本校課程革新之架構與策略應為何

（三）如何與網路世代在觀念與做法上加強溝通？

二、本校CMI之教學環境應如何營造（編輯系統、教室設備、教材製作、學生學習

三、網路規範與法治觀念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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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的法律對網路行為有何規範？

第一章

何因應，以免影響本校的學術研究水準

（二）資訊法規建立的必要性如何？

三、教育部對本校歷年評鑑結果分析

（三）校園網路相關規範如何建立？如何宣導落實？
四、網路脫序行為之產生與處理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遠景奠基時期 57

教育部對各大學之教學評鑑，始於民國六十四年，迄今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詳其

（一）網路言論有何特性？

內容，約可分為三個時期；（一）重點系、所評鑑時期（二）督學視導時期（三）中程

（二）學校對網路言論有何基本態度與立場？

校務發展計畫訪視審查時期。今就教育部對本校三項評鑑之結果分析如下。也正象徵本

（三）學校對網路危機應如何因應？

校自正名大學（民國六十九年）以來，教學、研究、服務三項指標的努力成績。〈大學〉

五、學務工作在網路世代之調整與作為
（一）網路世代對學務工作的期待與需求？
（二）如何在網路年代中幫助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第二組：科技革命與教育願景
一、科技革命對人類生活的衝擊

首章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止於至善」正是我們追求
的目標。

一、重點系、所評鑑
該次評鑑始於民國六十四年，由教育部聘請五十五位專家學者對各大學物理、數

二、科技革命給予高等教育的啟示

學、化學、醫學及牙醫等學系及研究所進行評鑑。於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布（本資

三、本校課程與教學對於科技革命的回應

料摘自當日中央日報），本校參與評鑑者為物理、數學、化學三系、所。

（一）科技知能的教育

（一）物理系及研究所

（二）科技態度的養成

1.師資（以勝任教學言）：清大優良、台大次之。

（三）未來視野的培養

2.研究設備：清大、台大均優良。

（四）人類環境關懷的落實

3.教學設備：台大、清大、師大、輔大均優良；成大、淡江、東海均次之。

第三組：研究所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4.研究工作：清大優良、台大次之。

一、如何提高本校各研究所的品質與聲望，以吸引更多學生來報考或就讀

5.一般設備（以教學實驗室、教師辦公室等言）：清大、師大、輔大均優良；中大

二、如何整合校內各研究所之師資，配合研究專長，成立不同研究小組，帶領博、
碩士生從事專題研究，並定期發表研究成果，向相關單位爭取研究計劃
三、具實務或實用性質之研究所，其碩士生養成計劃，如何與實務界結合；若設計
實習計劃（如大業大學碩士生暑期必須到企業界實習），則應如何爭取企業界
之支持，學生之實作成績如何評估，學分數如何計算
四、本校在國際化的政策下，對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及締結姊妹校工作上不遺餘力，
其成就也在國內各大學之上，但是時代變遷的腳步日益加速，特別是在國際事務
的研究上，我們如何更積極更廣泛地推動學術交流活動及交換研究人員與學生

理學院、成大、淡江、東吳均次之。
6.教學（以教師人數及學生人數等為準則）：清大優良；中大理學院、台大、東
海、高雄師院均次之。
7.行政方面（行政公開）：師大物理系、高雄師院、清大均優良；中大理學院、東
海均次之。
8.評鑑委員綜合意見：
⑴物理學為許多純粹及應用科學部門的基礎，故大學中之物理系，宜儘可能在
基礎物理課程外，安排些應用物理課程為選修科目。

五、終身教育已成為趨勢，更是教育部既定之政策，本校如何規劃在職進修之相關

⑵研究所的目的及任務為訓練高級的物理學人才，宜著重「質」而不是「量」。

措施（例如：在職生招生考試之改進、在職生招生名額的逐年提高以擴大研究

故成立研究所的必要條件，為有充足具研究經驗成就的師資（在五、六年中

所在職進修管道、相關課程、校內各系所相關資源的整合、建立嚴謹且多元的

有研究報告刊載於國際水準之期刊者）
，能領導學生從事研究者。

成就評量指標等……）；同時在相關資源未能相對增加的情況下，我們又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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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系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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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儀器：台大、清大現況雖未完善，但尚稱良好；淡江、成大、中原均次之。

1.師資（以勝任教學者）：台大、清大、淡江均優良；中大理學院次之。

⑶教師研究室：台大、清大、成大各教師均有個別研室，可謂優良。

2.圖書：臺大、清大、淡江均優良；中大理學院、成大、政大、師大、輔大也均相

⑷學生實驗室（不包括儀器設備）：大同、靜宜均良好；輔大次之。

當充足。
3.研究工作（指研究所言）：台大、清大、淡江、中大均優良。
4.一般的教學及研究環境：台大、清大、成大、師大、中大理學院、淡江均優良。
5.評鑑委員綜合意見：
⑴大學部之數學教育為培植數學人才，其重點應為：為將來研究並發展高深數
學之準備；為中學及專科學校之數學師資之培植，以補充師範教育之不足；
供應其他學科之需要（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供應國家之需要（如工
業建設、經濟建設、國防建設等）。根據上述宗旨，現有之大學數學系，其已
分設純數學與應用數學兩組者，宜認定方向切實教學，其尚未分組者，仍宜
於三、四年級增設應用數學之專業及有關課程，以便利有志於應用者選習。
⑵數學研究所之設備以培植高深之數學人才為宗旨，亦宜沿純數與應數兩大方
向發展；純數方面以「質」為重。為維持「質的水準」，並顧及畢業後之出路
問題。「量」的方面宜加限制，在此原則下；（甲）在現有各大學中，其純
數研究所之具規模並達到相當水準者宜儘量協助其成長，使能在數學上有所
貢獻。（乙）在教育部決定加以協助或允許其繼續存在之諸純數學研究所
中，宜鼓勵其各自發揮其特長。
應用數學方面：高等應用數學人才為高深數學研究所不可缺，亦為當前國家建設所
迫切需要，惟此等人才之培植在台灣尚在發軔之初，僅清華大學設有獨立之應用數學研

⑸研究工作：台大較有成績，清華次之。
⑹評鑑委員綜合意見：
I.化學系及研究所負擔有關化學共同科目（如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有機化學
等）之教學份量甚重，以致系、所中每位教師實際教學負荷量甚繁重，宜考
慮增加教師人數，以求合理之負荷量及收到教學研究之效果。
II.為提高師資素質，宜加強現職教師在職進修，利用暑假期間選定國內設備完
善之研究機構或學校，作短期之進修研究，以期學術之交流與發展。
III.師範院校宜加強培育中學之化學教師，又師範大學之化學研究所應以培養師
範院校之化學師資為首要目標。
此次評鑑資料發布後，引起學界廣大迴響，所以教育部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往後的評鑑結果，就未再公布。

二、督學訪視評鑑
教育部辦理之督學訪視評鑑，係由督學分赴各校視導，並將結果送各校參考、改
進，以為追蹤輔導之依據。據本校所存檔案分錄於下：
（一）六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
1.教務：

究所，宜由教育部儘量加以培植，使能充分發展。此外，在應用數學之範疇內之各專業

⑴該院日間部廿八系，學生9815人，夜間部十七系，學生5558人，研究所八

研究所，如統計研究所、電算研究所、力學研究所等等，其已設者宜由教育部予以支

所，內二所兼收博士班，研究生251人，共計學生15624人教師專任592人，兼

持，此外可由教育部選擇適當之大學鼓勵其增設，或由各校主動提出計畫，經教育部嚴

任947人，師生比例約1:12.34人，連夜間部為1:15.06人，該校兼任教師人數過

格審查後予以增設，藉應國家科學研究與國家建設之需要。

多，應增聘專任教師，減少兼任教師人數。

（三）化學系及研究所
1.師資（以專任教師人數、學資歷及研究能力言）：台大、清大均優良；成大、淡
江、中原均次之。
2.教學效果（以專任教師人數與學生人數比率及教師與學生接觸機會言）：台大、
清大均優良；成大次之。
3.設備：
⑴圖書：臺大之圖書設備在各校院中最為完善；清大、淡江次之。

⑵該院教師資格送審情形，經審查合格人數專任276人，兼任337人，送部審查
中人數專任29人，未送審人數專任141人、兼任312人，應請催辦儘速送審。
⑶該院圖書館建築面積5930.77平方公尺，閱覽室座位可容2425人，院圖書館二
處，系圖書室三間，圖書設備、藏書269032冊（中文163043冊、外文105989
冊）期刊1749種、報章28種、其他如電影片（16 mm）43捲、（18 mm）136
捲、唱片276套492片、錄音帶385套6000捲、幻燈片（單片）76套4663片、
（雙片）27套90捲、透明片12套518片、錄影帶3捲。圖書館工作人員兼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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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專任三六人，頗具規模。
⑷該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每小時教授230元、副教授200元、講師170元，較部定各
級均超出五元。
⑸該校教務處根據教師所釐訂之課程綱要，彙編成「課程綱要」一冊，俾推展教
學革新及執行教學計畫，此外，並編有各系課程名稱代號對照表，以電腦處
理，並成立教務資訊庫，作有系統管理。
⑹該校出版淡江學報、所刊論文，係經校方組織「淡江學術審議委員會」推薦送
請專家學者分別評審通過後刊出，尚具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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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外，宜酌收醫藥衛生費、雜費、圖書費，並合理調整實習費。
妼該院名為文理學院，其教學組織分為文、理、工、商、夜間等五個學部下設四
十五學系、八研究所，教學設備諸方面頗具大學規模，除師資尚須增加專任教
師，商學院應特別注意增加設備外，其申請改制為大學之要求尚具相當條件。
2.訓導：
⑴該校六十八學年度所印「訓導工作計畫」，其目標列舉有十一項之多，其中似
有許多重複，亦不免掛一漏萬，應加歸類。要以培養德智體群美健全人格，造
就服務人群貢獻國家的優良人才為宗旨。

⑺該院電腦設備為IBM 370/148電腦系統，分裝城區部電算中心及院本部電算中

⑵該校注意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激發學生愛國情操，除國父思想、文史等課程注

心（主機設在台北城區部），3270線上作業系統設備機型為3278分裝城區部與

意改進教學外，特別透過教官軍訓、導師輔導、社團活動、學術研究、時事討

院本部，資料登錄設備設在台北，城區部學生使用打孔機十部，院本部學生使

論以及集會宣導等方式灌輸愛國思想，堅定中心信仰，發揚中國文化，激發自

用十五部，除教學研究學生實習及行政管理之用外，尚可利用多餘時間作建教

強救國的觀念與行動，仍希作有計畫的規劃實施。

合作之，頗著成績。

⑶修訂導師手冊，推行導師制度。現有學生282班，每班聘有導師一人，以講師

⑻該院教學設備方面諸如電腦設備、新建商船學館大樓仿照輪船型式設計，內部

以上專任教師擔任導師，定期運用各種方式與學生接觸，以輔導並考核學生之

機器設備、艙位駕駛台及航海用儀器圖表等均係新置，並與長榮公司建教合

思想與言行，並利用有關問題作宣導談話。訓導處與導師經常保持連繫，交換

作，由該公司提供2500噸長練號輪船一艘改裝為實習船供航海、輪機兩系學

意見，對特殊學生並建立資料，追蹤輔導，頗收成效。

生100名實習。理工學科設備亦優，視聽教育設備有教室八間及各種設備，對

⑷院本部有學生宿舍三棟，其中每間住四至十人不等，共容學生1824人，僅供

於各學科採用教科書方面規定以三年以內出版者為限以求新。並另開設「迷你

遠地女生住宿。其餘在附近租用民房大樓五棟，以供夜間部女生252人住宿。

課程」、「未來學」、「多國企業」、「經濟成長」及「台灣史」等課程供學生

全校學生一萬五千六百餘人，其在院本部上課者亦8070人，宿舍不敷甚多，

選習。

亟應設法增建，並改善設備，以利使用，而安生活。

⑼該院建教合作方面設有建教合作部為政府及社會提供服務，辦理政府機構及工

⑸院本部現有學生餐廳兩所，可供學生900人用膳，自亦應設法擴建，使學生食

商企業機構委託代辦職前訓練，都市設計計畫及電腦服務等，另與國防部合作

得其所。現學生多數在校外飲食店購食，衛生堪虞。但訓導人員常定期會同衛

設置管理科學研究所，代國防部培養高級資訊、工業及管理之高級科技人才，

生警察單位主管及學生代表組成檢查小組，調查校外飲食設備及衛生實況，並

仍希開展建教合作。

作成報告公布週知，使學生知所選擇，促使飲食業者知能警惕與改進，措施甚

⑽該院對國際學術交流方面與外國各大學結盟及交換資料，教授及學生訂有姊妹

妥。

學校者：如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聖若望大學、西佛羅里達大學、加州聖克里

⑹學生課外社團活動學校至為重視，訂有社團輔導綱要，特別注意健全社團之組

門大學、日本亞細亞大學、韓國檀國大學、西德柏林自由大學、慕尼黑大學、

成。現有社團180餘單位，其中以學術性社團最多，舉辦活動亦不少，表現亦

薩爾大學，另曾主辦國際文學會議、中華文化研習會、歐亞研究會議等國際性

佳。其社團幹部與系班學生代表每年由訓導處舉辦「淡海同舟會」一次，為時

學術活動，頗有聲色。

三日講習訓練，培養其領導社團熱忱服務之才能，頗著成效。是為一種良好的

妶該校夜間部對今後學制改革方面意見，認為仍維現狀而非大學第二部，並建議

組織教育。

於暑假期間亦開課，以調節每學期選課之學分數，因每學期選十五學分嫌多，

⑺每學期舉辦優良青年選拔，與好人好事表揚各一次，其於學生敦品勵學、見義

而暑假則過於閒暇，倘於夜間部實施三學期制則更好。至於夜間部收費除學分

勇為、服務人群、貢獻國家、鑄造健全人格，及培養優良學風，殊多裨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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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表揚與推廣。
⑻院本部運動場地廣闊，田徑及球類場所及設備齊全，數量亦多。惟跑道僅300
公尺，游泳池僅25公尺，均不夠標準。體育館兩個，亦均甚小，不敷使用。
現正籌款有興建體育大樓1200坪及游泳池50公尺計畫，希能早日付諸實施，
以利教學。至於城區部運動場地缺乏，僅有室內球場，應與市內學校合作，俾
利體育教育學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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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十學年度第一學期
1.教務
⑴能突破，全校朝氣蓬勃，團結精神良好。無論師資、設備、教學、研究及行政
均有長足之進步，頗值稱道。
⑵專兼任師資比例為1:1.34人，每班有1.98位教師，每師面對學生26.09人。該校

⑼學生獎助學金固定設置者有六十九種，名額295名。至各學系、所向外爭取者

現有七院四十七系，十一所208班，學生10754人，連同夜間部5579人，共

亦不少。並設有工讀生助學金，與清寒學生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之機會，對於清

16351人。專任教師412人。該校有遠大目標，領導人有遠見有魄力，於教師

寒優良學生，頗多鼓勵與裨益。惟學校依照規定所列公費生及獎勵金預算為

等級中助教佔33%，教授佔22.13%，高學位佔41.5%；其中碩士佔26.24%，博

5,500,000元，較去年實支金額為多，希能全部核發，並向各方面多多爭取名

士佔15.29%且富教學經驗。由上顯示今後對較高層次之專任教師尚請酌予增

額，嘉惠學生。

加。部分未送審者亦請迅辦。基礎課程最好由專任教師上。三長資格合規定。

⑽院本部地處淡水，通學生為數甚多，每日往返交通擁擠，至為不便。學校應洽
交通有關單位增開學生專車，以利交通。
妶院本部距市區甚遠，學生人數亦多，醫務室應注意擴充，工作人員及設備均應
增添，以應學生疾病治療與預防需要，並注意維護環境之衛生。
3.總務：
⑴校地二十甲餘，背山面海，環境優雅，為甚佳教育場所。
⑵最近數年建築及設備均有顯著增加，並訂有院務發展計畫。

部分學術行政主管亦請及早送審。授課時數最高與最低者應請予以調整，以均
勞逸而利研究及發揮所長。助教無純辦行政者。
⑶專業教師不易聘請已自行培養，至為正確。聘請師資無名額限制，凡高學位之
專業師資均予爭取。且額外補助其房租，另給講座津貼，及來往旅費。短期特
約講座鐘點費加倍支給。均屬突破性作法，值得讚佩。新進人員如能兼顧其教
學經驗則更佳。
⑷現與美德日韓等十一所大學交換師生，並資助短期出國研究，出國開會給予往

⑶行政處理已運用電腦操作，財產亦納入管理。

返旅費及生活費。國內方面除在該校碩博士班自行培養所需師資外，並鼓勵其

⑷工學部教學大樓可望明年興建，游泳池、體育館亦在計畫興建中，希積極進

到校外進修，其所授課程最好配合其空餘時間予以安排。研究方面接受中山科

行。

學院等機構之委託或合作研究有關專題，其主題均經委員會審核，故均能與教

4.人事：

學密切相關，其經費收支亦按會計程序辦理，均甚難得。今後其主題最好配合

⑴教師遴選經評審，新進職員須經公開考試，並有完善在職進修辦法，對師資培
育甚著績效。
⑵專任教師474人，其中有博士學位者74人，碩士107人，學士250人，碩士以上
學位者佔38.9%素質較佳，而各級教師分配比例亦甚合理。
⑶專任教師中尚未辦理現職資格審查者，計講師以上65人、助教77人，希洽催
早日辦理送審，取得合格資格。
5.會計：
⑴預算決算均能依規定建立制度。

該校發展方向，俾成為學術界及社會之主導，則更理想。
⑸該校為鼓勵學術研究，每篇論文補助52,000元，一年內如發表兩篇者再減少授
課時數三小時，且不受名額限制，如在國外雜誌發表者由校補助其刊登費
80%，國內刊物則全數補助。另校內已出版有淡江數學、淡江評論、政與資
訊、管理科學、教育資料科學等學報外，並有綜合性「淡江學報」，俾供研究
成果之發表，均值稱道。該校訂有鼓勵教師進修研究辦法，如再參考本部督學
視導建議辦法或更理想。
⑹部分科系學分不少，但總學分在128個以內學生選修各科應請報部備查，以免

⑵預算公開，各學系均有分配預算，擴大授權，以求績效。

發生必選修不相關之困擾。選修科變動幅度較大，為免影響人事安排及學生補

⑶自六十四年起採用電腦作業，報告迅捷。

重修，最好經由系、院務會議核定。課程頗符倫理組織亦符上下限之規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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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部分自編，部分外購，自編者請時加修訂，外購者請選擇較新而當者並彈性

為計畫，製定進度逐步實施，當更理想。教學與行政工作已進入電腦化，請早

運用。課程教材均請把握各科時代發展趨勢、社會需要、本身條件以及該校發

日完成資訊庫系統之規劃，以利全校行政作業，以教授治學模式，擴大授權，

展方向妥為安排，以塑造該校之特性。

以院長為中心，推展校務頗具成效。今後有關缺補課之管理、進度之控制，作

⑺出版「淡江課程綱要」各系依其授課，註冊時公布教學計畫，俾學生了解課程
全貌。另採用電腦輔助教學，以發揮學生個別輔導及自我進修效果。重視視聽
教育，請擴大攝製教學紀錄片等並加推廣。雖採大班級講授，然繼以分組討

業之批改之監督尚請各院長多所費神。另將相近科系共用之儀器設集中安排靈
活運用，不僅符合節省原則，尤能發揮團隊精神。
2.訓導：

論，個別輔導，亦收宏效。實施改進教學問卷調查，立意甚佳，唯問卷提問技

⑴訓導以禮義廉恥及淡江校訓「樸實剛毅」為目標，訂有訓導工作計畫及活動項

巧尚請注意，以維師之尊嚴。該校社團甚多，請配合其活動加強各科教學效

目且甚為周詳。青年報國、民族精神、生活教育與改善社會風氣等均列為重

果。對參加高普考、特考者，各系均有輔導，升學亦然，並草擬教學方法，以

點。

謀課藝結合，均值稱道。唯請參照本部督學視導所提各節，嚴格要求學生，以

⑵導師輔導時間除班週會外，每週專排一小時以進行輔導工作。

維淡江之水準。

⑶日夜間部及研究生合計16349人、大學日間部學生為10397人，有社團213個，

⑻書刊質量均佳，購書經費充足，原則正確，大部頭書無重複現象，其申購程序

不定期刊物36種，活動甚多，假期有社會服務隊。

亦民主客觀，閱覽座位已合標準，他如新書介紹、諮詢服務，向新生介紹如何

⑷設立同學急難救助基金，財力上幫助清寒同學，誠屬善舉。

使用圖書館以及微縮閱讀等均已辦理，並開始電腦作業並接專線辦理國際資料

⑸現有女生宿舍住1800人，擬計畫增建再加住一千人，男生均租住校外及通

查詢。全校分館五個，全部開架作業，總工作人員43人，其中80%均為教育資
料學系畢業，餘亦曾專業訓練。
⑼工學院設備大體不差，航空輪機各系、商船學館等，均有過人之處，自製儀器

學。
⑹學生餐廳不夠，校外參飲不便，近期改建紀念大樓完工啟用，可獲得改善，儘
力安排學生在校內用餐則便於衛生管理。

尤屬難得。但基本設備則請逐漸增加，並汰舊換新，舊而不用者，亦宜銷燬或

⑺校園廣闊對外開放，訓導安全措施曾予特別注意，至為費力。

另置別室，以騰出空間而求整潔。理學院化學系教學及研究設備均佳，尤以化

⑻訓導工作績效甚為顯著，近兩年內李訓導長曾蒙總統召見頒發金質獎章，教部

學圖書館所藏為他校所不及，藥品管理亦佳，如能製貼淡江卡片，梯架陳列則
更理想。物理系研究設備尚佳，唯基礎實驗設備則待加強。數學系如向數理統
計方向發展，僅一部電腦顯然不足，亟待增加。理學院空間較佳，每一專任教
師均有專門研究室，門懸日課表頗利師生接觸。商學院資訊設備及管理所電腦

及中央機關等頒獎八次，實為難得。
3.總務：
⑴校地卅公頃，分淡水及台北兩處，校園濱海，整潔幽美，景色宜人，乃杏壇勝
地。

主機均很突出，唯終端機數量及空間不足，另商科基本設備亦待增添。文學院

⑵建築計畫如期進行，改建紀念大樓將於半年內完工啟用，增建女生宿舍將動

語言設備尚可，唯使用頻率過高。視聽教材不錯值得稱道。現有儀設請加充分

工，分兩期進行，預計七十三年完工，可加住一千人。此後將視財力許可興建

利用，加強維護保養。

學生體育館。

⑽各實驗（習）場所希均有實驗（習）項目、進度與日課表，分組人數仍請減
少，輔導老師則予增加。建築設計指導八、九十人，亦嫌稍多，電腦實習雖已
廿四小時開放仍不敷實際所需，終端機亟待增加。商船實習有專門「長練輪」
可用，情況良好，頗為難得。校外實習各系均已分別辦理，且具成效，唯請研
訂具體計畫，參考本部督學視導建議辦理，當更理想。
妶已訂有教學目標及發展重點，配合國家科技及經建需要頗為難得，如能將其變

⑶學校財產及儀器目錄已納入電腦，便於保管查考及統一應用，自是科學管理。
至於薪金發放手續上採電腦處理。
⑷校園寬廣對外開放，總務上則感警衛不易，力採安全措施，對校園環境植樹綠
化以及鄰近民戶之髒污處理均在謀求進行之中。
4.會計：
⑴全年度可用今額365,421,950元，除建築設備及公費獎助金外，餘款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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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9人除之，每人年耗約兩萬元。
⑵目前負債185,623,285元，較前年度略為減少。
5.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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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十三所，研究生469人，共計學生17,254人，另有夜間部選讀生400餘人，
學校發展迅速，規模宏大。
⑸研究所發展及特色，該校十三個研究所中化學研究所及管理研究所已設有博士

⑴員額編制表已訂。

班。西洋語文研究所出版之「淡江評論」為國際性學術刊物（季刊），內容以

⑵退休辦法已訂定公布，以最後統一薪俸另加一千元為一基數，最高可領卅基

中外比較文學為主，並於民國六十、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年各舉辦國際比

數，其基金按每年退休人數編列，另福利會給十五基數，每基數最高14,000

較文學會議一次。歐洲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六十年，其研究區域北自斯堪地那維

元。

亞，南達西西里及英倫三島，東迄烏拉山。其出版之「歐洲研究」及「Area

⑶教師聘任升等程序民主客觀，職員全部考選任用，其考績由考績委員會辦理，
獎懲則由獎懲委員會核辦。

Studies」兩份定期刊物。美國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六十三年，以培養經通美國政
治、外交、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及新聞各方面之專門人才為目標。七十一

⑷未送審者請迅辦，以免影響其退休權益。

年接受大學系所複評，被評為外交優良系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成立於民

⑸待遇約同於公立學校，鐘點費則全同，薪金發放已電腦作業。

國七十一年，係由中華戰略學會委託開辦，所內分為二組，一為戰略規劃組，

⑹職員每滿五年休假一月，月份自選，各單位職員可輪流調動，進修後如能取得

著重作業研究強調技術本領；一為戰略設計組，著重政治、經濟、心理、軍事

較高學位且可提敘薪級，並為鼓勵同仁參加各種講習由學校補助。

戰略政策分析及區域研究等，強調觀念本領。日本研究所成立於民國七十二

⑺各項法令規章均已齊備並加修訂。

年，是該校第四個從事「區域研究」的研究所。數學研究所培養純粹與應用數

⑻人事工作同仁素質不錯，態度積極。

學人才，出版有「淡江數學」刊物。物理研究所與中山科學研究院進行雷射方

（三）、七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
1.教務：
⑴該校推行教務行政電腦化已有十餘年，頗具績效，如登錄各系必修課程及畢業

面之建教合作，發展國防工業。土木工程研究所著重於結構工程、土壤力學與
基礎工程及水資源工程、營建管理等。資訊工程研究所偏重於軟體工程、通訊
網路及資料庫管理等課程。建築研究所分設建築設計、建築結構及都市計畫三
組。機械研究所分固力、熱流、航空三組。

學分、協助排課、協助處理中英文成績單等。七十二學年度起，資訊中心率先

⑹該校研究與服務工作亦多有表現：A、學術研究方面：鼓勵教師研究者各發給

裝置IBM 3200雷射中文印表機，將使教務工作中文電腦化、教務資訊管理系

研究費並減少授課時數，凡教師於上學期發表論文或出版著作一種者，教授、

統功能更為擴充，並推展電腦輔助教學等。

副教授發給研究費52,000元講師發給39,000元；如發表兩篇者再減少授課三小

⑵該校若干課程採用大班教學，但亦能以分組討論，個別輔導之教學政策補救
之，凡九十人以上容量之教室均已裝置擴音設備。

時，另補助研究論文印刷費及提供論文發表機會，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者全額
補助差旅費。B、七十二學年度舉辦學術研討會者計有三月間舉辦第一屆東南

⑶該校增開講座課程。本學期計開有：未來學、未來研究、電腦輔助教學開課設

亞研究會議，六月間與教育部聯合舉辦全國定案輔助教學研討會，八月間舉辦

計、大陸問題研究、中國現代講座、台灣史、自然科學概論、中國科技史、綜

淡江第四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十月間舉辦中美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等。C、

合化學、水資源工程講座、藝術講座、工業設計、近代機械工程講座、資訊講

出版書刊共計124種。D、關於對公共服務者有接受教育部與救國團委託發展

座、國防科技講座、核子工程概論、國貿實務講座、管理問題研究、企業秘書

「全國大專院校行政管理資訊系統設計」及接受教育部與救國團委託舉辦暑假

實務、英文與貿易實務、合經實務講座、工商稅講座、企業問題講座、美國憲

電腦研習營，承辦六（七）十三年度大學聯招電腦分發工作，開設各種語言進

法制度之政治理論、化學講座、專題講座、日本近代政治發展史、日本近代文

修及電腦專業人員訓練班，為社會工商界及在職青年提供服務。

學欣賞等科目。
⑷該校大學部三十二系組學生數11,099人，夜間部十八學系，學生數5,686人，研

2.訓導：
所擬七十二學年度工作計畫目標扼要簡明，各組之分計畫內容亦見具體，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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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教育哲學，以生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為綱，配合教務處之相關科目啟
迪，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兼備之完整人格。
⑴生活輔導：
I.利用週會實施精神講話及專題演講，甚為得宜，惟學生眾多，宜重編輪流實
施辦法，增加各院系學生聆聽機會，俾能普遍發揮效果。
II.升旗典禮為極富教育意義舉措，現由四館住校女生輪流自星期二至星期五各
舉行一次，究屬不足，宜仿其他院校分系或按日輪流較佳。
III.新完成並擴建女生宿舍共四館，共容2600餘人，新建宿舍設施極佳，附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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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
III.加強對匪文化作戰，深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信念，須與教學及有關活動配
合，使見具體。
IV.出版「淡江青年」，明定內容方向，力求充實，甚為得體。輔導各學會社團
出版刊物，設置審查小組有其必要。
V.日夜間部均設有工讀生及互助貸款，使困難學生完成學業，均屬良好措施，
對清寒績優學生設有固定獎學金廿一種，年發獎學金560餘萬，如能擴大獎
學金範圍更佳。

供學生生活及活動場所甚多，在輔導方面設有輔導員五位，女教官一人，並

VI.學生活動中心組織健全，班會按時舉行，即在培養學生現代化民主觀念及活

訂有生活規約，甚收輔導之效。另在校外附近租用民房五棟，安置夜間部女

動之參與感；惟學生意見應以與切身有關之學業及生活問題並有積極性及建

生252人，亦見對遠道女生之注意照顧。

設性者為限，至於校務問題則非參與範圍，宜妥為疏導。

IV.校外寄宿生六千餘人，雖由教官及訓導人員不辭辛勞經常巡視訪問，尚難克
盡輔導能事，繼續興建學生宿舍仍希列入近程計畫，俾導於正。對通學生亦
能實施各種輔導辦法，甚見訓導同仁工作辛勞及負責精神。
V.學生餐廳兩處，膳食調配及衛生設施大見改善，甚為學生歡迎。至如如何再
建餐廳及研擬多量供應午餐辦法，以維學生健康，仍宜列為急務。
VI.培養現代化公民習慣，樹立優良校風，塑造淡江優良獨特風格，為大學生生

⑶導師制
I.全校共有學生333班，每班均聘有合格導師，參加各該班之週會、班會、升
旗典禮等，編印導師手冊，開學後兩週召開導師會議，均見正常，最好每學
期至少舉行兩次會議，學期前計畫進行，學期末檢討改進。
II.大學導師宜仿英國大學之Tutor制度，最好能採小班制，以指導學生課業為
主，增加與學生見面機會，認識並了解每一學生，輔導其進德修業。

活教育之最大目標，如何使之身體力行，收潛移默化之效，則須下點工夫。

III.班會為培養學生民主教育之主要機會，導師宜善為啟發，使了解如何行使民

VII.學生獎懲仍為教育過程中不能缺少，其要不在依章行事為已足，並須兼察理

主權利，而能提出正確而有建設性的意見，反應學校作適當之處理與答覆，

情，獎不厭多，宜避免重復現象，俾收公平及激勵作用，懲處則宜慎重，審

至法制觀念的認識實行，合理自由之了解行使，更宜與各組配合相機辦理。

情度理，使受懲者誠服而能改過遷善，對其他學生亦能發生警惕作用。
VIII.陶融完整人格，實施道德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及思想教育為當前中心要務，
宜與導師及課外組密切配合，共同推行。
IX.校區遼闊，對校園安全安寧仍希再予加強注意。
⑵課外活動
I.利用各種慶典節日，辦理不同內容之各項活動，或請專家學者演講，發揚忠
孝仁愛精神，改善學校風氣，均有具體表現，各種活動均希能深植根柢，宏
揚效果。
II.日夜間部共有社團208個，多發展學術性社團，對各種社團作重點輔導，均
屬佳構。改建學生活動中心使社團及活動各得其所，並有活動經費補助，活
動堪稱熱烈，對平衡學生身心發展大有裨益。服務性社團以利用假日為原
則，登山及體能性活動（已訂維護野外活動安全實施辦法）須特別重視安全

⑷體育衛生
I.善為利用各種空間開闢各種球類運動場所，擴建400公尺跑道之體育場，並
於司令台下闢建韻律操及墊上運動兩大間，均見重視學生體育及休閒活動。
籌建綜合體育館及五十公尺游泳池如能早日付諸實施，自屬理想。
II.女生宿舍闢有專用韻律體操及球類活動空間，對住校生之休閒活動裨益甚
大。
III.校內及校外比賽均能有計畫的舉辦或參加，增加觀摩機會，亦有績優表現，
鍛鍊健全體能，發揚勝勿驕敗勿餒之團隊精神，合乎理想要求。實施興趣選
項分班，困難難免，希勉為籌辦，以宏效果。
IV.醫療方面實施良好，夜間部學生收費標準中未明定醫療費，仍同享其惠，甚
佳。今後在血液檢查及疾病預防方面希再加強辦理。
⑸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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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設置逾年並聘請專家教授主其事，甚慶得人，輔導教師僅有兩位，宜予增
聘，俾擴大服務層面。
II.發掘心理困擾學生，廣作心理測驗服務，實施個案研究與追蹤輔導，均佳。
個案輔導以追蹤輔導及詳實紀錄為要，心理測驗僅作個別解釋尚嫌不足，能
選特定系班作團體測驗，並加分析解釋，作成報告，更具研究價值。
III.對外與醫學心理專家聯繫，對內與教官、導師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均為必
須措施。個案處理方面，如家庭問題、感情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固需由輔
導中心辦理，至重要問題輔導案例中，如女生精神失常、校園張貼海報、男
生因家遭變故致精神受刺激等案，亦宜與輔導中心聯繫加強輔導。
IV.開設心理課程有其必要，建立團體諮商及成立服務社，訓練半專業人員協助
推行輔導工作，更宜推廣。
⑹僑生輔導
I.僑生輔導室組織健全，工作計畫內容翔實，對僑生生活輔導、社團輔導及學
業輔導均作有計畫之實施，措施得宜。
II.學校提供僑生獎學金卅名，作比例分配，值得鼓勵。
III.辦理新僑生入學輔導，畢業僑生亦有多項輔導措施，甚佳。
IV.加強僑生中華文化陶冶及愛國教育輔導，亟為切合需要，希能舉辦更多活
動，增強效果。
3.總務
⑴該校位於淡水，新校區依山而建，環境幽美，管理得宜，所有配電線路均地下
化，對校園之美化及安全裨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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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⑷請增加改善師資補助員額，並擴大稀少性技術人員之範圍。
5.會計
⑴會計制度已建立，其作業儘可能利用電腦，以期手續之簡化，年度計畫配合教
學計畫編訂，以求落實。
⑵重要儀器購置費用甚高，請提高補助成數。學生宿舍貸款，亦請延長還款期
限，以免造成工程未完成，學生未進住，即屆還款期限，與學校甚為不利。
⑶每學年學雜費若有調整，請儘早公布以利作業。
（四）
、七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
1.教務
⑴該校大學部現有三十二系組，夜間部十六學系，共計302班，學生17,034人
（大學部11,212人，夜間部5,822人），研究所單設碩士班者十一所，兼設博士班
者三所，計十四所，學生521人，以上合計共有學生17,555人，屬於超大型學
校之一。
⑵該校大學部現有專任教師453人，兼任教師609人，夜間部專任教68人，兼任
教師281人，研究所專任教師51人，兼任教師94人，以上三項共計專任教師
572人，兼任教師984人，合計1555人，其中專任教師佔教師總人數百分之卅
六強，而兼任教師佔百分之六十四弱，比例偏高，專任教師中教授113人，副
教授147人，講師128人，助教179人，其他5人，就等級分配言，助教人數略
多。

⑵近年新建工程甚多，均已如期完成，如女生宿舍已完工，其建築既寬闊又美

⑶該校教師學歷資格分析：具有博士學位者259人（專任119人、兼140人），碩士

觀，水準甚高。現正進行之工程有四百米之運動場及籃球看台等，預計明年完

學位者628人（專任149人、兼任479人），學士學位者622人（專任287人、兼

成。

335人），專科學校畢業及其他資格者47人（專任17人、兼任30人），其中具有

⑶財產管理已納入電腦，員工薪津發放亦採電腦作業，行政管理相當進步。

碩士及學士學位各約佔教師總人數百分之四十，又專兼任教師中現職尚未送請

⑷淡水校區環境幽美，對外開放，安全措施應再加強，如部分圍牆應速加建，以

資格審查者計專任79人、兼任232人，講師以上未初次送審者計專任44人、兼

策安全。
4.人事

276人希促請迅速依規定送審。
⑷該校對於羅致優良師資甚為重視，例如依據行政院青輔會編印之「國內外碩士

⑴教師之聘任須經評審會之審查，職員之進用須經考試，確已做到用人公開。

以上人才通報」洽聘或在中央日報海外版刊登啟事徵求，設置「講座」教授，

⑵對人事制度之建立特別重視，尤其對高學位人才之延聘，訂有單行辦法，對教

延攬國內外知名學者到校授課或講學，與國外姊妹學校交換教授等，並規定各

師之送審亦有鼓勵辦法。
⑶人事法規齊備，並建立人事資料庫，行政人員辦公以打卡鐘管理，行政效率頗

學系提聘具有博士學位者擔任專任教師，可不受名額限制。尚請利用上述管道
積極延聘，同時要鼓勵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位，自行培養優良教師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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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該校教學及研究單位年來迭有增加，目前已相當龐大，本學年美國研究所增設
博士班，並增加水資源研究所碩士班，今後希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及世界學術潮

第一章

大學時代──跨世紀的遠景奠基時期 73

達能力、水資源工程講座、藝術講座、企業問題講座、保險理賠、工商稅講
座、國貿實務講座、管理問題研討等。

流，就該校現有基礎及特色，對各系、所作適當之調整，特別注意質的提升。

妼該校每學期開始，學生註冊選課時，將各科教學計畫公布，以便學生參閱自行

⑹該校圖書館共有六處，藏書338252冊（中文書205550冊、外文書132702冊），

擬定讀書計畫，學期結束之時，舉辦改進教學意見調查，希望學生對每一科目

期刊1951種（中文855種、外文1096種），非書資料7036件，以及電化教學設

教學之判斷及反應提出意見，作為教師及教學行政單位設計及改進教學之參

備多種，此外尚有研究所圖書館三間，閱覽室座位共可容納3155人，本學年

考。

購置圖書經費約在1100萬元。該校認為圖書資料日新月異，限於經費，未能充

姃該校對於學生成績考查甚為嚴格，以七十二年第二學期為例，因學業成績不及

分添購。希望本部今後補助各校購置儀器設備之經費擴大範圍，將圖書資料也

格而被勒令退學學生日間部115人、夜間部47人，惟此項淘汰方式要與改進教

包括在內，俾有助於圖書資料之充實。

學，加強學業輔導配合實施，治標治本兼顧，始能達到預期效果。

⑺該校電腦設備甚為齊全，電腦教學中心有一般電腦教學所用之主記憶體板

姖該校教務工作電腦化迄今已十九年，尤以建立課程資訊庫及學生資訊庫以來，

IBM、輔助教學用之彩色硬拷貝機TEKRTONIX 4115B，此外更新作業系統（a）

更能發揮具體功能，七十二學年起該校電腦中心裝置雷射中文印表機，教務工

校本部電算一組PRDVIE系統更新為VERSION 19.2使系統安全性更為增加。

作中文電腦化，教務資訊管理系統效能更為擴大。

（b）城區部電算二組PE 3200更新為VERSION 6.2由舊系統之BATCH作業改成
ONLINE作業，可使用帳號數由235個增為65535個，以提高學生實習興趣並作
各項統計分析，提升管理層次。

2.訓導
⑴對本部要求加強大專院校學生訓導工作各項，已擬具實施計畫，分送校內各
一、二級單位共同執行。唯仍待發展更多具體作法，以收實效。

⑻該校為提升學術水準，除選派教師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外，

⑵該校對教師之聘約中曾說明，專任教師每週應上班四天，依規定擔任導師，輔

並經常舉辦各項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講，七十二學年所舉辦學術研討會及演講

助訓育，參與臨時活動等，為鼓勵教職員均參與訓導工作之良好基礎，今後若

次數統計如下：研究學院一九八次，文學院五三次，理學院三七次，工學院

能多賦予工作機會與職權，對共同執行訓導工作一項，必有更佳收穫。

（含電算中心）一一六次，商學院七十次，管理學院三五次，夜間部一一七
次。
⑼該校先後成立建教合作中心、資訊中心及都市設計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就個

⑶學校行政單位與師生間溝通管道甚多，如班級會議、系學會、各院班代表會、
社團幹部座談會、住宿學生室長會及訓導長、總教官、教官等之個別接見學
生，聽取意見等，均屬有效而具體的做法，一般溝通情形，尚稱良好。

別之特定目標分別推展建教合作業務，接受國科會及公私機關團體之委託進行

⑷訓導處設有學生輔導組，置有專業人員擔任有關心理輔導工作，新生入學均作

各種研究計畫，目前工學院正接受委託進行八項研究計畫，文學院中文系方

性向測驗，建立個別檔案。女生宿舍內設有靜修室，更屬創意做法。唯如何將

誌、譜牒研究小組，作專案研究，教育資料科學系與芳玲縮影公司及國立中央

有關心理輔導之知識及做法，推廣及於全校教職員，以期共宏訓導績效，仍應

圖書館自動化規劃小組，進行建教合作。

注意。

⑽該校設置出版中心，擴大出版事項，每年出版「淡江學報」兩期，刊登專任教
師經審議通過之學術論文及研究報告刊登後並發給教師研究費，定期刊物有
「淡江評論」、「淡江數學」、「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區域研究政策與資
訊管理學報」等，分送國內外文教單位。
妶該校設講座課程均聘請專家講授，每一單元結束即舉行測驗或由學生撰寫報
告，教學方法新穎，學生選課甚為踴躍，本學期開有未來學、戰略講座、台灣
史、自然科學概論、國防科技講座、綜合化學、化學講座、關稅實務講座、表

⑸生活輔導組訂有與學生家長聯繫辦法，有關之獎懲資料等，均通知家長。宜隨
時檢討實際效果，更求密切。
⑹學校對學生生活環境之改善，近年來至為重視，如宿舍之增建、新型餐廳之增
設，均慎重設計，力求高雅與實用。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承辦大專院校餐廳衛
生管理觀摩會，以既有之良好設備，益以周詳之準備，效果良好，深獲好評。
對其他院校深具影響與示範作用。
⑺導師制度之實施以班為單位，每班均設置導師，訓導處適時分發導師通報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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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工作經驗談等資料，提供導師參考，使了解全盤狀況，齊一做法，至稱恰
當。唯全校學生三百餘班，導師輔導學生人數多者達五十至六十人，欲使導師
制充分發揮作用，自非易事，仍待不斷檢討，採取各種加強措施。減少每一導
師之輔導人數，或有必要。
⑻學校首長不時利用「淡江週刊」刊布有關訓導方面之講詞，如勉勵學生敦品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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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研究成果者共卅四案，實為數不少。
⑶教職員待遇接近公立學校，鐘點費照規定。有保險、退休費，年列三百萬元。
5.會計
⑴全年可用經費517,139,825元，用於建築設備者六千七百餘萬元。人事費計
364,523,000元、超出學費總收入兩千九百餘萬元。

學、敬業樂群及重視禮貌、響應禮貌運動等，均屬具體作為，應可產生良好之

⑵董事會捐助九百萬元，教育部補助儀器款一千萬元，補助改善師資十四名。

影響。

⑶近年貸一億二千萬建學生宿舍，目前負債1,590,000元，負債已不輕。

⑼升旗及週會已較前加強，目前城區部學生每人每一學期可輪流參加兩次週會，
校本部每一學院平均每學期舉行三次，升旗則住宿生分四梯次參加，每一館每
週參加一次，由副校長、訓導長、總教官及生輔組主任輪流主持。

（五）
、七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⑽校區安全已全面加強，訂有安全手冊分發學生遵守，學生社團如登山、露營、

⑴倡導學術研究風氣之進展及成果，自六十九學年度至七十三學年度，編成「淡

游泳等均有特別輔導辦法，最近未發生意外事件。對車禍之宣導預防，則仍宜

江大學倡導學術研究風氣的作法與努力方向」一書，指出學校自改制（改制為

加強。

大學）後五年來在學術研究上有八項成果。並提出八項建議，作為該校未來提

妶學生刊物之審查，均能慎重行之，遇有特殊情形，亦能藉良好之溝通，獲得解
決。
妼該校校區分散兩地，學生人數眾多，參與訓導工作人員平日至為辛苦，目前校
內外情形概稱正常，唯仍宜經常注意，不斷檢討，以期更宏大既有績效。
3.總務
⑴校本部在淡水鎮郊外，校地20.7476公頃，自然環境良好，校舍增加迅速，規
模壯闊。城區部設於北市金華街，高樓緊湊。另有資訊中心，在六張犁安居
街，電腦設備、資訊工作計畫，均新穎而現代化。

倡學術研究努力的方向，兼有整體規劃之優點：
I.繼續加強「淡江講座」與「講座課程」之設計與研究。
II.平衡各學院之發展。
III.鼓勵副教授及講師、教師從事研究及進修。
IV.鼓勵優秀大學生投考本校研究所。
V.訂定獎助本校研究生辦法。
VI.增加推廣教育的多樣性。
VII.繼續鼓勵創辦國內性學術期刊。

⑵總務處在校本部設四組辦事，城區部另設總務、事務兩組負責。

VIII.努力提倡學生之讀書風氣。

⑶近年貸款建學生宿舍，增加住宿生千餘人。化學館擴建正進行中。七十三、四

⑵規劃各科任教老師應於第一上課時宣佈教學計劃與課程綱要，並於各系、所公

學年度，擬建商管大樓及體育館，預計耗資兩億五千萬元。
⑷學校財產管理、學生成績及若干行政管理體系，均納入電腦管理系統，且全校
三處連線作業，此種完善處理實居各校之先。
⑸有校園安全維護計畫，防止發生各種意外事件及處理。
4.人事
⑴現有七院十四所四十九系，日間部302班，學生17,555人，其中日間部為11,733
人。全校教職員工1,135人，其中教師572人，講師以上者388人，高學位者佔
百分之六十八，合格及送審中佔百分之七十四，送審工作尚須加強。
⑵學校自設經費鼓勵教師研究，並給予職員進修機會。本年獲國科會研究補助及

佈，頗能便利學生選課時參閱，擬定讀書計畫，提高學生讀書風氣。
⑶學校教學措施尚能注重質的提高，於期中考試後對成績不理想學生名單填送所
屬各系請有關導師即時輔導。
⑷學校為研究、改進教學效果及提高教學品質，於每學期結束之前，舉行教學意
見調查，希望藉由學生對所修科目教學之判斷及反應，作為提供教師及教學單
位對改進教學及設計教學之有力參考資料，此項作業具有革新進取精神，但宜
溫和以對教師，俾符尊師重道之國情。
⑸在通識教育方面，經常舉辦人文、社會、科技等性質之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
者主講，鼓勵各院學生參加聽講，另工學院開有社會學、中國文化史及藝術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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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文學院開有自然科學概論，供學生自由選修。其他各學院均開設自然科

有七位心理輔導專家，能運用輔導理論加強學生輔導工作，並經常撰寫輔導論

學、人文科學選修課程。另擬於下學年度某一國際會議中提出研究通識教育之

文，刊登淡江週刊供師生參考，生活輔導組更加強學校與家長之聯繫以共同擔

設計問題，希教育部予以支援。

負輔導學生之責，凡學生在校期間發生事故，或有良好表現者，即函告其家

⑹與美、日、韓、菲律賓、哥斯達黎加、西德等國大學締結姊妹學校者計有十七
校，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及學術交流活動，人數頗多。研究學院區域研究中
心，本學期於七十五年一月二十四、五日舉行第一屆淡江非洲研究會議，邀請
國際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參加會議，現正積極籌備中，對區域研究工作，備極辛
勞，並曾向本部申請補助經費，限於預算，未能支援，今後對私立大學舉行有
意義之國際性學術會議，希及早與本部切實取得連繫。
⑺私立大學辦理研究所已具成績者，仍可繼續辦理，但希響應本部政策或科際整
合，酌予調整所系之設置。
⑻圖書館圖書期刊均甚充實，每年經費亦充裕，非書資料收集亦多，且圖書館利
用電腦作業自動化亦具成績。
⑼學校成立出版中心，其出版品尚稱豐富：

長，能結合家長之力量，擴大輔導效果。
⑶民族精神教育，配合文史及國父思想課程加強實施並舉辦文藝活動、教孝月活
動及基礎文化服務隊等活動，以宏揚民族精神。
⑷生活教育，利用升旗早會時間實施外，並加強推行禮貌運動及選拔優秀青年，
擴大表揚，塑造模範，發揚樸實剛毅的校訓，為獨特校風。
⑸學生活動中心以學術性社團為發展重點，舉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溝通學生幹部
工作觀念，其發動捐血運動最近一次為全國第一名，榮獲表揚，充分表現捐血
救人的美德。
⑹學生宿舍建築甚具規模，寢室內外，空間大小，光線通風，均符合標準。現有
四棟宿舍，可容學生二千六百多人，每舍派有專任輔導人員，輔導住宿學生生
活教育，以變化學生之氣質，成效良好。校外住宿者，女生八百人、男生千

I.國際性期刊有「淡江數學」、「淡江評論」、「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區

人，指派五位教官編組輔導，並與當地治安單位密切連繫，年來無重大意外事

域研究」、「政策與資訊」、「淡江學報」、「歐洲研究」、「淡江管理科學

故發生，然近兩千學生散居在外，不僅安全堪虞，且影響生活教育之實施，終

學報」
。

非善策，仍應以全部學生住校為目標，希能本此目標逐年達成。

II.一般性刊物有「淡江週刊」、「明日世界」。

⑺學生餐廳設備齊全，廚房管理相當清潔，廚工著制服，並有定期健康檢查，更

III.淡江講座叢書有六十一種。

設有專任營養師，負責每日更換菜單及檢驗品質，確實做到了清潔衛生，價廉

IV.明日譯叢有十一種。

物美之要求。

V.資訊譯叢有二十三種。
VI.其他圖書有三十一種。

3.一般行政
⑴現有五十個系，十七個研究所，日夜間部學生計18,037人，聘有專任教師559

VII.學生會刊物有九十九種。

人，其中博士學位者132人，碩士學位者147人，高學歷者佔教師總人數50%，

⑽建教合作中心業務頗具特色：

教師素質甚高。

I.辦理推廣教育，推出實用課程，服務社會大眾。
II.對工商服務、規劃設計之推展，並向企業界代辦員工在職訓練工作，頗多貢
獻。
2.訓導
⑴倡導校園倫理作法尚稱積極，如舉辦全校訓導、導師及軍訓工作人員，社團輔
導老師專題座談「倡導校園倫理精神」研討會，利用各種管道建立師生間互敬
互愛的共識，重視啟導與獎勵等措施。
⑵運用輔導理論與方法改進訓導工作措施，學生輔導中心工作人員有十人，其中

⑵校園安全之維護，訂有學校設施安全檢查辦法，組織安全檢查小組定期實施檢
查，效果良好。校園前後設有兩個管制站，派校警廿四小時輪流值勤，並將全
校分成六個責任區，每區派有警備人員，機動處理緊急事故，年來校園內未發
生重大事故。學校位於郊區，且有大批女生住校，應儘速加建校園圍牆，以提
高校園之安全度。
⑶校園美化年有進步，校舍建築也有整體規劃，配合校區發展，並儘可能保持自
然景觀，希能逐步達到校園公園化之目標。
⑷學校重要設備多已投保，財產每年盤點一次，有關資料已納入電腦，管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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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確實。
⑸財務管理、預算編制、預算執行、預算控制均採電腦作業，迅速確實，會計業
務完全制度化。
⑹聘請教師先由聘審委員會審查其資格，程序相當嚴格。今年度新進教師中，具
有博士學位者有四二人之多，教師素質繼續升高中。
⑺教師資格審查，多能依照規定辦理，惟尚有三九人尚未辦理，仍應勸導其送
審，以符合規定，保障其權益。又專任教師人數，在可能範圍內，亦應作適當
之增加。
⑻教師待遇已不遜於公立學校，為便於人事作業，應儘可能建立教職員薪級制
度，就現狀作適度調整，則人事業務更臻完善。
（六）、七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⑴在整體性發展計畫方面，學校對未來發展訂定「淡江大學世學計畫一號」以具
有世界學術水準的大學為長程目標。在計畫中提出十大中程導向、六項短程
（四年）規劃及訂定實行細則，將研究、教學與服務均納入發展計畫。
⑵倡導學術研究風氣為學校一貫之努力目標，近年倡導學術研究風氣較具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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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七十五學年度各學院及電腦教學中心，均增設各種教學研究設備儀器及圖書，
包括電腦硬軟體設備及新穎之科學儀器。
⑻建教合作及接受研究計畫為學校特色之一，分別由建教合作中心、資訊中心、
工程諮詢服務中心、電腦教學中心及出版中心等單位，依據其特性訂定目標，
接受國科會及公民營機關團體之委託，積極推動，充分發揮知識服務社會之功
能。
⑼圖書館分設六個，閱覽室座位可容納2462人，藏書超過三十九萬冊，季刊
2188種，另非書資料亦收集甚多，內容充實，同時圖書館利用各種電腦設
施，其作用已充分發揮自動化之功能，不僅節省人力，提高效率且對師生有甚
大助益，值得他校參考。
2.訓導
⑴倡導校園倫理精神績效良好，上學期曾獲「全國大專院校校園倫理執行特優」
之獎勵。執行方法有利用各種集會宣導，舉辦專題演講，利用社團負責人及班
代表座談會、幹部訓練時間專題報告校園倫理精神。
⑵鼓勵全體教職員參與訓導工作，除利用各種會議籲請全體教職員共同參與訓導
工作外，每年擴大舉辦訓導工作檢討會，並於年終動員月會時頒獎績優人員，
以資鼓勵，此項工作績效良好。

包括：延攬高學位師資任教，協助教師進修參加國際性會議及出國訪問，經常

⑶建立學校行政與師生溝通管道並加強連繫，以強化學校行政功能之措施，有每

舉辦學術研討會，創辦專業性期刊及叢書，積極辦理推廣教育，從事研究服務

學期定期舉行校務、院務、系所務會議。校長邀請教授座談，副校長、三長及

社會，嚴格執行淘汰制度提高學生讀書風氣等措施，作法切實並具績效。

相關學院長列席，聽取校務改革意見。各學院定期召開導師會議，每學期召開

⑶推動科技整合教學計畫之內容包括發展電腦輔助設計與製作，擴充資訊教學與

班代表、社團負責人座談會，每月舉辦住校學生幹部座談會，訓導長每月定期

研究設備，建立校區資訊網路等項目。由電腦教學中心負責與各學院協商規

與不定期約談學生。另學校設立校園工作小組，妥善處理不易解決之各項問

劃，各院系所配合積極推動。

題，對於建立和諧進步的校園有功效，此項工作切實有效。

⑷學校對人文教育特別重視，有各項加強人文教育之具體措施。此外經常舉辦人

⑷有關運用輔導理論與方法改進訓導工作方面，聘請有九位心理輔導專家學者及

文、社會、科技等性質之專題演講，並在各學院開人文、社會、科技方面之課

一位精神科醫師，共同推展心理輔導工作。全年輔導三二二人次，與家長連繫

程供學生選修。

三三次，辦理團體心理測驗二四○人次，開辦團體諮商四次，並在校刊增闢

⑸通識教育之實施在文學院開設中英文電腦處理、電算概論、國際關係、文學緒
論、憲法、哲學概論，商學院開設電子計算機概論、資料庫管理問題研討、藝
術欣賞。夜間部開設電算概論、未來學、藝術欣賞、臺灣史、經濟學、管理科
學概論等。
⑹研究生獎學金之核發狀況，一般反應良好，獲得獎學金之部分研究生協助教授
之教學或研究工作，但尚不普遍，此項工作有待加強。

「心橋」專欄，提供新的輔導方法。此外定期舉辦演講、座談及全校教職員輔
導工作研討會，同時正在籌設心理圖書館，各項工作均積極推行。
⑸凡學生重大獎懲案件均以四聯單分別通知系主任、班導師及學生家長。住宿學
生退宿或不按時返校住宿者均通知家長查明原因，參加違規活動及行為不檢之
學生，必與家長聯繫共同疏導。學校與家長加強聯繫，以共同擔負輔導學生之
責任，作法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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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改善學生生活環境，維護學生安全方面有校區公園化、闢設汽（機）車停放
區、配合淡水治安及衛生單位定期檢查校內及學校附近餐廳並取締違規停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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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興建福園。室內盆景在全力栽培，全校電力電訊管線百分之九十已地下化，
各大樓屋頂之美化及防水工程亦在逐步進行，使學校景觀年有進步。

流動攤販，每日台北至淡水校本部開專車三一六車次運送學生，均由訓導處派

⑶公文管理，實施分層負責逐級授權制度，並明訂分層負責明細表，每年均作檢

專人輔導，並由工讀生負責管理。除專設宿舍輔導員六人輔導2628名住宿生

討修訂，成效良好。檔案管理，因淡水地區濕度較高，除濕設備請予加強。財

外，由主任教官及教官四名組成校內外巡查訪問組，採定期與不定期方式檢查

產管理電腦化已行之有年，作業完整，除每年定期實施財產檢查外，全校建築

宿舍及校區附近5153名學生居住環境之安全設施及生活狀況。租住校外學生

物及其內部設備、重要圖書儀器等均投保火險。

眾多，其生活輔導工作尚待繼續加強辦理。學校有兩座餐廳，每一梯次可容納
1100人用餐，由學校膳食委員會策劃，生活輔導組檢查，團體膳食辦理情形良
好。
⑺學生活動中心組織健全，均能把握正確目標推展業務，經常舉行各種幹部訓
練、研習會及座談會，並辦理文藝週、科技週及全國大學暨獨立學院詩展等大
型活動，獲得好評。學生社團除積極辦理經常性之活動以外，利用寒暑假到各
縣市從事社會服務活動。
⑻民族精神教育除利用朝會、週會及其他集會實施外，並配合教孝月、母親節及
民族掃墓節等策動有關社團舉辦各種活動，以弘揚民族精神。
⑼現有來自十七個國家地區之僑生三四五人。其課業及生活均由學校設法輔導，

⑷財務管理，採用電腦作業，收支控制相當嚴密。惟學校財務大多仰賴實習銀行
資金週轉，應將兩者嚴格劃分，以求財務健全。
⑸現有專任教師五五七人，其中具博士學位者一三四人、碩士學位者一四○人，
教師素質頗高。
⑹教師資格審查，合格者三七九人，送部審查中者五人，尚未送審者，請通知辦
理，以符規定。
⑺學術行政人員主管任期，訂有「各級主管人員職期調任辦法」執行認真。
（七）
、七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辦理項目包括：晚間基本課業輔導、獎學金、清寒僑生公費、僑生保險、工

⑴在整體性發展計畫方面：訂定「淡江大學世學計畫一號」，以具有世界學術水

讀、入出境與戶籍申請、新僑生講習、生活訪問、急難救助、佳節生活關照及

準的大學為長程目標，在發展過程中，以面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為胸襟。在

僑聯社團活動等，在校僑生均能專心求學。

該計畫中，並提出十大中程導向：包括中華文化、管理科學、材料與能源、太

⑽體育設備相當齊全，學校經常辦理各項校內運動競賽及代表隊之選訓工作，並

空科學、區域及環境科學、生命科學、創造藝術、資訊科技、超級都市及海洋

積極選派隊伍參加校外運動競賽，運動代表隊訓練經費希望酌予增加，以利訓

資源等研究。對未來四年內，包括善用資源科技之大學教育，創新之知識生

練工作。

產，建立研究及服務體系的中心，提高國際學術地位，創新之大學行政管理，

妶依據統計七十五學年第一學期處理車禍二七次，申請平安保險理賠、車禍受傷
者七十一人、死亡者二人。車禍率仍相當高，請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及輔導，尤
其是機車安全事項宜特別注意。
3.一般行政
⑴維護校園安全，採取建築物安全檢查整修及校警日夜輪值巡邏備勤等措施，具
體而有效。
⑵校園建設有整體規劃，七十五年度興建商管大樓，頗具規模，請善加管理，配
合學校「世學計畫一號」校園道路系統、停車場及遊憩空間等工程，均有合理

實踐「樸實剛毅」校訓等六項，均有詳細的規劃及實行細則的設定，並將觀
念、時間、空間三大架構落實在軟體、硬體、人才、課程四大體系中。
⑵倡導研究風氣，提升學術水準，曾完成「淡江大學教師研究風氣之研究」及
「淡江大學學生學術研習風氣之研究」兩項專題，藉以檢討師生研究風氣其具
體作法又下列各項：
I.鼓勵教師申請研究計畫，本學年度獲國科會研究獎者計有三十五人。
II.為提高學術水準，經設置學術審議委員會，負責教師升等著作學術性著作出
版品及教師著作獎助等之審議。

規劃。新建中心廣場，內有精神堡壘、人行步道、綠地、照明、文化走廊等設

III.創辦專業期刊及叢書，由各學會負責徵稿編輯，向學校申請補助。

施，能因應學校建築物往高層發展之趨勢。環境美化，戶外植栽已分區實施，

IV.經常舉辦學術研討會，藉以提倡學術研究風氣，並曾多次舉辦國際性學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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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重金禮聘國際知名學者主持淡江講座及其他學術演講或座談，其重要者
均由學術交流委員會負責策劃之。
V.嚴格實行淘汰制，提高學生讀書風氣。
⑶推動科際整合教學計畫：為該校所訂「世學計畫一號」重要項目之一，其內容
包括發展電腦輔助設計與製作、擴充資訊教學與研究設備建立校區資訊網路
等，諸如研究學院設置區域學科、材料科技、資訊發展及環境科技等四教學研
究小組，進而形成研究群，以研究帶動教學，以教學支援研究。
⑷對人文、社會、科學三方面教育之措施：
I.對人文教育訂定中心目標為：確立中心思想、重建固有倫理道德規範、發揮
中華文化之優越性、加強外國語文訓練以因應世界局勢之變遷及外交之需
要，並重視大眾傳播人才之培育以提升社會教育。
II.經常舉辦人文、社會、科技等性質之專題演講。
III.鼓勵學術性之學生社團經常舉辦各類型之學術座談或演講。
IV.利用週會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
V.規定文、商學院學生必須選修科技課程，以增進科技新知，因應今日社會之
需要。理、工學院學生必須選修文、史及藝術課程，藉能陶冶性情。
⑸通識教育實施情形：大學教育旨在培育社會領導人才，而領導人才不僅具備專
門學識，更需具備淵博之普通學識，故通識教育亦為重點教學之一，如文學院
開設「中英文電腦文書處理」及「電算概論」等課程。商學院開設「電子計算
概論」、「資料庫管理問題討論」及「藝術欣賞」等課程。並完成「我國大學
院校實施通識教育之調查研究」及「淡江大學實施通識教育之調查研究」兩項
專題。
⑹加強建教合作及接受委託研究計畫：將知識服務社會為該校三大重心工作之
一，經分設綜合研究中心、建教中心、資訊中心、出版中心及電腦教學中心等
單位就個別特定之目標推動建教合作業務、接受國科會及公、民營機關團體委
託，由各教學單位具有專長之學者專家作各種高水準之研究與規劃，並利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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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和諧。
II.加強導師輔導工作，關心學生課業與生活，列為輔導重點。
III.教師節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吾愛吾師」系列活動，為教師及職員佩戴玫瑰
花。女聯會等社團更繪製大幅敬師海報。
⑵鼓勵全體教職員參與訓導工作，隨時隨地指導學生言行與觀念。執行情形：
I.聘請專家教師及職員分別擔任導師及社團指導老師，以輔導學生。
II.每學期開學後及結束前，均定期由學院召開導師座談會，交換輔導心得。會
中並由學生輔導中心安排專題報告。使該校的輔導功能更能發揮落實效果。
⑶建立學校與師生溝通管道，並加強連繫以強化學校行政功能。執行情形：
I.每學期末舉辦班代表及社團幹部座談會。均由校長主持，行政單位一級主管
列席，與同學進行面對面雙向溝通，有關各項學生問題之溝通及解決，均獲
良好之效果。
II.以學院為單位，分別舉辦教師座談會，由校長主持，並邀請副校長、教、
訓、總三長參加，聽取教師意見，共謀學校進步與發展。
⑷運用輔導理論與方法改進訓導工作之措施：
I.聘請七位心理輔導專家及一位精神科大夫，除經常辦理學生個別及團體諮商
活動外，並因應學生需要，舉辦特別座談活動（如讀書方法座談會及與心理
測驗服務合併舉辦之轉系及就業輔導座談）
II.經常辦理個別心理測驗並定期舉辦團體心理測驗服務，幫助學生了解自我，
以做自我心理成長及前程規劃之參考。
III.增購心理輔導書籍，供師生借閱，增加校園心理衛生知識，增闢淡江週刊
「心橋」專欄，並經常接受學生刊物之專訪，以利心理衛生之傳播。
IV.參與各學院導師會議，並作專題演講，提供輔導資訊，供導師們參考，每學
年舉辦全校導師及訓輔人員工作研討會，以增進全校教師之輔導知能。
V.定期舉辦學生個案研討會，切磋輔導知能，提高輔導效能。
⑸加強學校與學生、家長之聯繫，共同擔負輔導學生之責。執行情形：

校新穎之科學儀器設備，使研究計畫得以順利完成。其中最特出者為資訊中心

I.每學期註冊時，均由學生留下最新地址，以便聯絡家長。

多年來接受聯招會辦理考生電腦閱卷及分發工作，並做到無缺點境界，其他如

II.建立學生校外住宿名冊，以便平日訪問關懷其校外生活。

建教合作中心之推廣教育，代訓專業人才，均頗具績效。
2.訓導
⑴倡導校園倫理精神，老師愛護學生，學生尊敬老師，執行情形：
I.利用朝會、週會、社團負責人及班代表座談時間，宣導校園倫理精神，促進

III.對未能按時返回宿舍者，均查明原因通知家長。
IV.對學生懲處，均以四聯單方式分別通知該生系主任、導師及家長。
⑹重視學生生活環境之改進及學生安全之維護措施：
I.每學年末均舉辦淡江地區首長座談會，邀請淡水地區行政首長、里長、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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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警察局所長、清潔隊長等，由校長主持，協請地方單位共同維護學生
校內外安全。
II.由教官室支援編組夜間校外住宿生訪問（每星期一至五），訪問重點為瓦斯
之安置、門窗設施及住宿環境等。
III.每學年實施校外住宿安全調查，調查重點為，房屋結構、建築位置、安全狀
況及房租等將資料，提供同學及新生參考。
IV.加強女生對安全的認識，利用學生體育課時間，特請女警隊來校講解「女子
防身術」
。
V.本學期增設夜間校內光線不足地方的燈光設施，以維學生安全。
⑺有關民族精神教生活教育、學生活動中心、學生輔導中心、學生宿舍、餐廳及
體育、衛生之改進事項：
I.策動有關社團舉辦民族精神教育活動。如教孝月、母親節、民族掃墓節，均
舉辦演講、辯論比賽、贈送卡片、出刊壁報等活動。
II.訂有推行學生生活教育實施計畫，利用學生週會，以大學生形象為題，聘請
專家作專題演講，並由軍訓教官配合定期查訪校外住宿學生之生活環境，利
用軍訓課加強學生生活規範之宣導與要求。
III.學生活動中心曾舉辦淡海同舟幹部研習、康樂幹部研習營、文藝週、科技週
及新聞編採營等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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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對在校殘障學生之具體輔導措施：
I.學生宿舍設有殘障學生專用臥室、起居間、衛生設施及電話等設備。新建大
樓均設有殘障學生專用之道路。
II.學生活動中心設有啟明社等學生社團，對殘障學生提供特別輔導與服務。
III.體育課設有殘障特別班；分內障及外障班授課。
⑼加強愛國教育，以激發青年認清時代責任，回饋國家社會。日夜間部學生週會
時間，均聘請專家專題演講，以愛國、民主、法治及生活教育為演講主題。
3.一般行政：
⑴該校為維護校園安全之具體措施，規劃周密，績效良好。
I.門禁管制：校園內「前、後、側」三個校門均設有管制站，每天二十四小時
派校警輪值，對進入校園人車嚴格管制，凡無該校服務證、學生證之人員及
未張貼年度通行識別證之車輛，嚴加盤查；若非該校聘請之學者賓客，或事
先未經該校同意之參觀訪問人車，一律謝絕進入校園，以確保校園安全與安
寧。
II.校園安全巡查：為防範不良份子乘隙進入校園滋擾，校警每天二十四小時，
風雨無阻巡查全校園，特別注意各重要樓室館之檢查。為加強校園夜間巡
查，彌補現有警力之不足，其總務處自（78）年三月十五日起遴選體壯精
明幹練工友六員，編成特別巡查小組二組，劃定責任區，每天自19:00---

IV.學生輔導中心舉辦團體心理測驗、個別諮詢、團體諮商「自我成長訓練」、

24:00五小時不間斷執行安全巡查勤務，並排定該處各組主任於每天20:00---

心理教育演講座談、支援導師會議專題演講、撰寫「心橋」專欄，辦理有效

24:00輪班督察全校巡查人員執勤情形，實施以來對校園安全有顯著之成

讀書講習及心理成長團體訓練等活動。

效。

V.該校女生宿舍四棟共住宿學生2628人，由專任宿舍輔導員六人及女教官一人
管理，並逐年改善設備。
VI.每學期配合淡水衛生所，實施校外餐廳檢查，情況在淡江週刊公佈供學生參
考。
VII.校內餐廳則由輔導組負責並徵募學生編成督導小組，每日檢查校內衛生狀
況，並將檢查結果呈報行政副校長，作為餐廳續約之依據。
VIII.體育課現共有二百九十七班，加上興趣選項七班（羽球班、網球班、桌球
班、韻律班）以及殘障特別班。並定期舉辦校內外體育比賽。體育器材、場
地日夜開放供教職員使用。
IX.為積極推行衛生教育之宣導工作，並加強教職員生疾病治療，增聘專任醫師
一人。

III.應付突發事件：全校園劃分六個安全責任區，每區排定校警一員，每年利用
空閒時間，設定各種狀況演練，使校警人員熟習各種突發事件處理之技巧與
要領，遇有緊急事故時，即由巡查守衛發出信號，通知所有校警迅速進入安
全責任區以維持安全，同時由總機小姐使用專線電話通知管區憲警迅速派員
到場處理、以減少校園安全損害。
⑵學校見築有整體規劃：本年度興建工程進度，亦頗為順利。
I.該校建築均經整體規劃，根據學校財務狀況及發展趨勢分期興建。並重視舊
有校舍之修繕維護及安全檢查。
II.七十七學年度之重要興建及修繕工程：
A.麗澤學舍新建工程：係該校與日本麗澤大學學術交流之成果，雙方合作興
建之學生宿舍，七十其年八月廿日開工，地下一層，地上上四層，總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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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430坪，七十八年三月七日落成啟用。總工程費新台幣二千一百五十
六萬元整。
B.全校高壓幹線改善工程：為維護學校供電系統之穩定與安全，第一期改善
工程包括總變電站、架空線路更新、化學館、科學館及麗澤學舍高壓幹線
工程，七十七年七月開工，七十八年二月完工，總工程費新台幣九百五十
萬元整。
III.校園整建及環境美化工作甚為落實，花木綠蔭，績效顯著。
A.新建麗澤學舍景觀栽植：總面積1200平方公尺，七十八年一月開工，同年
三月完工，總工程費新台幣787000元。
B.培植觀葉盆景2800盆、蘭花1200盆、聖誕紅360盆，提供各辦公室擺設，
美化員工視覺，提振工作情緒。
C.校園空地，依地形、位置，配合景觀，遍植各種樹木花卉，或鋪設草坪、
道路、假山、噴泉等。
D.各種樹木花草，定時修剪施肥、更新，並以電動澆水器，早晚自動定時噴
水保養。
E.為美化校園環境，提升精神生活，已連續四年配合校慶舉辦蘭花（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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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
倕學校財產納入電腦管理已行之有年，為有效掌握財產資料，除每學期
定期實施一次財產總檢查外，並不定期予以抽查，使管理業務更加落
實。
偅為確保財產安全，所有建物，重要辦公設備及教學設備均投保火險。
C.財務管理方面：
偢財務組織健全：該校設有財政副校長協助校長規劃及監督全校財務行
政，下設會計處負責經辦會計、稽核、預算等業務。另在總務處設出
納組及財產保管組負責款項之收付及財產之保管。除此之外，該校為
了加強內政部控制及落實採修案件，特由有關主管及教授代表組成超
然獨立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修繕採購委員會，該校的財務組織可謂十
分健全。
倕收支控制嚴密：該校對於款項之收付均須嚴格遵守一定的流程，以杜
絕疏誤與弊端，確保財產班安全及財務資料之可靠性。
偅該校付款流程已制度化。
偟財務管理電腦化：該校財務行政電腦化已行之有年，並逐年改進及擴

展覽，每次展出優良蘭花六百餘盆，均為該校校友及全台灣各地蘭友所提

展中，現已採用電腦的作業計有預算制度、媒體課稅、教職員薪資、

供。

學生收退費之查核等項。現正積極開發新財務資訊系統，以期財務做

IV.公文、檔案管理及財務管理結構健全，控制嚴密，且多已電腦化績效良好。
A.公文、檔案管理方面：
偢該校對公文製作、文書用具、印章及各種公文用紙，悉依行政院秘書
處編印之文書處理手冊辦理。
倕為求工作簡化以及提高行政效率，自民國七十一年起，該校對公文處
理已依業務職掌實施分層負責，並明訂工作處理決行權責明細表，成
效良好。
偅該校檔案採集中保管，設有專用檔案室及檔案櫃，對重要檔案並已攝
製微縮安卡3182張，計軟片60233張，置於恆溫恆濕箱內予以永久保
存。至已屆滿保存期限之檔案則依規定銷毀。
偟該校積極籌劃辦公室自動化，現一級單位均安置電腦，並自四月一日
起進行試辦。
B.財產管理方面：
偢該校財產管理方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照該校財產管理辦法之

為全面電腦化，預計明年開始實施。
V.學校經費來源主要仰賴學雜費收入，而目前學雜費偏低，僅能勉強支應人事
及經常費，如欲擴建或增購設備，必須依靠貸款。該校為求改善設備致使負
債不斷增加，目前利率不斷爬升，該校未來財務支除出更形沉重，預算執行
勢必愈趨艱難，目前負債約七億兩千萬元。
VI.七十七學年度增聘教授九人、副教授二十二人。學術行政人員主管任期，除
一時無法覓得適當人選繼續連任者外，均按大學規程第七條之規定嚴格執
行。
VII.教職員保險退休執行情形：
A.自七十年一月一日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至今已藉滿八年四個月，在
此期間屆齡退休人員皆依學校退休辦法規定辦理之。
B.教育部於七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以台（71）人字第四九五○一號函私立專
科以上學校辦理教職員延長服務，該校皆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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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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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出版刊物方面，自七十八年七月至七十九年四月，除定期出版之七種國際期
刊之外，其他出版刊物計有：區域研究第十卷第二期、拉丁美洲論文集、淡
江學報第二七期、淡江講座七十九冊（另有七冊正排印中）、預見未來、未

⑴整體性發展計畫：該校以躋身世界一流學府為目標，曾訂定「淡江大學世學計
畫一號」，自民國七十五年八月至七十九年七月為實施期間，期能達成以下六
大目標：a.善用資訊科技之大學教育；b.創新之知識生產；c.建立研究與服務

來學續論、淡江校刊二期、生涯教育、成功的大學生、論文寫作格式、淡江
畫冊、淡江時報三十八期等多種。
VI.學術交流方面，本學年度增加姊妹校一所為法國的孔泰大學，與國外大學交

的中心；d.提高國際學術地位；e.創新之大學行政管理；f.實踐「樸實剛毅」

換教授與學生計四人，韓國慶南大學、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均派學生多人到該

之校訓。實施效果至為良好，如整體美化的校園環境、加速增加的圖書設備、

校研習中文，該校日文系亦派學生十五人前往日本中央學院大學研習日文。

資訊科技深入教學體系、辦公室的效率隨著自動化的完成而提高，教學品質日

⑶推動科際整合教學計畫，為該校重要項目之一，其內容包括發展電腦輔助設計

益提升等。上述實施情形經由「世學二號計畫委員會」進行檢討、評估並配合

與製作，擴充資訊教學與研究設備建立校區資訊網路等，諸如研究學院設置區

該校傳統與特色，及當前國家需要，和世界學術發展的趨向，發展第二期的

域學科、材料科技、資訊發展及環境科技等四教學研究小組，進而形成研究

「世學二號計畫」
，實施期間自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一日起至八十四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為期五年。期能持續增加優良師資、推動教學革新、改進教學環境、提

群，以研究帶動教學，以教學支援研究。
⑷對人文、社會、科學教育之措施：

升研究成果之質與量，擴大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擴大建教合作與進修教育、加

I.對人文教育訂定中心目標為確立中心思想、重建固有道德規範、發揮中華文

強對畢業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增強行政支援、組織評鑑與行政革新等，以發展

化之優越性、加強外國語文訓練，以因應世界局勢之變遷及外交之需要，並

成為世界學術水準的大學。

重視大眾傳播人才之培育，以提升社會教育。

⑵倡導研究風氣、提升學術水準：

II.經常舉辦人文、社會、科技等性質之專題演講。

I.舉辦國際會議方面，七十八年一月至九月間，該校與有關單位聯合舉辦了

III.鼓勵學術性之學生社團經常舉辦各類型之學術講座或演講。

「國際開發援助研討會」、「十一屆中韓學者會議」、「中華民族宗教國際學

IV.利用週會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

術會議」
。
II.專案研究方面，計有該校「學生批判思考能力之研究」、「教學優良教師之

V.規定文、商學院學生必須選修科技課程，以增進科技新知、因應今日社會之
需要。理、工學生必須選修文史及藝術課程藉能陶冶性情。

教學研究」、「系所評鑑」、「國際性期刊調查報告」、「我國輔導與諮商論

⑸通識教育實施情形：該校對通識教育列為重點教學之一，如文學院開設「中英

文摘要及回顧」、「凱勒式教學系統與電腦輔助教學結合之教學成效研

文電腦文書處理」及「電算概論」等課程。商學院開設「電子計算概論」、

究」
、「康乃爾批判思考測驗之修訂計畫」等多種。

「資料庫管理問題討論」及「藝術欣賞」等課程。繼續開設講座課程，學生選

III.教師研究計畫方面，七十八學年度該校教師申請國科會及一般計畫經費補

課均非常踴躍，本學期計有中國科技史、自然科學概論、綜合應用化學、會計

助，計共同科一件、文科四件、理科十七件、工科三十二件、商管科九件，

實務、公共行政問題研究、企業問題、藝術欣賞、管理問題研討、台灣史、未

合計六十三件，補助金額共計新台幣52,617,398元，成長快速。

來學、大眾傳播與現代社會以及審計及稅務問題等講座課程。並完成「我國大

IV.教師申請研究費及出版補助方面，七十八學年度申請研究費者為 ── 一人
次，計一五六篇，經審查通過者一二七篇；申請出版補助費共六十三篇，通
過者四十一篇；獲國科會第一期研究獎助費教師代表作三十七人，專題七
人；另有三位教師獲國科會補助國內外學人教學研究費，每人每月七千元，
為期二年。

學院校實施通識教育之調查研究」及「淡江大學實施通識教育之調查研究」兩
項專題。
⑹對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大學生教育貸款措施之改進意見：該校建議增加研究所、
大學部獎學金名額，並請放寬研究生及大學生助學貸款申請條件。
⑺加強建教合作及接受委託研究計畫：知識服務為該校三大重心工作之一，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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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綜合研究發展中心、建教中心、資訊中心、出版中心等單位就個別特定目標

解並提供輔導老師街案上之參考，本學年度第一學期施測人數達一千五百

推動建教合作業務，接受國科會及公、民營機關團體委託，由各教學單位具有

人次左右。

專長之學者專家作各種高水準之研究與規劃，並利用學校新穎之科學儀器設
備，使研究計畫得以順利完成。其中最特出者為資訊中心多年接受聯招會辦理

C.於淡江時報上開闢「心橋」專欄，針對學生心理各層面之主題，由輔導老
師提供專文，本學年度已刊載六篇，對學生之調適與成長頗多助益。

考生電腦閱卷及分發工作，並做到無缺點境界，其他如建教合作中心之推廣教

D.增購心理教育叢書，供師生借閱，以吸引學生並推廣校園心理衛生資訊。

育、代訓專業人才，均頗具績效。七十八學年度建教合作及接受委託研究計

E.輔導人員參與各學院導師會議，並作專題演講，提供輔導資訊供導師參

畫，計科技服務方面已完成者八項，進行中者八項；推廣教育方面開設之短期
研習班計十八種，歷屆結業者共二千多人。
2.訓導

考，本學年度第一學期共參與九場次，反應良好。
F.本學年度第二學期初，籌辦「全校導師與訓輔人員輔導工作研討會暨分院
座談」，分別邀請學者專家演講、指導，以提高輔導效能。

⑴現況及優點：
I.倡導校園倫理精神之執行情形：
A.鼓勵同學參與各種團體活動，親身體驗與實踐。
B.開闢多重雙向溝通管道（如班代表、社團代表等座談會）及表達意見之媒
體（如學鐸、眾生園地等）
，從中體認個體與團體間的責任與關係。
C.利用學生各種集會，表揚孝悌楷模及熱心公眾服務之同學，以為表率。
II.鼓勵全體教職員參與訓導工作之執行情形：
A.聘請專任教職員擔任導師及社團指導老師，輔導學生言行與觀念，表揚優
良導師及社團指導老師。
B.每學期以學院為單位招開導師座談會，交換輔導心得，並於第二學期舉辦
導師及訓輔人員講習會，敦聘輔導學者作專題演講，充實輔導知能。
III.建立學校與師生溝通管道，並加強聯繫以強化學校行政功能：
A.每學期舉辦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均由校長主持，副校長、教學及

G.推動「小張老師學生義工」訓練活動、以達幫助學生自我成為、進行同儕
輔導、傳播心理衛生資訊，及協助學輔工作之推行等目的，進而恢宏輔導
深度、廣度，本學年度第一學期計訓練成一百位學生義工。
H.實施心理輔導影片放映，供師生觀賞，本學年度已觀賞十場次。
I.因應學生需要，舉辦心理輔導專題演講，以協助其增加心理強度，改善人
際關係等，本學年度第一學期共計舉辦三場。
V.加強學校與學生家長之聯繫，共同負擔輔導學生之責執行情形：
A.建立學生各項基本資料。
B.隨時輔導住校生，輔導教官並於每日實施夜間訪問校外寄居學生，檢查安
全設施、環境衛生及調處糾紛。
C.對未按時回校舍者，連絡家長共同輔導，對記小過以上懲處之學生，分別
通知系主任、導師及家長共同輔導。
VI.重視學生生活環境之改善及學生安全之維護措施：

有關行政單位一級主管與學生幹部進行雙向溝通，學生所提各項建議，除

A.舉辦校外房東座談，研議合理房價，加強安全措施並提高服務品質。

即席答覆外，並在淡江時報刊載。

B.定期調查學校附近租屋資料，並公佈供學生參考。

B.校長利用中午時間分別邀請教師及學生幹部餐敘，聽取教師及學生幹部之
興革意見，共謀學校進步與發展。
C.於七十八年十一月開闢言論廣場「眾生園地」提供同學自由發表意見專
欄，以加強學校與學生之間溝通管道，培養學生負責守法及民主風範。
IV.運用輔導之理論與方法改進訓導工作之措施：
A.聘請兩位專任輔導老師、八位兼任輔導老師及一位精神科大夫，負責個別
諮商與團體輔導等工作，本學年度第一學期共計輔導學生約五百人次。
B.經常辦理個別心理測驗並定期舉辦團體心理測驗服務，以幫助學生自我了

C.教官於夜間訪問校外住宿生時，叮嚀注意維護安全及環境衛生。
D.增進學生汽機車停車場，改善學校週圍交通狀況。
E.本學年由服務性社團學生二十八人組成「淡江大學交通秩序社會服務
隊」，於每週一至五在淡水交通要道協助交通警察指揮交通。並配合「交
通秩序服務隊」活動於三月中旬舉辦交通安全宣導週。
F.聘請台北市女警隊來校實施「女子防身術訓練」，加強女生安全之防護。
VII.有關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學生活動中心、學生輔導中心、學生宿舍、
餐廳及體育衛生之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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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策動有關社團舉辦民族精神教育活動，如教孝月、民族掃墓節、母親節均
舉辦演講辯論比賽，贈送卡片，出刊壁報等活動。
B.訂頒推行學生活動教育實施計畫，並配合社團及其他集會實施宣導。
C.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淡海同舟幹部研習、康樂幹部研習營、民權初步研習
營、文藝週、科技週、音樂營及新聞編採營大型活動。
D.繼續加強心理測驗、心理諮商、義工訓練、支援導師會議，舉辦輔導研討
會，撰寫「心橋」專欄及實施教育講座等服務。
E.成立膳食督導小組，每天檢查校內餐飲衛生，並將缺失知會餐廳負責人，
定期改善。
F.利用寒假修繕學生宿舍，並於今年寒假全面安裝宿舍之電器設備。
G.體育正課現共有三百一十七班、加上興趣選項八班及殘障特別班。定期舉
辦校內外體育比賽，體育器材、場地，日夜開放供教職員生使用。
H.為提高全校師生衛生保健之認知，成立衛生教育宣導室，配合衛生署編印
衛生教育資料，於訓導處公布欄中設置衛生保健專欄，並利用學生週會聘
請師大衛生保健教授專題演講。
I.每學期定期協調當地衛生所共同實施校內外餐廳衛生檢查，並公布檢查等
級。
VIII.對在校殘障學生之輔導措施：
A.結合輔導老師、各系老師及軍訓教官成立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小組，負
責殘障學生之心理、課業輔導及生活照顧。
B.輔導成立殘障學生社團，協助其生活及課業，如錄音、點字、電腦、生
活、康樂等工作小組。
C.將殘障生及服務同學編成家族（每家族十二至十六人）每週固定聚會一
次，彼此交換學習心得生活經驗。
D.辦理各項講座及研習營，以增廣見聞及學習領域。（如殘障體驗遊）敦聘
心理學專家、知名殘障人士演講，並舉辦愛盲工作營及電腦研習營。
E.體育課設殘障特別班，分內障及外障班授課。
IX.其他訓導工作：
A.學校設有日夜間部友愛基金計四百餘萬元，存入銀行，所得利息獎助清寒
優秀學生及學生急難救濟，最高額可得二萬元。
B.現有僑生三七七人，分別來自十四個僑居地區，遵奉政府僑教政策並結合
學校訓導目標，以愛心、誠心與耐心等服務熱忱致力僑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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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於僑生及外籍生特案實施課業及生活輔導，設立華僑同學聯誼會社團，
並舉辦參觀國家建設以及元旦升旗典禮等活動。
D.建議：
I.學生輔導中心之設備及書籍，請予充實。
II.學生賃居校外者頗多，請予適當輔導。
3.一般行政：
⑴維護校園安全之具體措施：
I.門禁管理：校門及各道管制站，由校警每天廿四小時輪值，對進入校園之人
車均予管制，凡非學校教職員生及非邀請之外賓，或事先未經學校同意之參
觀訪問人員一律不准進入校園。
II.校園安全檢查：為防範不良份子混進校園滋事，校警每天實施二十四小時巡
查，並請管區憲警巡邏車，於晚間不定時到校園實施安全巡查。
III.應付突發事件：全校劃分六個責任區，由校警一名，其他員工數名編成機動
小組，依狀況機動支援各責任區突發事件之處理。
⑵學校建築之整體規劃，本年度興建之工程進度：該校建築一向均委託建築師作
整體規劃。本年度興建工程有下列各項：
I.科學館擴建整修工程，計動用經費25,545,556元。
II.全校高壓電力系統改善第三期工程，計動用經費15,900,000元。
III.一般修繕整建工程：計動用經費4,118,289元。
IV.該校航海、輪機兩系奉命停止招生後，利用原教學用之商船學館，改建為
「海事博物館」，動用整建經費2,000餘萬元，於六月六日開幕，對外開放參
觀，以提倡我國海事教育。
⑶校園整建及環境美化：
I.該校為提升教職員生精神生活，積極推廣同仁養蘭，以美化校園及辦公室，
並連續五年舉辦蘭花展覽。本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六日，假士林園藝所舉
辦1990中華國際蘭展，計有三千餘盆中外名蘭參展，參觀人士約有十餘萬
人，極盡盛況。
II.校園規劃，視地形、位置、需要等，並考慮氣候、濕度、土質等因素，遍植
適宜成長之花木，以增加美觀及美化校園之要求。
III.為維護校園環境整潔衛生，提昇師生環保意識，規定各福利社裝售貨品均使
用紙袋，餐廳改用自動洗碗機，禁用免洗餐具。
⑷公文、檔案管理、財產管理、財務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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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會計處稽核組稽核、預算組控制預算、會計組登帳→會計長核章→

I.公文、檔案管理：

財政副校長核章→校長核章（或授權財政副校長或會計長核章）→出納組

A.該校對公文製作、文書用具、印章及各種公文用紙，悉依行政院秘書處編
印之文書處理手冊辦理。

根據已核准之傳票自校庫提款支付。該校校庫提款至少須經出納組主任、
會計長、財政副校長、校長蓋章。

B.為求工作簡化，以及提高行政效率，自民國七十一年起，該校對公文處理
已依業務職掌實施分層負責，並明訂工作處理決行權責明細表，成效良

D.財務管理電腦化：該校財務管理電腦化已行之多年，並逐年改進及擴展

好。

中，現已採用電腦的作業計有預算制度、媒體課稅、教職員薪資、學生收
退費等項。現正積極開發新財務資訊系統，以期財務作業全部電腦化，預

C.該校檔案採集中保管，設有專用檔案室及檔案櫃，對重檔案，並已攝製微
縮案卡3,182張，計軟片60,233張，置於恆溫濕箱內予以永久保存。至已
屆滿保存期限之檔案則依規定銷毀。
D.該校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推行辦公室自動化，計有人事命令、校內行文、
開會通知、離職手續及公文追蹤等五項業務，一律採用ODPS傳送，不再
使用人工作業。

計明年開始實施。
⑸私立學校建立健全人事制度之辦理情形：為配合本部政策導向，使該校人事制
度更加完善，已比照公立學校制度做適度之修正。
⑹教職員保險退休措施之執行情形：
I.自七十年一月一日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迄今，凡屆齡退休人員皆依該校
退休辦法規定辦理。

II.財產管理：
A.該校財產均已納入財產管理有年，為求有效掌握財產資料，除每學年定期

II.教職員延長服務，皆依本部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71）入字第49501

實施一次財產總檢查外，且不定期予以抽查，以使管理業務更加落實。並
於每年年終將財產分戶表印送各單位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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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規定辦理。
III.近三年來，該校教職員工退休人數如后：七十六學年度：教員二人、職員三

B.為確保財產安全，所有建築物，重要辦公設備及教學設備均投保火險。

人、工友七人。七十七學年度：教員四人、職員九人、工友八人。七十八學

C.財產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該校財產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年度：教員十一人、職員七人、工友五人。

III.財務管理：
A.財務組織健全：該校設有財政副校長協助校長規劃及監督全校財務行政，
下設會計處負責經辦會計、稽核、預算等業務。另在總務處設出納及財產
保管組負責款項之收付及財產之保管。此外該校為了加強內部控制及落實
採修案件，特由有關主管及教授代表組成超然獨立的經費稽核委員會及修
繕採購委員會，該校財務組織尚稱健全。
B.收支控制嚴密：該校對於款項之收付均須嚴格遵守一定流程，以杜絕疏誤
與弊端，確保財產安全及財務資料之可靠性。收款流程如下：

（九）
、七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⑴倡導研究風氣，提昇學術水準之進展及成果：
I.教師研究計畫：七十七學年度截至目前為止，該校教師接受國科會及其他校
外單位委託之研究計畫經費補助案件，計文科九件、理科二十八件、工科四
十二件、商管科十七件，合計九十六件，補助金額共新台幣71,952,700元。
II.教師申請研究獎助費：七十九學年第一學期申請國科會研究補助者，代表作

承辦單位將所收款項解繳出納組轉存實習銀行（代理校庫）後填寫收入傳

四十九人、專題二十一人，獲核定獎助者代表作三十五人、專題十一人。七

票（檢附出納出具之收款證明聯）→單位主管核章→一級單位主管核章→

十九學年第二學期申請國科會研究補助者，代表作五十三人、專題十四人，

會計處各組核辦→會計長核章→財政副校長核章→校長核章（或授權財政

獲核定獎助者代表作二十八人、專題七人。

副校長或會計長核章）

⑵推動科技整合教學計畫情形：配合「六年國建」與該校「世學二號計畫」，工

C.付款流程如下：承辦單位編製支出傳票（檢附支出憑證如收據、發票、領

學院成立「大地資訊系統研究室」、「數位航測地圖研究室」與「營建自動化

款名冊等）→主管單位核章→一級單位主管核章→總務處保管組財產檢驗

研室」，與已有之CAD/CAM設備結合，整體運用，使工學院之資訊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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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更趨完善，其中「大地資訊系統」乃是一整合性資訊管理系統，含蓋自然

國的斯德哥爾摩大學。奧大校長渥克博士藉參加太平洋區校長會議之便，與

環境及生態、交通運輸、公共設備、社會經濟、農業、土地、人口、稅務等領

該校完成簽約手續；桑德蘭則派該校學術副校長於三月二十日至淡江大會完

域。

成簽約手續；斯大則應淡江之邀訪，於四月十日由校長強森博士親自前來淡

⑶通識教育實施情形：通識課程為該校重點教學之一，如文學院開設中英文電腦

江訪問三天並完成簽約手續。

文書處理、藝術概論、電子計算概論等課程，商管學院開設電子計算概論、資

II.七十八學年度教師赴國外參加國際會議五十六人，七中獲校外補助者三十八

訊庫管理問題、藝術欣賞等課程。繼續開設講座課程，學生選課非常踴躍，本

人，獲本校服務者八人，自行籌費者十人。比較七十七學年度之三十二人，

學期計有文學院：人文科學講座、大眾傳播與現代社會、台灣史講座，理學

成長率為百分之一七五。

院：綜合應用化學、自然科學概論、中國科技史，管理學院：藝術欣賞、審計
及稅務問題、會計實務講座、管理問題探討，夜間學院：藝術欣賞、會計實務
講座、公共行政問題研究、企業問題、研究學院：蘇聯專題講座、當代西洋文
學理論，共同科：生涯管理、未來學等講座課程。
⑷本學年度增加教學設備情形：本學年度增購大宗儀器設備計有：
I.耗資新台幣一億元鋪設校園光纖網路及區域網路，加裝IBM3090/15j大型電
腦，並與教育部電腦連線，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使用。
II.增購PC386SX個人電腦八十五套，廿四針印表機二十部，計新台幣3,150,000
元。
III.安裝中心加工機一套新台幣1,1150,000元。
IV.日本三菱電腦公司贈送該校資管系價值三百萬之最新電腦設備，供教學使
用。
V.運用本部補助經費增添複印機一部供各系教學、行政使用，及增添投影機二
部供各系教學使用。
VI.增設教師研究用電腦一部供供該校教師學術研究用。
⑸加強建教合作及接受委託研究計畫：該校分設研究發展中心、建教中心、資訊
中心、學分進修輔導處等單位，就個別特定目標推動建教合作業務，接受國科

2.訓導
⑴鼓勵績優社團多舉辦以「校園倫理」為主之社團活動。舉辦此項活動之社團計
有：實踐學社、商管學會、童子軍團、樸毅工作團、慈幼社、民俗社等。
⑵校長、教務長、訓導長及各班導師與輔導教官，經常利用中午及晚間時刻，分
別邀請學生幹部餐敘，聽取意見，共謀學校之未來發展。
⑶於校園內開闢學生言論廣場「眾生園地」提供學生更多自由表達意見之機會，
加強學生與學校間之溝通管道。
⑷本學年度學藝性社團計舉辦演講、技藝訓練等活動四七三次，康樂性社團計舉
辦一七○次，服務性社團計舉辦一一二次，聯誼性社團計舉辦二○八次，音樂
性社團計舉辦六一次，社團活動甚為活躍。
⑸開設「生涯規劃」、「自我探索」、「同理心」團體輔導，並結合小張老師義
工的學生訓練，舉辦「心理營」與「心理工作坊」，以學術為主，實務演練為
輔，教導全校學生人際溝通技巧，自我壓力調適等知能，以落實大學校園輔導
工作，符合現代學生切身需求，反應良好。舉辦心理輔導專題演講，請學者專
家針對社會變遷中，現代人應有之心理衛生知識主講，本學年度已達三次。
⑹請導師、輔導教官及宿舍輔導人員，隨時將學生之重大動態情形聯繫家長，以
收雙重輔導之效果。

會及公民營機關團體委託，由各教學單位具有專長之學者專家，進行各種高水

⑺由本學年起辦理大一新生統一體檢，受檢學生4577人，檢查結果發現牙齒異

準之研究與規劃，並利用學校新穎之科長儀器設備，使研究計畫得以順利完

常者56.5%，視力異常者23.8%，患B型肝炎者15.6%，為使學生特別重視衛生

成。其中最特出者為資訊中心多年來接受聯招會辦理考生電腦悅卷及分發工

保健隨時利用淡江時報作保健宣導。

作，並做到無缺點境界，其他如建教合作中心之推廣教育、代訓專業人才，均
頗具績效。
⑹國際學術文化交流：
I.本學年姊妹校協定到期，未再續約者一所，為菲律賓聖多瑪士大學，新增姊
妹校則有三所；美國的奧克拉荷馬市大學、英國的桑德蘭科技大學、瑞士王

⑻每學期由該校函邀淡水警察、衛生等單位組成聯合檢查小組，檢查學校附近餐
飲衛生、電動玩具及特種營業場所，以維學生之身心健康（檢查紀錄由治安單
位分函有關單位並刊登報紙）。
3.一般行政：
⑴全校劃分六個安全責任區，每區由校警一人專責，交通安全組員工編成機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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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各種狀況演練，教授專業技能，使校警及機動小組成員，熟練各種突發事件處

⑷改進學生成績考查退學率情形：本部為提昇各校學生品質，自八十學年度第一

理之技巧與要領，遇有緊急事況時，即由巡查或值守校警發出訊號，通知所有

學期起成考核標準提高一般生達二分之一不及格者應予退學，本學期該校退學

校警迅速進入責任區維持安全，同時由總機值班人員，使用專線電話通知管區

人數計：日間部二二三人，夜間部一二七人，共計三五○人。

憲警迅速到場處理，以確保校園和諧安寧。
⑵該校財務行政電腦化，已行之有年，並逐年改進及擴展中，現已採用電腦的作
業計有：預算制度、媒體課稅、教職員薪資、學生收退費之查核等項。現正積

⑸該校圖書館經營良好，電腦化處理系統相當完備，開放時間又長，平均每周開
放九十一小時，又肯編列相當預算採購新書。茲將近一年來圖書成長情形表列
如下：

極開發新財務資訊系統，以期財務作業全部電腦化。
⑶自七十九年一月起，推行辦公室自動化；計有人事命令、校內行文、開會通

圖書成長情形

知、離職手續及公文追蹤等五項業務，一律採用ODPS傳送，不再使用人工作
業。
⑷教職員的聘請進用、敘薪、保險、退休等人事制度，已比照公立學校，逐漸改
善之中。
（十）、八十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⑴日、夜間部師生比：該校有日間部學生計：14585人，師生比為1：23.71。至
於日間部師生一比二十之規定，已依送部改善師資方案計畫辦理，八十一學年

類別

八十學年度預定圖書成長目標

至八十一年二月底館藏

中文圖書（冊）

324,483

328,801

西文圖書（冊）

201,994

202,741

中文期刊（種）

976

976

西文期刊（種）

1,514

1,514

⑹推廣教育辦理情形：知識服務為該校三大重心工作之一。經分設綜合研究發展
中心、建教中心、資訊中心等單位就個別特定目標推動推廣建教業務，接受本
部及公民營機關團體委託辦理。八十學年度共辦理各種班別計二十三種，受社
會之歡迎與肯定。

度將聘專任教師七十位，使專任教師達六八五人，而至八十二學年度，將增聘

⑺該校專任教師在學術研究上之表現，質與量方面均有顯的成長。七十八學年度

六十三位，屆時該校專任教師將有七四八位，符合一比二十之規定，至於夜間

接受校外公民營機構委託研究之案件（以下簡稱一般案）計四十六件，金額計

部師生比之改進方案，尚在研究中。

56,181,593元，國科會補助之研究案件（以下簡稱國科會案）計五十三件，金

⑵八十一學年度經本部核准增設「西洋語文研究所博士班」、「化學工程研究所

額27,934,700元，共計九十九件，總經費為84,116,293元。七十九學年度接受委

碩士班」、「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中國大

託之一般案計五十三件，金額計58,986,595元，國科會案件計七十一件，金額

陸研究所碩士班」等五所，因此該校共有廿三所研究所（八個博士班、廿三個

計41,995,000元，共一二四件，總經費為100,981,595元。又八十學年度自八十

碩士班），全校學生人數：日間部14584人，夜間部7999人，研究所1015人，

年八月一日起統計至今，接受外界委託之研究案件總金額已達67,702,100元

總計23,598人。

整，可預期今年該校教師研究之成果將更為豐碩，未來若能更有效結合校內師

⑶夜間部學制調整後之配合措施：為配合本部修定夜間部設置辦法，致八十學年
度第一學期日夜互選學生人數驟增，尤其夜間部學生修習日間部課程人次，大
增二十二點五倍，該校為配合本部政策夜間部設置辦法改變之修訂：夜間部學
生修業年限比照日間部辦理，修習學分數亦與日間部同，為因應緊急措施開放
夜間部課程自八、九節（下午四時十分至五時五十分）開始上課，並暫時將社
團夜間使用之教室每周二、四兩天收回排課，以疏解困難，教室使用率已達飽

生人力資源，提昇研究人員的參與比率，必能使該校老師之研究能更向前邁
進，達成「教學、研究、服務」相結合之目標。
2.訓導
⑴為倡導校園倫理並落實此項工作，該校特舉辦下列兩項活動：
I.鼓勵女聯會等學生社團利用教師節擴大教師活動，並舉辦送師長「謝師卡」
等活動，蔚成校園敬師風氣（謝師卡每年教師節由學生親自送師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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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由各學院每年共推薦「實踐校園倫理楷模」優秀青年三十名，接受校長表揚
鼓勵（每年青年節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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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II.成立「啟明」「炬光」兩社團，照拂殘障學生，克服心理障礙。

⑵為鼓勵全校教職員工全體參與訓輔工作，該校已訂定「優良導師選拔辦法」一

III.舉辦殘障學生校外自強活動，培養自立自強精神（八十年二月、七月及八十

種，辦理優良導師楷模選拔，並自八十學年度起實施，其人選係由各學院推

一年一月分別舉辦盲用電腦訓練，全國炬光青年自強活動及殘障學生花蓮石

荐，經學校訓育委員會評審決定，以接受表揚。

達山服務隊服務山地同胞，以發揮殘而不廢的精神。共計參加學生二四三

⑶在運用輔導理論方法改為訓導工作之措施方面：該校每年均舉辦全校導師及訓
輔人員工作研討會，聘請專家針對學生「人際關係」、「生涯規劃」、「心理

人）。
3.一般行政：

衛生」等輔導理論作深入之探討以提昇輔導人員之知能。並於八十年十二月辦

⑴該校為完成「使淡大成為一所具有世界學術水準的大學」，指引淡大人繼續朝

理全校心理營及同儕義工輔導訓練營，運用同儕影響力量推行全校心理輔導工

全球性大學的理想邁進，長期以來均以「計畫教育」為藍本，自民國五十五年

作（該項活動計有學生520人次參加）
。

起，便連續制定各期四年計畫，並已先後完成第一、二、三期四年計畫，世學

⑷對「防止青少年犯罪方案」及「安非他命防治」等方面之具體措施：除已在校
內組成「防三害專案」小組外，並由該校訓導處及軍訓教官室會同淡水地區治
安單位，配合校警，成立「防止青少年犯罪防止小組」，隨時檢查該校周圍遊
藝場所，並相互通報，以杜絕不法行為。並利用學校之「淡江時報」廣為宣
傳，以提醒全校同學之注意與警覺。
⑸有關學生社團活動、校際活動、社會服務各項措施：該校表現優異，全校社團

一號計畫。刻正推展自七十九至八十三學年度為期五年之世學二號計畫，其計
畫目標計有九項：
I.持續增加優良師資；以邀聘博士及博士後優良教師來達成此目標。
II.持續推動教學革新：以持續發展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電腦輔助教學、規劃
衛星網路教學、加強外語教學、前瞻性更新共同科課程、鼓勵學生發表研究
成果、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之發展為努力方向。

計二一○個，其中服務及學藝社團表現極為良好。本年度計有：樸毅工作團、

III.改進教學環境：以建立校區資訊網路、強化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系統、推動在

親誠團、基層文化服務隊、童子軍團、炬光社、慈幼社、蘭友會及交通服務隊

職進修教育、因應需要增加系所、強化教學設備、興建總圖書館來達成目

等社團，利用假期參與校外服務地區二十四處，備受社會大眾之歡迎與肯定。

標。

⑹有關該校本學年度在學生活動中心、學生輔導中心、學生宿舍、餐廳及體育衛
生等方面之具體改進事項，計有：
I.該校學生活動中心暫改為學生自治會，內有行政部門之學生會及立法監督部
門之學生議會相互制衡運作，以此提升學生自治能力，現尚在試驗中。
II.學生宿舍計2,523人，祝賀管理制度完善，學生餐廳每月均有膳食輔小組定
時檢查，且每學期聯合淡水地區衛生及治安單位成立聯合小組，檢查本校附
近四十餘家大小餐飲店，並公布等第，作為學生選用之參考。
III.衛生保健組委託專業檢驗單位，擴大大一新生入學體檢，檢查項目計有：X
光檢查、B型肝炎、肝功能、尿蛋白及一般體檢項目，共檢查4611人。
IV.本學年度田徑、籃球、排球、溜冰、網球等場地全面檢修，對體育活動助益
良多。
⑺對在校殘障學生具體輔導措施，具有三項成果：
I.成立教材錄音組、讀報組、並製作大專點字教科書，以加強殘障學生之課業

IV.提昇研究成果之質與量：以增購實用且精良得研究設備、改善研究環境、鼓
勵研究與出版、提昇區域研究水準與成果、善用國際研究資源為策略。
V.擴大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舉辦國際學術會議與學術交流、強化現有國際期刊
之發行、增強兩岸學術交流為努力方向。
VI.擴大建教合作與進修教育：以提昇專案研究成果、加強推廣教育、加強研究
成果移轉、推廣委託研究案等來達成目標。
VII.加強對畢業生升學與就業輔導：加強在校師生與校友之連繫、促進校友對應
屆畢業生之服務、建立校友資訊網等為努力方向。
VIII.增強行政支援：以完成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強化校務管理資訊系統、建立電
腦動化簡報系統為努力目標。
IX.組織評鑑與行政革新：以組織結構與人力資源評估為發展策略。
⑵學校建築之整體規劃，在本年度該校之興建工程進度情形如下：為提昇該校學
術水準，該校分別於七十五年及七十九年制定世學一號、二號計畫，規範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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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發展方針。在學校硬體建設方面均依計畫逐步實施。本學年度計畫興建綜合

作業整套系統，從線上鍵入學生申請資料後，依學生志願印各系審核表，依各

教室大樓，以改善工學院教學及研究環境，並配合未發展，增加上課教室之需

系審定學生名次配合學生志願、電腦自動分發，從印開會資料到放榜，全部電

求，正委託建築師規劃綜合教室大樓之興建，全案擬於八十一年六月開工，八

腦化。

十二年八月底完工啟用。
⑶校園整建及環境每化之情形，本學年度計完成下列六項工程：
I.校內部分高壓線改地下化。
II.部分草皮土壤流失，重新鋪平整平。

⑵增修訂課程，以增加學生自由選修之彈性。注重教學，嚴格淘汰，鼓勵學生發
表研究成果。
⑶舉辦「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文學與
美學學術研討會」、「產業與經濟學術研討會」、「中華民國第一屆企業經營

III.化館前製作坡崁，以防土壤流失，影響路基。

學術研討會」、「第三屆淡江歐洲研究會議」、「亞太戰略研討會」、「中拉經

IV.校園停車場右側環境修砌假山，加以美化。

濟學術研討會」、「台灣與俄羅斯關係研討會」、「一九九二年中南美洲文化

V.校區水泥及卵石路面及排水溝全面修補。

週」等多項學術會議。

VI.校內垃圾箱重新設計造形，以配合環境美化。

⑷善用國際研究資源與台灣學術網路（Tanet）及國際學術網路（Internet）連線

⑷該校近年來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學術地位日益提昇，校園管理亦日趨制度

並於本校三○九電腦系統上增裝高等教育軟體及加強與其他著名資料的流通。

化、民主化，尤其在資訊科技的教學與應用方面，更是遠近馳名，如該校所發

⑸海事博物館為全國首創，特定期開放免費提供學校機關及民眾參觀（自七十九

展的電腦輔助教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等，都是全國數一數二的，足供其他大
學學習與參考。可見該校辦學已逐漸為社會各界所肯定，已向躋身於國際學術
水準的高等學府之林，邁出一大步，其所預達之目標，當指日可待。
⑸該校其他校務行政運作，均能本諸學校主客觀條件及發展需要，並各依據有關
法令認真辦理，積極推動，成效甚佳，茲將一般成果摘述於后：
I.財務及會計制度健全，七十九學年度並已完成會計師查帳，以後年度仍將依
規定委託會計師查核帳目。

年六月開幕至八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止，參觀民眾達273,556人次）。
2.訓導
⑴舉辦全校導師訓輔人員工作研討會，會中聘請專家針對當前學生人際、學習、
生涯等問題，作心理衛生與輔導知能講習，以提高訓輔工作績效。研討會分兩
梯次進行，提供多時段選擇，鼓勵教職員充實輔導知能。
⑵於校園內開闢學生言論廣場「眾生園地」提供學生更多自由表達意見之機會，
加強學生與學校間之溝通管道。

II.教職員工薪津計算標準表中之本俸已完全依照公立學校之架構訂定，學術研

⑶請各系學會隨時調查學校附近租屋資料，提供學生租賃之參考。下學期學期結

究費（專業加給）將逐年調整，至八十二學年度完全與公立學校相同，並已

束前及新生入學前公布（八十一年五月一至五月三十日，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六

按公立學校標準訂定教職員退休辦法。

日至五月二十日分別完成調查）
。

（十一）
、八十一學年第二學期
該次教育部督學之視導報告形式與以前各學年不同，計分三項：⑴學校概況⑵本學
年創新或特色事項⑶現存問題及建議。其中均未涉及教育部之評鑑資料，故從缺。（到
八十四年始恢復）
（十二）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1.教務：
⑴學生線上即時選課，有效控制體育線上選課、共同科熱門選課人數。完成轉系

⑷開設「生涯規劃」、「人際溝通」等團體輔導，並結合小張老師義工的學生訓
練，舉辦「心理營」與「心理工作坊」。以學術為主，實務演練為輔，教導全
校學生人際溝通技巧、自我調適等知能，以落實大學校園輔導工作，符合現代
學生切身需求，反應良好。
⑸本學年度學藝性社團計舉辦演講、技藝等活動二八七次，康樂性社團計舉辦一
二四次，服務性社團計舉辦二六三次，聯誼性社團計舉辦一一四次，音樂性社
團計舉辦二七三次，社團活動甚為活躍。
3.一般行政
⑴規定每學期舉行一次校務會議，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行政會議，必要時得召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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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議，就該校重大議題與一級單位主管溝通協商決議後實施。
⑵強化校務管理資訊系統：
I.開放學生資訊庫。
II.完成第二階段教務工作電腦化；包括學生線上即時選課、轉系作業整套系
統、畢業證書之電腦設計印製、招生試卷之電腦印製、定時轉入最新學生選
課資料至財務系統。
III.出納業務電腦化，且財務管理新系統已正式上線作業。
⑶建築均委託建築師作整體規劃設計，今年度興建之綜合大樓工程，自八十一年
十月開工至今，工程進已完成至屋頂結構R.C工程，預計今年九月完工使用。
計有教室卅四間，CAD教室一間、辦公室八間、研究室一四九間、實驗室六
大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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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董事會應予協助解決。
3.校地及校舍面積均感不足，不宜再擴增學生人數。
4.學校之發展特色目前仍然不是十分明確。
（二）八十一至八十四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訪視報告綜合建議
（82.1.15.特刊）

1.該校之發展計畫以「世學計畫」為基礎，本次之修正，重視整體發展之目標與策
略，計畫中明列十大目標與四十一項策略，計畫之可行性較為提高，惟對計畫執
行之管制考核應繼續再加強。
2.學生人數已超過二萬四千人，為目前國內大學中規模最龐大的學校。單位學生校
地面積（不含夜間部學生）一二、七一平方公尺，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七、五

⑷雙軌稽核組織，除會計處設稽核組負責平日收支事項稽核外，並設有超然獨立

四平方公尺、單位學生宿舍床位數（含夜間部學生）¢、一四，均有不足。學校

的經費稽核委員會，負責內部財務稽核，另外，並定期聘請外界會計師查核。

將控制學生人數成長，增加研究生而減少大學部學生，總人數不再增加，方向值

三、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訪視及審查結果

得肯定。目前學校亦積極尋找新的校地，以紓解空間不足壓力，步調上宜再加
速。

該項評鑑係教育部有鑒於私立大學對國家社會之貢獻，但一直缺乏一整體性的獎助

3.生師比較為偏高，學校未來幾年已計畫大量增聘師資，值得嘉許。目前專任師資

辦法，於七十八年度對私立大學校院辦理「特色系所之獎助」，至七十九學年度再擴大

中，副教授以上佔百分之六十，專任講師以上師資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五十

為「私立大學校院四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獎助」至八十學年度，進而由教育部邀請部

五，兩者均為老學校中比例最高者，可見該校高學位師資之政策已有相當好的成

分國立大學教務長及教授組成訪視小組，到各校實地訪視座談，一方面針對計畫之內涵

果。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八十學年度獲國科會獎助之比例達！、一八，表現相當不

及其可行性加以評估，另一方面，則追蹤各校計畫之執行成效，並公布結果，引起社會

錯。唯目前助教所佔比例仍然頗高。

極大之關注。遂於八十一學年度將訪視小組之成員擴大，除了包括上學年度之成員外，

4.該校對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一向非常重視，成果亦很顯著，對於學校財產亦有相

並增加所有私立大學教務長，以分組方式，交叉訪視，藉此以收相互觀摩學習之成效。

當大的幫助，惟宜設法提高其學術性層次，以使對教學及研究品質的提升能有正

八十五學年度起又有重大變革，即以三年為一個審查周期，第一年赴校訪視，第二、三

面的助益。

年依第一年審查結果及學校執行情形據以評核。則八十五至八十七學年度為一周期。茲

5.該校在資訊方面有不錯的基礎，教學方面推廣電腦輔助教學及重視教育品質的管

將自八十一學年度教育部公布之歷年訪視及評鑑結果，依教育部「高教簡訊」之刊布者

制，行政服務方面重視行政電腦化，均見特色。圖書管理及圖書館之服務有相當

臚列於下：

好的效率。

（一）八十一年度審查結果（81.1.10.期）
1.師資及學生數比例過低（尤其是夜間部學生人數太多）。計畫中每年均有增加學
生計畫，唯專任老師不夠，以兼任老師充當，教學品質難以求好。
2.財務分析仍有缺點：收入部分缺乏列入建教合作及募款之部分；支出部分，土地
建築經費計畫。另圖儀經費每年編列過少，每年利息負擔過重（約億元），影響

6.整體而言，該校過去在學術上有相當好的基礎，但由於學生人數的過於龐大，資
源相對較為不足，使學校發展遭遇較多的困難。未來雖然學生人數不再增加，但
在各項軟、硬體設施之充實，仍需要更為積極，研究所之增設也需做更審慎之評
估。如果在既有基礎上，應可有良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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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十二至八十五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度審查結果（83.3.18.48期）
中程計畫之規劃與執行均尚稱平實，推廣服務之成效極優，教學部分亦有不
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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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淡江大學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作為學校發展之長期目標，並以此為依據，
擬訂各項時程之發展計畫，這些計畫的階段性和整體性配合均甚妥善，其重要者
如海外研習、核心課程、國際合作等，不但卓有績效，而且確立了淡江的獨特風
格。

自訂發展權重：

2.校務行政情況良好，各項行政管理作業已大部分自動化。

教學：百分之七十

3.財務狀況尚穩定，自籌經費可再增強。

研究：百分之二十

4.師資結構已有大幅改善，對學術水準提升應可有相當助益。

推廣服務：百分之十
1.該校對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極為重視，規劃整體之發展目標與策略，設立「教育
品質管制委員會」針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施行，加以控制與評估，值得嘉許，
惟應繼續加強。
2.該校學生人數規模過於龐大，受限於校地，校舍空間不足，控制學生人數之成
長，而調整大學部與研究生人數結構，藉以紓緩空間不足之壓力，並提升研究水
準，努力應可肯定。唯在研究所擴充之同時，其所需資源也相對提高，在各項
軟、硬體設施之配合，宜再慎重評估，並減緩成長的速度。
3.八十一學年度在師資的充實上，成效顯著，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人數增加了八十三
人，使得生師比結構有所改善，值得肯定。但在師資結構上，以講師所增加的比
例偏高，宜加以重視，同時對後續師資充實之規劃也應有更積極的作為。
4.校地、校舍空間不足是學校發展最大的限制，學校已組成專案小組，負責推動校

（五）八十五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結果（86.1.10.70期）
1.以樸實剛毅為創校理念，並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主軸，責成各單位
規劃架構，落實於教學、研究、服務等各項功能，有助於整合資源、提升教學、
研究品質，達成「立足台灣、胸懷世界、放眼天下」之全球性大學目標。惟各種
具體落實措施宜繼續加強，以更增成效。
2.計畫之執行由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依據各單位中程發展計畫嚴格控制執行時效與
品質，並建構「決策支援評估系統」以為成效之追蹤考核，堪稱適當，惟應增總
績效評估。
3.發展策略上，不再增加大學部學生數，而酌量增加推廣教育及學分班，方向正
確。惟夜間部轉型為第二部後，師資宜相對成長；台北校區增設二年制技術學
系，宜審慎規劃其空間、教學實驗等安排，以確保教學品質。

地擴充工作，但在現階段對校舍建築以及學生宿舍之擴建，宜有更積極的規劃。

4.系所成長規劃，能結合辦學理念、社會需求及時代脈動，架構大致完備。有明確

5.校務行政電腦化及校園網路之建立，該校極為重視，亦有明顯成效，對於教學及

之經費支援策略充實之。部分學生數眾多之學院、系宜在規劃時特別予以關注。

行政效率的提升助益甚大，由於資源有限，為突顯學校之特色，頗能把握原則，

5.專任師資之質（博士比）與量（師生比）於綜合大學中頗佳，唯助教人數仍偏

將資源做最經濟有效之運用，並發展重點，值得肯定。

高，計畫中已有調整策略，宜加以落實。

6.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辦理成效良好，在學校整體財務結構中亦扮演極重要的角

6.各學系之教學設備良好，教師學經歷俱優，有助提升教學效果。且學校積極推動

色。募款工作目前也已積極推動，如能持續以恆，當對學校財務提供更積極的幫

核心課程及未來學研究、發展電腦輔導教學、健全教育學程制度，並辦理優良教

助。

師遴選及教學評鑑等提升教學品質工作。

（四）八十三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結果（84.2.10.47期）

7.訂有「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及「研究教授設置與獎勵規則」，鼓勵教師
從事研究並獎勵在研究上有傑出成就之教師；積極推動建教合作、兩岸及國際學

自定發展權重：

術交流活動，成果優良。惟學校教師人才頗充沛，學術研究及建教合作之質與量

教學：百分之六十五

仍可再加強，以提高國際之知名度。

研究：百分之二十
推廣服務：百分之十五

8.推廣教育成果優良。夜間部轉型為大學第二部後，台北校區可積極辦理推廣教育
及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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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學資源漸充實，行政人力充沛，財務結構建全，制度建立完善，行政電腦化成
功，各種會議運作順暢。惟校地飽和，校舍無法大量擴建，形成發展瓶頸，未來
宜積極開發第三校區。
10.圖書館每年派員出國進修，值得讚許。新建圖書館設備及規劃俱優，宜重視資訊
流通並鼓勵師生多加使用，甚或開放地方人士使用，以服務社區。
（六）八十五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審查總結意見
（87.5.10.86期）

1.師資結構佳，落實「教師駐系時間」，舉辦「教師教學工作坊」，建置「多媒體
教學設備」，推展「國際化教學目標」等，以及多元化的學生輔導措施，對提升
教學品質與成果皆有很大助益；惟教師平均授課時數偏高，可適度增聘師資。
2.以國際化、未來化、資訊化為大方向，規劃全校「核心課程方案」，並有組織的
推動跨學門整合、課程規劃、審議等工作，非常有特色，惟其實施過程必須落
實，並定期加以評估檢討。
3.學生人數為全國之冠，但單位學生床位數卻是八所綜合大學之末，顯示學生住宿
問題應予重視。
4.實施「國際新知通告服務」有助於取得與先進國家同步的學術訊息，且校園學術
資訊網路完整，對師生從事研究與學習有很大助益，值得讚許與肯定。惟學術研
究的質與量仍可再加強，以提高國際之知名度。
5.兩岸及國際學術交流積極，宜持續推動。
6.推廣教育成果豐碩，值得肯定與繼續開展；惟對於開班之性質與種類宜建立其特
色，並注意「學分班」之品質問題。
7.各項會議運作順暢，推動校務行政電腦化及提升行政績效的措施皆頗具成效，值
得肯定；惟台北及淡水校區校地飽和，第三校區之開發宜更積極。
8.設有「大學發展事務處」、「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國際交流委員會」等單
位或組織，對學校行政運作會有很大助益，值得肯定；惟應考量這些新組織與其
他單位在任務上的分工與協調。
9.圖書館設備及規劃均佳，除教師與學生使用外，應可加強開放地方人士使用，以
發揮社區服務功能。
10.對於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使用，訂有明確的預算規劃、分配、支用、管控與稽之
程序，作為優先順序及財務分配之依據，制度健全，能充分發揮經費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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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六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審查總結意見
（88.2.1.95期）

1.專任教師仍需持續增聘以減少專任教師的教學負擔。
2.大量學生住在校外，其住宿安全問題、飲食衛生問題，學校已有重視，未來宜持
續加強。
3.核心課程規劃具有特色，惟為提升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功能，課程委員除了校內教
師外，宜邀請校外產、官、學專家參與，以增進各學門領域課程規劃之特色，但
教員（資深）人數和學生人數仍尚未達成合適比例，對課程規劃之效益當有影
響。
4.增聘教師五四位，舉辦教師教學研討會，教學工作坊，鼓勵教師採多媒體教學，
進行教學評鑑，提升教學品質。
5.舉辦初任導師座談會，編印學生意外事故實例供導師參考，舉行全校導師知能研
習會，提升導師輔導技能。
6.重視學生參加社團活動，發給社團護照予以證明；推動學生心靈成長系列活動，
輔導畢業生就業，表現優異。
7.推動兩岸學術交流之努力值得肯定，惟應展現實質之成效。
8.研究環境和設備不斷提升；研究獎勵制度漸臻完善，惟應積極激勵教師研究水準
朝向國際水準發展。
9.專題計畫研究申請案件數及總經費皆有明顯增加。
10.學校有相當多的辦法鼓勵老師研究，值得肯定。對老師超兼鐘點的設限也有加強
之趨勢，對老師研究之推動當有助益。
11.學校開始推動整合型跨領域之研究，如設立研究中心等，值得肯定。但是，學校
應有配合鼓勵整合研究之措施。
12.推廣服務成績值得肯定，惟質與量仍可再加強。
13.校內老師積極、熱心參與地區活動、環境評估、社區規劃等，並協助地區中、小
學之各種活動，表現甚佳。
14.推動學務行政電腦化值得肯定。第三校區已奉教育部核准籌設，以彌補現有空間
之不足。
15.全校整體性計畫由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規劃，各單位執行，並由教品會定期追
蹤、檢討、改進。
16.獎勵補助經費使用情況良好，且能配合評鑑委員之各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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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本校師生比之未能達到一比二十，一直提出意見，則顯然專任教師之增聘仍有

四、結論與分析

待持續加強。
2.對本校仍有若干教師未能依教育部規定提出資格送審應設法改進。

自民六十四年迄今，教育部對本校之評鑑，略可分為三項；一、重點系所評鑑，
二、教育部督學視導評鑑，三、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評鑑。現分別就其評鑑結果試作評比

3.教育部原對本校校園不設圍牆之安全顧慮，提出質疑，但經本校提出說明後，

分析。以為未來本校發展之借鏡。

「不設圍牆」不但不是缺點，反而成為本校之特色及精神象徵。
4.幾年來教育部對本校之學生宿舍之不敷使用，亦曾提出若干次意見，顯示本校也

一、重點系所評鑑：係針對理學院特定之三系所，不分公私立大學之建制，物理組

應提出具體說明讓教育部瞭解本校的發展重點及階段性的重要性。

共十四所院校，數學組共十八所院校，化學組共十七所院校參與，作統合性評比。在此

5.基本上任何學校都有優缺點，我們不必去掩飾缺點，但我們必須勇於對缺點提出

次評比中，本校與台大、清大兩所大學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基本上我校的優點是：

一套完整的改進計畫，這是教育部所肯定的態度。

（一）優良部分：數學系之師資、圖書、研究工作、一般教學及研究環境。
（二）次之部分：物理系之教學設備、一般設備（以教學實驗室、教師辦公室等
言）、化學系之師資（以專任教師人數、學資歷及研究能力言）、設備中之圖
書、儀器。

三、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該項評鑑之總結意見亦分別以肯定部分與意見部分臚列於
下：
（一）肯定部分：

所以該次評鑑之所以能突出，在三系中應該以數學系之成效最佳，就項目言；本

1.基本上對本校「樸實剛毅」的創校理念，「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發展主

校當時受肯定者實為教學設備及圖書，師資次之，在研究工作上除數學系外，其

軸，並落實於教學、研究、服務等各項功能，整合資源、提升教學、研究品質，

他二系均有待加強；基本上化學及物理二系之精密儀器設備價值昂貴而更新性也

達成「立足台灣、胸懷世界、放眼天下」之全球性大學目標，持肯定態度。

高，學校既然有此投資魄力，其成績可待，在比較上軟體的努力尚待加強。

2.對本校之校園整體規劃，尤其圖書館之設備十分贊賞。

二、教育部之督學視導評鑑：該項評鑑係教育部之督學例行性蒞校訪視，除審查資

3.讚許本校對推動海外研習、核心課程、國際合作等，不但卓有績效，而且確立了

料外即為意見交換，在該項評鑑中，歸納教育部對本校之肯定與意見如下：
（一）肯定部分：

淡江的獨特風格。
4.本校對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極為重視，規劃整體之發展目標與策略，設立「教育

1.肯定本校經營者的辦學目標極具遠見，以成為「世界學術水準的大學」為理想，

品質管制委員會」針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施行，加以控制與評估，頗為嘉許。

且有具體長期的的「計畫教育」規劃藍圖，自民國五十五年以來，便連續制定各

5.對本校校務行政電腦化及校園網路之建立之有明顯成效，並對教學及行政效率的

期「四年發展計畫」、為期五年之「世學一號計畫」、「世學二號計畫」、「中程

提升助益甚大，由於資源有限，為突顯學校之特色，頗能把握原則，將資源做最

校務發展計畫」等等，對本校未來發展均訂有詳細目標及執行策略與方案。（見

經濟有效之運用，並發展重點，亦獲肯定。

八十年視導意見）
2.肯定本校在國際化、資訊化上的各項工作成就，在國際化上：如姊妹校之締結、
國際學術會議之召開，在資訊化上：如善用國際研究資源之台灣學術網路
（Tanet）和國際學術網路（Internet）、圖書館系統、教務系統、會計系統之全盤
資訊化。
3.肯定本校的建築之整體規劃及環境之美化之成效。

6.對本校在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辦理成效良好，在學校整體財務結構中亦扮演極重
要的角色。募款工作目前也已積極推動，如能持續以恆，當對學校財務提供更積
極的幫助。
7.對本校實施「國際新知通告服務」有助於取得與先進國家同步的學術訊息，且校
園學術資訊網路完整，對師生從事研究與學習有很大助益，頗為讚許與肯定。
8.對各學系之教學設備良好，教師學經歷俱優，有助提升教學效果。且學校積極推

4.對本校學校與師生間溝通管道的暢通表示肯定。

動核心課程及未來學研究、發展電腦輔導教學、健全教育學程制度，並辦理優良

5.對某些合乎教育理念之措施均給予肯定。

教師遴選及教學評鑑等提升教學品質工作，表示肯定。

（二）意見部分：

9.對本校訂有「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及「研究教授設置與獎勵規則」，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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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教師從事研究並獎勵在研究上有傑出成就之教師，積極推動建教合作、兩岸及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肯定成果之優良。
10.本校對於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使用，訂有明確的預算規劃、分配、支用、管控與
稽核之程序，作為優先順序及財務分配之依據，制度健全，認為能充分發揮經費
使用效益。
（二）意見部分：
1.以為本校學生人數規模過於龐大，受限於校地，校舍空間不足，控制學生人數之
成長，而調整大學部與研究生之人數結構，藉以紓緩空間不足之壓力，並提升研
究水準，努力應可肯定。唯在研究所擴充之同時，其所需資源也相對提高，在各
項軟、硬體設施之配合，宜再慎重評估，並減緩成長的速度。
2.對本校目前校地、校舍空間不足是學校發展最大的限制，雖學校已組成專案小
組，負責積極推動蘭陽校園，但現階段對校舍建築以及學生宿舍之擴建，宜有更
積極的規劃。
3.在評鑑報告中較少提及本校學術研究之成果，唯於八十六學年度審查報告中有四
項提及與研究相關之資料均含期勉之語氣。現錄於下：
⑴研究環境和設備不斷提升；研究獎勵制度漸臻完善，惟應積極激勵教師研究水
準朝向國際水準發展。
⑵專題計畫研究申請案件數及總經費皆有明顯增加。
⑶學校有相當多的辦法鼓勵老師研究，值得肯定。對老師超兼鐘點的設限也有加
強之趨勢，對老師研究之推動當有助益。
⑷學校開始推動整合型跨領域之研究，但設立研究中心等，值得肯定。但是，學
校應有配合鼓勵整合研究之措施。
顯現本校在學研究上，評鑑小組對我們仍有更深的期許，若就評鑑分項看；若干
年來本校之「研究」一項一直屈居第二，亦正顯示我們仍有待努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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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遠景的實施

第一節 跨世紀的發展指導小組的成立
張創辦人建邦先生為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淡江大學預作規劃，引據未來學的理論
家Wendell Bell 1997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在「未來學雜誌」
（THE FUTURIST）上發表的一
篇文章「未來學研究的目的」（The Purposes of Futures Studies）中提到：「未來學的主
要課題，不是預測未來，而是發現一些可能的、可行的或較喜愛的未來，讓人們能夠去
掌握並決定自己的生活。」於是提出成立「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的構想。並發表「本
校的未來跨世紀發展藍圖」一文，其中提到：
淡江大學即將面臨二十一世紀，也就顯得格外重要。我們的未來不是夢，不
是虛擬，而是我們必須站在現在去面對未來的生活。事實上我們也有責任帶領十二
餘萬的淡江校友、兩萬五千的在學青年、兩千餘位共同為理念奮發的教職員同仁，
指出一條，明天我們要走的路。
在學校的許許多多公開場所中，張先生也曾一再明白的說：二十一世紀開始，我們
淡江大學將有三個校園：分別是以研究為主的淡水校園，以服務社會為主的台北校園以
及以教學為主的蘭陽校園。我們這樣的規劃是有其各項考慮因素的：包括校園的地區環
境與發展性，校園學術與地方經建發展的互動性，過去校園硬體建設的再造性以及傳統
文化承襲下的可塑性等等。基本上，淡水校園在土地的擴充上已經遇到了瓶頸，而學術
研究軟、硬體的投資也已經具有相當厚實的程度和規模，在既有成就為基礎上，要再上
一層樓，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而台北校園位於政治、財經的樞紐，當然在社會服務的
資源互動上有許多的便捷之處。至於蘭陽校園是一座佔地四十餘頃的尚未開發的處女
地，未來發展的可塑性很大，所以當剛起步時，是應該朝著穩健方向發展，發展的前
期，他會是一個具體而微，小規模的獨立學院，讓所有的學生均能住宿在學校中，儼然
像是一個家庭式的教學中心。以培養新世紀之人才為主，以效法牛津（Oxford）、劍橋
（Cambridge）為師，以培養心靈智慧為目標。
相信在這樣的規劃下，三個校園也會產生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形成同中有異的文
化模式，相同的當然是經過半個世紀以來蘊育而成的以「樸實剛毅」為體，「國際化、
資訊化、未來化」為用的傳統文化，而相異之處則是三處校園又復能在研究、教學以及
社會服務的大學三項功能上，繼而成為台灣學術界的翹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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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二要用高待遇多聘講座教授、特約教授，使「外來的和尚多念經」，提昇教
學；第三，在國際交流上要更努力，在公元兩千年八個學院至少應各主辦一次高水

八十七學年度十二月七日成立了「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擬訂本校各項發展政

準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應有院士及具學術地位之人士參加；至於全校性科際整合的

策，帶領全體教職員工生一同迎向二十一世紀。由董事會主導的此項計劃，是由張姜文

會議則由學校籌劃；第四，除現有淡江講座應賡續約聘外，公元兩千年應辦「跨世

錙董事長指示，經全體董事一致贊同，於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發函成立該指導小組，

紀淡江講座」
，將邀請十名諾貝爾獎得主蒞校主講。

該小組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擔任召集人，校長張紘炬擔任副召集人，副校長張家宜及馮
朝剛擔任委員兼執行督導。另有卅位委員，由各教學及行政一級單位主管及淡江時報社
長出任。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及西元兩千年剛好是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成立此一跨世紀
發展指導小組有其特殊意義。這表示對於加速變遷的教育政策，及未來大學更具競爭力
的情況下，本校將可迅速作出因應對策，即時解決困難，達成圓滿任務。
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表示，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即將來臨，正好在跨世紀的西元兩
千年，所代表的意義更是重大，如何藉此提昇本校形象，提昇本校競爭力，各項因應之
道，皆可經此小組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執行具體工作。
該小組第一次會議在十二月十八日召開，由召集人張建邦主持，共同商討未來方向
及具體因應步驟。卅位委員為：周新民、徐錠基、葛渙昭、洪欽仁、王曾才、薛文發、
祝錫智、邱忠榮、陳淼勝、林森鈴、李本京、蔡信夫、莊武仁、黃德壽、曹仲立、盧慶
塘、黃鴻珠、宛同、王美蘭、陳敏男、施國肱、李德昭、林光男、周家鵬、陳敦禮、莊
淇銘、汪于渝、王曼莎、鄭麗敏、羅卓君。

第二節 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一次會議
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在創辦人張建邦博士的召集
下，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商討邁向二十一世紀本校發展方向及原則，與會委員提供了很
多寶貴意見，將在彙整後制定成「淡江發展的白皮書」，作為提昇本校競爭力的依據，
以期在新的世紀再創高峰。
創辦人在會議中表示，公元2000年正值本校創校五十週年，因此第一項具體工
作，即是請校長組成五十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負責實際分工，八十九年三月後應展開
實際執行工作。
張創辦人並明白表示，本校既定政策（三個校園的發展方向）、三化目標，及三項
管理模式，也具體提出慶祝五十週年校慶的構想。他說：
在教學上，第一要採多媒體教學，教授們多多製作軟體教材，一一整編出

張建邦先生亦非常重視學生的獎助，要招收優秀的博士班學生，至少給予其助教級
待遇，使其安心向學，他希望大發處募款組在未來兩年要達成一億元目標，捐款的使用
以博士班為優先。張創辦人除寄望教授們多出版教科書，更希望各系、所應慎重研究能
出一部像樣的叢書，以彰顯本校研究與教學成果；他更希望綜研中心、各學院的研究中
心能提出大型建教合作計劃，一方面爭取獎助，一方面則為向國家、社會提供研究成
果。
指導小組會議中，並聽取校長張紘炬的「大學評鑑趨勢」報告、曾振遠教授「劍橋
大學考察報告」、圖書館長黃鴻珠「北京大學一百週年校慶典禮的見聞」、資訊中心主
任施國肱「資訊化近程方向」等四個專題報告，而後就
1. 本校跨世紀發展方向與具體措施。
2. .本校形象塑造與競爭力提昇的政策與步驟。
3. .本校創校五十週年擴大慶祝活動的安排。
等三個主題進行討論。

第三節 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二次會議
「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的第二次會議，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召開。張創辦人
建邦博士及張校長紘炬博士針對本校未來發展，均再次指出許多明確的方針。他並希望
在明年夏天之前，指導小組能完成任務。張創辦人在致辭中指出：
隨著資訊科技飛躍進展和國內教育鬆綁的衝擊，跨入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
紀，我們將遭遇嚴峻的挑戰。面對競爭激烈的新情勢，淡江同仁如何因應變化以迎
接新潮流。
他並提出提出數項精闢的見解；尤其在近年來教育部「鬆綁」大學的設立與升格
後，忽略了改制應該具備的相對條件。所以在許多學校匆匆趕搭教改列車改制之際，背
後存在不少值得深慮的問題。在如何認清目標 創造競爭優勢上張創辦人提出了他的看
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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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教育雖然鬆綁，但學校有沒有必要升格？取決於董事會及教職員

和手上的資源來決定自己安置的地位。因為學校的成就靠點滴耕耘，長久累積，非

的共識，決策過程一定要審慎周全，如未體察主客觀條件及可能面臨的挑戰，一窩

一蹴可及。我們要成為東方的哈佛至少要經半世紀或百年追趕，誠非易事。就眼前

蜂追求升格，不一定是上策。有些大學因為升格失去原有特質，變成一所沒有特色

而言，我們想和台大或清華競爭，要趕上他們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論文篇數，

的大學，這在吸引學生和追求學校進步發展的路上將備感吃力，我想這些升格後遺

至少也要花二、三十年的時間，並且要投入大量資源。這點我們要有自知之明，瞭

症以後將紛紛出現，有些學校必然為升格付出代價。所以我覺得比升格更重要的問

解差距存在，但不氣餒，加倍努力找到定位，假以時日，一樣可以創造自己的競爭

題，是每個學校先要認清自己的教育目標，擬定正確政策，掌握大方向，才能事半

優勢。

功倍。

至於在如何培養研究所學生方面，張創辦人提出了「加強語文教育」、「重視科際

為面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變革，會議中張先生還介紹兩本書供同仁參考。一本是前加

整合」、「培養歷史眼光」、「正確展望未來」、「建立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嚴格執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校長Clark Kerr 一九六三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發表「大

行論文口試」、「注重實務運用」、「積極資訊化」、「加速國際化腳步」、「培養教書

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書，張先生曾譯成中文供同仁參閱，現在已

能力」等十項方針。

發行第四版，另一本是哈佛教授David Riesman 的著作「教育革命」（The Academic
Revolution），書中指出所有學校的進展都呈「蛇行狀態」（snakelike procession），大家
爭相升格，正是目前台灣的現況。美國遠在一九六○年就發生這個問題，卅多年後我們
也遭遇相同的狀況。他繼而說：

在學校聲望與影響學生入學的主題上，張創辦人也提出了看法。他說：
有關College Rankings and Faculty Publications（James C. Baughman and Robert
N. Goldman）。這篇調查資料的文章，提出教授出版與學校的聲望影響學生入學意
願。文中一開始談到布朗大學，這是美國一所很好的學府，以一九九七年為例，教

值此變動的年代，我們要認清「目標的危機」，因為辦學校的宗旨要考慮來自

授發表一七九七篇論文，平均一百位老師出版三二四篇的高比率。相對的，一九九

外在的壓力，非可全由自我擬定。如現在流行評鑑，各校無不重視排名先後，因名

五年宣佈關門的Upsala College，前十年教授發表論文總計只有35篇，學校雖然採

次高低對學校聲譽影響至鉅，所以大家戰戰兢兢，唯恐落在人後。站在學校發展的

取多種獎勵學生入學辦法，包括學費打折等等，依舊沒有效果，終於被淘汰。台灣

立場，這種來自外界的壓力比內部重要。因攸關形象和學生的招收，但儘管如此，

大專院校最近遽增，未來各校勢必競爭激烈，美國的情形可作我們殷鑑。

學校內部還是要有自己的目標。長期以來，大學一直在演變，淡江五十年來的教學

最後他更以要重視顧客的需求為期許，除了學生之外，各單位服務的對象都可視為

研究，教授群對研究的課題不只忠於學校，也忠於自己的系所，兩者兼顧。最近卡

顧客。如系所是品管會的顧客，師生是圖書館的顧客，學生是學校的顧客。我們要知道

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的調查報告指出，美國教授群的研究對學校的

顧客在哪裡？他們的要求和期望是什麼？如何滿足其需求？用心提供最好的服務，以達

忠誠度最近有明顯上升趨勢。從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二十九躍升至百

成雙贏的目標。

分之四十，增幅頗大。相對於系所的忠誠度，則多年來均維持百分之七十幾的比
例。而難得的是，不管公立或私立學校他們一概自稱家庭，如同我們談淡江是個大
家庭。在一般觀念，往往認為「小」才是家庭，其實這是不對的。重要的是學校成
員間擁有共同的願景，同心協力，雖人數眾多，也可以營造家的氣氛，讓大家生活
在團結和樂的環境裡。欣見美國校園這種風氣復甦，更希望淡江人永遠視校如家，
五虎崗是生命中我們共同美好的記憶。
從多元的角度觀察，淡江要定位在哪裡時？張先生看法是：
首先要腳踏實地，認清自我，不好高騖遠，因為我們只能以淡江現有的聲望

在這次會議中張校長紘炬則以「歲月和傳統無法鑄造著名大學」為題以勉勵同仁落
實具體的績效。

第四節 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三次會議
第三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會議，於八十九年元月七日舉行。張先生以「攜手
跨世紀，建設新淡江」為題，他說：
讓我們聚集一堂來回顧淡江半個世紀來成長的軌跡，也給大家一個腦力激盪
的機會，以便集思廣益產生共識，共同來探索淡江二十一世紀所應走的方向，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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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S型曲線在哪裡？以及如何來努力建設淡江為二十一世紀的「學術重鎮」
。
此次會議的主題是賡續第一、二次會議的結論與共識再作強調。為了建設淡江為二
十一世紀的「學術重鎮」
，進而提出「淡江大學新世紀六大努力方向」。

一、課程革新
為了讓我們的學生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充分具備應付挑戰的能力，各院系所開
授之課程，應能推陳佈新，合乎時代的要求。我自一九九三年起就要求學校推動核心課
程的開發，目的是期望我們培養的學生，除了精通其專業科目外，同時也兼具人文與自
然科學的素養。至一九九六年已經開發了十一門核心課程，本人親自督導開發的「三大
革命和時空宇宙」於今年列入核心課程全校必修學分。縱觀本校課程的開設，多已融入
「國際化」
、「資訊化」和「未來化」的三化精神，我們只要掌握世界的脈動，走在時代
的前端，不斷的革新，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將會是優秀的世界公民。

二、人事革新
淡江自英專時代幾十位學生，十數位教職員發展至今已經有二萬六千多學生，專兼
任教職員工二千一百人。因此淡江大學已經是一個大家庭，其在管理上需有健全的人事
規章制度，才能維持學校的和諧與平衡發展。在師資的介聘方面，我一直要求採高學位
政策，依照教育部訂定的標準，本校的師生比為二十比一，預計三年內本校日間部的師
生比可達十八比一，高於教育部所訂定的標準。為了達成淡水校園成為以「研究」為導
向的校區，各系所應儘量敦聘大師級獲具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潛力的學者來校任教，以增
進論文的出版和博士的生產量，才能早日促使淡江晉升到D1而進入研究大學之林。為
了達到「國際化」，促使學術交流，我認為我們應採「遠交近不攻」策略，加強姐妹校
之實質交流活動，大量邀請國外學者來校訪問、教學或研究，以提昇本校國際聲望。
Burton R. Clark 在其"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一書中提到我們從可控制的資源
中用來邀請外國的訪問學者來校任教或演講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一流的學者願意到一
流的學校去訪問、研究和教學，雙方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
例，每年除了正式敦聘百位以上的訪問或講學的外國學者來校授課，另外三十至四十位
專事研究外，到該校訪問或講學的外國學者，在外籍學者室登記有案的有一千三百人以
上，可見其國際學術交流盛況之一斑。據本校國教處之調查自去年八月至今年八月到本
校訪問、講學、研究或出席會議的外籍學者總計七百十九人，我希望淡江在進入二十一
世紀後，每年至少應邀請一千位以上外國學者來校訪問、講學，真正落實學術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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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國際聲望提昇了，自然在國內也就水漲船高了。

三、加強募款
本校奉教育部八十二年（1993年）二月二十日台（八二）高字第五八七七二號函
指示積極展開募款準備工作。本校先於六月經校務會議通過成立「淡江大學募款委員
會」，開始進行募款工作，至1995年更正式成立大學發展事務處，下設募款推動組，承
辦募款委員會業務，七年來至1999年十二月十五日止以達到我的要求募到了壹億零陸
拾餘萬元，這是校長和全體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大學發展事務處、會計室、出納組的
辛勞值得嘉獎。
壹億元雖然不少，但我看會計室統計募款的運用上僅參千貳百餘萬元，換句話說，
七年來零星募來的捐款，加上學校的百分之二十的獎勵金並沒有充分妥善的運用，有的
單位甚至自募來以後，讓捐款在銀行裡睡覺生息，從來沒有任何支出，這實在是有負捐
款人之初衷，因此我期望自兩千年開始，我們各院系所不只是要有計劃的加強募款的活
動，更要有計劃的去運用捐款。如前面所說可邀請大師級學者、專家來校講學，設立優
厚講學金以招收資優博士生來校就讀，補助教師研究出版，出席國際會議等。原則上壹
千萬元以上之捐款可設定基金，以利息支付系所各項計劃費用。壹千萬元以下則應以捐
款人指定用途或以專案計劃來消化該捐款，使其真正發揮協助系所發展之功用。

四、軟體革新
本校「資訊化」推動多年，成果豐碩。「資訊中心」扮演了很重要後勤支援單位的
角色，支援全校各單位進行行政自動化，以及各教師進行教學研究環境網路化。自一九
九○年開始建立校園網路，陸續將台北校園及淡水校園各館、各單位以網路相連結，佈
置網路接續點計5,700餘點，另外，建置100線撥接線路及ADSL寬頻固網服務校外住宿
同學。對外連線方面，則提供了45 Mbps之T3線路連接台灣學術網路，以及1.5 Mbps之
T1線路連接國外網際網路。
在此校園網路上運作的軟體資訊系統，依其性質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校園資
訊服務系統，如「教職員電子郵遞服務系統」、「學生帳號服務系統」、「合法軟體伺
服站系統」、「BBS電子佈告欄系統」、「FTP檔案傳輸服務系統」以及「WWW網頁資
訊系統」等，其中「教職員電子郵遞服務系統」以及「學生帳號服務系統」提供全體教
職員生每人一個網路帳號，「WWW網頁資訊系統」則放置了各單位的業務資訊。本校
所有教職員生透過校園網路，隨時隨地可以方便的取得所需的校園資訊，並與各單位間
維繫互動的關係。第二大類是校務資訊服務系統，如「教務管理資訊系統」、「人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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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重鎮」，揚名國際，這是我對淡江大學的期望。

以及「辦公室自動化系統」等。這幾年來，資訊中心全力投入於發展校園資訊服務系

第五節 蘭陽校園

統，以即將校務資訊服務系統網路化與辦公室自動化，成效卓著。
現已進入公元兩千年，Y2K所可能帶來的問題，資訊中心及各單位主管都應多寄予

張建邦博士對故鄉具深厚感情；長期以來一直期望以他的教育專業對故鄉有所貢

關切和配合，做好防範工作。同時，本校汰換電腦主機，所有軟體系統都應配合做好測

獻，地方人士也能體認提昇地方文化素質與繁榮，莫如教育。七十八年在鄉親與社會人

試工作，以利新世紀來臨本校的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其他有關本校教職員的在職訓練和

士的懇請下，獲得礁溪鄉公所提供環境優美的林美山為設校基地，並於七十八年十月廿

資訊教育，多媒體教法，教材製作的教學工作坊之舉辦都應不斷加強。使我們的教職員

九日親自率領本校同仁張紘炬、周新民、曾振遠、游顯德及旅北宜蘭同鄉會總幹事簡文

生都能具備使用資訊化設備的能力，也使本校的硬體設備能充分利用，發揮其功效。

雄，以及參位創校發起人楊玉焜、林昭文、簡文雄，由礁溪鄉長陳德治陪同勘查設校基

五、硬體建設

地，選定六十公頃之建校土地，第一期先簽訂四十公頃，待學校順利發展後再購置第二
期廿公頃。

學校的硬體建設，繼一九九六年「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落成啟用之後，去年校慶又

當時限於法令私立大學不能設立分校，教育部只開放醫學院、技術及工學院供私人

完成了耗資參億元的「鍾靈化學新館」
，於校慶時已恭請前副 總統李元簇資政蒞校剪綵

興學，乃取「宜蘭的淡江大學」之意，稱為「宜江大學」。依據教育部的規定先行籌設

啟用，同時也請他為「紹謨紀念體育館」和「紹謨紀念游泳館」題字奠基。因此，在二

「宜江大學工學院」
，在規劃上以設立「宜江大學」為目標，並於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一世紀的淡水校園將要為這最後兩個重要建築大動土木，預計二○○二年可以完工，

上午十一時十一分，在礁溪國小大禮堂，以「宜江大學工學院籌備處」八位發起人，張

屆時硬體建設完成，除了可促進本校的「德智體群美」五育健全的發展，也可增加校慶

建邦、林燈、楊玉焜、林昭文、簡文雄、林坤鐘、楊塘海及張家宜與礁溪鄉公代表人陳

與畢業典禮等大型集會之場所。除此之外，本校的第二條S型曲線「蘭陽校園」將是淡

德治鄉長正式簽定協議書。七十九年三月卅日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籌設「私立宜江大學工

江要積極規劃的硬體建設，董事會特於一九九七年成立「蘭陽校園籌備委員會」及「籌

學院」，奉教育部核定應以「私立宜江工學院」申請設校，乃於八十年二月一日向教育

備處」專事蘭陽校園建設之規劃。我已請籌備處校園規劃組與建築師研擬規劃英式牛

部提報「宜江工學院詳細籌設計畫書及整體開發建築計畫」，並於同年三月一日向內政

津、劍橋全人教育所需之建築格式，配合礁溪林美山之地形，務使未來蘭陽校園別具特

部營建署申請用地變更編定之審查，八十一年七月一日向環保署提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色，傲視全台灣。

書。

六、重點系所

由於當時係開放私立大學興建尹始，加之宜江在山坡地設校係國內第一個案例，各
主管機關均慎重處理，往返文件不計其數，時間花費較長，自八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再與

淡江在有限的資源下，要把學校辦理得有聲有色而立足於世界，只有一個辦法，就

礁溪鄉公所簽訂補充協議書。於八十四年月廿六日獲教育部轉函告環境影響評估通過，

是要選出具有特色，且有發展潛力之優良系所，給予獎助，使其師生有更多機會和預算

八十四年五月廿三日獲內政部核准宜江工學院用地變更案。歷經五年的時間之改變，部

來從事教學與研究，提昇其學術聲望。因此我要求學術副校長研擬
「重點系所設置規則」

分發起人因經濟不景氣之影響，以致無法繳納原先認捐的建校基金。因此籌備處即於五

並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公佈實施，凡是被選為重點系所，就可獲四年的獎助，期滿後可

月廿九日召開發起人會議討論第二階段的建校資金籌募問題，會中發起人一致認為，宜

再提出申請，經審核投票通過後，可續受獎助。其獎助經費有五項：「研討經費」、

江如因經費問題以至功虧一簣，誠蘭陽地區極大的損失，乃一致決議建請積有四十五年

「學術交流費」、「儀器費」、「實習實驗費」及「修繕維持費」。為慶祝本校五十週年

辦學經驗且資源豐沛的淡江大學接辦。於是張建邦先生就設置分校問題於八十四年六月

校慶，各重點系所需編列五十萬預算舉辦一次國際學術會議，至少邀請三個以上的國

八日前往教育部拜會教育部郭為藩部長，獲郭部長大力支持，教育部通過私立大學可在

家，八位以上國外學者與會。目前本校的重點系所有理學院的數學、物理、化學三系，

外縣市設立分校之法令。因此淡江大學董事會通過收購宜江工學院預定地設立淡江大學

工學院的土木、水環、電機、資訊四系，外語學院的英文系及管理學院的管科系。今後

蘭陽校園。並於八十四年九月卅日報教育部申請，八十五年三月十九日獲教育部同意宜

將持續推動重點系所的發展，加強學術的研究與出版，期使淡江能成為二十一世紀的

江預定地改為淡江大學蘭陽分部，但需先取得礁溪鄉公所同意。遂於八十五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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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淡江大學跨世紀的發展藍圖

焜、副領隊林昭文、隨員周新民、曾振遠、游顯德、李添水等正式拜會礁溪鄉長吳正

本校之傳統特色即在有「樸實剛毅」崇高教育之理想，明確的三化政策，創新求變

連、鄉民代表會主席吳宏謀及副主席魏仁吉及全體代表，說明淡江大學收購宜江工學院

之研究精神，擁有許多傲倨高等教育之領先政策。未來蘭陽校園必當遵循此原則，與其

預定地設置蘭陽校園之原委。八十六年十月九日終獲鄉長吳正連正式函告鄉民代表會通

他校園緊密結合互補共榮，達成未來跨世紀的發展藍圖。

過同意蘭陽校園之設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由淡江大學董事會與礁溪鄉公所簽訂協
議書，悉數承受宜江工學院建校土地之一切權利義務，蘭陽校園設校基地終於誕生。

蘭陽校園建校理念

（二）創立國內第一所英式教學環境
蘭陽校園將以培育新世紀的人才，創辦國內第一所英式教學環境，以英國之牛津與
劍橋為典範，採用學院制，師生全程住校，設置學習與生活導師制度，構建良好的教學
與學習互動環境，培育學生的智慧與心靈，不僅注重專業領域，更施予人文素養及指導

蘭陽校園土地達成協議後，張建邦博士開始為蘭陽校園的未來教育模式深思，於八

人格發展。為具體達成教學環境，特派駐礁溪辦事處主任曾振遠，於八十七年十月赴劍

十七年初赴美在史丹佛大學深研後，構建出淡江大學未來的教學策略藍圖，於八十七年

橋大學Pembroke College研究一學期，八十八年四月赴牛津大學Mansfield College研究一

五月十八日淡江時報首次提出「本校未來教學的策略藍圖為三個校區將採取不同教學模

學期，進行英式牛津與劍橋教學模式之探討與規劃。

式，各具不同的理想目標，淡水校園仍維持以研究為主，台北校園以社會大學及社區大

（三）以永續理念建設蘭陽校園

學為宗旨，而新闢的蘭陽校園將採行英國牛津與劍橋式的駐校學院（College）教學模

校地座落於宜蘭縣礁溪鄉林美山保育林區，係嶄新的未開發地，校園建設秉持自

式，著重全人教育的培育」，更深入的提出未來蘭陽校園以開辦大學部為重心，以培育

然、永續、安全、宏觀及美侖美奐之目標，以淡水校園之「校園花園化」觀念，更將保

新世紀的人才為目標，應培育學生的智慧與心靈，不僅注重專業領域，更應施予人文訓

持原有保育林區之功能，保持生態環境及維持自然大地平衡、安全為目標，永續經營為

練，人格發展，使大學成為智慧的花園。因此蘭陽校園建校理念，可以歸納為下列四

建設校園目標。

點：

（四）實踐促進地區發展之目標
未來蘭陽校園之教學活動必須與社區結合，另附設「社區學院」，並研擬最優惠的
就學方案，使地方子弟有優先就讀蘭陽校園之機會，以期蘭陽地區之繁榮發展。

蘭陽校園之籌設進度
（一）蘭陽校園籌備委員會暨籌備處之設立
蘭陽校園獲准設置後，於八十六年十二月成立蘭陽校園籌備委員會暨籌備處，主任
委員由創辦人張建邦擔任，副主任委員由校長及兩位副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董事會主
任秘書周新民擔任，另聘廿六位委員。籌備處共分五組，分別為秘書組、整體發展組、
校園規劃組、財務規劃組及營建組，由主任委員聘請本校相關主管為召集人。八十七年
八月設置駐礁溪辦事處，聘曾振遠為辦事處主任。有關工程規劃委請游顯德建築師事務
所及一代建築師事務所共同規劃。
（二）截至八十九年七月卅一日止之籌設進度
1. 八十七年三月廿七日陳報教育部「申請設立蘭陽分部計書」
我們就站在蘭陽校園上

2. 八十七年六月九日獲教育部核准設置蘭陽分部
3. 八十七年十月廿九日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原宜江工學院土地改為淡江大學蘭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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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土地
4. 八十八年七月廿七日獲宜蘭縣政府核准山坡地開發許可
5. 八十八年十月廿一日獲環保署同意備查蘭陽分部環境影響評估
6. 八十八年十二月卅日函送蘭陽校園水土保持計畫書及申請雜項工程執照
7. 八十九年一月廿日函送礁溪鄉公所蘭陽校園地上物救濟金新台幣伍仟萬元支票乙
紙，日後抵扣土地價款（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教育部同意備查）
8. 八十九年一月廿六日赴礁溪鄉公舉辦蘭陽校園建校說明會
9. 八十九年五月卅日宜蘭縣政府函告蘭陽校園水土保持計畫書審查完畢
10. 獲得開發雜項工程執照後，即開始招標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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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任校長之教育理念及成就
第一節 第一任大學校長 張建邦博士

第一任大學校長張建邦博士

張建邦博士於六十九年七月一日，本校改制為大學之時，即就任本校第一任校長。
張先生的生平與經歷已詳見於淡大學校史前篇，此不贅述。唯前編止於七十五年七月，
其時張先生對本校之發展與經營從未間斷。及至七十五年於本校三十五週年校慶日，張
校長特別撰「迎接未來、挑戰歷史」一文，其中運用約翰•奈思比特（John Naisbitt）
在「大趨勢」（Megatrends）書中的警語：
「我們的社會已經從舊社會邁向新社會，這個變動還不斷發生。夾在兩個社會
之間，我們承受著不安的亂流。身處現代世界，容或痛苦、容或徬徨，然而美國的
「重新建構」（restructuring）卻毫不留情地在進行」。
並以之分析社會的結構與學校的發展。在整體社會結構上、他提到：
其實，時代的變遷乃是無可抵抗的，美國的經驗，正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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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未來數年間，這種大趨勢必也重現。問題是，我們的決策者、教育者，是否

的校園生活，原「教室大樓」也於暑期中拆除改建，設計為優雅的庭園設施，再配合壯

洞悉了這一趨勢？是否已開始放棄工業社會的結構設想，而採用較長期的時間架構

觀有力感的雕塑作為本校的精神堡壘……，校園的整體規劃，正根據「世學一號計劃」

來處理事務？譬如說，如果今天我們的策略，仍朝向建設一個工業大國；我們的教
育，只準備培養學生工業社會的技能與價值觀，則其結果，必然是可悲的。
在學校的發展上。他也提出了方針。他說：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年）逐步實施，其中硬體建設部份已接近完成。軟體方面著重
於建立有彈性、能適應急速變化社會的制度：人才方面則加強網羅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淘汰不適用人員，並加強在職訓練及學術交流；課程方面除革新教材及教學方法外，積
極推動社會服務，使大學「教學、研究、服務」的功能做更大、更具貢獻的發揮。

但三十五年間，尚可稱述者，就是都能站在時代的前端，以長期的時間架

民國七十五年，張建邦校長當時仍為台北市議長，因大法官解釋：私立大學校長不

構，配合社會發展的趨勢，做一些規劃與建議。成為我國當前最具前瞻性和創造性

得兼任其他職務，所以需在兩項職務中辭去一項。但為尊重國民黨的徵召，為不負黨國

的大學之一。

培植及選民所托，張先生決定繼續於議會服務，遂向本校董事會正式提出辭呈，辭去他

在措施上，我們首先創設夜間學院及研究學院、發展資訊教育，創辦教資系及區域
研究、召開國際會議，加強學術交流，推行舉辦教師評鑑……等等，其事伊始，無不橫
遭非議詰難，花了許多力量才得以順利進行，但事後卻獲得許多回饋，博得其他大學的
仿效。我們只是誠誠懇懇的研究，省視時代的趨勢、觀察高等教育的走向，期望能透過
對未來的研究和對教育的反省，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路。每年，我們除了利用「明日世
界」和「教育研究中心」進行各種研究探索和自我反省之外，我們必要舉行「教學與行
政革新研討會」，以更新自我，調整腳步，奔赴未來。在經過三十六年的努力，在張校
長的領導下，本校開創了國立高等教育的多項紀錄。其犖犖大者，如：

所擔任卅餘載校務，二十二年的本校校長之職。
本校師生曾一再希望張校長不要辭掉校長之職，不得不令張校長特別要表示他對本
校師生的歉疚，但他期望所有師生能夠諒解他這樣的決定。張校長在本校擔任校務卅餘
載裡，不僅使淡江蓬勃發展，且深獲各界與國際間之好評。
在辭去校長一職後。張校長以「綜理校政二十二年感懷－掬誠告淡江師友及關心人
士」為題，發表感懷，文辭之間流露出對淡江大學難以割捨之情。他說語：
我向堅信社會的進步，基於知識的發達。國家的富強，有賴學術的昌明。而
從事高等教育，以培育人才，生產知識，服務社會，並使學術與政治結合，乃回饋

一、淡江是國內私立大學中，創設最早、發展最快、男女合校的高等學府。

國家社會的捷徑。於是完成大學教育，回歸台灣之初，即以全部的精力，投注於淡

二、淡江擁有最新穎的電腦設備，並且是最早及唯一實施資訊普及教育的學府。

江的發展，命運與學校相連，聲氣與師友相應。歷三十六年如一日。

三、淡江首創電腦輔助教學。

遵奉國家體制辭職的消息甫傳，我校師友關注之情立至，或電慰，或信責，

四、淡江首創區域研究，設有歐洲、美國、日本等研究所，又特別重視教育與國防

無一而非真情的流露。茲可奉告者：現職雖辭，初衷不變，今後無論處任何崗位，

結合，設有管理科學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決心仍為我校前途，竭智盡忠。爰將過去之所作，尚未完全達到理想，仍需繼續努

五、淡江首先應用電腦處理教務及行政業務。

力者，略為報告，藉答關心的師友，與社會人士眷眷之忱。

六、淡江首先經常舉辦各學門國際性會議。
七、淡江是國立私立大學中唯一使用UDAS（國際百科）的大學。
八、淡江是私立大學中，首先擁有電腦輔助設計及製造設備的學府。

文中他對繼任人選，也是本校自己培養的校友陳雅鴻博士推崇備至。他說：
今天最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在董事會精挑細選之下聘請陳雅鴻先生來接任校

九、淡江圖書館是首先實施開架式的學府。

長，陳先生在本校是高材生，留學西班牙，獲得最難得的國家博士。回國之後，先

十、淡江是首先實施未來學的學府。

後擔任西班牙語文學系主任、訓導長、文學院院長，都有卓越的貢獻。近年參加世

七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開始，座落於淡水校本部的商管大樓已告完工，原在台北

界青年反共聯盟第八屆大會，擔任我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周旋於國際間，熟悉國際

市金華街城區部的商、管學院暨夜間學院各系，在總務單位的協助下順利遷至新大樓，

情勢。在本校開始推行世學計劃之時接掌校務，駕輕就熟，並能使我校的發展更向

而同學們至本學期起，亦因商管大樓的落成、啟用，而享有更優良的學習環境與更美好

前推進，為陳校長慶，也為我校前途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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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之提高」、「建立研究與服務體系的中心」、「知識生產之創新與善用資訊科技之
大學教育」。陳校長說明「世學一號」是以整體發展為基礎，包含人格培養、知識教

第二節 第二任校長 陳雅鴻博士

育、學術研究與行政管理等理想、整合校園設備與管理、課程、人才等軟硬體，逐步推
行。

陳雅鴻校長係本校英專時期之校友，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法學院國家法學博士，出生

配合既定政策的具體推動導向上，在人才的延聘方面，將繼續提高師資水準。在課

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在出任校長前，曾為本校區域研究中心中南美研究室主

程設計方面，加強研究教學與課程的求精改進。各系所也將依其特色與功能、強化發

任、西語系主任、訓導長、文學院院長等職。陳校長之研究專長為西班牙文、國際法

展，以期在學術教育界創立獨特風格，進而為社會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就整體的發展方

等。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當張建邦博士出任淡江大學董事會董事長後，接

向而言，陳校長的目標是在穩定中求進步與發展，尤其是平衡的發展，以培育術德兼修

掌本校校長之職。

的高級知識份子及優良的學術研究環境。
淡江的資訊設備，是目前此間所有大學中最新穎和最完備的，根據此一特色，陳校
長認為不僅要繼續保持「資訊淡江」的領導地位，而且要更積極的開拓資訊教育的新領
域，帶動國內教育走向資訊化與科技化，以培養符合時代需求的知識份子。
此外，淡江在過去已經培育成了許多優異的校友，如今多為了社會的中堅，足以顯
示了淡江的教育成績。學校未來將加強與校友的聯繫，以期校友的回饋。陳校長強調，
校友的回饋是私立大學發展的重要資源之一，並列舉國外許多知名的大學如哈佛、耶魯
等，都在校友的相助下，建樹更加蓬勃、校譽更為顯赫。
「今日我以淡江為榮，明日淡江以我為榮。」校友是學校的無形資產，也是校譽有
力的塑造者。如何將此無形資產化做有形的力量來建設校園、鼓勵在校同學，是陳校長
未來政策處理上一重要課題。
陳校長在就職典禮中以「請再教誨我、請再扶持我」為題，文中引述聖經哥林多前
書第十三章說：
第二任大學校長陳雅鴻博士

陳校長任內之重要建樹為積極推動第一期世學計畫。就任之初，應淡江時報之採
訪，他特別強調若干校務發展政策不變。他說：
淡江的建設與發展早已制度化；軟硬體種種建設與未來的發展藍圖，也早已
詳盡規劃、並訂立下目標與步驟。在此基礎下，不會也不可能會因校長的改變而影
響此既定的政策。惟一要做的，是加快腳步、與全校師生協力，以期早日帶領淡江
進入世界學術的殿堂。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家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陳校長並誓言以聖經中這段話終生信守自勉，也願藉它作為發展「校園倫理建設」的基
礎。
陳校長任內之其他重要文稿為：
「提升自我的學能，適應變遷的未來」一文指出建立「終身教育」的觀念以勉勵同

在既定的政策中，舉其犖犖大者，即是發展淡江為世界學術水準學府的「世學計

學。以「從卓越的傳統邁向亮麗的未來」一文指出培養「地球村」的胸襟。以「以未來

畫」。日前世學計畫自七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推行第一期計畫，預計在未來四年內完成既

為導向的教育改革」一文指出電腦帶來人類一連串的適應上缺乏的震撼…等，都是對張

定的六項重點目標：「實踐樸實剛毅之校訓」、「大學行政管理之創新」、「國際學術

建邦博士所倡導的「未來學」觀念上所做的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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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年七月卅一日以校長任期屆滿，其後，復應董事會之聘為本校董事，輔弼董
事長繼續拓展教務。
在陳校長之任職期間完成了以下重要建設：
一、硬體建設方面：
灱隨著會文館、文學館、松濤館、驚聲紀念大樓、商館大樓的陸續完成，已塑建了
本校黌宮獨具的特質與文化意識。陳校長政策是維持既有景觀的整潔與精緻化，
以及充分應用校園，使其真正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更深刻地表現出本校獨特的學
術風格。
牞設備方面：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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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
犵為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以課程傳授與訓導工作充分配合，使其符合本校「樸、
實、剛、毅」校訓的要求。
無論教學、研究或行政，均將採「執行」與「考核」並行方式，以各種評估制度確
實掌握每一階段的成果，並及時修正偏離的誤差。

第三節 第三任校長 趙榮耀博士
趙榮耀博士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七日生，國立台灣大學電機系、所畢業，美國杜克
大學電機博士。在本校服務期間，曾出任電算系主任、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資訊系統組

資訊教學研究設備、視聽語練教材、以及其他各系所所需之各項儀器與圖書，視

主任、工學部主任、教務長、財政副校長等職。於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一日陳雅鴻校長任

實際需要及財務資源等條件，汰舊換新，以維教學與研究品質。

期屆滿後即出任校長之職。趙校長之研究專長為「人工智慧與專家系統」、「數位訊號

二、軟體建設方面：

處理」及「計算機網路」等。

灱以張創辦人建邦博士之官僚模式、同僚模式與政治模式為一體的行政管理體系為

趙校長接任之初，本校「世學計畫一號」已進入檢討階段。同時他隨即著手進行

本校行政運作的基礎，陳校長促其發揮功能，以提升教學品質，暢通行政管道。

「計畫二號」的規劃（1990∼1995）。趙校長提起他規劃淡江的長程目標，是以張董事

牞籌建「校區資訊網路」使本要在教學、研究與行政運作形成完整的體系。

長建邦博士的願望──希望淡江能早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為目的，不僅要提昇教學

犴為提高行政業務管理效率，逐年建立辦公室自動化體系（Office Automation

硬體的設備，更要提昇支援教學的軟體水準，高素質的師資、高素質的學生與學校對社

System），使全校各級單位均能藉工作站的聯繫，建立起區域網路，完成公文管

會的責任。

理及傳輸系統。
犵為提高圖書館效率以及支援教學與研究的需要，進而為國內圖書館自動化建立模
式，促進圖書館的館際連線，逐步實施本校圖書館自動化作業，以加強國際百科
檢索服務。
玎建立姊妹校學術合作交流體系，國際會議的召開亦依循過去的成就繼續舉辦並加
落實，以提升本校的學術水準及國際地位。
三、人才建設方面：
灱加強教師的研究及論文發表，並鼓勵參與國際性會議。
牞網羅高級學術研究人才，加強教師在職進修與培訓，以及加速學術交流。
犴配合本校資訊化，對行政人員進行培訓教育。
四、課程建設方面：
灱重視課程的時代性、適應性、未來導向性，督促提高教學品質，充實課程內容，
力求教學革新，並發展各系所特色。
牞繼續提昇「淡江講座」、「特約講座」之教學內容與教學法之品質。
犴電腦輔助教學及電腦輔助設計課程的開設與有關人才的訓練和建教合作均為發展

第三任大學校長趙榮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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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我們一定要在資訊方面保持領先，所以他一直致力於塑造淡江為資訊密集的

第三章

⑸前瞻性更新共同課程

環境，希望在四、五年內，要確切做到淡江人皆能掌握資訊、應用資訊。身為一 位資

⑹鼓勵學生發表研究成果

訊博士，他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校內資訊展。在教務長任內就曾力排眾議，堅持文學院

⑺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之發展

學生一律必修電概課程，開全國風氣之先。而CAI輔助教學計畫的推行、剛完成不久的

3. 改進教學環境

圖書館自動化、和積極推動中的辦公室自動化等多項行政資源和教學資訊化，趙校長也

⑴建立校區資訊網路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⑵強化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系統

他最關心的是，教育當局對私立大學的財務支援有限，張董事長的創新理念總受限

⑶推動在職進修教育

於財力，無法充分發揮，在這一點是不能和公立大學相競爭的，於此，趙校長冀望政府

⑷因應需要增設系、所

多撥補助款之餘，更反求諸己，要求教授群提高研究生產力，一則回饋社會、提高校

⑸強化教學設備

譽，一則靠自我力量充實研究資源。

⑹興建總圖書館

在他任內的其他重要文稿，則有「掌握世界趨勢，開創美好人生」一文，勉勵同學
建立正確世界觀前程規劃。作為有智慧的人，應以迎求目標為職志。在「淡江大學世學

牞研究功能
1. 提昇研究成果之質與量

二號計畫」序中指出未來十年，時代的特色是⑴加速性、⑵全球性、⑶知識性、⑷多元

⑴增購適用且精良之研究設備

性、⑸整體性的組合。

⑵改善研究環境

在「展望公元二千年的淡江大學」一文中，揭示未來學術研究的特色應為：⑴區域

⑶鼓勵研究與出版

研究⑵智慧型電腦輔助教學系統（ICAI）⑶環境評估專業系統⑷自動程式及語言設計

⑷提升區域研究水準與成果

⑸並行處理的研究等。在「教育國際化與淡江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一文中，提出「教育

⑸善用國際研究資源

國際化的途徑」應為⑴加強世界觀的教育⑵鼓勵學術文化交流⑶多舉辦國際教育會議

2. 擴大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等。

⑴舉辦國際學術會議與學術交流

凡此教育理念，均一本本校「三化政策」所釐定，對引領本校的學術提昇，功不可
沒。

⑵強化現有國際期刊之發行
⑶增強兩岸學術交流

趙校長於八十一年七月卅一日任期屆滿。隨即蒙 總統提名出任監察院監察委員。
趙榮耀校長任內推動之重大政策大約如下：
一、世學二號計畫之訂定：
灱教學功能
1. 持續增加優良師資
邀聘博士及博士後優良教師
2. 持續推動教學革新

犴服務功能
1. 擴大建教合作與進修教育
⑴提升專案研究成果
⑵加強推廣教育
⑶加強研究成果移轉
⑷推廣委託研究案
2. 加強對畢業生升學與就業之輔導

⑴持續發展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

⑴加強在校師生與校友之聯繫

⑵持續發展電腦輔助教學

⑵促進校友對應屆畢業生之服務

⑶規劃衛星網路教學

⑶建立校友資訊網

⑷加強外語教學

犵行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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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強行政支援
⑴完成辦公室自動化系統
⑵強化校務管理資訊系統
⑶建立電腦動畫簡報系統
2. 組織評鑑與行政革新
組織結構與人力資源評估
二、總檢討「世學一號計畫」實施成效，進而釐定「世學二號計畫」實施方案。
三、研究組織重整，精簡人事，提升資源運用效益。
四、加強師資陣容，調整教職員生薪資結構。
五、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強化本校教學與研究特色。
六、簡化行政業務，落實分層負責，以加速辦公室自動化。
七、加強姊妹校實質交流，開拓歐洲與東南亞國家學術交流。
八、加強建教合作，以本校研究成果，拓展社會服務。
九、培養學生自治，落實生活教育。

第四任大學校長林雲山博士

十、籌畫本校四十週年校慶，擴大慶祝有關事宜。

研究部（graduate），而沒有大學部（undergraduate），所以一定要將研究水準提

十一、規劃設計總圖書館及促進校外學人社區之興建。

高到一定的學術標準，但若以目前的研究師資人數，恐怕還有一段路要努力，因

第四節 第四任校長 林雲山博士

此，今後需要加強聘請專任高學位教師，以加強師資陣容。
犴工學院、商學院與管理學院：由於這三個學院的研究教師及研究設備距先進水準

林雲山校長民國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生，台灣省屏東縣人。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學

尚有一段距離，但是社會上及工商界對這三個領域的需求量又相當大，所以工、

士，美國麻州大學化學碩、博士。在出任校長前曾擔任化學系主任、化研所所長、理學

商、管三個學院應先重視教學，並以實用性課程為主，如此可加強對社會及工商

部主任、教務處主任、副院長、副校長等職。林教授的研究專長為「有機化學」、「天

界的服務層面，進而提升社會服務地位，於是發展教學與服務，並輔以研究，應

然物化學」等。

為三個學院未來三年的主要目標。

林校長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出任第四任校長，他在就職時特別強調：在其三年任

犵文學院與外語學院：這兩學院也應以教學為首要，研究及服務次之，因此未來三

期中，將完成､「確立淡江文化的特質」、「確立各學院的發展任務」、「教育品質的控

年，這兩學院的師資必須再加強，因為語文課程的教導過程（instruction process）

制與提升」和「淡江校園資訊網路」等四項工作。尤其在各學院的特質上他提出了具體

需要更多更靈活的教學技巧，師生間的互動（interaction）也更頻繁，而工商及

的做法。他說：

社會界的服務需求卻不是十分強烈，於是教學成為這兩學院的首要工作。

就淡江而言，各學院的短程發展重點應可規範為下列狀況：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校長任期屆滿。並應聘為本校榮譽教授。林雲山校

灱理學院：應先重視研究並強化教學，服務次之，因為理學院中所有系所均有完整

長任內推動重大工作，主要在繼「世學計畫二號」後，透過下列措施補強本校教學、行

的研究所碩、博士課程，師資堅強，設備完善，所以最重視研究，今後還需要增

政、研究及社會服務等工作，將本校發展目標確立在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政策上：

聘研究教授和完善研究設備，以期達到一流水準。
牞國際研究學院：也應先重視研究並強化教學，服務次之。畢竟國際研究學院只有

一、大幅延聘高學位師資以提升教師水平，以達到教育部師生比為目標。
二、建立公開徵才制度以拔擢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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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教學工作坊，加強教學績效及推動核心課程方案、設置重點系所設置。
四、改進辦理教學評鑑制度，以作為改進教學內容的依據。
五、在教育部停止對教學特優教師的鼓勵之後，本校仍堅持對特優教師及優良導師
給予獎勵。
六、為了改善教學品質，不斷的充實多媒體教室和器材，獎勵教師研發優良教材，
以為激勵教學士氣。
七、為了掌握學生確實的學習效果，八十六學年創新實行預警制度，加強和學生家
長之間的聯繫。
八、重新調整空間，使每位專任教師都有專屬的研究室及電腦，以利教學研究工作
的進行。
九、設置訪問研究員，協助系所聘任國際知名學者來校進行合作事宜。
十、堅持研究獎助制度，並鼓勵教師研究風氣，八十一至八十六學年本校國科會研
第五任大學校長張紘炬博士

究獎勵費得獎人數，不僅突飛猛進，並居私立大學之冠。
十一、本校辦學成果受教育部肯定，本校自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起被授權自行辦理教
師升等。
十二、為配合新大學法的實施，修改本校組織章程。
十三、為爭取社會資源及凝聚校友向心力成立募款委員會，並積極籌組全國地區性
校友會。
十四、為強化本校研究風氣，大力改革淡江學報，並分成人文學刊和理工學刊，鼓
勵教師發表研究成果。

學研究所碩士、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八十七年八月一日榮任為本校第五任校長，也是
本校創校以來，第一位依「淡江大學校長遴選法」選舉產生之校長。
張校長在出任校長前曾任本校統計系主任、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夜間學院及研究
學院院長、財政、學術副校長兼國際交流委員會主委等職。為統計分析、記量分析與抽
樣調查之專家。曾擔任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副理事
長、中國統計學社理事。並應敦聘為內政部統計委員會委員及教育部學審會委員。在台
灣抽樣調查學術領域上，首先帶動了民意調查之熱潮，張校長所領導的幾次重要立委及

十五、通過設置文學院漢學資料中心、理學院科技中心、工學院大氣環境及風力工

縣市長抽樣調查均引起國內外普遍重視，促使淡江大學在抽樣調查領域獲國內統計學界

程研究中心、外語學院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學院國際問題

之肯定。在擔任財政副校長期間，他的理念是：由於教育部對於私立大學的補助微不足

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的設立。

道，因此如何有效的廣拓財源，使學校一切運作正常，便是他的最重要工作。他在淡江

十六、實施大三在學學生國外留學制度。

時報的一篇訪問稿中提到：

十七、率領行政人員赴姊妹校考察、本校劍道社應邀赴日參與交流，本校棒球隊也
應邀到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學，參加四國六隊的友誼賽，以全面落實國際化。
十八、完成校園資訊網路：包括行政電腦化、圖書館及辦公室自動化。
十九、派遣教師及學生參加世界未來學年會。
二十、覺生紀念圖書館完成，為本校進入第三波之里程碑。

這些年來學校在張董事長建邦博士的領導下，不斷地突破創新。諸如：大樓
的興建與落成、電腦設備的汰舊換新、辦公室與圖書館的自動化…等，在在需要龐
大的經費投入。更重要的是高瞻遠矚的規劃工作，淡江校園內中西合璧的校舍與蒼
翠盎然的花木。遊走其中，彷彿置身在一座世外桃源的公園內。另一方面在「師資
高學位」的政策下，不特高薪敦聘優良教師來校傳道，對於教師在職進修、研究等

第五節 第五任大學校長 張紘炬博士
張紘炬校長，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生，台灣省台北縣人。本校數學系學士、數

補助亦不遺餘力。
所以他的財務作精算與配合，就是為了要實現董事會的許多辦學理念。其時之張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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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即已明白指出：「全國大學及獨立學院中專職的博士兩千多位，在三十五所大學與

張紘炬校長於就任之初，即以「淡江大學組織氣候與教職員工作滿意度之評量」為

獨立學院中，若平均分配，平均每所學校不到八十名，而本校的專職博士教師卻高達兩

題，針對講師以上教師所做的抽樣調查研究，發現本校的學校組織氣候，本校專任教師

百餘位，足以證明本校在提升師資上所做的努力。」

構面特徵為：高「工作精神」、高「同事情誼」、低「離心」、低「障礙」。其所描述的

他於擔任學術副校長期間，更積極推動各項措施。如：
一、秉持本校傳統持續推動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

氣候內容指出，校方給予教師極大的自由，教師可以自尋其滿足社會需求的方式：教師
的士氣高，阻礙少。具有高度「工作精神」的學校，教師們通常是愉悅而且配合教學，

灱在推動三化之執行單位國交會、資訊中心、未來研究組外，另成立指導單位：國

他們彼此協助與尊重，工作十分有效率，而且忠於學校，教師在此種學校中可以實現他

際化委員會、資訊化委員會及未來化委員會，三委員會對本校實施有年的三化政

們個人的社會需求；同時，他們也享有專業成就的感覺。這種組織氣候型態所形成的環

策，其定義、目標、理論基礎、實施方案、推行程序作一完整落實計畫。

境，具有再造學術高峰的潛能。因此，期望能在這跨世紀的三年內，在董事會的領導

牞成立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落實執行國際化政策。
二、突顯本校特色，提昇學術與教學品質，進而提高學術聲望和社會聲望。
灱延聘教師以具教授資格及研究能力強者為優先。
牞積極督促各學院、系、所建立具有競爭力的教育特色。
犴成立專案小組，提升學生素質及讀書風氣。
犵博士班學生論文必須在國際期刊發表。

下，偕同本校全體同仁，共創本校跨世紀第二曲線，邁向世界級的大學。
果然兩年來，張紘炬校長在「組織再造」上確立了不少績效。他為有效運用資源分
配，再創辦學成效，並加強與社會之互動，爭取社會資源上，奠定了以下的業績：
灱積極督促各單位申請教育部與國科會提出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本
校共提出五件申請案，金額高達新台幣1,215,203,006元。
牞除已成立之五個研究中心外，另成立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管理系統研究

玎督促本校六個國際期刊接能被SCI等國際資料庫收錄為方向努力。

中心、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地理資訓系統研究中心、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甪積極推展遠距教學並成立專案小組，八十七學年度已完成台北校園、淡水校園

中心、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督促各中心積極爭取與學術有關之社會資

「社會未來」課程之遠距教學，八十八年六月一日與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以遠
距收播方式簽訂雙方學術交流意向書、八十八學年度更擴大多科目遠距教學，未
來朝向與國外姊妹校進行遠距教學為努力方向。
八十七年八月一日就任校長後，他以《創造跨世紀第二曲線》為題，揭櫫了他的理
想。他說

源。
犴充分授權各委員會，並擴大全校教師共同參與各委員會之運作，若委員會之業
務跨越行政及教學兩個層面，其主委才由校長擔任，否則，若只單純涉及行政
或教學者，則由行政副校長或學術副校長擔任之，其業務一級單位即可辦妥
者，則由一級主管擔任之，除此之外，開放所有委員會之主委由教師相互推選

本校辦學理念向來不會因校長人事異動而有不同，發展方向亦都依發展計畫
進行。唯未來三年，正是跨向新世紀的時代，我們已看到在這跨世紀的三年內，我
國大學市場會因供需的距離拉近和政策鬆綁而進入激烈競爭的時代；同時目前本校
正在籌備的蘭陽校園也會誕生，除依本校發展計畫，將淡水校園發展朝向以學術研
究為主，蘭陽校園朝向牛津式教學發展以教學為主，台北校園發展以終生教育及推
廣教育為主的校園特色之外，如何創造本校跨世紀第二曲線，以提高本校的競爭
力，邁向世界級的大學，將會是本校的這三年的發展目標。
對他未來校務的發展方向也提出了「持續推動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創造領先」、
「創造特色、再造學術品質和教學品質，提高學術聲望和社會聲望」
、「進行組織再造，
以有效分配資源，再創辦學成效；並加強與社會互動、爭取社會資源」等具體做法。

產生。
犵為使本校行政流程簡化，降低授權真正做到分層負責，各單位已完成檢討現行
工作流程，以提昇工作效率。
玎一、二級單位及校級成立「第一曲線委員會」及「第二曲線委員會」，「第一曲
線委員會」為持續改進現狀，進行組織再造，「第二曲線委員會」為創新及規
劃本校未來發展。校級第一曲線、第二曲線委員會為學校諮詢單位，建議事項
供校長、副校長參考後，依其內容交由相關單位研議執行或相關會議討論做為
政策依據。
甪八十六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獲教育部評為私校第一。
癿配合董事會成立「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積極推動五十週年校慶慶祝活動，更
以具體又完整方式展示本校五十年來的各項成果，加強表現本校教學品質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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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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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董事會組織
依據私立學校法之規本校定於創校之始，即有董事會之組織。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
七日復經第一屆第七次全體董事會通過，以教育部七十二年一月六日台（七二）高字第
○四七八號函核備。完成「財團法人私立淡江大學董事會組織章程」及「財團法人私立
淡江大學捐助章程」
。現轉錄於下：

財團法人私立淡江大學董事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財團法人私立淡江大學董事會』
（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本會以創辦『私立淡江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並謀其發展為目的。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于台北市金華街一九九巷五號
第二章 組 織
第四條：本會董事名額定為九人。
第五條：本會第一屆董事，由創辦人遴選適當人員，報經教育部核備後聘任之。第
二屆起各屆董事改選時，現任董事均得為下屆董事之當然候選人。本會並
應另行加推適當人員若干人為候選人。
第六條：本會董事每屆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創辦人為當然董事，當然董事因辭職或死亡時，其所遣董事，由董事會補
選之。
依法補選之董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者之任期為止。
第七條：本會于每屆董事任期屆滿二個月前開會選舉下屆董事，並將選舉結果報請
教育部核備。
第八條：本會置董事長一人，綜理會務，由董事會依法推選後報經教育部備案，于
法定期限內召開董事會。
第九條：本會董事長、董事均為無給職，但得酌支交通費。
第十條：本會設秘書、辦事人員一至二人，承辦日常事務及會議紀錄、調聘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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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職 權
第十一條：本會之職權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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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第十八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應依照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暨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
第十九條：本章程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行。

一、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財團法人私立淡江大學捐助章程

二、校長之選聘及解聘。
三、校務計畫及報告之審核。

第一條：本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私立淡江大學。

四、經費之籌劃。

第二條：本財團法人事務所設于台北市金華街一九九巷五號。

五、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第三條：本財團法人設立之目的，為遵照國家教育政策暨現行教育法令之規定，辦

六、基金之管理。
七、財務之監察。

理淡江大學，並謀其健全發展。
第四條：本財團法人置董事九人，組織董事會，集體行使職權並推選董事長，對外

八、辦理財團法人之設立及變更登記。

代表法人。董事會之職權，依私立學校法及其施行細則暨本校董事會組織

九、董事會組織章程及學校組織規程草案之審議。

章程之規定。

十、依私立學校法所定其他有關本會之職權。
第十二條：本會依職權所通過之各項重要決議案，應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備。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三條：本會會議分常會與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學期舉行二次，由董事長召集
之。董事長認為必要或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請求時，得召開臨
時會。
董事會如逾期不召集董事會議時，本會現任董事得依私立學校法第廿六
條第三項或第四項之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本會會議須有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但依私立學校法第廿七條第二項所列重要事項之決議，
應有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五條：本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選聘、解聘、改選及董事會議等事項，悉依照私
立學校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之規定。
第六條：本財團法人之財產（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其他產權），由張驚聲先生等捐
助，其總值為新台幣壹佰壹拾壹萬陸仟肆佰伍拾元伍角玖分正。
第七條：本財團法人設立以後，其他團體機關或私人捐贈之財產，均為本財團法人
所有，其管理使用，悉依私立學校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之規定。
第八條：本財團法人解散清算後，所剩餘財產，歸屬學校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作為辦理教育事業之用。
第九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法令及民法之規定辦理。
至於改制大學後之歷屆董事會，也均依章程運作。各屆董事名冊，臚列於下：
淡江大學董事會第一屆董事名冊【民國六十九年七月起七十二年六月止】

第十五條：本會開會時，各董事應親自出席，不得委派代表。

董事長 林添福

第十六條：本會會議所討論事項，如涉及董事或董事長本身利害關係時，該董事或

董事 李克承 何 傳 陳啟川 張聘三 張榮發 朱向榮 梁國樹 林 燈

董事長應予迥比避，不得參與該案之表決。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七條：本會停辦解散清算後，其剩餘財產之歸屬，依捐助章程有關之規定。捐
助章程未規定看，歸屬學校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作為辦理教育事業

淡江大學董事會第二屆董事名冊【民國七十二年七月起七十五年九月止】
董事長 林添福
董 事 李克承 何 傳 陳啟川 張聘三 張榮發 朱向榮 梁國樹 林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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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董事會第三屆董事名冊【民國七十五年九月起七十八年九月止】
董事長 林添福（七十六年一月止） 張建邦（七十六年二月至七十八年九月）
董 事 何 傳 陳啟川 張榮發 朱向榮 梁國樹 林 燈 林山鐘
張建邦（七十五年十月）

楊塘海（七十五年十一月）

楊玉焜（七十六

年四月）
淡江大學董事會第四屆董事名冊【民國七十八年九月起八十一年九月止】
董事長 姜文錙
董 事 林添福

陳啟川

林

燈

林山鐘

楊塘海

楊玉焜

翁大銘

林坤鐘

（七十九年二月）
淡江大學董事會第五屆董事名冊【民國八十一年九月起八十四年九月止】
第三屆董事長張建邦博士

董事長 姜文錙
董 事 林添福 林山鐘 楊塘海 楊玉焜 林坤鐘 張建邦 陳雅鴻 林嘉政
淡江大學董事會第六屆董事名冊【民國八十四年九月起八十七年九月止】

董 事 林添福（八十五年十一月辭）
林坤鐘

上，是董事會健全，董事們共同一致，為學校的發展而努力，在遭遇難關的時候如
此，步上坦途的時候，也是如此。最值得感念的是林董事長，沒有任董事長前，先
後協助張居董事長、郭董事長執行董事會決議，默默耕耘，功成不居，改制大學是

董事長 姜文錙
玉焜

最快的一校。推究其能突破難關，開拓前途的主要原因。就我的體驗所得：在主觀

陳雅鴻

林嘉政

楊塘海 楊

在他的任內完成，功更不可沒，一生講道德、講禮讓，不僅可為本校師生之表率，

廖有土（八十六年三月）張室

亦可為世人模範，因而更贏得世人對本校的尊重。在客觀的環境中，淡江能順應世

林山鐘（八十五年六月止）
洪宏翔

宜（八十六年三月）
淡江大學董事會第七屆董事名冊【民國八十七年九月起九十年年九月止】

界潮流，配合國家的需要，能洞觸機先，學校採取各種進步的措施，董事會都能盡
力支援，使學校能大步向前邁進，在英專第二屆董事會時，我曾一度擔任秘書，在
學院時，也曾數度擔任董事，因而所知較深，今承各位董事先生不棄，推舉我為董

董事長 姜文錙

事長，自當追隨各位董事先生之後，將我淡江董事會的優良傳統，繼承並發揚光

董 事 楊塘海 楊玉焜 林坤鐘 陳雅鴻 林嘉政 洪宏翔 廖有土 張室宜

大。

第二節 第三屆董事長張建邦博士

本校的校名是淡江，校歌的前兩句是『浩浩淡江，萬里通航』。淡水河也就是
我淡江發展的榜樣，在英專和文理學院時期，淡江的發展，就像是內河航行，只能

張校長建邦博士於七十五年十一月辭去校長之職後，經董事會一致通過，接掌本校

行帆船、和小汽油艇。行程只有數十里。步入大學以後，淡水已入海，淡水河之水

第三屆董事會董事長之職。張董事長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董事會中以「發揚淡江董事會

已成太平洋的一部分，航行的是以百萬計的油輪和航空母艦，而航程係以萬里計，

優良傳統」為題，提出報告。現轉錄於下：

乃名副其實的『萬里通航』，因而董事會的責任，也就愈來愈艱鉅，希望董事先

淡江大學在復興基地私立的大專院校中，是遭遇困難最多，也是被認為發展

生、全校的師友，繼續關切，繼續支持。
國家社會對我淡江的殷切期望，有三個文件可作代表，第一個是民國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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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覺生紀念圖書館落成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所講的『淡江新學府與淡江文

七十八年四月，張董事長為本校正式引進淡江大學辦公室自動化ODPS（Office

化』，其主旨在勉勵淡江同學要融合中西文化，創造新的文化。第二個是嚴前總統

Document Processing System）的觀念， 基本上，該套系統是採IBM 的ODPS加以配合學

家淦，在淡江創校三十年紀念時所講的『面對國家面對世界』，其主旨在勉勵淡江

校的需求發展而成，當時雖為草創，但對本校辦公室自動化業務的推展功不可沒。

同學要放遠看天下，以國家的興衰，天下的興亡為己責，第三個是李副總統登輝在

第三節 第四至七屆董事長張姜文錙女士

今年淡江大學創校三十六週年慶祝大會所講的『光明正大』。勉勵我淡江全體師
生。以光明磊落的胸懷，正正當當的作為。認真實在，有始有終，為社會大眾、國

張姜董事長文錙女士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四日生，浙江省江山縣人。畢業於本校前身

家民族，甚至世界人類，貢獻自己，成就大事業。本校未來的任務。即在培育青年

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張姜董事長為張建邦先生之夫人。於張先生掌理校務期間，操持

完成上述神聖的使命。

家務，使張先生無後顧之憂，得以全力發展校務，實踐教育理念而奉獻。所以淡江大學

目前我政府。正努力於經濟的制度化、自由化、國際化、在政治上也是循此
軌道前進。在茲知識社會一切事業以學術為基礎。一切企業，須人才來支援，本校

在高等教育界有今日之成就，並獲社會肯定，張姜董事長厥功甚偉，只是外界鮮有人知
而已。

向來致力於制度化、自由化、國際化。學校應以制度化、自由化、國際化。支持國
家的制度化、自由化、國際化。今後學校邁向這方面的各種行政指施，董事會當優
先支持，樂見成功。
復又撰述「台灣光復前後教育發展之比較」一文，指出，光復前的教育是殖民地教
育、性別差異教育以及皇民化教育。與光復後的取消一切不平等的限制、配合現代化的
需求，以建設安和樂利的社會，結合個人與群體的利益，共享建設成果為目標的教育有
很大不同。不久又撰述「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學之角色」一文；對大學之發展、大學教育
的功能均有歷史性的回溯與解析，尤其對我國私立大學之近況作了透闢的分析。在該文
的結論中說：
私立大學面臨經費拮据、社會價值多元化、高度競爭及科技發展的衝擊下，
唯有調整自己的角色，扮演教育機會均等的實行者、大多數國家建設人才的培養
者、學術獨立自主的先鋒、自求學質量並重的奮鬥者、適應社會變遷的強者，才能
第四至七屆董事長張姜文錙女士

扭轉局勢，為未來開創坦途。也唯有如此才能面對世界與國家，承先啟後，實現教
育之理想。
其時，正當教育部研擬修正「大學法」，張董事長又積極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八年之
經驗，提出「從淡江大學成長的經驗對修正大學法的建議」一文，他以「尊重大學自
主，各校自定特色」、「強化學術自主，更新教學制度」、「健全研究單位，加強研究
功能」、「落實教授治校，擴大參與層面」、「鼓勵學生自主，化被動為主動」、「實施
公正評鑑，釐清監督角色」、「公平學費政策，協助私校發展」等七個方向對大學法加
以檢討，這些寶貴意見對改革台灣教育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七十八年六月一日，張先生以第一位民意代表台北市議會議長身分，入主交通部擔
任部長，辭去本校董事長一職。張姜董事長始得以一展經營才華，應第四屆全體董事公
推為董事長。
張姜文錙董事長有鑑於學校無論在行政體系，組織架構，管理模式上均已有一定且
良好的制度。所以董事會對學校政策均全力支持，尤其著重於本校之硬體規劃與建設。
在張姜董事長接事後，本校先後完成之重大建設包括：
＊工學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一年十月開工，八十二年九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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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崗立體機車停車場之工程：於八十三年二月開工，八十三年五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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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慶祝本校四十九週年校慶，董事會的最大獻禮應是『紹謨紀念體育館與

＊總圖書館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四年一月開工，八十五年六月完工。

游泳館』的奠基興建。而該二館的興建，應該也是在本世紀中，淡水校園中增建的

＊化學館重建工程：於八十六年十月開工，八十八年六月完工。

最後兩棟硬體建設，翌年新世紀的開始，本校將積極從事於蘭陽校園的營建工程，

＊規劃興建紹謨紀念體育館及游泳館。

為本校『跨世紀的遠景』鋪路。我們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與游泳館』的設計上，正

＊持續蘭陽校園之規劃，營建工程。

在廣徵意見。建築、設計師和本校的建築系老師已經開過幾次會溝通觀念，未來我

＊持續校園花園化之美化工程。

們將秉持幾項原則，是可以肯定的：

張姜董事長深切了解本校硬體建設的完善是達成世界級學術水準的必備條件。所以

第一、校園建築必須表現出本校的特色：本校校訓是『樸實剛毅』，校色是
紅、白，而推動校務的策略原則是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在這幾項

本校『化學館』改建時，她就以『化學館的改建只是開始』 來期勉全校同仁。她說：
今天，當各位家長來到校園時，最醒目的應當就是正在興建中的『化學館』，
她的硬體建設大約在今年的七月就能完成，下學期即可落成使用，在本校而言，這

原則中，未來化最難掌握，當然也應該是該棟建築最值得展現的觀念。
第二、校園建築必須與環境配合：淡水之所以吸引人，在於她的好山好水，登
大屯之山可以小『天下』，以堅定淡江人的志向﹔遠觀淡海之浩瀚可以

是第一所以學系命館的建築，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董事會獨對化學系投以關愛的眼
神，而是在教學上有其必要性，因為『鍾靈化學館』的舊館興建於民國四十年八
月，至今以有四十餘年的歷史，在當時我們的軟硬體設備，都稱得上是一流的，不

拓展器度，以培養淡江人的國際觀。
第三、校園建築以安全穩固、使用方便為重：集集大地震給了台灣的建築設計
有了一個正面的啟示。尤其該二館係同學高密度使用之場所，學生安全

過現在已隔將近半世紀，不僅在建築的結構及環保的理念上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
而尖端科技、精密儀器的推陳出新，更是一日千里。我們為了讓化學系保持與台
大、清華並駕齊驅的研究成績，所以我們董事會不惜籌措巨資加以改建，這是我們

是我們首要考慮。
第四、校園建築以不浪費能源及資源為考量：未來該二館的水、電能原使用量
十分龐大，而學校財政的營運有她一定的規劃，若設計、管理不當，將

的責任，但是從另一角度思考，這也是董事會加重化學系的責任。當然在新廈落成
啟用後，我們也會期盼學校督導化學系以及理學院提出更好的成績單，更藉以提升
本校的學術聲譽，這同樣也是我們不可迴避的責任。

造成學校長期負擔，不可不慎。
第五、校園建築有關懷地方，造福鄉里的責任：當然該二館的最主要目的是發
揮教學功能，鍛鍊強健體魄。若能在不影響教學前提之下，關懷地方也

本校是一所綜合性大學，我們對各學院、系、所均採平衡發展之策略，但事
情總有緩急輕重之分，未來以單獨系、所設館也是我們的遠景，除了看他們的需要
性與急迫性外，他們各系本身的努力也是必要的條件。在董事會的計畫中，『化學
館』改建後，繼而該興建的就是一座現代化的『體育館』，在目前的規劃中，她的
面積約一萬坪，室內有多元化使用的場地，她的容量應該有二百個座位以上。另外
興建以教學為主的『游泳館』，內含一座八線道標準游泳池，看台座位三千個，以
提升本校德智體群美五育發展均衡。

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誠然如本校一些教師們所關心的，一棟以進步的『生態』為理念的『綠建築』
來作為體育館或活動中心的建築理念是具有啟發性的。其實這正是我們董事會辦學
的態度。
在八十五年六月本校足以傲視全國的數位化新圖書館落成時，她復以「新的啟航站
新的里程碑」以勉勵全校師生。文中提到新圖書館的六大特色：

總之，我們董事會無時無刻不在為改善教學環境而努力，各位畢業同學及家

（一）紙本與電腦資源並重。

長，我們在誠摯的邀請你們，能常回來母校看看，因為有關懷與督促就是我們進步

（二）時空無礙，全球連線。

的泉源與力量。

（三）虛擬典藏，實際取用。

在本校四十九週年校慶時，張姜董事長再以『祝嘏與獻禮』為題，說出她在校園規
劃上的理想。她說︰

（四）即時化的資訊傳輸服務。
（五）網路化的資源應用環境。

15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六）廿四小時開放的自修室。
以上所舉犖犖大者，已足見張姜董事長在校園營建的深思熟慮與遠見的展現。

第四節 淡江菁英獎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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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精英」金鷹獎之選拔。
二、候選人資格：凡淡江英專、學院及大學之校友，具有高尚之品德，對國家、社
會、人群及母校著有貢獻者，皆具有候選人之資格。
三、選拔名額：一至十名。

本校創校至今，已屆半世紀，培植校友十餘萬人。其中不乏成就傑出者，董事會為

四、選拔辦法：候選人之提名，採由校友會推薦方式行之，由各校友會推出合格候

鼓勵淡江校友獻身國家，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回饋母校，特舉辦『淡江菁英』金鷹獎

選人，經校友會大會初審通過得填具推薦表連同被推薦人有關資料掛號郵寄或

之選拔。獎座以銅塑金鷹，鷹為禽獸之王，其眼神銳利；飛翔於雲高處亦能精準捕殺獵

專人送交臺北市麗水街十八號淡江大學董事會。

物。正象徵淡江校友敏銳之辨識能力，快捷之辦事技巧。且『金鷹』二字與『菁英』諧

五、推薦日期：每年三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

音，所以金鷹獎設置人林名譽董事長添福先生，特赴國內外，收集多種金鷹造型，參酌

六、評審：由選拔單位邀請有關學者、專家、單位首長及社會賢達組成評審委員會

優點，設計而成。底座為花崗石，嵌鑲『淡江菁英』之字，其上則為展翅之金鷹，造型
至為精緻大方。

評審之。（推薦人不得充任評審委員）
七、頒獎：於當年十一月八日校慶典禮當中舉行頒獎儀式，頒發當選證書及金鷹

現錄其設置等辦法，並歷屆得獎者如下：

淡江大學『淡江菁英』金鷹獎設置辦法

獎。
八、附則：本辦法經創設人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核定後施行，修正時同。

一、宗旨
以鼓勵淡江校友獻身國家、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回饋母校為宗旨。
二、設置辦法
（一）本獎由淡江大學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提供基金設置，並不接受任何捐助。
（二）本獎每年選拔乙次，並組成評審委員評審之，選拔及評審辦法另訂之。
（三）每屆當選『淡江菁英』之傑出校友，於當年十一月八日校慶典禮中頒獎，授
予當選證書及金鷹獎，以示殊榮。
（四）得獎人之傑出事蹟，由選拔單位提供資料，送請母校出版之各種報刊發表，
並函知國內外校友分會及總會予以表揚。
（五）得獎人受獎時，由選拔單位負責國內外交通膳宿費用。
（六）母校校慶等重大慶典，或校友分會及總會集會時，得邀請得獎人出席並介紹
其傑出事蹟，或安排發表專題演講。
菁英頒獎

（七）得獎人得組織聯誼會，凡歷屆得獎人均為當然會員，其組織及活動辦法另訂
之。
（八）本辦法經創設人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核定後施行，修正時同。

淡江大學『淡江菁英』金鷹獎選拔辦法
一、目的：為鼓勵淡江校友獻身國家、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回饋母校特舉辦「淡

淡江大學「淡江菁英」金鷹獎歷屆得獎人：
第一屆：吳茂昆
第二屆：陳元音

游象源

莊華敏 鄒宗柯

謝新烈

陳雅鴻

侯登見

魏和祥

黃天中

李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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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林丕雄 黃英雄 楊 曦 陳田仁 葉能哲 何惠東 王孝敏 焦威聯

屆滿不再連任時，應於適當時間內由董事會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

第四屆：呂明森 汪國華 吳金生 董國璋 羅興華 張元松 林敬恩 方幼南

法規定之程序遴選之。

許耀文 錢家驊 許進財 王迺鵬 劉日興 朱宗英 王揚文 戴冬生

第三條 遴選委員會置委員八人，由董事會聘請之，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遴選委

王子生 林貴榮 崔鼎昌 李廷亞 陳麗惠
第五屆：蔡睿智

陳添壽

簡捷夫

陳邦彥

粘清木

員產生方式如左：
許德宏

魏幼武

趙揚清

一、董事代表一人：由董事會遴選之。

孫黎芳 喬培偉 鄭詠元 劉邦友
第六屆：林丕繼

盧義信

曹國俊

陳在男

二、教師代表四人：由各學院、教育發展中心以及體育室各推選或推舉
陳慶男

馬紹屏

羅國雄

丁克鍼

代表一人，合計十人，一併送請董事會圈選之。

楊育才 陳信旭 謝中丞 黃天生

三、行政人員代表一人：由本校編制內專任助教及職員互選三人，送請

第七屆：侯建威 陳文章 趙智超 羅森 毛靈珩 高新平 張宗仁

董事會圈選之。

第八屆：楊朝瑜 吳登樹 林砰裕 何弗國 周秋火 郭美文 朱天文 孫序彰

四、校友代表一人：由校友會推薦三人，送請董事會圈選之。

第九屆：金開鑫 郭藤吉 胡啟年 沈 葆 李顯榮 柯遠烈 陳源勳

五、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由董事會遴聘之。

第十屆：陳銧 許明雄 朱自立 黃隆正 陳松 江綺雯 蘇亮 林文淵

第四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需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第十一屆：曾文雄 王一飛 陳飛龍 詹德松 廖萬連 葉仲麟 江奉琪 龔鵬程

一、具有博士學位，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並擔任教

第十二屆：蔡永興 王朝茂 陳戰勝 林成賢 于竹 李述德 薛昭信 段相蜀

育行政職務合計四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曾任教授或相當於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並曾任

第五節 淡江大學校長之遴選

教育行政職務合計七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本校依組織規程第七條之規定，於八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第三十七次校務會議通過

三、大學或獨立院校畢業，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五年以上，或相當

「淡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並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審核通過，於

於教授之學術研究工作十年以上，並曾任教育行政職務三年以上，

八十六年七月十日報請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八六○七三二八號函備查。經本校於八十六

成績優良者。

年七月十七日校秘字第二一三一號函公佈。復於同年九月十日校秘字第二五四七號函修

四、大學或獨立院校畢業，曾任分類職位第十四職等或與其相當之簡任

正公布實施。

教育行政職務五年以上，或曾任政務官二年以上，並具有教授資

現轉錄「淡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如下：

淡江大學校長遴選規章

格，成績優良者。
第五條 校長候選人依左列方式產生：
一、由本校董事推薦。
二、由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二十人以上聯名推薦，但推薦

86.6.11第三十七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人不得重複推薦。

86.6.20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議審核通過
86.7.10教育部台高三字第八六○七八三二八號函備查

第六條 分兩階段篩選校長候選人：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依第四條之規定審查候選人之資格，並秘

86.7.17（86）校秘字第二一三一號函公佈

密徵詢候選人參選之意願，決定參與第二階段之人選。

89.9.10（88）校秘字第二五四七號函修正公佈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候選人之詳細資料分送各委員，並依適
第一條 本規章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長任期三年，任期屆滿，得經董事會同意後連任。校長因故出缺或任期

當程序進行篩選。
第七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選中如接受推薦為校長候選人，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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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委員資格，其遺缺得由董事會補聘之。
第八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在篩選過程完成之後，應於適當時間內開會，開會時應有三分
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依投票或協議方式自候選人中遴選二至三人，陳
報董事會圈選。依投票方式遴選時，應以得票最高之前二至三人依姓氏筆
劃順序排列陳報董事會，實際得票數應保密，不得對外公佈。
第十條 董事會對所陳報校長人選如有正當理由認為確實有再加斟酌必要時，得請
遴選委員會重新遴選。
第十一條 本規章經校務會議訂定審議並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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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的樞紐與中心

第一節 淡江大學組織架構
淡江大學組織規程（88.01.18修正公布）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八條及大學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淡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
第三條 本校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為導向，以教學、研究、服務、培養人
才、提昇學術、貢獻社會、並進而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四條 本校設各學院，下設各學系及研究所；其詳如「淡江大學各學院、學系及
研究所設置表」。本校得請准增設或變更學系、研究所及學院，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本規程附表逕依核定文號隨同修正。
第五條 本校設下列各處、館、室，下設各組。
一、教務處
（一）註冊組
（二）課務組
（三）研究生教務組
（四）出版組
二、學生事務處
（一）生活輔導組
（二）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衛生保健組
（四）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
（五）學生輔導組
三、總務處
（一）事務組
（二）營繕組
（三）保管組
（四）文書組
（五）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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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及安全組

第一章

三、資訊中心

（七）出納組

（一）系統發展組

四、覺生紀念圖書館

（二）系統工程組

（一）採錄組

（三）教育訓練組

（二）編目組

（四）教學組

（三）推廣服務組

（五）管理資訊組

（四）非書資料組

（六）作業組

（五）參考資料組

（七）網路組

（六）海事博物組

（八）多媒體組

五、體育室

四、綜合研究發展中心

（一）體育教學組

（一）行政支援組

（二）體育活動組

（二）技術發展組

六、軍訓室

五、建教合作中心

七、秘書室

（一）推廣教育組

八、人事室

（二）國際合作組

（一）第一組
（二）第二組
九、會計室

（三）行政管理組
六、夜間教學行政中心
七、推廣教育中心

（一）會計一組

（一）推廣業務組

（二）會計二組

（二）行政管理組

（三）預算組

八、文學院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臺

（四）稽核組

九、工學院工程試驗組

第六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服務及發展之需要，設立下列各單位，下設各組。
一、教育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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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
辦法遴薦二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任期三

（一）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

年，期滿經董事會同意得以連任，連任以二次為限。校長遴選辦法另定之

（二）教學課程組

(詳後)，報請教育部核准後實施。

（三）教學科技組

第八條 本校置副校長二人，襄助校長處理事務。由校長依本校學術主管聘任辦法

（四）未來研究組

之規定遴選，報請教育部備案後聘兼之。任期二年，連任以二次為限。學

二、大學發展事務處
（一）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二）校友聯絡組
（三）募款推動組

術主管聘任辦法另定之(詳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九條 本校各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依本校學術主管聘任辦法之程序產
生，任期二年，連任以二次為限。
第十條 本校各學系各置系主任一人，辦理系務。依本校學術主管聘任辦法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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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任期二年，連任以二次為限。
第十一條 本校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依本校學術主管聘
任辦法之程序產生，任期二年，連任以二次為限。
第十二條 本校各處、館、室、中心各置單位主管一人，承校長之命主持處、館、
中心業務。教務處置教務長，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總務處置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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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一人及校長遴選教師、教育學者、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若干人組
織之，其中未兼任行政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數的三分二，委員任期為二
年，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但校長不得為主席。
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席簽請校長遴聘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
點另訂之。

長，由校長依本校學術主管聘任辦法之規定聘任之，任期二年，連任以

第十八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並明確訂定學生申訴辦法，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次為限。圖書館置館長，秘書室置主任秘書，體育室、人事室、會計

後實施。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

室、大學發展事務及各中心置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或職級相當者兼任

事項，其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或擔任之，會計室主任由校長依有關法令聘任之，任期均為二年，期滿

第十九條 本校各院、處、室、館、中心，除秘書室置秘書若干人，教務處、學生

得連任。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二至三

事務處、總務處、圖書館及資訊中心各置秘書一至二人外，其餘得置秘

人，由校長擇聘之，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

書一人，以上各單位均置職員若干人。軍訓室置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

第十三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服務。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之。本校為教學及研究之需要，得置助教協
助之。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劃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
作，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辦法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校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
第十五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期及資格等，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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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人。
第二十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
一、行政人員：
專門委員、秘書、組長、專員、編纂、編審、組員、辦事員、書
記、輔導員。
二、技術人員：

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一般技術人員：技正、技士、技佐。

本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

（二）資訊技術人員：

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認定等事宜，其設置辦法另

一等技術師（高級系統管理師）
。

訂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體育

二等技術師（系統分析設計師、高級系統程式設計師）
。

室主任、教育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各學院分別推選教授代表

三等技術師（程式設計師、系統維修工程師）。

二人、體育室及教育發展中心各推選教授代表一人組織之，主任秘書為
當然列席。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學術副校長兼任
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人事室主任兼任之。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各學院院長，各系主任、所長為當然委員，各學院

（三）衛生保健技術員：醫生、護士。
第二十一條 本校各級職員，均由校長任用之，其編制員額表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第二十二條 本校除前條設置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學生申訴

院長為召集人，並由各系（所）推選教授若干人經校長核聘為委員組織

評議委員會外，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之，體育室及教育發展中心比照學院辦理。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分

一、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

局由各系（所）推選教授若干人經校長核聘為委員組織之，系主任、所

二、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

長為召集人。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任期均為一年。

三、招生委員會

第十七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
之申訴，置委員十五至廿一人，由各學院、體育室、教育發展中心各遴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
五、募款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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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淡江時報委員會
七、學術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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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四、學生事務會議：

八、國際交流委員會

以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名

九、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

單獨設所之所長、館長、各有關單位及教師七人（由各學院推

十、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

薦一人）、學生代表七至九人（由各學院推選一人、學生自治會

十一、膳食委員會

推選二人）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及決議重要學生

十二、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

事項。

十三、修繕採購委員會

五、總務會議：

十四、課程委員會

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各行政單位主

十五、表揚好人好事運動推行委員會

管及教師代表等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重要事項。

十六、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六、院務會議：

十七、法規審議委員會

以各該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長，教師代表及學生

十八、環境保護委員會

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討論院務事項，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十九、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

單位主管列席。學生代表由選舉產生。

二十、學生獎懲委員會

七、系務會議：

二十一、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

以各該學系主任、教師、助教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系主任

二十二、安全衛生委員會

為主席，討論系所事項，學生代表由選舉產生。

以上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必要時得
設其他委員會，以上各委員會如有必要得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

八、所務會議：
以各該研究所所長、教師、助教及學生代表組織之，所長為主
席，討論所務事項，學生代表由選舉產生。
九、其他各單位業務會議：

以校長、副校長、學術與行政主管、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學

以各單位主管及所屬各組有關人員組織之，由各該單位主管為

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組織之。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議決校

主席，討論各單位業務事項。

務重大事項。校務會議設置辦法另訂之，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第二十四條 本校各單位辦事細則均另訂之。

施。

第二十五條 本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行政會議：
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
及其他單位主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重要行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
以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
研究所所長、館長、各室主任、教育發展、資訊、夜間教學行
政中心等主任及教師等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熟知重要教務

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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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淡江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設置表」
學院

學系、研究所
1.中國文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2.歷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文學院
3.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4.大眾傳播學系：學士班、傳播碩士班
5.資訊傳播學系
1.化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理學院
2.數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3.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1.建築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2.土木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3.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4.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工學院
5.資訊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6.化學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7.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8.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1.保險學系：學士班、保險經營碩士班
2.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金融碩士班、金融博士班
商學院
3.國際貿易學系：學士班、國際企業學碩士班
4.產業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5.經濟學系
1.企業管理學系
2.統計學系：學士班、應用統計學碩士班
3.會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管理學院
4.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5.運輸管理學系：學士班、運輸科學碩士班
6.公共行政學系：學士班、公共政策碩士班
7.管理科學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1.英國語文學系
2.西班牙語文學系
3.法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院 4.德國語文學系
5.日本語文學系
6.俄國語文學系
7.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1.歐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2.美國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3.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
4.日本研究所：碩士班
國際研究學院 5.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
6.俄羅斯研究所：碩士班
7.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
8.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
1.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碩士班
2.教育科技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教育學院
3.師資培育中心
4.未來學研究中心
1.國際企業經營系
2.財務系
3.管理學系
技術學院
4.營建系
5.建築技術系
6.應用日語系
1.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2.日本研究所：碩士班
3.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
4.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
在職專班
5.商學院暨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碩士班
6.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7.財務金融學系：金融碩士班
8.國際貿易學系：碩士班
9.會計學系：碩士班
二技在職專班 財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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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6.11.05第三十八次校務會議
「因『城區部』已更名為『台北校園』，修正第五條條文之『城區部總務組』
為『總務組』。」
2.87.06.12第三十九次校務會議
「因87.04.29第六十一次行政會議通過新成立五個研究中心，本次會議修正組
織規程附表，增列漢學資料中心、科技中心、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研究中心、
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國際問題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
3.87.12.23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漢學資料中心、科技中心、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管理系統研
究中心、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國際問題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技術暨
營運發展中心、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文學院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台次之設
置辦法。」
4.88.02.24第六十四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盲生資源中心、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之設置辦法。」
5.88.04.21第六十五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軍訓室之設置辦法。」
6.88.06.09第四十次校務會議
「增設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改名為僑生輔導組、建教
中心取消國際合作組、軍訓室分設教學組、服務組、行政組、台北校園組、綜
研中心取消分組。」
7.各研究中心及盲生資源中心目前僅有設置辦法，但未列入組織規程
或附表（附表限列院系所名稱）
。
8.有關4、5、6，三項於88.06呈報教育部審核中。

第二節 校務會議與行政會議
校務會議為全校最高決策機構。創校之初即設置會議規則，並隨校務之發展而適時
修正。民國八十年配合校園民主化的潮流，校務會議之組織人員大幅擴增，並配合改為
設置辦法。八十八年，將設置辦法改為設置規章，教師代表亦予以增加，充分顯示教授
治校之理念在本校之落實情形。自民國六十九年改制為大學並於是年十一月五日召開之
第一次校務會議，對校務之推動及發展發揮重大之影響。茲將八十八年修正公布之設置
辦法，錄之如下，以供歷年來瞭解校務發展、組織整編之參考：

淡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二條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會議由左列人員組織之：
一、校長、副校長
二、各處、館、中心正、副主管。
三、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各研究所、系（組）主管。
四、教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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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議研議事項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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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議審議事項如左：

一、本校校務方計及計劃之決定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二、本校組織之增設裁併與變更事項。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本校教學、訓育及行政之重要事項。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本校重要章則之審議事項。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本校經費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事項。

六、校長交議事項。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其他重要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

第四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集，每學期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議開會時，得通知本校有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請專家列席。

第四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本會議應出席人員
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六條 本會議開會時，由校長主持之。

第五條 本會議開會時，得通知本校有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請專家列席。

第七條 本會議應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

第六條 本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本會議交議事宜。

第八條 本會議之案件，除校長交議及各單位提議者外，應有出席人員三人之連署

第八條 本會議審議之案件，除校長交議及各單位提議者外，應有應出席人員三人

提出，均須於開會前三日送秘書處編列議程。有關本校法規之制定、修正

之連署提出，均須於開會前十日送秘書處編列議程。有關本校法則之制

及廢止之提議應先經法規審議委員會之審議。

定、修正及廢止之提議，應先經法規審議委員會之初審。

第九條 本會議為明瞭校務實情，得邀請本校所屬各單位主管提出報告。

第九條 本會議為明瞭校務實情，得邀請本校所屬各單位主管提出報告。

第十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淡江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

淡江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規章

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三條之規定制定之。

第一條 本規章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會議由左列人員組織之：

第二條 本會議由下列人員組織之：

一、出席人員：

一、校長、副校長。

（一）校長、副校長。

二、處、室、館、中心各單位主管。

（二）處、室、館、中心各單位正、副主管。

三、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單獨設所）主管。

（三）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單獨設所）主管。

四、教師代表八十五人至九十五人，按各院及其他教學一級單位教師人

（四）教師代表八十五人-九十五人。

數比例分配，分別選舉之。

（五）職員代表五人。

五、職員代表五人，由全校職員選擇產生之。

（六）學生代表七人。

六、學生代表七人，由學生會推選每院一人。

（七）研究人員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四人。

七、研究人員、助教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四人，由全校此類人員直接選

二、教師、職員及學生代表均以選舉產生，其選舉方式及比例另訂之。
三、本會議代表任期均為一年。

舉產生之。
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

17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第三條 本會議審議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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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秘書亦列席參加會議。（一級單位秘書二人以上者推派一人列席）。對行政工作之
推動發揮重要之功能。茲將現階段公布實行之設置規章，錄之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淡江大學行政會議設置規章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第一條 本設置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制定之。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第二條 本會議以下列人員組織之：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事項。

一、校長、副校長。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二、各學院、處、館、室、中心正副主管。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

三、校長指定參加人員。

第四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本會議應出席人員

第三條 本會議研議事項如下：
一、校務會議決議案之執行事項。

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五條 本會議開會時，得通知本校有關人員列席，必要時得請專家列席。

二、工作計劃及章則之擬訂事項。

第六條 本會議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

三、教學、學生事務處及行政管理之改進事項。

第七條 本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本會議交議事項。

四、經費預算之擬訂分配事項。

第八條 本會議審議之案件，除校長交議及各單位提議者外，應有應出席人員二十

五、校長交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行政事項。

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出，均須於開會前十日送秘書室編列議程。但有關本
校法規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提議，應先經法規審議委員會之初審。
第九條 本會重大事項之議決，應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重大事項之認

第四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集，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議開會時得通知有關人員列席。

定，需經出席人員二分一以上之同意。

第六條 本會議開會時由校長主持之。

本會決議事項，除依政府法令必須配合修訂者外，一年內若擬修訂，均視

第七條

為重大事項。
第十條 本會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之執行，依下列規定分由各單位執行：
一、法規由秘書室隨同會議紀錄一併公布；其需報經董事會或教育部核
備或核定者，由秘書室彙報，若經上述單位退回修訂時，則由原主
辦單位辦理之。
二、其他事項由業務主辦單位及有關單位辦理，秘書室並應分項表列執

有關本校法規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提議，應先經法規審議委員會之審
議。

第八條 本規章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三節 副校長的權責劃分與變革
本校自民國六十七年八月，為因應學校發展之需要，已有副院長一人之設置，迨六
十九年八月一日，本校正名為大學，副院長也隨之更名為副校長，時為行政、學術、財

行單位，隨同紀錄稿陳請校長核定後一併公布。

政等三位副校長，其中之權責劃分，本校校史前編中已有明文記載。至七十五年仍依舊

第十一條 本會議為明瞭校務實情，得邀請本校所屬各單位主管提出報告。

制，八十五年八月一日，為進行學校之組織再造，乃將財政副校長業務統歸行政副校長

第十二條 本規章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掌理。而裁撤財政副校長乙職。繼而為加強橫向之連繫，行政副校長特於每二周召開三
長（教務、學務、總務）會報，同時為配合業務之需要，亦邀請人事及會計主管參加，

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及一級單位主管組成之。行政會議之設置規章亦隨校務之

或相關之業務主管列席，此項會報對本校行政事務之推動、橫向問題之連繫與解決均有

發展而適時予以修正，尤其在八十四年以後，除增加校長指定之參加人員外，各一級單

積極之正面意義。而學術副校長也因教學單位之橫向連繫時而召開院長會議，亦具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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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此可謂本校在行政（官僚）管理模式與同僚管理模式上的成熟運用。

第五節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茲臚列歷學年度副校（院）長名單如下：

本校為保障學生權益，並輔導協助學生解決學業、生活、及獎懲等問題，特於民國

姓名

學年度

林雲山

67∼68

（副院長）

八十三年十一月四日第卅二次校務會議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69

（副校長）

八條規定通過成立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並明確訂定學生申訴辦法，報請教育部核

70∼75

（行政副校長）

定後實施。

76∼80

（學術副校長）

朱立民

70∼75

（學術副校長）

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並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等有關事項。

趙榮耀

73∼77

（財政副校長）

茲臚列歷年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張家宜

76∼迄今

（行政副校長）

張紘炬

78∼84

（財政副校長）

85∼86

（學術副校長）

芮涵芝

81∼84

（學術副校長）

馮朝剛

87∼迄今

（學術副校長）

召集人
教師代表
林雲山 文：邱仲麟
理：李世元
工：雷英暉、劉仁筑、林丕靜
商：吳錦波
外：吳錫德、陳惠美
專業教師：許仟、周志宏、胡延薇
教、學、總務處代表：曾振遠、羅運治、
鈕撫民
林雲山 文：李世忠
理：張慧京
工：黃俊堯
商：邱俊榮
管：吳錦波、林麗香
外：吳錫德、陳惠美
國：陳麗娟
專業教師：周志宏、莊淇銘
教、學、總務代表：李琳、邱瑞玲、梁光
華
林雲山 文：何永成
理：蕭秀美
工：莊淇銘
商：曾秀美
管：徐淑如
外：林春仲
國：苑倚曼
技：吳錦波
專業教師：蔡宗珍、李培齊、施政權
教、學、總務代表：李琳、邱瑞玲、梁光
華
羅運治 文：劉慧娟
理：郝俠遂
工：顏淑惠
商：賴曜賢
管：梁恩輝
外：陶緯、梁蓉
國：張瑞雄
技：鍾芳珍
專業教師：羅清俊、李培齊、羅運治
教、學、總務代表：洪欽仁、蘇許秀凰、
胡延薇

該委員會業務由行政副校長督導，另置委員十九至廿三人；自成立以來，即致力輔

第四節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本校於八十三年十一月通過「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成立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接受教師申訴案件。教師申訴制度獨立於行政體系外，具超然及中立地位，
以確保教師權益。自八十三學年度至八十八學年度止申訴案件計有六件，申訴案件經該
委員會討論之決議書送請學校單位參辦，均能得到適度之補救措施，本校歷年教師申訴
案件均少，足見校園和諧，行政措施均能符合教師需求。
為符合教育部母法修正精神及時代環境轉變，將原要點修正為「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設置及評議要點」，對條文作更嚴謹之修改，委員聘期依教育部要求由一年改為二
年，以延續委員之持續性，更能保障教師權益，修正案於八十六年八月廿八日報部核備
後施行。
歷任主席及申訴案件數
學年度

主席

申訴案件

83

張慧京

1

84

賴金男

1

85

蔡信夫

1

86

薛文發

1

87

傅錫壬

0

88

許志雄

2

備註

聘期二年

學生代表
時間
陳章鴻、林淑惠、劉 八十四學年度
仁筑、張嘉玲、丁啟
原、戴莒光、劉怡君

張書銘、胡倚溶、顏 八十五學年度
世政、吳珈承、胡之 執行秘書：
靜 、 林 雅 卿 、 黃 美 徐嘉松
娥、葉正德、陳瑋蘋

學 生 自 治 會 推 選 代 八十六學年度
表 ： 簡 良 鑑 、 許 麗 執行秘書：
萍 、 何 宜 忠 、 陳 俊 周啟泰
龍、陳智惠、王世
奇、李嘉啟、徐佩
璇、李啟新、王曉薇
學 生 自 治 會 推 選 代 八十七學年度
表：于懷垣、林益全 執行秘書：
廖心銘、周希茜、蔡 胡延薇
志宏、廖茗君、廖美 業務承辦人：
智 、 楊 峻 誠 、 林 素 常克仁
惠、錢嶔擇
（不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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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國肱 文：劉慧娟
理：伍志祥
工：林清彬
商：陳宜亨
管：張春桃
外：陶緯
技：辛其亮
專業教師：陳志民、施國肱、蔣定安、鍾
英彥、鄭惟厚、許松根
高賢忠 文：尤昭和
管：陳志民
理：高賢忠
外：曾秋桂
工：林慧珍
國：胡慶山
商：林宜男
技：林健次
教育：錢正之
專業人士：張育民、胡延薇、施國肱、鄭
惟厚、李本京

第一章

學生自治會推選代
表：萬德昌、陳瑞蕙
學生自治會推選代
表：沈天鈞、陳重
安、吳恣瑩
學生會推選代表三
人：許家榮（機械
四）、黃毓玲（國貿
四）、洪薪育（公行
三）

八十八學年度
執行秘書：
潘國圻

八十九學年度
執行秘書：
潘國圻

第六節 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
本校為顧及教師及員工之福利，特以互助方式成立「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凡本
校專任教職員工均為本會會員。會員資格於八十七學年度擴大為約聘（僱）人員係於本
校退休者，得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福利及活動。其他約聘（僱）人員得參加活動。而委
員產生之方式；於八十二學年度時修正為各一級單位人數十人以上者產生一人，不足十
人之單位合併產生一人，教學單位人數超過五十人以上者增加一人。七十八學年度將原
有之工友保障名額由二人提高為三人。
於七十四年一月四日之第十八次行政會議中通過，委員任期由一年改為二年，唯每
年得改選二分之一為原則，主任委員之任期亦為二年。至於互助金之繳納，自八十七年
八月一日起，每月統一繳扣二八○元。互助金之離職發還，自八十五學年度起，修正為
參加互助會滿一年，並未申請任何給付者，於辦妥離職手續後半年內向互助會領回其已
繳互助金總款，逾期視同棄權。該互助會自八十學年度以來均每年舉辦多次校外旅遊活
動及各種研習班，深獲好評。
茲臚列歷年主任委員如下：
主任委員姓名

屆別

羅運治

十三──十四（75─76）

黃登滿

十五──十六（77─78）

蔡信夫

十七──十八（79─80）

黃振豊

十九──二十（81─82）

江家鶯

二十一──二十六（83─88）

方紫泉

二十七──（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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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秘書室
本校綜合性業務，向由校長室（學院時代稱院長室）承辦綜核文稿、大凡全校性工
作計畫彙編、校（院）務會議、行政會議、單位間處理共同業務之聯繫及校（院）長交
辦等事項，英專時期依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僅置秘書一人。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一
日，正式成立秘書處，以適應學校發展之需要。民國六十九年改制為大學，秘書處業務
擴大，主任秘書亦改稱為秘書長。於此期間，秘書處積極推展組織系統之規劃工作，將
秘書處下分設文書組、機要組、議事組、畢業生就業輔導組及法規審議委員會。民國七
十六年，辦公地點由城區部（今稱台北校園）改至校本部（今稱淡水校園）。同年二月
一日至三月卅一日，文書組改隸總務處，四月一日又恢復隸屬秘書處。八十三年增置校
友聯絡組，八十四學年度，配合新大學法施行，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秘書處改稱秘
書室，且不分組，文書組改隸總務處。而校友聯絡組、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改隸大學發展
事務處。秘書長亦改稱為主任秘書。

職掌
秘書室負責本校秘書業務，其職掌如下：
一、本校綜合業務處理事項。
二、各單位文稿綜理陳核與協調事項。
三、教育部督學視導接待事項。
四、校務、行政會議之安排與紀錄事項。
五、編印淡江校刊及本校中、英文簡介事項。
六、公布各單位英文名稱與代號事項。
七、承辦本校公關事項。
八、校長行程安排事項。
九、校長中英文書信撰擬、追蹤與列檔事項。
十、校長接見中外來賓與宴會之安排事項。
十一、新聞剪報陳閱與存檔事項。
十二、本校致贈禮（獎）品之訂購、包裝事項。
十三、本校各種慶典請帖印發事項。
十四、其它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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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四年以後歷任主管如下：
學年度
74

75

單位名稱
秘書處
機要組
議事組
文書組
秘書處
機要組
議事組

84

文書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公共關係組
秘書處
機要組
議事組
文書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公共關係組
秘書處
機要組
議事組
文書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公共關係組
秘書處
文書組
秘書處
文書組
秘書處
文書組
秘書處
文書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秘書處
文書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校友聯絡組
秘書處
文書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校友聯絡組
秘書室

85
86
87
88
89

秘書室
秘書室
秘書室
秘書室
秘書室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主管姓名
齊衛蓮
周新民
楊韞誼
田幼佛
齊衛蓮、傅錫壬

周新民
陳瑞貴
楊韞誼
甘霖譜
林國瑚
徐慶生
徐慶生
傅錫壬
陳瑞貴
甘霖譜
林國瑚
徐慶生
徐慶生
傅錫壬
陳瑞貴
甘霖譜
林國瑚
徐慶生
徐慶生
漫義弘
林國瑚
漫義弘
林國瑚
漫義弘
林國瑚
陳敏男
林國瑚
徐慶生
陳敏男
林國瑚
徐慶生
陳敏男
陳敏男
林國瑚
徐慶生
鄭月琴
游象源
陳霖生
陳霖生
洪欽仁
陳敦禮
陳敦禮
陳敦禮

職稱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秘書長
主 任
主 任
主 任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任期
70.08~76.03
70.07~76.01
70.07~76.01
49.07~75.07
76.04~78.07

辦公地點
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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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開秘書工作座談會
秘書室業務以辦理各單位文稿之綜理陳核與協調事項為主，因而對各單位之秘書業
務特別重視，歷年來均定期召開各單位秘書工作座談會，共同研討溝通進而聯誼，以達
業務之順利推動。
八十四年秘書處改秘書室，秘書長亦更名主任秘書，改秘書工作研討會為秘書會

76.02~78.07

報。第一次秘書會報於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開，此次會報的主要議題是將多年來修

76.02~78.08
75.08~84.12
75.08~78.07

訂之文書處理辦法及決行權責表加以全盤修正，列席之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亦明確提出下
列四點，供與會同仁參考：
淡水校園

1.各單位的公文都以電腦處理，避免手寫不清楚及費時。
2.例行公文表格化，並將定稿存入電腦，各單位直接在電腦上作業。
3.為因應資訊化時代，秘書應再提昇自己的水準並將時間花在思考及提供資訊幫主
管做最正確的決策。
4.行政單位之文稿較易定稿，教學單位則是因為由助教來擔任行政工作且更換頻率
高，故對簽辦文稿較不熟悉，今後將逐漸朝向由組員來擔任助理工作並將其制度
化。（此後經逐年朝此理念實施，目前各系所助理完全由組員擔任。）

78.07~81.07

秘書會報每年例行持續舉行，對秘書業務之溝通、協調，發揮了應有之功能。

舉辦「秘書工作進修班」
、「行政人員中、英文文書處理班」
張紘炬校長於八十七學年度國際化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指示：「在國際化的潮流
81.08~84.07

中，語言特別重要。所以，行政人員的語言能力要全面提升。請秘書室規劃開設秘書工

81.10~84.07

作講習班，中英文書信格式及打字速度都要加強訓練，……在講習班中亦要讓秘書了解
三化工作的認知及行政工作簡化的共識。」秘書室自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陸續辦理

82.08~83.10（兼）

秘書工作進修班及行政人員中英文文書處理班。

簡化公文流程，提昇行政效率：
83.11~84.07
84.08~85.01
85.02~86.07
86.08~87.07
87.08~90.07

該室為使行政效率提高，歷年來不斷針對本校「文書處理辦法」予以適時之修訂，
同時對「公文流程」及「決行權責」亦予以適度之簡化。民國七十七年公布「工作處理
決行權責明細表」，施行至民國八十六年停用，另公布「分層負責明細表」，爾後為合
理簡化公文流程並提昇行政效率，逐年依現況修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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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規審議委員會
本校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規模亦隨之擴增，教學、行政以及各種措施勢須制度化，

（83）校人字第1583號

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

（83）校人字第1863號

訪問研究員聘任辦法

（83）校秘字第2916號

研究教授設置辦法

（83）校秘字第 3337號

學術主管任免辦法

各類規章、辦法均須完備且須適時配合修訂。是以負責此項業務之法規審議委員會早於

83.11.4第卅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

民國五十五年初學院時期即成立。

83.11.4第卅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83.11.4第卅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本會之召集人由校長指定秘書室主任秘書擔任，而執行秘書及其他工作人員亦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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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校人字第0064號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

（84）校人字第0064號

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辦法

專業兼執行秘書。委員除仍由各單位推選之代表外，並就專業取向，聘請若干人為聘任

（84）校人字第0064號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辦法

委員。本會開會對各單位提請校務及行政會議通過規章之適法性及文字之初審、解釋不

（84）校人字第1234號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84）校人字第 1234號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4）校秘字第1540 號

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84）校秘字第 3275號

教育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84）校秘字第 3275號

大學發展事務處設置辦法

（84）校秘字第 3275號

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秘書室之秘書、組員兼任之。唯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委請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許志雄就其

計其數。

民國七十五年以來所公布之重要法規
文

號

法規名稱

（84）校秘字第 3275號

國際交流委員會設置辦法

各系所院學會組織辦法

（84）校秘字第 3275號

教務會議設置辦法

（76）校總字第0605號

公務函件郵寄辦法

（84）校秘字第 3275號

總務會議設置辦法

（77）校秘字第0956號

綜合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84）校人字第2220號

優良職工獎勵辦法

75學年度核定實施

79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外國學生來校留學辦法

79.5.4第卅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85）校總字第0921號

各樓館電腦門鎖刷卡申請、使用管理辦法

（79）校秘字第0895號

85.09.05訂定

女生宿舍夜間刷卡門禁管理辦法

加強財物稽核工作要點

（85）校秘字第 2116號

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80.10.11訓育委員會議通過

學生會會長選舉辦法

（85）校秘字第 3124號

獎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辦法

80.10.11訓育委員會議通過

學生會組織章程

（85）校秘字第 3500號

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80.10.11訓育委員會議通過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辦法

（85）校秘字第 2116號

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81）校人字第 0982號

教師升等辦法

（86）校秘字第 1035號

短期海外留學獎學金申請辦法

（82）校秘字第2171號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設置辦法

（86）校秘字第 1597號

專任教師學術著作及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辦法

（82）校人字第590號

榮譽教授設置辦法

（86）校秘字第1648 號

公布法規流程及管理辦法

（82）校人字第3358號

教職員工考核規章

（86）校秘字第 1776號

國際會議廳、中正紀念堂及校友聯誼會館管理租借辦法

（82）校秘第 2171號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設置辦法

（86）校秘字第 2406號

公共場所禁煙辦法

（83）校副字第1171號

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辦法

（86）校秘字第 2149號

研究生助學金辦法

（83）校副字第3065號

重點系所設置規則

（86）校秘字第 3228號

校園人員、車輛出入校園管理辦法

（83）校總字第1194號

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設置辦法

（86）校秘字第 3332號

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83）校總字第1974號

五虎崗立體機車停車場管理辦法

（86）校秘字第1604號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規則

（83）校總字第2867號

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理辦法

（86）校人字第2131號

校長遴選辦法

（83）校秘字第221號

募款委員會設置辦法

（83）校秘字第1821號

延聘大陸學者來校教學（演講）實施辦法

（87）校秘字第 1797號

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83）校秘字第1821號

獎助專任教師赴大陸地區參加學術會議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漢學資料中心設置辦法

（83）校秘字第1989號

淡江時報委員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科技中心設置辦法

（83）校人字第700號

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教育部台（86）字第86028132號核准

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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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校秘字第 4080號

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管理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4080號

文學院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台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1151號

研究人員評審及升等規則

（87）校秘字第 2488號

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87）校秘字第 2761號

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

（88）校秘字第 0135號

學生社團活動海報、旗幟管理辦法

餘幅，並設置典藏辦法，持續

（88）校秘字第 0493號

盲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

接受捐贈及購藏，以充實藝術

（88）校秘字第 0493號

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88）校秘字第 1121號

軍訓室設置辦法

（88）校秘字第 1121號

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8）校秘法字第 013號

學生輔導與獎懲要點

（88）校秘法字第019 號

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

（88）校秘法字第 022號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設置辦法

（88）校秘法字第 023號

「災害防救方案」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第二節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成立於八十九年八月一日，其工作目標及計畫如下：
一、藝術中心之工作目標：
（一）當代名家藝術品之典藏並建
立資料庫：
1.中心在首展開幕時，即已典藏
台灣當代代表性藝術家作品百

中心之收藏，並利教學之發
展。
2.建立藝術家檔案資料並廣蒐各
項藝術資訊。
3.設立藝術專業網站，出版展覽

（88）校秘法字第 025號

全球資訊網網頁內容維護規則

專輯、藝術專業書刊或光碟

（88）校秘字第 3540號

體育室設置規章

等。

（88）校秘法字第 029號

客座教授設置規則

（88）校秘字第 0493號

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89）校秘法字第 002號

職員輪調規則

1.中心設有多媒體電腦設備，提供核心課程之藝術課目使用。

（89）校人法字第 0836號

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規則

2.舉辦藝術欣賞講座，提昇師生之藝術鑑賞能力。

（89）校秘法字第 005號

新進職員甄試規則

（89）校秘法字第 007號

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規則

（89）校秘法字第 1647號

文錙藝術中心及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服務行政教育課程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89）校秘字第 2555號

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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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錙藝術中心

（二）教學上之配合：

3.配合辦理藝術課程之遠距教學推展。
4.鼓勵學生社團加入藝術中心之義工，授與藝術解說導覽知識，提昇同學藝術欣賞
能力及參與服務之熱忱。
（三）學術研究及交流：
1.與本校之海外姊妹校，建立藝術資訊交流管道。
2.進行藝術品交流展覽及相關議題之學術研究。
3.設立專門研究室如「書法研究室」
，進行「台灣書法源流及演變」之研究。
（四）展覽及活動：
1.訂定年度計劃，舉行專題展覽或交流活動。
2.設立學生美展與藝術獎勵辦法，引導同學進入藝術領域，參與藝術創作及展覽。
3.配合淡水地方，舉辦具淡水特色之藝術活動，建立區域性藝術環境，以促進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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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發展。
二、未來工作目標：
（一）宜蘭校園之藝術園區規劃：
中心負責完成，並協助在宜蘭校園之綠地，擬設立書法碑林，建設具有宜蘭特色之
藝術環境。
（二）協助藝術學院之設立：

第二章

與資源，並訓練同學及鼓勵新進教授參與國際會議，藉召開國際學術會議並廣邀國內各
校知名教授參與，提昇本校知名度。
四、邀請世界知名學者至本校講學：
邀請世界知名學者至本校講學，並舉辦淡江講座及特約講座，以提昇學生外語能
力。並鼓勵各系所每兩年辦至少一次之大師級學者講演活動。並亦可邀請其他學術機關
及社會人士前來聽講，發揮社區服務功能。
五、提升研究生外語能力：

宜蘭校區如設立藝術學院，中心將全力配合規劃，並提供學校內、外之資源，協助

為提升研究生外語能力，本校特加強：

早日完成。中心正逐步擬定可行之近程、中程及遠程計畫，期能使藝術文風在校園展

（一）各研究所應開設外語進修課程。

現，並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作為中心藝術工作推展的最高指標。

（二）鼓勵國際研究學院同學注重英文。

中心主任為李奇茂先生，副主任為張炳煌先生。

第三節 國際化委員會
本校國際化的種子早在1950年創立當時唯一致力於英語教學的淡江英專時即已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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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勵同學以外文撰寫論文報告。
（四）其他學院亦應重視英文課程，尤其注重培養聽與講能力，即口語及會話能
力。
（五）鼓勵同學在課餘加入英文講演俱樂部，以提昇研究生外語能力。

芽，本校改制為大學後，相繼設立外語學院和國內首創之第一個國際研究學院，以及多

（六）鼓勵各系所聘請外籍教授做短期指導。

年來在國際學術交流，老師與學生國際交換計畫，在學學生出國研修計畫中更積極推

六、繼續加強學生海外研習：

動。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在「國際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世界正面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

陸續推展大三學生海外研習，不僅外語學院，已漸拓展至其它學院，學生赴海外研

激烈變動時代。…多變是常態，不變才是反常」。際此邁向廿一世紀之時，大學國際化

習有效的促進國際化，對學校與海外溝通有絕對且直接的影響。同學亦會因赴外海外研

是教育史發展中的大趨勢，為使國際化更加落實，乃於民國八十七學年度成立國際化委

習一年，在語文方面有顯著進步。

員會，旨在主導學校整體的國際化規畫。該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委員九人，另置執行
秘書一人，由國際交流處主任兼任之。

除短期與長期的學生赴海外研習外，亦鼓勵老師到國外做短期研究，如伊利諾大學
就提供本校教師及圖書館人員出國研習的機會。

為求本校國際化之落實，其規畫方向如下：

七、設立中華文化班，招收不同膚色同學進入本校：

一、加強學術交流：

麗澤班為本校國際教育之一大特色，在過去，麗澤班只有日本學生到台灣學習中華

（一）積極為同學提供跨越文化及邁向國際領域之機會：如大三學生（海外研修）
及與姐妹校交換留學生。
（二）為姐妹校同學提供有利來華研習之環境：八十七學年度增開兩班華語班，並
開放日本麗澤班華語課程供交換生選修。

文化，繼而已擴大為英語系國家，學習的目標以中文為主，以中華文化為輔。
八、與姊妹校簽訂平等互惠原則之學術交流協定：
雙方所擬訂的條款，內容以對等、平等、互惠為原則。為落實條款的執行，簽訂前
均由專人負責談判及協議書的擬稿。

二、落實執行與姊妹校學術交流，並定期檢討：

九、開設職員外語進修班：

目前本校有六十五所姐妹校，其中卅餘所均有陸續交流，包括學生交流、學者互

目前學校員工福利委員會已有英語班及日語班的開設，以鼓勵同仁進修。

訪。
三、召開國際學術會議：
國際會議之召開前多由各系所單獨執行，為能協助各院系提供國際會議召開之經驗

十、加強本校網站外語版：
資訊中心統合學校之最新資訊，並定期更新中、英文網路，及協助各系所建立中英
文網站，便與外界之連繫交流工作。

18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十一、加強兩岸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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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化工作小組」由督導資訊中心之財政副校長張紘炬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除

1.與大陸學術單位做對等式的學術會議或合作計畫，或專題性的合作計畫。

資訊中心主任沈一鳴外有汪于渝、王曼莎、蕭夢梅、黃世雄、黃鴻珠、曾振遠、王美

2.目前本校與大陸之兩岸學術交流已日趨頻繁，如學者互訪，輪流舉辦學術研討

蘭、黃明達、莊淇銘、趙雅麗等。此階段資訊化工作除了一般教學支援、校務管理資訊

會，合作研究計劃等，本校並設有補助專任教師赴大陸參加研討會及召開兩岸學

系統、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外，資訊化工作重點在校園網路的規劃建

術研討會之措施。

置，完成建置大樓（包括驚聲大樓、行政大樓、文學館、商管大樓、工學館及科學館）

十二、成立教職員國際化演講會：

內部記號環區域網路（TOKEN-RING 16 Mbps）及陸續建立各大樓（包括驚聲大樓、工

為使全校教職員有效的配合與推動國際化，八十八學年度開始每學期於校本部舉辦

學館、商管大樓、文學館及科學館）內部乙太網路（ETHERNET 10 MB）。在校園網路

三次講演，期讓全校教職員均有此認識。

資訊流通系統方面啟用了教職員E-mail服務系統、FTP檔案服務系統、網路論壇服務系

十三、各系所發行刊物：

統（Netnews）及學生帳號服務系統等。在推動辦公室自動化工作方面，此時期全校各

各系所發行刊物並主動與姐妹校相關系所交換刊物，目前由圖書館專門負責交換之

一、二級單位均已配置一套電腦設備供辦公室自動化業務使用。在校務管理資訊系統方

工作。

面則啟用電話語音註冊與選課系統。

十四、研究中心國際化：

八十三學年度：

國際研究學院已成立「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並於八十七學年度展開工

由財政副校長張紘炬擔任小組召集人，小組成員有資訊中心主任施國肱、顧問沈一

作。為使發揮功效，力求其具備國際化之精神，與世界上有同質性之研究中心建立交換

鳴、汪于渝、王曼莎、蕭夢梅、黃世雄、黃鴻珠、曾振遠、王美蘭、黃明達、莊淇銘、

計劃，而不僅是接受國內單位之研究專案並可考慮與美國知名之「傳統基金會」、「費

趙雅麗、陳瑞發等。本年度學校將民國七十九年建置之連接教育部64 Kbps專線改置成

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伊大裁軍及限武研究中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印尼之

T1（1.544 Mbps）數據專線。除了原有之E-mail、FTP、Netnews外，本年度啟用了BBS

「國際戰略研究所」
、馬來西亞之「國際事務研究所」等智庫研擬合作計劃，鼓勵人員互

電子佈告欄系統。

訪，合作舉辦國際會議等事項。並於民國八十七年起不定期出版「世局與國情」中文

八十四學年度：

本，對重大國際情勢予以分析研判，出版品分送各有關單位，以扮演智庫之角色。

由資訊中心施國肱主任擔任召集人，配合四十五週年校慶，擴大辦理校慶資訊展，

十五、成立國際研究學院資料室：
國際研究學院各所目前皆有資料室，可將各所圖書資訊合而為一，成立國際研究學
院資料室，目前本校已有歐洲聯盟資料中心、日文網路工作站、國際戰略研究室等。

第四節 資訊化委員會
資訊化在淡江大學的發展史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自民國五十七年本校創設
資訊中心起，就開始將電腦科技應用於教育行政、教學及研究工作上，以全面推動資訊

並編輯出版「資訊化在廿一世紀」手冊。
八十五學年度：
由資訊中心施國肱主任擔任召集人，另聘委員34位。本學年度完成建置覺生圖書
館非同步傳輸模式網路（ATM，速率為155 Mbps），並增設二條T1數據專線，其中一條
連至教育部，一條連接台北校園及淡水校園。原來32條校園網路撥接線路擴增為100
線，速率自14.4 Kbps提昇為28.8 Kbps。啟用淡江大學WWW系統及校級快取服務系統
（Proxy）。

化。八十二學年度起首度成立「資訊化工作小組」，負責學校資訊化之推動。八十七學

八十六學年度：

年度起提昇「資訊化工作小組」為「資訊化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資訊中心

由資訊中心施國肱主任擔任召集人，另聘委員55位。本階段將工學大樓、商管大

主任擔任召集人，每年由學校核聘委員數名組成。「資訊化委員會」為學校推動資訊化

樓之網路架構由FDDI網路改置成ATM網路。增設一條T1數據專線，由台北校園連接至

之最高指導單位，負責統籌規劃學校資訊化發展方向並督導落實資訊化執行成果。

教育部。將100線撥接線路中32線速率提昇為33.6 Kbps。將研究生帳號由教職員帳號主

茲將「資訊化委員會」推動學校資訊化之成果分年敘述如下：

機分離出來，啟用研究生學生帳號主機（Tkgis）。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提供ADSL校外

八十二學年度：

宿網。校級WWW網頁除中、英文版外，並製作日文、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網

18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頁資訊。在校務管理資訊系統方面則啟用主從架構式之財務管理資訊系統、設備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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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會議的舉辦：雖然國內已有了未來觀的環境，未來學也獲得普遍的認同

訊系統及網路選課系統。完成編製「八十六學年度推動資訊化進程報告書」。

與重視，但是融入未來研究的全球體系是必然的作為。因此除了延續既有的

八十七學年度：

學術刊物的出版，在既有的成就上積極進行有關的學術研究外，並與全球重

由資訊中心施國肱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有徐錠基、黃鴻珠、汪于渝、王曼莎、劉

要的未來研究組織共同舉辦國際會議將有助於成果的提昇及獲得應有的普遍

慧娟、方鄒昭聰、葉豐輝、徐新逸、蔣定安、李鴻璋、李世忠、黃明達、劉靜怡等。為
因應公元兩千年資訊年序危機，學校在「資訊化委員會」下成立「淡江大學公元兩千年
資訊年序危機應變小組」，負責擬訂公元兩千年資訊年序危機因應計劃由學校各單位配
合辦理。在校園網路方面增設一條T1數據專線，由淡水校園連接至教育部。建置淡水
校園連接至Hinet網路T1數據專線1條，專供本校師生連結國外網站使用。配合四十八週
年校慶，辦理資訊中心成立三十週年資訊展，並出版「走過三十年，迎接二十一世紀」
校慶專刊。完成編製「八十七學年度推動資訊化進程報告書」
。

肯定。
一、未來化第一波：開啟「未來學」運動的新頁
「未來學」運動的推展是從淡江大學開始植根。自建校以來，淡江即以「浩浩淡
江，萬里通航」的世界觀與宏大襟懷面向未來與全人類。
首先在眾多未來學相關的著作中，挑選出當時美國未來學領導人之一的赫曼•康
（Herman Kahn）及安東尼•維納（Anthony J. Wiener）合著的「西元二○○○年」，邀
請本校專精於未來學的專家學者們精讀該書，並將其重要思想詮釋給淡江大學的學生。

八十八學年度：

其後，創辦人也引介了赫曼•康另一重要巨著「來者可追」，藉此冀盼激發當時一般學

由資訊中心黃明達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有黃鴻珠、李德昭、施國琛、李鴻璋、吳

者及社會大眾注意未來研究及未來趨勢的發展，期能把握先機，快速縮短與歐、美、日

錦波、汪于渝、王曼莎、方鄒昭聰。完成編製「八十八學年度推動資訊化進程報告

等先進國家在科技文明上的落差。這兩本著作後來納入於本校的「明日叢書」系列。後

書」
。淡水校園連接至教育部的數據專線由4條T1改置成1條T3（45 Mbps）。

來又列入「綠色危機」、「創新與突破」、「明日之旅」、「只有一個地球」、「人類與

八十九學年度：

未來」、「國際政治的新面貌」、「政府科學與未來研究」、「大地在消失中」、「美國

由資訊中心黃明達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有黃鴻珠、李德昭、施國琛、黃振中、吳

高等教育的價值觀與未來展望」、「知識的爆發」、「即將來臨的繁榮」等書。創辦人

錦波、汪于渝、王曼莎、蕭明清。與承港公司合作提供Cable數外宿網。完成編製「五

更使用了超過十年的時間完成了「社會變化中的教育」四集。

十週年校慶叢書—淡江大學資訊化」及「淡江大學資訊化特刊」。本學年度新增一條T3

二、未來化第二波：加速未來學「明日世界」的傳佈

（45 Mbps）接Hinet。

第五節 未來化委員會
就本校而言，「未來學」不只是教學上的一個學門而已，更重要的是，「未來學」

到了1970年代，美國知識份子在觀念上出現了很大的改變。發覺未來的成長並非
無限的，而提出「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觀念。他們認為假若當今各
種的人為條件持續不斷地發展下去，不出一百年將達到成長的極限。
張創辦人當時呼籲社會：在思想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大同世界體系，在觀念

是本校永續經營的根基之一。隨著內外環境的丕變及亞太營運中心時代的來臨，新世紀

上建立以個人福祉為基礎的整體生存體系，在經濟上建立以區域分工為基礎的國際共同

初，臺灣必然要融入世界主流體系之中。淡江大學不會等待明日自然地到來，而會掌握

開發體系，在學術上建立以科際整合為基礎的科學綜合運用體系，在科技上建立以資訊

未來的趨勢脈動。本校特成立「未來化委員會」以推動工作：

工業為基礎的瞬息跨國交通系統，以掌握爆發的知識，突破成長的極限。

（一）未來學研究所的籌辦：藉研究所的人才培育提昇未來研究的品質，並有系統
地為社會提供未來研究與企劃的專才；

植基於此，為了促使國人更重視「未來」，加速「未來觀」的建立及擴大「未來研
究」的速率與層面，於是於民國六十三年籌辦國內第一本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雜誌「明

（二）豐碩未來學資訊的提供：未來學的任務之一將是逐漸建立起自我獨立的研究

日世界」。企盼藉此雜誌的出版，匯聚社會各界精英的力量、智慧、與知識，造成社會

系統。三十年的成長大都借助外來的資訊，本土化的未來學將是在臺灣紮

對「未來」的關切與探索。並且藉此提供共同表達言論及探討問題的言論廣場，達到大

根。期盼淡江不僅為臺灣未來研究的重鎮，也將是亞洲未來研究的中心，更

家以討論「明日世界」成為生活一部份的目標，於民國六十四年正式印行「明日世

在可預見的未來，與當前世界未來研究中心並駕齊驅；

界」
。

18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該雜誌一方面分設各種研究小組邀集各部門的專家學者提供智慧，成為未來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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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商學院自八十五學年度起更於其學院開設「經濟未來學」
。

核心組織；另方面更舉辦各種座談會，為我們的社會制度或單位提供建言或勾劃未來的

未來學課程的開設，並不止於大學部，尤其在培育高級研究人才的研究所階段亦於

藍圖。舉其要者有：赴各縣市舉辦市政座談會、十一次的國是建言，也舉辦如「青年與

同學年開設「未來學」講座。此講座係由國際研究學院及商學院在研究所部分輪流開

國是」、「兒童劇展」、「我國博士教育」、「當前經濟問題」、「未來企業發展」、「第

課，一學期為「未來學」，另一學期為「未來化在二十一世紀」。此講座由創辦人主

五代電腦」
、「智慧財產權」等多次座談會。

持，一方面請未來學課程老師就其專業部分提出論述及討論，並請校外學者專家共襄盛

自創刊以來，「明日世界」確實發揮了預期的功能，不僅企業界注意到「前瞻未來」
的觀念，學術界也注意到「未來學」的發展，更重要的，政府部門也開始引用「未來觀」
在他們的決策上，終於使「未來」的觀念傳輸且深植在政府與社會各主要階層之中。

舉，上課之學生均被嚴格要求提出研究論文。除了學校的未來學教學外，我們也經由撰
稿及演講方式加速社會服務。
張創辦人並曾應邀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及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做長期

三、未來化第三波：「未來學」教育擴張運動

講學；更以議長身分在臺北市議會設置「學術講座」推展未來觀念。此外未來學課程老

未來學家托佛勒（A. Toffler）給「教育」下的定義是：「教育源於未來的某些意

師亦應邀在社會團體、企業機構、公民營機構、大學講演或開課，並在報章雜誌撰稿，

象，教育也將產生某些未來的意象」，「教育」的功能是深遠的。創辦人認為只有透過

加速「未來學」的推展。

教育的力量才能加速「未來學」的推展。如果能有系統地培養具有未來觀的青年學子，

四、未來化新世紀第一波：建構淡江「未來學」全球體系

他們將成為播灑此一觀念的種子。更何況我們社會未來就將交在這些年輕人手上，如果

基於未來學教學與研究快速及深入的推展，特於1995學年度在教育發展中心下成

有更多具有未來觀的青年分佈在社會各階層，那麼未來的社會將可更快速改造，進而創

立未來研究組。藉由此一專責單位進行有計畫的未來學研究體系的建立。此一單位既是

造一個亮麗的遠景。

教學單位也是研究單位。不僅規劃全校的未來學課程，更進行臺灣、亞洲乃至全球的未

於是自六十五學年度起，創辦人在淡江大學開設了第一班的未來學課程。意外地，
學生爭相選課，可見青年學生對「未來」的憧憬及對「未來學」課程的喜愛。
此一課程採用講座方式，聘請學者專家就其專精之主題發表專題演講。期使學生在

來學運動的推展。五年來該組逐漸發揮期望中應有的功能，舉其要者：
（一）建立本校與世界未來學會（World Future Society）及世界未來研究聯盟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良好的聯繫關係；

未來學之基本概念及方法論與理論的建立外，更能涉獵各種領域，符合未來學所強調的

（二）繼每年輪派二位老師參加世界未來學會年會之後，每年甄選二名學生，由一

「科際整合」的理念。此等主題涵蓋廣泛，舉凡資訊、管理、科技、生態、環保、經

位老師率團參加該年會。藉此培養學生參與國際會議的能力及蒐集第一手最

濟、社會、文化、生命科學、人文科學、及文學等這些主題均在不同的學期中輪流安
排。

新資料，並鼓勵老師在會議中發表論文；
（三）系列出版未來學專書，現已出版「未來學」、「三千年大贏家」、「亞洲經濟

七十四學年度傳播「未來」觀念的階段性任務結束。未來學課程進行第一次的改
革：講座課程比例的調整。此後任課教師教授時數達全學期之六分之五，藉此加強學生
對未來學課程的深度了解，並加強理論與方法論的講授，期使培養學生基本的研究能
力。
八十三學年度是另一階段的開始。未來學課程由大班的型態逐步改為以七十人為限
的較小班級。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完全沒有大班的未來學課程，於是教學的品質獲得較佳
的控制。
在此教學改革的同時，未來學課程更走向精緻化與深度化，將原有的未來學課程細
分為經濟未來、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環境未來、政治未來。分別由學有專長的老師擔
任。迄今每學期均開三十餘班，一學年達六、七十班，堪稱校內廣受歡迎及熱切期盼的

大趨勢」、「經濟未來學」、「全球經濟未來」
、「千禧未來」、「社會未來學」
等書；
（四）有系統建立未來學圖書。現已購買世界未來學會圖書達二千本之多，並積極
開拓資訊蒐集管道，且對於全球重要之未來研究的論文均予摘要建檔，成為
豐沛的研究資源；
（五）出版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學術期刊，現已出版十期。另出版「大未來」
通訊，作為未來研究訊息流通，及與相關人士聯繫之用；
（六）籌辦「未來學多媒體週」。每學期舉辦一次，對校內外關心「未來」之人士
介紹「未來」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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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涵與成效
一、第一波執行內涵與成效
（一）率先將「未來學」課程設計引進台灣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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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占三分之二時數、討論占六分之一時數及講課六分之一時數。教學內容除保
留專題演講的特色外，並加強「未來學」理論及方法論，期使學生不僅具有「未來」觀
念，並培養學生基本的研究能力。
在教學上，輔助教學的工具甚多，除了一般譯介資料外，現已有「未來研究」叢書

淡江大學率先將未來學引進台灣高等教育，其基本精神，就是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所

百餘本，「未來學導論」（賴金男著），及「未來學」（淡江大學未來研究小組譯）等文

指的“知識份子的認知與天職”。根據創辦人，未來學的引進與推展，主要來自於兩大

字資料。此外並有「台灣過去、現在與未來」及「不連續的時代」教學錄影帶五卷，及

主要的原因：一是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認知；另一是來自於歐美社會對社會變遷的反

「世界未來學會」所出版的「由地緣政治看西元二○○○年」十六釐米影片一部。有關

省。
「未來學」運動的推展於是從淡江大學開始展開根植的工程，更是本校「未來化」
教育理念的基礎。
（二）率先設計「明日叢書」系列
「西元二○○○年」、「來者可追」、「綠色危機」、「創新與突破」、「明日之
旅」、「只有一地球」、「國際政治的新面貌」、「人類與未來」、「政府科學與未來研
究」、「大地在消失中」、「美國高等教育的價值觀與未來展望」、「知識的爆發」、
「即將來臨的繁榮」
、「社會變化的教育」等，以開啟本校對未來學資料的彙集工作。

之教學影片、錄影帶及書籍，現正在陸續增購中，預期教材將更豐富充實。以奠定將
「未來學」學門分為五大課程發展的基礎（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經濟未來、環境未來
及政治未來）。
（二）率先籌辦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雜誌「明日世界」
民國六十三年，張創辦人為了進一步喚起人們對「未來」的重視，加速「未來」觀
念的建立及擴大「未來研究」
。於是籌備出版一本專門討論未來的雜誌「明日世界」
。
經過半年的籌劃，「明日世界」雜誌於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創刊發行。創刊之後，為
加速未來研究的推展，並增設了七個研究小組：未來研究小組、國際政治研究小組、科

二、第二波執行內涵與成效

學技術研究小組、經濟研究小組、社會文化研究小組、文學藝術研究小組與婦女家庭研

在張創辦人的督導下，淡江全體同仁，歷經未來化第一波六、七年對未來化教育理

究小組。民國七十二年將研究小組改為社務委員會。

念嚴謹審慎地集體構思之後，決定正式步入落實該理念的起跑點，具體落實的動作主要

自創刊以迄民國七十五年元月的十一年中，「明日世界」充分發揮了大眾傳播媒體

涵蓋教學與社會服務兩大方向。教學係指開設「未來學」課程；社會服務係指發行「明

的功能，一方面譯介數千篇新觀念、新趨勢、新思潮的報導，另方面邀請了學者、專

日世界」雜誌，與社會互動的淡江未來化教育是第二波未來化的主要階段性任務。

家、政府官員共同經營此一文化園地，加速「未來」觀念的擴張。「明日世界」也由國

（一）課程的發展與成效

外趨勢及重大發現的譯介，以激發針對國內外問題的探討。經過十一年的努力，終於使

張創辦人認為唯有經由教育的過程，培育具有「未來觀．觀未來」的學子，才能加

「未來」的觀念，深植在國內政府與民間人士的心中。今天所見政府擬具中長程計劃的

速我國對急遽變遷社會的適應，開創更美好的未來遠景，於是從民國六十五學年度起，

觀念，以及坊間未來研究成果譯介的普遍受歡迎，更落實淡江未來化教育理念的宣傳及

在大學部開設「未來學」講座課程。

推廣，與社會大眾共享「未來化」理念。

依照未來學的研究方法論，該課程按其科際整合的學科本質，採用講座方式邀請學
者專家分別就各主題作專題演講，使學生除具有基本的未來學理論的概念外，進而了解
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生命科學、太空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等各主流的未來導向。
隨著選修學生人數的增加，班數逐漸增設，由初設的一班而增為三班，包括城區部

三、第三波執行內容與成效
根據Handy（1994）提出弔詭理論中的曲線邏輯：世界上每件事象皆有其生命周
期，沒有任何事象能夠永遠不走下坡。基於這種認知，淡江全體同仁，並不以過去未來
化的成就而自滿。相反地，每當我們達成一個階段性的目標或任務時，應該設法力求突

一班、校本部兩班，平均每學期選修人數達五百名以上。為提供具有從事「未來研究」

破，適時地站在S形曲線的最適點，去創造另一條新的S形曲線，這也是未來化第三波

意願的學生進一步的學習機會，並於民國七十年開設「未來研究」一班，採專題研究方

產生的原因。

式教學。
為提升教學品質，強化課程內容，促進教學效果，自七十四年度起，將課程規劃為

第三波未來化主要任務是負責檢討、規劃與增設未來學課程，並籌設未來學研究
所；同時，在本校既定的「資訊化、國際化、未來化」三化理念下，以未來化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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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配合國際化與資訊化，推動與落實「淡江教學與研究未來化」，進而將「淡江未來

連繫，宣導淡江大學未來化教育理念。

化理念」，社會化地落實與推廣。而淡江第三波未來化主要近階目標訴求是研究導向，

該期刊主編群如下：

主要涵蓋國際性未來研究學術期刊的發行、未來學研究所的申請設立，學術研討會的舉

林志鴻

辦，此外，持續積極採購圖書期刊，編譯出版未來學相關著作，敦聘及培訓師資。

Sohail Inayatullah

（一）課程的發展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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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華

為奠定「未來學」學門的五大發展方向及強調未來學方法論為本校未來學研究發展

期刊執行編輯：

重點。計有：「社會未來」、「科技未來」、「經濟未來」、「環境未來」、「政治未

周桂田

來」
、「未來學」講座、「未來化在廿一世紀」講座等。

期刊編輯委員：

（二）教學的發展與成效

Wendell Bell, Yale University, U.S.A

逐一發展未來學門的五門課程，以確保發展方向的合適性及教學內容的嚴謹性。歷
年開課班級數情形如下：

Clem Bezold,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Futures, U.S.A.
Jo~
ao Cara c a, Gulbenkian Foundation, Portugal
s

Chien-Fu Chen,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大學部

Jim Dator,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
課程名稱

社會未來

科技未來

經濟未來

環境未來

政治未來

八十三

10

7

7

--

--

David Hicks, Bath Spa University College, U.K.

八十四

15

12

14

--

--

Shigeyuki Itow, Kyushu Sangyo University, Japan

八十五

26

14

22

--

--

八十六

34

11

24

3

--

八十七

28

9

22

4

2

Policy Institute, U.S.A.

八十八

36

6

23

4

2

Ashis Nand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India

八十九

36

7

23

6

2

Linzheng Qin, Chinese Society for Futures Studies, China

學年度

Hazel Henderson, Independent Global Futurist, U.S.A.

Graham H. May,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Graham T.T. Molitor, Public

John Robinson, Technology Monitoring Association, New Zealand
研究所

Richard A. Slaughter, Futures Study Centre, Australia
課程名稱

未來學

未來化在廿一世紀

八十三

1

--

八十四

2

--

八十五

1

1

八十六

1

1

八十七

1

1

八十八

1

1

「大未來」是本校對未來化教育理念宣傳的重要刊物之一，每學年發行四期，並寄

八十九

1

1

發全國各大專院校相關單位。內涵除了介紹一些未來學的重要觀念與趨勢之外，也報導

學年度

S. P. Udayakuma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Cesar H. Villanueva,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Philippines

（四）通訊期刊「大未來」的發展與成效
內涵：

本校未來化及未來學相關事宜，以促進全國高等教育對未來學的重視。
（三）學術期刊（Journal of Futures Studies）
藉由該學術期刊的發行，集結全球未來學者的研究，並利用該期刊與全球未來學者

（五）未來學書系的出版
未來學書系的出版是本校全體同仁對未來學的教學與研究表現具體成果之一。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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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書籍是透過出版社出版與發行，使淡江研究成果得以分享大眾。

直屬單位之沿革 195

（九）與全球著名未來學機構聯絡

（六）未來週的宣傳

與全球著名未來學機構連繫是落實本校未來化的重點工作之一，近年來主要聯絡的

未來週的宣傳每學期舉辦一次，利用該週向全校師生宣傳當時全球最新趨勢的發

機構有：

展。在創辦人的督導下，適時修正宣傳內容，並發給與會師生詳盡未來學相關資料。以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WFSF）

先進多媒體設備，由多位未來研究組教師共同參與及說明，並借助其專長，以論壇方式

•World Future Society（WFS）

來進行意見交換，除了對未來趨勢進行剖析之外，並達科際整合之教學與宣傳效果。該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FFF）

宣傳是利用本校覺生國際會議廳之多媒體設備，是一項未來化與資訊化相互結合的宣傳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Foresight（INF）

效果。

•Internatilnal Future Research Academy（IFRA）

（七）未來學資料室

成效：

於覺生圖書館大門入口右側，設有未來學資料室，面積約一百一十坪，目前該專區

•榮獲WFSF1999年年度「最佳研究機構」獎

藏書約有冊1,848（2000年），可視為全國唯一將未來學設置專區的圖書館。此乃反應淡

•與WFSF和WFS合辦2000年未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江大學教育對未來化的重視與落實的具體動作之一。

•創辦人受FFF邀請出席全球著名未來學者探討Humanity 3000的會議

積極採購和收集全球未來學相關的書籍及相關資料，以利淡江和全國對未來學的教
學與研究。此將是本校成為亞太地區未來學重鎮的資料基地。

•IFRA邀請本校為創會組織委員。

（八）學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WFSF的機構會員

每年由一位本校老師帶領二位學生出席未來學國際性學術會議，藉此讓學生了解全
球未來學者對未來學的研究與參與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出席此次會議的費用皆
由學校負擔，以突顯學校對未來化的教育理念的重視。
來學門的每一課程的班上向同學進行心得報告，藉此宣傳本校未來學的教學理念。
年度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出席教師 出席學生

1996 世界未來學會年會

世界未來學會

廖惠珠

世界未來學會
世界未來學會

陳國華
陳建甫

1999 International Workshop &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林志鴻
Postgraduate Course

＆ Budapest University of

Methodology Seminar
in Futures Studies

Finland Futures Research
Centre

名單如下：
Walter Kistler, President,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Wendell Bell, Professor Emeritus, Yale University
Hazel Henderson, Futurist, Calvert Souial Investment Fund

夜電機系：李峰名

Graham Molitor, President,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Vice-President, World Future Society

美研所：陳韋倩

Richard Slaughter, Professor, Swinburne University

法文系：沈柏君

Sesh Velamoor, Program Director,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日文系：鄭雅雲

Johan Galtu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Transcend

夜英文系：許芳菊

Sohail Inayatullah,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entre

陳國華

德文系：郭美貝

胡名雯

建築系：莊智超

Economic Sciences
2000 An Argumentative

（十）著名國際未來學者的邀請

國企所：陳世昌

西語系：陳曉菁
1998 世界未來學會年會

•WFS的機構會員
藉由邀請全球著名未來學者之宣傳，奠定本校未來學在全球學術之地位。受邀學者

學生出席國際會議返國時，除了要寫一份報告，並發表於淡江時報外，同時要到未

1997 世界未來學會年會

•邀請INF創辦人Dr. Richard Slaughter訪問本校（教育學程組）

法文系：楊鍇淳

Wen-Hui Tsai, Professor, Indiana University
Lorne Tepperma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oronto Elisabet Sahtouris
David Hicks, Professor, Bath College
Tony Stevenson, President,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Cesar Villaneuva, Secretary General, 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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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產官學界找到「前瞻而整體計劃」的契機。未來學的應用魅力也主要可在此展現。

Ivana Milojevic,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3.實踐未來化的教育理念

David Wright, Researcher,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本校推動未來學研究與教學已經三十幾年，目前除了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已聘

（十一）申請設立「未來學研究所」

任的八位專任教授外，相關系所支援未來學教學的師資亦高達二十多位，這些學有專精

「未來學研究所」設立的宗旨即基於科際整合的必然趨勢，在新世紀的來臨中揭櫫

的師資將提供未來學研究所充足的教學資源。本校設置未來學研究所可以充份利用並發

了學習革命，以及在傳統單一職能技藝的教育體制轉型中，強調資訊化、全球化與未來

揮已有的教學與研究資源，在「科際（學門）整合」原則指導下，經由授課、討論、專

化來加速科際整合。而淡江大學在跨入第三波未來導向的教育理念下，已經累積並發展

題研究、專家意見調查、國際會議、公開演說等方法，未來學的開創將可為學科領域過

了相當豐富的未來學教學以及研究資源與能力，並且在國內與國際相關學術領域中建立

度強調精細分工的高等教育體系注入嶄新的思考體系。

了相當卓著的聲望。而「未來學研究所」的設立除了因應社會需求，也整合現有研究與

4.建立以亞太地區為中心的未來研究網絡

教學資源，促使淡江的未來研究在國內穩固的居領導地位，以利結合國際相關專業研究

本校甫於去年底（1999）獲頒全球年度最佳「未來學研究機構」獎，此獎勵是每

成果，並凸顯淡江未來化教育理念的特性，進而，透過未來學研究所的設立，培養受學

年由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WFSF）邀請專家學者組成一

者宏觀的、前瞻的思考與趨勢分析能力，俾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展未來領袖的願景視

評審委員會，然後就全球受推薦的個人與機構名單中嚴格篩選而出，獲獎理由摘錄如

野，以及落實專業式教育科際整合人才的培育。具體而言，該所申請成立的理由分別詳

下：

述如下：

“In acknowledgment not only of its prese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futures studies, but

1.因應社會轉型與教育改革的多元趨勢

also of its potential for causing a far more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it is

正如同我們所強調個人需要全人教育的理念般，社會整體成長也需要加入未來導向

because of the work and example of institutions like it that futures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式的教育與學習過程。
在現代社會裏，有以下三個主要的因素使得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漸趨混淆，甚或充滿
不確定感：⑴人口數量的遽增⑵快速的科學技術變遷⑶及時的通訊。
已有或將有的新發明與創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態度和信仰系

improvement is assured.
WFSF並已開始研議將該聯盟的秘書處於2006年起設置於淡江大學，此舉將進一步
實踐台灣社會積極以非政府形式（NGO）參與國際事務的前瞻作法。未來學研究所也
將在此孕育更具開創未來思考兼具國際視野的師生。

統等都在徹底改變中。正處在加速變化階段的人們已經無法趕上變遷的速率，尤其是準

5.結合學術研究資源

備未來生活的核心方法－教育，已經無法適應，甚至顯得落伍。未來學研究所的設立希

強調全方位、整合性思考的未來學領域當然亟需結合各地區的研究發展成果，以及

望能夠落實「學習型社會」的教育理念，藉以培育學生認識未來、適應未來，更進一步

考慮不同文化的思考取向。本校曾修習過未來學相關課程的學生，每年也遴選兩位，以

積極地創造未來的積極態度。

學校全額補助方式，分別前往美國（WFS）、匈牙利（UNESCO Futures Fourses）、芬蘭

2.提供資訊社會未來發展理念

（WFSF）等地區參加課程、研討會或學術年會等活動。一同前往發表論文的教師則給

目前全球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發展困境，如環境破壞、能源短缺、生活品質惡化和貧

予學生專業領域以及國際文化的指導。雖然本校未來學研究與發展已經建立相當學術聲

富不均等，大抵皆肇因於過去人們執著於歷史經驗、法則或依賴運氣，讓未來順其自然

望，但是深具興趣與意願繼續在此領域深入研究的學生，卻必須選擇國外研究所就學，

發生的結果。在全球資訊社會逐漸形成的大趨勢下，我們將面對前所未有風起雲湧的大

實為一大缺憾。目前與本校密切交流的未來學研究所或學術機構包含：美國休士頓大學

未來，不論是政府部門、企業部門或是個人，如果不能順應這股資訊經濟時代的大潮

（Univ. of Houston at Clear Lake）未來學研究所（授予教育或科學碩士學位）；夏威夷

流，將會被此股衝擊所淘汰，然而面對資訊經濟時代與過去的工業經濟時代是截然不同

大學（Univ. of Hawaii）政治學研究所的Alternative Futures（碩、博士）；明尼蘇達州

的理念。臺灣社會似乎也已經產生了「成長極限」的現象，處處遭遇瓶頸或是衝突，要

立大學的未來學程；澳洲的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與Swinburne University

突破歷史的這一個不連續性階段，「未來導向」思維取代傳統的「歷史導向」，可能將

of Technology的未來學研究所（碩、博士）；匈牙利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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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的Futures Research and Planning Dept.（碩、博士）。至於在國際期刊與會議聯繫

多的自主空間。然而教育的逐漸解除管制，其機會成本是由過去的“獨占（monopoly）”

網絡之中的「未來學研究中心」則已經超過一百所大專院校。在長期的規劃中，本校將

逐漸轉變為“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的市場結構。學校與學校之間的

以台灣與亞太區域特色與全球未來學相關學術機構進行教學與研究合作。

競爭因而日呈激烈，因此，就壟斷性競爭屬性的教育市場而言，如何利用學校本身既有

6.落實淡江大學教育精進理念

的優勢，來塑造與創造本身的壟斷性，而立足於該市場，已經是成為未來學校經營的主

在本校既定「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理念下，以未來化為主軸，主

要訴求重點之一。在這種教育環境的變遷下，教育投資的重要性逐漸展現，而凸顯教育

動配合國際化與資訊化，推動與落實未來化校園與社會服務的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

投資是否具效率的決策，也因而成為重要的議題。此評估必將可宣傳淡江教育投資的成

淡江大學整合過去五十年來累積的經驗與成果，冀能於民國九十一學年度成立「未來學

效，並提供淡江經營決策之可能方針。

研究所」，以因應時代與社會的全方位需求。在本校教職員和學生認知中，大多數皆具

第六節 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

有「未來研究」之理念，設置碩士班「研究所」是淡江學術特色的延伸和再提昇。
7.因應國家整體建設與全方位發展

本校之校務發展在張建邦博士領導下，一直秉持「計畫教育」的辦學理念，自民國

世界各先進國家大多由政府領先從事未來研究，如美國「參眾兩院之未來聽証小

五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共有三期的四年計畫，及至六十九年改制正名為「淡江大學」之

組」、瑞典政府之「未來部」、以及芬蘭國會的「未來委員會」等，皆為政府在未來政

後，為奠定本校學術研究基礎，向世界學術水準邁進，自六十九年至七十三年訂定「五

策提供了積極助力和消極的預警資訊。至於民間的研究團體最有名的是美國的「世界未

年世學計畫」，追求學術優異，提昇學術研究與教學水準，邁向國際知名大學的一流水

來學會」、澳洲的「世界未來研究聯盟」、法國的「國際未來協會」和法國的「羅馬俱

準，在架構上分為硬體、軟體、人才及課程四項同時進行，並列入追蹤考核。為達成世

樂部」等，除了定期舉辦各項研討會和出版定期刊物外，也訓練了無數的「未來學」專

學計畫之長程目標，本校七十四年成立世學計畫委員會，製定自民國七十五年起每四∼

業人員，為產官學界提供重要的計劃和研究的人力資源。我國政府在不斷的呼籲建立具

五年之短程目標計畫，以因應社會的急遽變化及配合全球進化的方向與步伐，而求最佳

前瞻性與全方位考量的二十一世紀新體制下，亟需在改革中的社會與教育機構中積極培

的目標與策略。自民國七十五年至七十九年為第一期之「世學一號計畫」，自民國七十

養具願景規劃以及創見思考的人才。國家政策的多元化與活力遠見的展現更須及早提

九年至八十四年為第二期之「世學二號計畫」。旋因教育部有鑒於私立大學對國家社會

升。由此亦更凸顯出未來學研究所設立的必要性。並期藉由未來學研究所之研究活力，

之貢獻，自七十八年起辦理「特色系所獎助」，七十九年再擴大為「私立大學校院四年

加強未來學方法論與理論的發展，以凸顯淡江未來學之特色。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獎助」，至八十年正式公告獎助辦法，本校也於八十年三月成立

（十二）申請設立「台灣未來學會」
擬申請成立「台灣未來學會」，集結國內未來學者之研究，並利用研究結果貢獻國
家社會，以奠定「未來學」學門之區域地位。

「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替代世學計畫委員會，同步實施世學計畫之發展。為了徹底執
行與控制中程計畫之完成，本校自八十一學年度起成立「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負責整
體策劃、執行與評估。

（十三）舉辦「未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程發展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是本校總體發展目標，該研討會將以未來學為主軸，

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

輔以世界未來學會及世界未來研究聯盟的協辦，並以第三波資訊經濟社會為出發點，探

副主任委員二人：副校長兼任

討未來研究、教育、文化與科技、中國 台灣 亞洲未來之相關議題。藉由國際性學術

執行秘書：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兼任

會議的舉辦，集結淡江全體同仁和國內外未來學專家學者的智慧，輔以新世紀的到來，

委

共創另一波的新未來。
（十四）完成「知識未來－淡江大學教育投資成效評估」計畫案

員：由校長遴聘一級主管及資深教師代表組成之，任期一年，期滿得續任之

第七節 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

隨著全球自由化與多元化的趨勢發展，教育的角色與功能也呈現明顯的轉變，特別

本校為確保教育實習品質，於民國八十五學年度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規定，

是駕乎於「大社會、小政府」的教育改革之教育鬆綁趨勢，使個別高等教育機構擁有更

經（85）校秘字第三五○○號函公布設置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實施辦法並於88.9.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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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該會之任務如下：

直屬單位之沿革 201

第三條：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若干人、由主任委員聘任。

一、關於教育實習重要發展方向及政策之研議事項。

委員若干人由主任委員聘請校內教職員工、校友、社會人士及企業人士擔

二、關於實習教師整體輔導計劃之規劃事項。

任。

三、其他有關教育實習之研議事項。
該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校校長兼任，聘請委員若干人，由本校學生教育實習合
作學校校長、教育實習合作學校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教師研習進修機構代表以

第四條：本會以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委員任期三年，委員會閉會期間，由主任
委員代行其職權。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之，依大會決議承主
任委員之命綜理會務，另置助理人員若干人、協助執行秘書處理會務。

及本校相關人員共同擔任，聘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校教育

第五條：本會會議每學期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學院院長兼任之，工作人員由師資培育中心相關人員擔任。本校學生教育實習合作學校

第六條：本規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同。

於八十六學年度計有三十七所，八十七學年度為五十七所，八十八學年度增為八十八

茲臚列歷年募款委員會委員如下：

所，至八十九學年度高達一百二十八所，遍及全省各地公私立高中職業學校與國民中小

一、第一任委員聘期自八十四年一月一日至八十六年十二月

學。
該會為落實教育學程的教育實習品質，特於八十七學年制訂「教育實習教師輔導計

主任委員 林雲山：八十四年一月至八十七年七月

畫」（附後），更於每學年度均函發各實習合作學校公告本校所舉辦的各項研討會、教

副主任委員張家宜：八十四年一月至八十七年七月

職員資訊化及圖書資訊使用訓練課程，並設計「教育實習意見調查問卷」，委請各校協

芮涵芝：八十四年一月至八十五年七月

助填寫，調查結果學生實習情形頗獲各校好評。

張紘炬：八十四年一月至八十七年七月

第八節 募款委員會

馮朝剛：八十五年八月至八十七年七月
二、第二任委員聘期自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年七月

本校於八十二年二月接奉教育部八二年二月二十日台（八二）高字五八七七二號函

主任委員 張紘炬：八十七年八月迄今

指示積極展開募款準備工作，教育部復於五月二十日台高字二七六三二號核准本校募款

副主任委員張家宜：八十七年八月迄今

計劃，六月十八日第廿九次校務會議通過成立「淡江大學募款委員會」，以推動募款工

馮朝剛：八十七年八月迄今

作。
本校「募款委員會組織章程」，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二日經第四十五次行政會議通
過，八十三年十一月四日第卅二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其章程對職掌及組織均有規定。

第九節 災害防救方案緊急應變小組
本校於八十三學年度依教育部函示：「學校應設置緊急應變小組，以普及災害防救
觀念及警覺，加強教育宣導，提升災害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失。」特成立緊急應變小

節錄於下：
第一條：為配合教育部鼓勵私立大學校院募款政策極進行勸募活動，依照本校組織

組，同時訂定作業要點及工作計畫，以建立災害防救體系，迅速應變處理偶（突）發重

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設置「淡江大學募款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大災害；遵循脈絡一貫之精神，發揮統合力量，適切規劃救護作為與有效之執行，普及

會）
。

全校師生同仁災害防救觀念及警覺，加強教育宣導，提昇災害應變能力，減輕災害損

第二條：本會任務如左：

失，務期保障教職員工生命的安全，發揮整體應變力量，以確保應變救護計畫之達成，

（一）募款計劃之擬訂
（二）募款計劃之執行及檢討

並及早完成善後復舊工作。
該應變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為副召集人，主任秘書為執行督導，各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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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為成員，學務處、總務處、軍訓室為作業單位。職責分工如下：
（一）校長：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務。

第二章

（四）相關教育專業叢書之編撰與出版事項。
（五）校長交辦事項。

（二）副校長：小組副召集人，協助小組召集人綜理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務。

教育品種管制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三）主任秘書：業務執行督導，協助小組召集人協調督導緊急應變小組業務單位

主任委員：校長兼任

推動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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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員二人：副校長兼任

（四）總務處、學務處、軍訓室：災害防範及災害搶救事務支援單位。

執行秘書：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兼任

（五）其他一級單位：災害防救相關業務。

委員：由校長遴聘教師若干人組織之，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執行程序：
（一）由召集人視災害防救需要，召集本校緊急應變小組於總務處事務組成立防救
指揮中心。

第十一節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與理工學刊
本校為提昇學術研究水準，有效服務學術研究者與讀者，原出版之「淡江學報」已

（二）防救指揮中心透過行政聯絡網及其他資訊管道蒐集災情。

自第三十六期後停止發行，並另行出版「淡江人文社會學刊」及「淡江理工學刊」作為

（三）由執行督導協調聯繫相關單位，協助各型災害之緊急處理，給予必要之支

學術交流之園地。此二學刊的出版，除了表示我們對高素質人文社會與尖端科技的嚮往

援。
（四）由執行督導瞭解災害防救工作，並隨時將防救工作進展及效能提報小組召集
人。
（五）由執行督導評估復舊及善後需求之人力、物力，規劃後續支援方式及步驟，
協調經費來源。
（六）由執行督導提出災害防救工作檢討報告，函送各相關單位參考作為爾後處理
改進之依據。
八十八學年度初有鑑於九二一地震災害，陳敦禮主任秘書特召集相關作業單位人員

和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之外，更重要的意義是提供一個全然嶄新的園地，讓各個不同領域
的學者有相互切磋、相互觀摩、相互競爭與激盪的天地。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規則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學術地位及聲譽，並鼓勵學術研究風氣，提供出版優良論文著
述發表園地，特成立「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左：

研議修正「災害防救方案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增列地震災害應變之救護，並於八十

1.規劃「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之出版方向。

八年十月十二日以（88）校秘法字第023號函公布施行，同時隨函公布「重大危機事

2.「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之約稿、徵稿、編審、出版相關事宜。

（案）件反應處理指揮體系」
。

第十節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學刊之發行人。
第四條 本會置總編輯一人，由發行人任命，綜理本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相關學
院教授中遴聘之。另置編輯委員12人：校內委員6人，由相關學院教授中

本校於八十一年八月一日成立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以策劃本校教學研究及品質之策

遴選後報請校長核聘之，校外委員6人，由總編輯與相關學院院長商議

略。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該會原屬之行政人員改組為「教育品質管理組」隸屬教育發展

後，報請校長核聘之。編輯委員任期為二年，每二年得改選半數委員，連

中心，為二級單位。該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選得連任二次。

（一）本校近程、中程及長程發展計畫之研究及管制事項。
（二）本校各系、所單位之教學、研究、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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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育問題專案研究之委辦事項。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編輯一人，由總編輯就本校職員中遴選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另置組員若干人。
第六條 本會每年至少定期開會二次；而總編輯得視需要，另行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之稿約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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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規則經本學刊編輯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時正亦同。

淡江理工學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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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組織規程」實施，規程中明訂校、院及系所三級評審會之職掌及組成，嚴格要求評審
教師聘任、升等、研究進修等相關事項，並隨時檢討修訂，規程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一、本校為提升學術地位及聲譽，並鼓勵學術研究風氣，提供出版優良論文著述發

八十六年十月為爭取教育部授權本校自審教師資格，將名稱更改為「淡江大學教師

表園地，特成立「淡江理工學刊」（以下簡稱本學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簡稱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並修正委員資格、人數及開會決議通過人數等條文，經教育部

本會）。

核定後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公布施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本校獲教育部授權自審

二、組織架構

教師資格。八十八年九月十日配合全校法規修正名稱為「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本學刊設發行人一人，由校長兼任，並由學術副校長督導。發行人聘任總編輯一

規章」。八十九年六月九日第四十三次校務會議通過配合教育部來文修正部份條文，修

人，綜理本學刊編審事宜。由總編輯設置數理編輯小組（數學、物理），化學編輯小組

正出席人數為二分之一及解聘、不續聘之規定，另調整委員資格，經報請教育部復文，

（化學、化工），土木編輯小組（建築、土木、水環），機械編輯小組（機械、航太），

法規名稱須修正為「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並增加委員聘任規定，修正

電機編輯小組（資訊、電機）及執行編輯小組。執行編輯小組設執行編輯及行政助理各

案已經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第四十四次校務會議通過，將再報教育部核定。

一人。其餘各編輯小組設編輯委員三人以上，其中一人為該小組召集人。各編輯小組至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職掌

少應聘請一位校外學者擔任編輯委員。

一、教師服務資歷及學術著作之審查事項。

總編輯應具備教授資格，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

二、專（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長服務及資遣

編輯小組召集人應具備教授資格，任期二年，得連任。

原因之認定等之審議事項。

編輯委員應具備副教授以上資格，任期二年，得連任。

三、教學優良教師敘獎之審查事項。

執行編輯及助理由總編輯聘適當人員擔任之。

四、教師研究進修之規劃及輔導事項。

三、會議
本會設有下列會議：
⑴坽編輯委員會議：以總編輯、編輯委員、執行編輯等組成，討論本會組織規程、年
度工作方針等重大事項，每年召開一次。需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⑵夌編輯會議：以總編輯、各編輯小組召集人、執行編輯等組成，討論文稿審議、學
刊內容、出版等事項，每季至少召開一次。
⑶奅編輯小組會議：以各編輯小組召集人及該小組委員組成，處理該小組之稿件審核
等事項。本會議視實際需求，不定期不拘形式召開。
四、本會依「淡江理工學刊論文評審刊登辦法」及「淡江理工學刊出版流程辦法」
審理稿件及編輯事務。
五、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同。

第十二節 教師評審委員會
本校於國內私立學校中最早實施教師評審制度，六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公布「淡江文
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七十三年六月廿五日公布「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

五、教師休假資格之審查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評）議之事項。
教師聘任校內相關法規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章
三、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規則
四、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規則
五、研究教授設置規則
六、講座究教授設置規則
七、榮譽教授設置規則
八、訪問研究員聘任辦法
九、研究人員聘任辦法
十、淡江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規則
教師升等校內相關法規
一、教師升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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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人員評審及升等規則

師評量委員會，各學院之教師績效評量規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三、各院及各系所教師升等審查規則

之。評量項目包含教學、研究、服務與行政各項績效。聘期屆滿之教師，先經

四、各院及各系所教師績效評量規則

由所屬系（所）教師評量委員會及院教師評量委員會評估，再將評量資料送系

五、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系（所）、

本校教師評審之特色

院、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可參考評量結果作成續聘一年或二年、長期聘任、

一、本校自民國六十三年起即已實施有嚴謹之各級教師評審制度，對教師提聘、解

維持原俸、不續聘、停聘、解聘之決議。

聘及升等、敘獎、研究進修、休假之審查均依評審程序辦理，本校「教師聘任
待遇服務規章」及各相關法規為辦理之依據。八十七學年度起教育部授權本校

九、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專任講師由起聘之日起八年未能升等者，續聘時採一年一
聘，並不得於校外兼課、兼職，校內不得超支鐘點。

自審教師資格後，陸續修改教師升等規則及相關規定，已提昇教師研究、教學

教師評鑑制度

之品質。本校新聘、續聘專兼任教師及升等皆須經三級三審之程序，各級教師

一、教學評鑑：民國五十五年開始實施，評鑑表每二、三年即作修正，以反映實際

評審委員會均依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章辦理，運作良好，對於教師之教

狀況。八十一學年度修定為供教師參考之一般性結果分析統計表，八十四學年

學、服務、研究訂有完整之績效評量辦法。

度增加為六種報表，供各單位參考。另設有開放性問卷調查，請學生填妥後送

二、配合大學法規定，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
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本校新聘教師自八十四學年度起，先請各系所提報下學
年度所需之員額及專長，由專案小組就學校發展需求及各系所特色討論分配員
額，簽請校長核定後於一月底刊登中央日報國內及國外版公開徵才，並於青輔
會、淡江時報、本校網站及其他相關媒體發布徵才消息。
三、各系所彙整登報應徵及個別應徵資料，提系級教評會甄選，並將名單送人事室
備查，以符公開、公正之原則。系級教評會除審查應徵者之學經歷及著作外，
另視需要以面談、試教等方式進行甄選。各院級教評會召集人應列席所屬各系
級教評會，以瞭解教師聘任評審狀況。
四、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各系級、院級教評會須將應徵教師聘任、不聘任之理由列
於會議紀錄，並提校教評會作為評審參考。
五、本校向來採高學位政策延聘師資，並發給博士加給七千元，自八十九學年度
起，副教授（含）以上具博士學位者始予發給，原已支領者繼續支給。近五年
每年平均新聘約四十至五十名具博士學位專任師資，生師比逐年降低。
六、教師在聘期中發現有不適任者，經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議，再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交授課教師作為課程改進參考。
二、教師績效評量：聘期屆滿之教師，依各院所訂之教師績效評量規則進行評估，
評量項目包含教學、研究、服務等項目。
三、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八十九學年度起改為教育品質管理組）定期舉辦之教學
評鑑統計分析表分送各任課老師，作為教學改進之參考。
四、各院系設有教學研究會，定期舉辦問卷調查（量化及非量化）作為師生教學溝
通參考。
五、夜間教學行政中心對於夜間授課之教師均定期查堂，每週將資料送交有關單位
追蹤考核。（夜間教學行政中心配合夜間部轉型，於八十九學年度裁撤）
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聘任情形
一、本校過去因教學需要延聘之外語技術教師及打字技術教師，均經三級三審其技
術資格後聘用，另核發聘函，此類人員於八十二年配合私校退撫基金會成立須
聘合格教師取代，已不再聘用或改任為職員。
二、本校根據教育部公布之「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制訂本校「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規則」，並於八十六年公布施行，以延聘技術性人
才，但以兼任為限。

七、除全校性之升等規則外，各教學一、二級單位均訂有更嚴格之教師升等審查規

三、本校訂有「訪問研究員聘任辦法」、「研究教授設置規則」、「延聘大陸學者

則。所有升等著作皆需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送請二人

來校教學（演講）實施規則」、「講座教授設置規則」、「淡江講座設置規

以上之校外學者審查，外審通過後始得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則」
、「特約講座設置規則」以延聘傑出學者來校進行研究或短期教學工作。

八、為執行教師評量，各系（所）均設系（所）教師評量委員會，各學院並設院教

四、本校根據教育部公布之「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制定本校「研究人員聘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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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研究人員評審及升等規則」，分別於八十六年及八十七年公布施行。

（四）關於試題之印製及其保密事項。

專職研究人員比照教師經三級三審後聘任，短期講學者提學術交流委員會或兩

（五）秉承本會之決定，辦理有關命題及閱卷事項。

岸學術交流小組審議，特約講座另提校教評會決議。

（六）洽請主監考人員事項。

笫十三節 招生委員會
本校為提高學生入學素質，使招生考試達到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並使招生工
作之權責分明，特設置招生委員會，茲錄其設置辦法於下：

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為辦理招生事項，特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設置招生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八）關於錄取學生揭曉及名冊編號事項。
（九）關於電子計算機作業事項。
（十）其他有關試務事項。
二、總務組：
（一）關於物品購置及校外印刷事項。
（二）關於開會會場、闈場、考場、閱卷及其他場地之佈置招待事項。
（三）關於編造預算及結算事項。
（四）關於經費動支審核事項。
（五）關於經費收支及登記事項。

二、推定命題及閱卷委員。

（六）其他有關總務、財務事項。

四、決定錄取名額。
五、其他有關招生事宜。
第三條

（七）關於考生成績覆核分發事項。

一、議定招生簡章。
三、議定錄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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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
委員中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五人，除副校長、各學院院長、教育發展中心主
任、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會計室主任及資訊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外，另由校長就教師中遴聘若干人組織之。

第四條 一、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主持本會一切事宜。
二、本會置副主任委員二人，由副校長兼任，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本會事
宜。
三、本會置總幹事、副總幹事各一人，總幹事由教務長兼任，副總幹事

由於高等教育之入學管道多元化，除全國性之聯招及教育部核定之分發生外，本校
學生來源均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討論裁定，目前之招生項目如下：
（一）大學部甄試、申請入學、轉學等入學考試
（二）二年制技術學院之甄試、申請入學、轉學等入學考試
（三）碩、博士班之招生、甄試、直升及申請入學等入學考試
（四）碩士班在職進修專班招生考試

由校長遴聘，承主任委員之命暨本會之決議，分別辦理有關試務工

（五）學士後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分班考試

作。

（六）推廣教育及先修入學考試

第五條 本會設試務一組、試務二組、總務組，每組設主任一人，由主任委員遴任

（七）外國學生入學甄試

之，各組職掌如下：

（八）華僑學生入學研究所甄試

一、試務一組、試務二組分別辦理日、夜間部以下各事項。

（九）二年制技學院在職進修專班招生考試

（一）關於招生簡章及有關入學考試章則之擬訂事項。

招生委員會的試務工作均由教務處辦理，電腦資料處理工作則由資訊中心負責。本

（二）有關考生報名事項。

校招生作業自民國六十五年起即由電腦處理報名、成績核算、放榜等事宜（均以英文報

（三）關於入學考試報名表格及試卷之準備事項。

表），自七十四年至今許多試務工作提昇的項目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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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年

轉學生考試各項報表中文化

茲臚列歷年經費稽核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七十六年

成績登錄改為移送成績卡

主任委員

七十七年

英文科選擇題改為劃卡電腦閱卷

七十九年

發展線上網路集體報名作業，研究所招生成績處理中文化

八十二年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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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執行秘書

陳雅鴻

芮涵芝、胡德軍、沈一鳴、滑明曙、蔡信夫、陳敏男

七十七學年 蔡信夫兼

趙榮耀

張紘炬、施國肱、黃振豊、紀秋郎、蔡信夫、陳敏男

七十八學年 蔡信夫兼

趙榮耀

張紘炬、胡德軍、黃振豊、張詩經、莊武仁、蔡信夫

七十九學年 蔡信夫兼

試卷改採電腦印製

趙榮耀

陳治欣、王美蘭、劉聰衡、錢凡之、蔡信夫、張詩經

八十學年

八十三年

閱卷現場登錄成績

林雲山

蔡信夫、莊武仁、黃振豊、張紘炬、鈕撫民、傅錫壬

八十一學年 黃振豊兼

八十四年

榜單除張貼公告外於網頁及BBS公告

林雲山

黃建淳、邱忠榮、黃景增、鈕撫民、蔡信夫、陳秀潔

八十二學年 王美蘭

八十六年

招生作業採用主從式架構，整合成一個招生作業系統

林雲山

王維綱、彭維鋒、謝景棠、張俊雄、林森鈴、鈕撫民

八十三學年 王美蘭

林雲山

鈕撫民、周彥文、陳武斌、盧博堅、吳錦波、楊淑娟

八十四學年 王美蘭

八十七年

完成招生資訊網路上提供各類考試科目、報名、考場及放榜項目之查詢

林雲山

鈕撫民、廖述源、翁明賢、許志雄、史建中、陳娟心

八十五學年 王美蘭

八十八年

試卷改用大彌封裝訂成冊供閱卷委員核閱

林雲山

鈕撫民、徐新逸、康尚文、梁文榮、陳叡智、楊景堯

八十六學年 黃登滿

八十九年

提供網路填寫報名表，完成考生電腦報到管理系統，加速正取生報到

張紘炬

洪欽仁、蔡信夫、陳淼勝、羅運治、鍾英彥、王美蘭

八十七學年 王美蘭兼

張紘炬

洪欽仁、羅運治、陳幹男、祝錫智、邱忠榮、歐陽良裕

八十八學年 歐陽良裕兼

張紘炬

洪欽仁、蔡信夫、黃振豊、胡守仁、張德文、汪于渝

八十九學年 歐陽良裕

及備取生遞補作業。

第十四節 經費稽核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係於民國四十二年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而設置，民國七０年該
委員會組織規程以教育部台（70）高字第二八○一八號函向教育部核備後公佈實施，
民國七四年為配合大學改制，首度於第十九次行政會議修正條文。至八十八學年度，為
使該會更趨完善，再經第66次行政會議與第41次校務會議兩次會議修正之。該委員會
的職掌如下：
一、經臨費之收支暨購置、修繕經費之稽核事項。
二、決算案之初審事項。
三、現金出納之查詢事項。
四、校產添置或讓售之審議事項。
五、財務上增進效率及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經費稽核事項。
以上職掌之執行以不扺觸審計會計之法定職掌為原則。
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除總務長為當然委員外，並就教職員中選
聘委員五人組織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指定之。遴聘委員任期一年並不得連任。
該會每年開會一次，開會時得通知會計單位，提供有關之會計報告，並得調閱帳目表冊
案卷及實地調查，必要時得通知校內有關單位列席說明。本校決算經該會審議後，提報
校務會議通過後呈報董事會並得公布之。

蔡信夫兼

CK0002-中-03(1)(2)(3)MAB(4)(5)(6)(清)(再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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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教務處
教務處在大學行政的角色中至為重要，肩負執行教育法規與學校政策，以營造最佳
之教學環境與教學品質。本校教務處悉依大學法之規定，設置相關組織與建立規章制
度，遵循學校的政策要求達成高等教育目標。
自七十五年度至八十八年度間，不僅校內有許多指導政策，如世學一號、二號計
畫、三化政策、核心課程、大三出國留學，全面品質管理、重點系所，第三波及新S曲
線等。而校外由於開放私立大學院校之設置，學校間競爭日益激烈，教育部為保護學生
權益與加強監督，有系所評鑑，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評鑑、督學訪視、系所設置與學生人
數發展限制與控制以及師資設備之要求。教務處均配合執行，同時為建立完整的法規制
度，此一期間教務工作雖艱難，但推展得相當順利。為突顯此期間教務工作之發展歷
程，特將系所發展詳述於后。
淡江大學日間部大學部歷年系組發展一覽表
學年度 增

設

學

系

進

度

39

三年制英語科設立

44

增設五年制英語科

45

增設三年制國文科

46

增設三年制商學科

47

商學科改商學系、增設中文、數學、化學、外文等系

48

三年制英語、國文科停止招生（改制為淡江文理學院）

49

增設五年制測量科

51

五年制英語科停止招生；外文系分設英文、西班牙文兩組

52

外文系增設法文組、德文組；增設物理學系

53

增設建築學系、五年制灌溉科、五年制水土保持科

54

增設會統系、銀保系、國貿系；商學系改設工管系

55

工管系改為企管系；數學系分設數學組、數理統計組；增設歷史系、東語系、外文系
改稱西洋語文學系

56

增設土木系、水保系、灌工系（五年制灌溉科、水保科停止招生）

58

增設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

59

水保系改為水利系水保組；灌工系改為水利系灌工組；增設機械工程學系、合作學系

60

會統系分設會計組、統計組；銀保系分設銀行組、保險組；增設教育資料科學學系、
電子系、化工系

61

增設航空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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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統系會計組、統計組；銀保系銀行組、保險組改為系；水利系灌工組、水保組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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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會計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水利工程系；化學系分設化學組、應用化學組；

87

進修教育學士班更名為進修學士班

西洋語文學系之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組改設英國語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

89

日間部轉型：國際貿易學系、財務金融學系、統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系、法國語文學系、德國語文學系；合作系改設合作經濟學系；物理系分設物理組、
應用物理組；
65

增設航海學系

66

增設輪機學系

淡江大學研究所發展一覽表
年度 成

72

增設大眾傳播學系

74

增設資訊管理學系；東語系改稱日文系（74新生始）

75

航海系、輪機系停招，增設交通管理學系、經濟學系

77

銀行系改稱財務金融學系；水利系改稱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

78

增設公共行政學系

81

合作經濟學系改稱產業經濟學系；電算系改稱資訊工程學系（成立外語學院）

82

增設俄國語文學系；電子工程學系改稱電機工程學系

85

航空工程學系改稱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成立技術學院設二年制企業管理學系、國際貿
易營運系、財務金融營運系

立

所

別

情

況

59

西洋語文研究所、數學研究所設立

60

歐洲研究所、化學研究所設立

61

管理科學研究所設立

62

管理科學研究所分設管理科學組、系統分析組、管理資訊系統組

63

美國研究所設立、物理研究所設立

64

化學研究所博士班、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67

管理科學研究所資訊系統組改設「資訊工程研究所」

68

增設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改制淡江大學）

69

機械工程研究所設立

70

土木工程研究所、建築研究所設立

71

國際事務研究所設立

86

增設教育科技學系、二年制應用日語學系、營建工程技術系、建築工程技術系

87

增設資訊傳播學系、管理科學學系

72

交通管理學系改稱運輸管理學系，二年制技術系各系改名，分別為：管理學系、國際

國際事務研究所更名「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設立

88

73

美國研究所博士班設立、水資源研究所設立

企業經營系、財務系、應用日語系、營建系、建築技術系。

75

金融研究所設立

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改稱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新增二年制財務系在職專班。（成立教育

77

中文研究所、水資源研究所改名「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

學院）

78

拉丁美洲研究所、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79

蘇聯研究所、數學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80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81

化學工程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經

89

淡江大學夜間部歷年學系發展一覽表
學年度 增
52

設

學

系

進

度

濟貿易組、西洋語文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春季班）中國文學系、英國語文學系、法國語文學系、工商管理學系、會計統計學
系計五系設立，九月增設國際貿易學系、銀行保險學系

蘇聯研究所更名為俄羅斯研究所
82

產業經濟研究所設立

83

會計學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電子電路組、通訊系統組設立

84

傳播研究所、運輸科學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控制系統組設立（84學年度第二學期

53

增設合作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56

增設東方語文學系

59

增設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

60

增設數學學系

61

增設電子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

63

會計統計學系分設會計學系、統計學系

64

銀行保險學系分設銀行學系、保險學系，合作學系改稱合作經濟學系

69

數學學系停止招生，增設土木工程學系，合作經濟學系改稱經濟學系

74

東方語文學系改稱日本語文學系

77

銀行學系改稱財務金融學系，工商管理學系改稱企業管理學系

81

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改稱資訊工程學系

82

電子工程學系改稱電機工程學系

程學系、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貿易學系、會計學系等在職專班設立。教育資料科學學

86

夜間部轉型為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後更名為進修教育學士班

系更名為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教育學院設立

全校學系所單位合一）
85

東南亞研究所、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設立

86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設立

87

歷史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金融博士班設立

88

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博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土木工程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日本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設立、交通管理學系碩士
班更名為運輸管理學系運輸科學碩士班

89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歐洲研究所博士班設立、電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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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大學部歷年學生人數及班級數統計表
人數 在校生人數（每年度第一學期）
年度

日間部

39

253

40

374

41

458

41

190

42

867

43

988

44

1159

45

1225

46

1410

47

1677

48

1755

49

2250

50

2281

51

2289

52春

夜間部

選讀生

班級數
二技
在職專班

日間部

夜間部

52

2370

714

53

2515

1583

54

3136

2374

55

3893

56

74

11473

5997

363

195

113

75

11730

6102

304

198

114

76

12083

6319

181

201

116

77

12886

6779

143

210

122

78

13720

7184

145

221

129

79

14465

7709

156

230

136

80

15016

8307

194

240

147

81

15022

8346

203

244

157

82

14851

7825

220

245

163

83

14696

7720

199

245

167

84

14646

7843

172

245

136

85

15008

8114

216

248

136

86

17298

6335

78

281

106

87

19698

4712

52

311

76

88

22155

3027

27

338

46

89

23205

1426

0

361

54

50

1

註：自86年度起，進學班人數、班級數併入夜間部計

51
297

二技
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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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92

47

13

55

23

1013

67

36

3439

667

80

48

4767

4278

754

92

61

57

5200

4381

890

101

61

58

5590

4359

1016

105

63

59

6007

4353

1186

111

65

60

6551

4408

296

118

68

61

7375

4661

298

131

74

62

8630

5002

307

149

82

63

8967

5253

839

161

90

64

9461

5558

174

169

97

65

9518

5685

489

173

103

66

9524

5659

393

174

105

67

9631

5607

362

175

105

68

10066

5558

382

177

105

69

10205

5541

324

179

105

70

10397

5588

812

181

106

71

10807

5628

370

186

107

72

11099

5686

433

189

108

73

11212

5822

434

192

111

淡江大學研究所人數統計表
人數
年度

歷年新生人數
碩士班

博士班

59

14

60

38

61

61

62

65

63

80

64

77

5

65

108

4

66

99

4

67

94

6

68

106

5

69

121

5

70

166

5

71

196

5

72

198

6

73

232

9

74

212

11

75

222

13

76

282

12

77

364

12

碩士在職進修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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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353

19

79

345

24

80

456

36

81

527

30

82

520

25

1.學生學籍及註冊之規劃事項。

83

575

20

2.學生入學、退學、休學、復學、轉系、輔系、轉學等業務事項。

84

652

26

85

656

22

86

662

39

87

738

48

88

757

54

101

89

787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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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務處分設註冊組、課務組、研究生教務組、出版組。
一、註冊組分學籍業務、成績業務，其職掌如下：
（一）學籍業務：

3.學生學歷證件審查事項。
4.有關學籍之在學、修業、轉學、畢業等證書填發事項。
5.學籍呈報、申覆、換證及登記事項。

教務處組織的沿革

6.學籍名冊、卡片之登記及保管事項。
7.學生人數之統計及呈報事項。
8.選讀之審核登記及在職進修等事項。

七十五年度後教務處組織的變革過程為：七十五年度夜間部全部遷回校本部（淡水
校園）上課，原設於城區部（台北校園）之夜間部教務組取消，相關業務併入註冊組及
課務組，增設學籍、成績、課務、試務各一股負責夜間部相關教務工作，有關研究所之
教務工作新設置研究生教務組。七十六年二月設置出版中心，原印務組改隸出版中心，
七十九年出版中心取消後，於教務處設置出版組。

9.中、英文畢業證書之繕製事項。
10.學生通訊地址之更正事項。
11.其他有關學籍事項。
（二）成績業務：
1.學生成績之結算、登記、通知、更正、保管及呈報事項。
2.教師成績卡、考卷之發送及保管事項。

八十八年度教務處組織如下表：

3.學生畢業資格之審核事項。
4.有關成績之統計、圖表之調製及呈報事項。

淡江大學

5.中英文成績單申請事項。
淡江校園

台
北
校
園

6.轉學生學分抵免事項。

蘭陽校園

7.學生缺修學分之審核事項。
8.學生通訊地址之更正事項
教務處

9.其他有關成績等事項。
二、課務組分設課務股、試務股，其職掌如下：

註冊組

課務組

研究生教務組

出版組

（一）課務股：
1.課程規劃之協辦事項。

教
務
處
辦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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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選課、加選、退選及選課不合規定之更正截止。
3.課程之整理及呈報事項。
4.擬聘教師授課鐘點之查核事項。
5.授課時間表之編排及教室分配事項。
6.教學計劃表，光碟檔案之建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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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系開課課程之學分審查事項。

歷任教務長如下：

8.教師補課借教室之登記及通知停課事項。
9.教師薪津鐘點之線上核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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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

芮涵芝

73年8月至79年7月

10.有關各式記分簿印製供教師上課使用事項。

教務長

曾振遠

79年8月至85年7月

11.其他臨時交辦有關課務事項。

教務長

徐錠基

85年8月至89年7月

（二）試務股：

教務長

傅鍚壬

89年8月迄今

1.考試時間、試場及試場座次之編排事項。

歷任二級主管如下：

2.試卷之準備、保管事項。
3.考試題庫之建立事項。

秘書

4.其他有關課務、考試等事項。

專門委員兼秘書 李琳

87年8月迄今

三、研究生教務組職掌：

秘書

朱家瑛

75年8月迄今

申時方

75年8月至90年1月

李琳

（一）研究生學籍、註冊暨研究所課程規劃之協辦事項。

75年8月至87年7月

（二）研究生入學、退學、休學、復學、補修等業務承辦事項。

註冊組組長

凌公康

75年8月迄今

（三）研究生學歷證件審查、學籍呈報、申覆、換證及登記事項。

課務組組長

許秀凰

75年8月迄今

（四）研究生學籍之在學、修業、畢業等證書填發事項。

研教組組長

王嫡瑜

75年8月迄今

（五）研究生學籍名冊卡片之登記及保管事項。

出版組組長

丁瑋

79年8月至84年7月

（六）研究生學期考試、學科考試、論文口試之審查編排及考試後之成績結算、登

出版組組長

楊煥文

84年8月至88年7月

出版組組長

李琳兼任

88年8月至88年9月

出版組組長

蕭仁傑

88年10月迄今

記、通知、保管及呈報等事項。
（七）教師授課時間、教室分配之編排暨記分簿成績卡之填發保管等事項。
（八）研究所教師薪津、鐘點線上核對、查詢作業。
（九）研究所課程整理暨有關研究生之各項統計表圖之製作、呈報等事項。
（十）其他有關研究生課程、學籍、考試、成績等事項。
四、出版組職掌如下：

重要學則、學制與政策的建立（依教育部規定經教務會議通過）
七十五年度

通過淡江大學日間部暑修開課辦法。

七十六年度

取消補考制度，因故准假者始准補考。

（一）全校各種印刷事項之規劃與協調事項。

建築研究所改授建築碩士學位。

（二）全校行政文件之印刷事項。

管訊科學研究所改授管理學、碩、博士學位。

（三）全校老師授課講義之印刷事項。
（四）平時測驗試題之印發事項。
（五）期中、期末、畢業考試及研究生、轉學生入學考試之入闈試題印製事項。
（六）印刷機具之運轉與維修事項。
（七）紙張之鑑別、倉儲與運用事項。
（八）其他有關印刷事項。

七十七年度 為提升研究、論文水準、研究所教授指導研究生論文，以每學年每位教授
指導研究生不超過五位為原則。
七十八年度 建立逾期退選制度，期中考試後期末考試前一週退選者，成績單註記
「Ｗ」。
七十九年度 日夜可互選，以六學分為限。
通過外國學生來校留學辦法。
廢除逾期退選制度，加選於上課兩週截止，退選延至期中考前兩週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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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年度起十二月定為「教學品質月」，以世學二號計畫之「學術優異，
品質保證」為總目標。
八十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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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之大學部及研究所碩、博士班合一。
八十四年度

英文學位證書，採不收費方式贈送畢業生，以符本校國際化原則。

原2/3退學辦法，改為修習學分不及格達1/2者退學，本校每學期退學人數

畢業生加送絨布證套乙副，畢業證書改由各系自行舉行頒證書儀式，增加

增加至三百五十人左右。

畢業生對學校之向心力。

廢除研究所之「學科考試」
。

八十五年度 技術學院正式設立，招收二年制技術學系。

夜間部改為修讀四年，成為大學第二部，夜間部畢業證書取消夜間部主任

八十六年度 夜間部轉型，由大學第二部改為進修學士班，以招收在職生為原則。教學

副署，不加註「夜間部」字樣。

評鑑改以選擇題紙張作答。

通過大學部成績優異甄試直升研究所辦法。

本校學則修正奉教育部86年3月20日准予備查。

大學共同必修科學分數由34學分改為28學分。

學生證改為磁卡式，配合全校網路環境之刷卡。

八十一年度 配合新教務資訊系統，學生證改採條碼式，註冊及選課改為現場線上作
業。

教育學程學分證明書發放。
八十七年度 教育評鑑增加敘述性改進意見調查表。

日、夜、研成績合併於同一資料庫系統，歷年成績單直接印製

退學辦法改為累計兩次1/2學分不及格者退學。

通過研究所推薦甄試辦法。

設置在職進修碩士學程教育。

正式啟用電話註冊選課。

辦理大學申請入學。

八十二年度 中文畢業證書改由學校自行印製，本校公開徵畢業證書設計，正式啟用電
腦印製，並通過「淡江大學畢業證書及證明書管制要點及核發辦法」
。

辦理大學先修制（僅辦一年）。
八十八年度 正式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本校核心課程正式實施，共同必修課程與核心課程合併規劃

註冊選課增加網路與原電話、線上註冊選課同步進行。

取消全學年課程僅修一學期不列入畢業學分規定。

正式開設服務教育課程，養成學生勤勞負責，重視公益熱心服務精神，並

體育課程三、四年級改為興趣選項，依教師專長學生興趣建立體育課程為

藉服務教育課程達到「義務工作」與「社會服務」之雙重精神。

「未來健身休閒運動」之訓練。

八十九年度 學生證改為IC金融卡，提昇同學校園生活之便利性，達到「一卡通行」、

開始建立研究生退學辦法。
研究所畢業生需繳交論文摘要檔案，並存於圖書館。
八十三年度 正式辦理大學部推薦甄試的入學管道，通過推薦甄試委員組織規程，並經
招生委員會決議。

「一卡多用」之功能。

提昇教學環境增進教學效果措施
自八十二年度起本校開始執行三化政策，配合世學二號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通過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成為三級制度，系、院及校課程委員主持課程

達成「學術優異，品質保證」理念，開始規劃提昇教學環境增進教學效果措施，各年度

設計的功能。

之完成改進項目如下：

通過「淡江大學學生出國進修學業學籍處理辦法」，正式執行大三出國進

八十二年度

修之國際化目標。
八十四年度 大二軍訓護理及大四體育均改為選修。
重新訂定修習學分數之限制，大一至大三為十五至廿五學分，大四為九至

完成CAE教室，由工學院規劃管理。
盲生資源教室實驗室。
文書處理教室一間。

八十三年度 電腦資訊教學教室六間。

廿五學分。

物理系示範教學教室一間。

夜間部畢業證書各學院院長副署。

日文系電視教學教室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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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多媒體教室四間。

盲生資源教室之成果

未來學教室一間。
八十四年度

新增語練教室四間及改進原五間之語練教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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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生資源教室成立，源於五十八年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秉著「有教無類」精神，首開

大傳系及教資系多媒體製作教室一間。

國內各大專院校招收盲生就讀，並成立盲生輔導小組負責生活及課業輔導，隸屬於教務

英文系電腦輔助作文教室一間。

處；自七十七年至八十九年研究開發多項發明與創新，開啟視障生之電腦教育及無障礙

八十七年度

研究生教室工學院八樓7間，驚聲大樓3間。

學習環境之先河，貢獻良多，成果輝煌，列舉各項創舉如下：

八十八年度

新化館建置一間筆記型電腦教室。

七十七年

引進美國T.S.C.盲用電腦系統，開啟運用科技輔助視障者之系統研發工

增設9間多媒教室。

協辦全國性服務工作之重大項目
七十五年度

本校負責日大聯招台東考區試務工作（連續三年）
。

作。
七十八年

教育部輔助本校研發中文點字系統，完成中文轉譯點字系統。

七十九年

設置盲生資源教室電腦實驗室，開始辦理國內盲用電腦教育訓練。

八十年

教育部輔助本校執行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製作，由余繁教授主持，設

繼續辦理夜大聯招第二考區工作。

計研發一套中文盲用電腦系統之軟硬體研發。

七十九年度 本校負責主辦八十學年度夜大聯招，當年夜大聯招為第一年以大學第二部

八十一年

完成國內首創視障者職場電腦網路化。

理念辦理，役男亦可參加考試，考生自前一年四萬五千人提高至八萬六千

八十二年

完成國內第一座視障者BBS佈告欄系統。

人，順利完成獲教育部嘉獎。

八十三年

完成中英文點字有聲即時雙向轉譯系統，盲胞可以直接閱讀書籍架構淡江

八十年度
八十二年度

本校負責主辦八十一學年度日大聯招工作，並辦理日、夜間部聯招之閱卷

視障資訊研發中心資訊站網路系統。

工作。

八十四年

點字觸摸顯示器系統研發成功，分送三十部給視障相關學校機構

由教務處主辦大專院校學生住宿問題之研究。

八十五年

設立「無障礙全球資訊網」。

大專英文演講研習營（連辦兩年）
。

八十六年

獲殘障者職務再設計獎項。

八十三年度 辦理「全國高中生社會科學研習營」（連辦兩年）。

完成口述影像戲劇輔助觀賞系統研發成功。

主辦八十四學年度視聽障礙學生升學大學院校甄試委員會。
辦理八十四學年度海外僑生聯招分發作業（連辦三年）
。
八十五年度

教育廳委製136部點字觸摸顯示器送各縣市教育局借給視障生使用。
八十七年

獲新聞局金鼎特別貢獻獎。

主辦夜間部轉型後八十六學年度大學進修推廣教育首次招生。

教育部委製100套盲用電腦分送各大專院校及啟明學校。

協助大考中心辦理日大聯招總會特設殘障考場規劃。

開啟視障教育邁入電腦化。

協辦教育部主辦之「大學博覽會」北區「認識大學校系活動」，吳部長親

八十八年

自主持座談，李登輝總統蒞臨。
八十六年度

接受教育部委託查核全國各大學課程建檔作業。

八十七年度

承辦日大聯招閱卷組工作，並使用電腦管卷作業（繼續）
。

八十八年度

承辦日大聯招閱卷組工作，並使用電腦管卷作業（繼續）
。

八十九年度

承辦日大聯招北區第六考區試務工作、日大聯招閱卷組工作。

完成視障中文字形字義查詢系統，開發華人第一套視障者文字辭典。
盲生資源教室更名為盲生資源中心。

八十九年

華文視障點字有聲圖書館開始架設。

教務資訊系統之演進
民國五十八年校長張建邦博士高瞻遠矚地宣佈開始進行教務行政電腦化迄今，在資
訊中心及教務處同仁共同努力下，不斷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革新創新，使本校之教務
資訊系統成為全國發展最早且功能最完備者，許多創舉開啟教務工作資訊化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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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十八年度之成績作業開始，六十三年度完成自選課、考試至成績之整體批件作

學生事務處。原體育衛生組分出之體育運動組亦配合移出提升為一級單位體育室。而原

業系統，六十五年最先利用光學閱讀選課劃卡，節省不少人力、財力。六十八年度正式

設於台北城區部之訓導組亦隨校務之發展作全盤之規劃併於淡水校本部。茲將本處組織

啟用管理資訊庫系統並與人事、財務資訊庫系統相連，達到校務行政資訊化之功能，也

之沿革列表如下：

掀起全國大學院校發展教務資訊系統之風潮。六十九年度完成資訊庫系統全面中文化，

1.73學年度：學生輔導中心更名為學生輔導組。

使教務資訊系統發揮最大效益，也使教育部宣佈可以電腦報表替代人工抄寫之學籍資

2.74學年度：成立僑生輔導組。

料，一直運作到七十九年度。七十七年度電腦科技分散作業系統技術已臻成熟，開始進

3.民國75年：辦公室移至商管大樓。

行新系統設計，主要為全面自動化線上查詢更新為目標。

4.75學年度：組織調整，訓導組撤銷。體育衛生組分體育運動組及衛生保健組。

七十九年度 開始新系統之測試研討，以科目序號４位數替代原13位數科號後，使各項

5.民國83年：更名為學生事務處（依大學法規定）。

功能操作方便。
八十年度

6.民國85年：為配合蘭陽校園成立，校本部更名為淡水校園，城區部更名為台北

正式啟用新系統，將日、夜、研之各項資料納入同一系統，配合辦公室自

校園。

動化之推展，均採線上驅動方式，減少不必要的資料重複及不必要的報表

7.84學年度：僑生輔導組加入外籍生，更名為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體育運動組

使用，達到真正的資訊化效益。

移出改為一級單位。

八十一年度

選課及註冊均採線上集中辦理，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及控制選課人數。

8.85學年度：配合技術學院成立，台北校園設置學務處辦公室。

八十二年度

由於語音系統技術之發展，完成全國首創的電話選課與註冊作業。

9.88學年度：外籍生業務移出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更名為僑生輔導組。

八十三年度

再發展電話選課與IBM系統線上選課同步進行。

10.89學年度：組織調整，畢業生就業輔導組由大學發展事務處改隸學生事務處，

八十四年度 完成學期成績E-mail方式傳送給學生。

並於11月3日校務會議通過更名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

完成申請表格自動販賣電腦連線設計，淡水、台北各置一台申請作業更為
方便。
台北校園

八十五年度 由於資訊網路系統之技術與設備環境均已發展成熟，並完成磁卡式學生
證，使學生方便進入全校網路環境。
八十七年度

完成PC網路與原電話選課註冊同步辦理。
課程綱要及教學計畫上網使學生易於查詢，教師易於輸入，並完成教務資
訊網路提供課程、成績之查詢。

八十八年度

正式辦理遠距教學之課程開設。

八十九年度 網路報名、自動櫃員機繳費、開放網頁查閱准考證、網路教學意見調查、
招生網頁放榜及BBS放榜公告。

第二節 學生事務處
本校創校之初即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八十條的規定，設立訓導處，以訓育委員會為最

淡
江
大
學

學
生
事
務
處

城區部

於新建落成之商管大樓現址。民國八十三年，訓導處配合教育部大學法的頒定而改名為

學務處辦公室

體育運動組

體育室

課外活動指導組
體育衛生組
衛生保健組

淡水校園
學生輔導中心

學生輔導組

僑生輔導中心

僑生輔導組

蘭陽校園

高訓育組織，負責訓導處設計及方針之釐定。另設有訓導會議以為訓導工作之實施與檢
討。其辦公室原設於宮燈建築，至民國七十五年隨業務的擴增並配合全校的調整，而遷

撤銷

生活輔導組
校本部

訓
導
處

訓導組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生涯規劃暨
就業輔導組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
僑生輔導組

22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歷年教育部委辦活動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於民國七十八年集合大專院校，成立北中南三區訓育協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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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學年度依大學法規定，訓導處更名為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務會議取代原訓育委員
會。
歷年重大決議

北區訓育協調中心並整合北區大專院校分由各校辦理各項活動，以落實整體之訓輔成

時間

決議內容

效。本校分別主辦相關之活動，茲分述如下：

八十四學年度上學期

修正「學生聯合會會長選舉辦法」
修正「學生聯合會學生議員選舉辦法」

（一）
活動名稱：七十九學年度北區大學院校助教聯誼活動

八十四學年度下學期

請軍訓室研議「無人認領之學生遺失物及金錢處理辦法」

八十五學年度上學期

建議夜間部三、四年級設置導師

活動時間：八十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八十五學年度下學期

請生活輔導組研究配合加開接駁車方便搭捷運上下課之同學。

活動景點：谷關風景線

八十六學年度上學期

1.依教育部規定修改「學生獎懲規則及學生操行成績實施要點」法
源：「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活動對象：北區大學院校行政助理

2.於考試請假單上加任課老師同意簽註欄（任課老師不可由系主任或

活動目的：確認助教在訓輔工作上的功能與角色，以建立助教參與之正確方向並提

導師代簽）

升助教士氣。

3.修正「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4.修正「學生聯合會學生議員選舉辦法」

（二）
活動名稱：八十二學年度北區大學院校訓導處秘書聯誼活動

八十六學年度下學期

1.修訂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二條：條文中刪除「本國籍」三字
2.八十七學年度開始成立「淡江大學性騷擾及侵害防制委員會」

活動時間：八十二年八月十七、十八日

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

輔導學生成立法律相關社團

活動景點：獅頭山風景線

八十七學年度下學期

1.修訂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依五等第法甲乙丙丁戊計算
2.修訂「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活動對象：北區大學院校訓導處秘書，每校兩名

修訂「淡江大學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辦法」

活動目的：為提昇訓導處秘書功能，規劃培訓秘書人才並促進業務經驗交流，以落
實協助訓導長推動輔導工作。

修訂「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選舉辦法」
八十八學年度上學期

（三）

1.增訂「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2.開放院系彈性設置導師名額

活動名稱：八十七學年度北區大學校院學務工作研討會

八十八學年度下學期

1.實施新制導師制
2.修正學生會組織章程

活動時間：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活動景點：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陽明山風景線
活動對象：北區大學校院學務工作同仁，每校兩名
活動目的：藉由活動化課程加強各大學學務工作同仁對學務工作之認識及熱誠。
研討主題：1.校園網路在學務工作上的應用趨勢探討
2.社團護照實施經驗分享
3.如何推動網路世代學生輔導工作
4.對學生輔導與獎懲實施方式之探討

學生事務會議
自學校創辦之始即設置訓育委員會，為訓導工作之計畫與執行之重要審議組織。八

全面品質管理（T.Q.M）
（一）源起
八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本處主管會議中決議：以處內各組為單位，共同成立六個全
面品質管理小組。並成立管理督導小組，以各組組長為成員協助督導各小組之運作。
（二）目的：
1.增加對學生事務的參與感
2.加強個人工作品質的提昇
3.簡化行政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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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辦理班代表座談會

14.選拔優秀青年推薦優秀青年獎章人選

15.執行春暉專案

16.推展交通安全教育

解決工作瓶頸，並作成紀錄陳閱存查。會議記錄內容乃配合組內預定進度及工作

17.改善學校週邊環境及交通業務

18.協助校園安全維護

實際運作狀況以「討論主題」及「檢討改進」二項為主。

19.編印學生校外租賃手冊

20.學生校外住宿生活訪問調查

21.執行新生入學輔導

22.執行慶祝校慶活動

23.執行畢業典禮各項活動

24.身心障礙同學生活輔導

1.工作品質精緻化

25.學生宿舍管理與安全維護

26.執行升旗、週會各項事宜

2.組織溝通順暢化

27.辦理青少年犯罪防治

28.處理學生意外、特殊事件

3.工作環境人性化

29.學生生活輔導與服務

30.學生服務教育課程

31.推展學生生活教育

32.修編彙整學生手冊

1.各組每二個星期固定召開乙次會議，就個人工作業務內容作集思廣益的探討，以

2.於每學期期末會議中各組提出成果報告。由相互觀摩中改進成長。
（四）效益：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33.全校BBS校務行政版管理

主管姓名

任職起訖年月

李文峰

68.8∼73.7

楊立賢

73.8∼79.7

本校學生宿舍，創校初期僅一棟二層建築之松濤館，亦僅供南部北來之女學生住

羅運治

79.8∼86.7

宿，民國五十五年，再增建一棟佔地一千餘坪之互助館，第一年供男生住宿，第二年即

葛煥昭

86.8∼-----

改分配予女生住宿，民國七十二年，就互助館原址及部分松濤館舊址，斥巨資興建樓高

宿舍概況及管理辦法之變革

五層之松濤一、二、三館，及至民國七十八年又闢建五層樓高之麗澤學舍，八十六年九

一、生活輔導組

月更名為麗澤國際學舍，因本學舍多為外籍留學生住宿，故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一日起

本組自創校以來一直隸屬於訓導處（八十三年改為學生事務處）。設組長一人及組
員若干；八十三年配合大學法實施，主任改稱組長（仍由軍訓室主任教官兼任）。人力
配制：
1.組本部 ：組長一名，輔導員二名，專員二名，組員三名

改隸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今總計共有2442個床位，針對宿舍之管理，均擬有
「淡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
。

導師制度
（一）導師制度之變革

2.學生宿舍：組員四名，書記二名

1.本校導師設置辦法原訂：「日間部一至四年級各班，夜間部一年級各班（依學籍

3.軍訓室支援教官：八名

班）均設班導師」後經導師建議加強導師制，於八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訓育委員會

職掌

會議中決議通過修改導師設置辦法如下：「導師設置由各學院依實際需求聘請」

1.承辦本校膳食委員會業務

2.餐飲衛生管理

並決議施行一年後檢討修正，因各院導師設置情形不一，導師津貼由各學院依分

3.辦理學生兵役

4.辦理導師業務

配經費（分配方式依學生人數計）自行決定。

5.辦理學生家長座談會

6.辦理學生專車

7.申請學生就學貸款

8.辦理學生操行成績

究生已有指導教授之指導及經費關係應不必再設導師，乃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八

9.辦理學生獎懲案件

10.辦理學生請假

日訓育委員會會議決議：「研究生不再設置導師」自此，所長仍擔任該所之義務

11.核轉、處理學生平安保險

12.辦理學生急難救助金

導師，不支給導師津貼。

2.研究所導師設置情形原為每一年級設一導師，另設所導師，係以所長擔任，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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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間部學生僅一年級新生設置導師，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訓育委員會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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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導師對輔導班級之學生活動與發展情形，均應有詳細之記載，針對學生之

議：「夜間部增設二年級導師」
。

優缺點，並予適當之評語，及提出改進意見，於每學期期終考前二週，將

4.導師設置辦法明訂本校導師以本國籍專任講師以上老師擔任之，後於八十六年十

學生全部生活資料，送主任導師彙送學務處依據各項考核核算操行成績。

一月二十六日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通過，將導師設置辦法中「本國籍」三字刪除

第九條 導師、輔導教官，及系主任對學生操行成績考查，採基分制，學生學期操

而得聘任外籍老師擔任導師。

行，基分均定為八十二分，對特殊優劣學生操行，得提供具體事實，增減

茲將現階段實施之「導師制度實施規則」錄之如下：

導師制度實施規則

操行成績，其增減程度，導師以五分為限，系主任、輔導教官以二分為
限，惟不得與獎懲重複。
第十條 平時如發現學生有不良習慣，或其他特殊事項，應隨時與學務處聯繫，遇

第一條 為指導學生德智體群四育均衡發展，陶冶高尚品德，養成規律生活，造成

有不堪訓導者，導師及學務處應共同商討辦法處理之。

守法務實學行兼優之有為青年，以肩負國家之重大責任，藉以宏揚校譽，

第十一條 導師應出席導師會議。

特依部領”專科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
，訂定本規則。

第十二條 導師輔導學生成績優良者，除報請教育部獎勵外，本校並另行酌情予以

第二條 本校實施導師制，以班為單位，每班設導師一人。導師輔導工作以隨該班
生直升至學生畢業為原則。凡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或持有教育部頒發之講師
以上證書之專任職員，且熱心負責之教師均應擔任導師，各學院院長為各
院主任導師，各系組主任為各系組主任導師，導師每學期由學校酌給津
貼，以資酬勞。
第三條 主任導師對所屬各班班導師業務之進行，有協調及督導考核之責，並得指
派助教協助處理全系組之導師業務。
第四條

表揚。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優良導師制度之實施
1.緣起：
鑑於本校導師對於輔導工作之盡心付出，於八十學年度起辦理優良導師甄選、表揚
，希冀給予導師精神 心靈層面之肯定與嘉許。

學年（期）開始，學務處應將學生資料，分送導師，以作輔導實施之參

2.目的：

考。

為獎勵優良之導師認真執行導師職責，落實導師工作，訂定優良導師甄選辦法（詳

第五條 導師對學生之思想、言行、品德、學業，以及休閒生活、身心健康等，均

附件，「優良導師甄選表揚實施要點」，予以公開表揚並頒獎金。

應隨時考察研判，依部頒學生生活教育方案，及本校學務方針，施以嚴密

3.成效：

之輔導，務使每一學生在德、智、體、群方面，能有正常均衡之發展。

導師對於優良導師制實施多抱持肯定及支持之態度，並且建議在目前輔導班級數增

第六條 輔導方式：除由各班導師與教務處協調每週定期舉行集體輔導一次外，其
餘時間利用例假、休閒及學校舉辦其他各項活動之機會與學生經常保持接
觸，以實施不定期非正式之輔導活動。每學期至少作二次以上之個別談
話，學生必須主動安排時間與導師接觸。
第七條 各班導師於每次輔導學生活動後除督促班代表（或其他負責之學生）詳填
「導師輔導學生活動紀錄表」（此表於每學期初裝入導師資料袋內備用），
送交所屬學系、院，以供各學系、院參考。並請將活動情形簡要填列於
「活動紀錄總表」於學期結束前送所屬系、院彙整後，再送學務處彙整呈
核。

加之情形下，表揚名額亦應增加，更能達到鼓勵之效。

淡江大學優良導師甄選表揚實施要點
第一條 目的：為表揚優良之導師認真執行導師職責，落實導師工作，特訂定優良
導師實施要點。
第二條 對象：以現任合格之日、夜全體導師為主（含院、系主任導師）。
第三條 甄選標準：
一、導師與學生是否經常保持接觸，實施各項輔導活動，有具體成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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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處理學生個案，著有績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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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八十八學年度起，為讓學生家長能更瞭解本校各項設施及其子弟學習環

三、推動並輔導班上學生從事正當有益身心之課外活動有具體事實者。

境，學生家長座談會改採邀請新生家長蒞臨本校，並與新生講習同步不同場之方式辦

四、按時出席院內導師會議，全校訓輔人員研討會與教育部主辦有關導

理。

師輔導工作之研討會議者。

服務教育課程

五、轉達學生具建設性意見，並導正學生觀念，有具體事實者。

（一）緣起

六、有完整之”導師輔導學生活動紀錄總表”者。

有鑑於服務教育課程日益受到重視及在教育部推動之下，已成為未來必行之趨勢，

七、學生對導師之反應良好者。

於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中通過開設服務教育課程並奉校長核定於八十八學年

第四條 甄選方式：
一、初審：優良導師之甄選由各院推選產生，計三十一名，依各學院導

度實施。
（二）目的

師人數比例分配。
二、複審：初審通過之導師，再由學務處提學生事務會議複審，經校長

為養成學生勤勞負責、重視公益、熱心服務，以及使義務工作與社區服務結合，研
訂「淡江大學服務教育課程施行規則」
。

核定。
第五條 表揚方式：由校長在適當機會頒發優良導師獎牌一面，予以表揚。
第六條 本要點陳奉核定後，於每學年第二學期實施。

（三）執行
1.全校一年級新生均須於入學學年度修習服務教育課程。
2.服務教育課程為零學分，雙學期必修課程，學生上下學期均需修習及格，不及格

學生家長座談會實施

者必須重修，重修及格方能畢業。

（一）緣起：

3.進學班及技術學院學生因修業時間及學習環境不同，由相關院系自行規劃課程實

國內大學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為提昇本校學生入學率，除教學品質提高、教學

施方式。

環境改善之外，更需與學生家長作面對面之溝通與宣導，乃於八十三學年度暑假始，由

4.淡水校園共劃分為二十五個校內清潔區，四個校外清潔區。

校長率本校一級主管，親至全省各縣市分區辦理學生家長座談會。

5.每班除了任課老師外，另設置服務小組長一名，協助任課老師點名，領取、分發

（二）目的：

清潔用具及督導學生清潔服務工作。

為讓學生家長瞭解本校校務發展、未來方針及學生在學學習與生活情況，特舉辦學
生家長座談會。

（一）緣起

（三）歷年舉辦情形一覽表：
84

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中部地區（包括台中縣市、雲林、

各約250人

彰化）
85
86

87
88

學生專車

本校夜間部一年級學生在八十四學年度前係在淡水校本部（現名為淡水校園）上
課，然因係夜間部學生，白天多於台北上班，上課時之交通為其最大問題，為解決學生

八十五年元月十三日

台東地區

約100人

八十五年八月二日

台南地區

約350人

交通問題，乃於七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與華陽遊覽有限公司訂定契約，由該公司提供大型

八十五年八月三日

嘉義地區

約300人

遊覽巴士接送夜間部學生上下課。

八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高屏地區

約500人

八十六年八月十七日

中部地區

約400人

八十六年八月卅一日

台北縣市

八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竹苗地區

約300人

八十七年八月廿二日

宜蘭地區

約200人

八十八年九月五日

澎湖地區

約100人

桃園縣市

約1200人

（二）變革
1.七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至七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止，均與華陽遊覽有限公司訂定契
約。
2.七十四年與華陽遊覽公司約滿後，改與指南客運公司簽約迄今，期間路線及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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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大幅更動，以因應學生需求。
3.台北捷運通車，為方便搭乘同學，學校分別與指南客運及淡水客運洽談淡水捷運
站至本校之接駁公車事宜，經多次協商決定，指南客運大型遊覽車以循環班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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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才能及服務精神，並發放獎助學金，希望給學生實質的鼓勵，增加向學的誘因，使
得家境困難，面臨就學困擾的同學，得以完成學業。其主要工作項目列舉如下：
（一）社團活動部分

式接駁，淡水客運以二部小型巴士由本校及捷運站對開方式接駁，因搭乘學生不

1.輔導社團活動

多，日前僅剩指南客運接駁車。

2.社團器材借用與管理
3.社團活動空間協調及場地借用等相關業務

其他

4.社會服務隊之審核及輔導

（一）學生兵役業務為配合學校資訊化，於八十四學年度完成學生兵役業務電腦
化，並於八十七年度教育部評鑑獲頒內政部獎狀表揚。
（二）學生校外租賃
1.本校學生宿舍有限，為照顧校外住宿學生，自八十二學年度始編印學生租賃參考
手冊，提供學生租賃之參考。
2.學生校外租賃相關問題愈眾，為加強服務學生，本組與學生會共同成立「學生校
外租賃服務中心」
，舉辦相關之法律實務講座與座談，併解決學生租賃問題。
（三）學生請假自八十八年三月八日起實施網路請假，以一天事、病假（不含公假）
為限，超過一天者則仍以當事人親自人工請假方式。
（四）為充實學生手冊內容及為便於學生運用，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即著手大
幅修編、付印，八十八學年度以新版本發予新生。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5.海報（含眾聲園地）之審核及管理
6.申請及輔導社團刊物出版
7.辦理社團成立申請與交接
8.辦理商管展示廳社團活動初審 經費核銷及請款業務
9.辦理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10.辦理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
11.辦理社團護照事宜
12.辦理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
13.全校社團評鑑業務
（二）獎助學金部分
1.辦理校內獎學金
2.辦理校外省縣市政府及財團法人獎助學金
3.辦理教育部各項獎助學金

主管姓名

起訖年月

王道華

73.09∼75.11

黃彪

75.12∼76.04

王鐵夫

76.05∼78.09

1.辦理週會相關業務

葛台新

78.10∼82.08

2.輔導學生會

徐嘉松

82.09∼86.05

3.輔導畢業生籌備會

周啟泰

86.06∼88.08

4.辦理救國團各類活動

常克仁

88.09∼

5.辦理心靈成長系列活動

二、課外活動指導組
該組原名為課外活動組，後為落實輔導功能而更名為課外活動指導組，承辦本校之
學生社團活動及獎助學金事宜，輔導學生社團健全發展，增進學生團體活動，培養學生

4.辦理各類學生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軍公教
遺族、原住民、低收入戶）
（三）其他交辦業務

6.辦理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7.辦理大學博覽會相關事宜
8.辦理無障礙校園相關活動
9.校慶、畢業典禮之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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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系主任、所長、院長）負責督導。

10.輔導親善大使團
課外活動指導組為制度化落實輔導學生之課外活動，特訂定「學生課外活動輔導綱

第十二條 學生事務處對於學生活動，應設置專卷詳載組織、會費、經費、活動狀

要」
，茲將現階段實施之輔導綱要錄之如下：
第一條 本校為提高學術研究風氣，增進學生團體活動，培養學生領導才能及服務
精神起見，特訂定學生課外活動輔導綱要（以下簡稱本綱要）。
第二條 本校學生社團之分類，如下列八種：
一、自治性社團：以培養學生自治能力、民主素養為目的，以班、系、
所、院為單位組成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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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成果等項，以為指導與考核之依據。
第十三條

各學生社團於學期開始時須擬具活動計劃，於期末接受學生事務處審
查，並於每學年下學期末參加社團評鑑，學校依其優劣，分予適當獎
懲。

第十四條 各學生社團所需經費，以學生自行負責為原則，必要時得向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經費預算下申請酌量補助，其金額由學生事務處視各學

二、學術性社團：以研究學術為目的而成立的社團。

生社團工作情形簽請核定之。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除社員自行負擔及學

三、聯誼性社團：以促進友誼、砥礪情操為目的而成立之社團。

校補助外，如欲以任何方式募集經費應事先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並經學

四、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康樂活動為目的而成立的社團。

生事務處核准，事後經費收支明細表應送請學生事務處審核公佈。

五、音樂性社團：以培養音樂技藝、陶冶性情為目的而成立的社團。
六、服務性社團：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為目的而成立的社團。
七、文藝性社團：以培養同學文化氣息、藝術研討為目的而成立的社

第十五條 本校學生或社團未經學生事務處許可，不得以學校或社團名義參加或辦
理校際活動及校外活動。
第十六條 本綱要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團。
八、體育性社團：以鼓勵正當體育活動為目的而成立的社團。
第三條 本校學生除參加本校及班（系）際性之各項活動外，得視各生之興趣與需
第四條

至於學生社團方面、種類極為多元化，以參與成員的性質而言，可分為：一、公開
性社團；即不分系級、年齡、性別，只要興趣相投即可參加之社團，如合唱團……等之

要參加校內等社團，但以不影響正常課業為原則。

社團。二、封閉性社團；即成員雖未硬性規定，然卻無形中有所限制或在自覺或不自覺

本校學生舉辦任何社團活動，均應按「學生社團活動輔導細則」，報經學

中自然的被限制參與之社團，如校友會、學系之系學會等之社團。若以社團活動之屬性

生事務處核准後，始得籌辦。

言之，則可分為學術、康樂、服務……等等之社團。

第五條 學生事務處負責指導策劃學生社團適時舉辦有關民族精神教育、科學、文

由於該組以制度化的輔導，並大力支持課外之社團活動，致使生動、活潑、富創意

藝、國際現勢之專題講演或座談會、論文、辯論、書畫、攝影、音樂等比

的社團活動始終為其他大學校院所推崇，且社團亦呈穩定的成長，茲將本校從八十學年

賽，出版各種刊物暨舉辦各項康樂活動。

度以來社團成長、活動概況列表如下：

第六條 本校學生社團皆由學生自動組織之，按社團成立辦法向學生事務處提出成
立申請。各社團皆由學生事務處加以輔導並提供服務。
第七條 本校學生團體出版刊物，應嚴格遵守本校學生出版報刊辦法之規定。
第八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除補修生外）皆可擔任社團負責人，任期以不超過一年
為限，不得連任。
第九條 每一學生不得同時擔任一個以上之社團負責人，或兼任三個社團以上之幹
部職務。
第十條 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之聘任，依「學生社團活動輔導細則」辦理。
第十一條 班（系、所、院）際活動，由各班（系、所、院）代表負責舉辦，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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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社團屬性 社團數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第三章

活動數

備註

聯誼性

62

學藝性

38

296

自治性

50

康樂性

28

123

音樂性

13

服務性

13

266

總計

218

聯誼性

64

46

學術性

34

109

自治性

48

364

文藝性

14

66

音樂性

12

455

體育性

18

42

康樂性

14

58

＊＊聯誼性社團

服務性

15

139

含校友會54

聯誼性

67

226

個

自治性

51

443

總計

203

1550

學藝性

41

297

八十四

康樂性

30

198

音樂性

14

134

服務性

12

253

總計

227

1217

聯誼性

61

232

學術性

33

121

自治性

40

401

文藝性

14

72

音樂性

22

345

體育性

20

49

總計

206

1726

康樂性

13

67

＊＊依教育部來

服務性

16

147

八十五

學術性

30

317

文藝性

14

0

文修正「學

聯誼性

67

239

體育性

16

0

生課外活動

自治性

51

420

康樂性

14

170

輔導綱要」

音樂性

14

146

服務性

15

223

，經學生事

總計

228

1261

聯誼性

62

75

務會議通過

學術性

34

140

自治性

49

462

後施行

文藝性

14

76

音樂性

12

158

體育性

21

51

總計

212

1405

康樂性

16

75

18

159

八十六

八十三

學術性

32

91

＊＊自八十三學

服務性

第一學

文藝性

13

57

年度，在社

聯誼性

76

256

期

體育性

17

162

團評鑑辦法

自治性

51

450

康樂性

14

149

中已將學生

音樂性

13

148

服務性

14

276

社團細分八

總計

243

1355

聯誼性

62

66

大類

學術性

39

126

自治性

50

27

文藝性

15

73

音樂性

13

24

體育性

27

51

總計

215

852

康樂性

16

51

學術性

34

服務性

22

110

81

148

八十三

八十七

第二學

文藝性

14

聯誼性

期

體育性

17

自治性

41

142

康樂性

14

音樂性

13

96

服務性

14

總計

254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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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

八十九

第三章

學術性

41

103

羅運治

72.8∼73.9

文藝性

15

71

宋宏燾

73.10∼74.7

體育性

27

53

康樂性

17

44

楊傳立

74.8∼75.5

服務性

21

115

曾偉明

75.6∼76.7

聯誼性

81

207

虞國興

76.10∼77.7

自治性

42

224

郭秋慶

77.8∼79.7

音樂性

13

52

總計

257

869

洪英正

79.8∼80.7

學術性

40

131

蔣定安

80.8∼82.7

文藝性

16

63

葛煥昭

82.8∼86.7

體育性

27

50

康樂性

56

劉艾華

86.8∼

20

服務性

25

170

聯誼性

73

115

自治性

41

170

音樂性

13

53

總計

255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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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活動中心
創校之初，訓導處即配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組織團務指導委員會，共同協助輔
導學生之課外社團活動。團務指導委員會會員是由學校一級主管及資深教授組成，主任
委員則由校長擔任。在團務指導委員會之指導下，成立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活動中心置

在諸多社團中尤以「淡海同舟」最具特色。眾所皆知：「中興以人才為本」，而社

主任一人，由訓導長（後改稱為學生事務長）擔任，副主任一人，由訓導處課外活動組

團的活力、興衰、及其成效亦以幹部、領導者為基礎。社團負責人肩負著整個校園社團

組長兼任。下設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二人，承主任、副主任之指導負責全校性慶典活

活動的重任，是以社團負責人接任領導社團伊始，即予以完整的講習訓練，使其對本校

動之舉辦以及學生社團之聯繫、溝通、協調等事宜。其服務學生課外活動之參與業務範

的傳統、校園文化以及社團活動之所有使用資源有所瞭解，並使其熟悉舉辦活動之行政

圍至廣，工作繁重。因而在總幹事之下另設多種委員會，分別協助辨理各種相關事務。

程序、活動本身之計劃及各社團間之互動等等，使其於任內領導駕輕就熟。這些講習活

而總幹事在民國六十九學年度之前由訓導處遴選指派有經驗、熱心負責曾任社團幹部者

動，即淡江人人皆知所謂的「淡海同舟」
。

擔任之，七十學年度後改由社團負責人投票產生，七十五學年度後始改由日間部學生普

「淡海同舟」－淡江大學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從民國五十五年起，以「竭盡所能，

選產生。茲將民國七十六學年度修訂頒布之「學生活動中心簡則」、「學生活動中心總

締造遠景」為宗旨。每年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甄選校內優秀同學擔任服務員，利用暑假期

幹事選舉辦法」、及「六十九學年度至七十九學年度總幹事芳名」錄之如下，以為瞭解

間做密集的服務員訓練及活動籌備，並於開學前兩週舉辦「淡海同舟」，它一直是孕育

學生活動中心之組織架構及與社團之關係。

社團負責人的搖籃，發揮「薪傳」的傳統精神，讓社團經驗永續流傳。淡海同舟深厚的

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簡則

情誼與嚴格的訓練不但凝聚了所有社團幹部對學校的向心力，更為社會培養出無數的傑
（一）要旨：

出人才。

⑴本校學生社團活動之輔導、學生社團之聯繫、全校性之慶典活動之舉辦事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訖日

羅運治

68.8∼70.7

郝俠遂

70.8∼72.7

宜，悉由學生活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統籌策劃推動之。
⑵本中心一切設施，須著重學校行政體制，並與各行政單位密切配合，期獲致
休閒教育良好效果。
（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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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總幹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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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集委員會議。

學年度

姓名

備註

七十九學年度

江政寬

日間部學生投票產生

七十八學年度

劉愛雯

七十七學年度

陳建勳

七十六學年度

初文卿

七十五學年度

王惠芬

七十四學年度

王佳煌

七十三學年度

林義富

七十二學年度

蔣志亮

七十一學年度

朱其億

七十學年度

陳宗賢

六十九學年度

鄭莫生

3.策劃委員會應行推動之工作。
4.副主席則協助主席處理各項工作。
（三）任期：
本中心主任、副主任任期不受限制，正副總幹事暨各委員會委員任期均為一年。
（四）附則：

社團負責人投票產生

本簡則經本校團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核定後施行，修改時同。

眾聲園地
學生活動中心為促進校園民主化，落實法治觀念，學生言論自由能充分受到保障，
課外指導組遴選

⑴本中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綜理中心各項事務，副主任協助主任
處理日常事務及推廣學生社團活動。其人選由團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派任
之。

從七十九學年度特別設立「淡江大學學生眾聲園地」。眾聲園地之使用，則由學生活動
中心「學生權益促進會」負責。八十年訂定「淡江大學學生眾聲園地管理辦法」，茲錄
如下：

「淡江大學學生眾聲園地」管理辦法

⑵本中心設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二人（校本部、夜間部各設一人），總幹事
承主任、副主任之指導，負責各委員之聯繫及學生活動中心工作之推動。副
總幹事協助總幹事處理日常工作。其人選由社團負責人等採間接無記名單記
法選舉之。詳見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辦法。
⑶本中心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1.服務委員會－負責服務性社團（包括考生服務、新生服務等）之聯繫，
全校服務活動之策劃與推動。
2.總務委員會－負責學生活動中心文書、庶務及財務之處理、活動場所之
佈置等。
3.學藝委員會－負責學術及文藝性社團及全校性學藝活動之策劃與推動。
4.康樂委員會－負責康樂性社團之聯繫及全校性學藝活動之策動與推動。
5.聯誼委員會－負責聯誼性社團之聯絡，有關資料之彙集及全校性聯誼活
動策劃與推動。

（一）宗旨：為促進校園民主，落實法治理念，保障言論自由，特設立「淡江大學
學生眾聲園地」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眾聲園地）
，其實施及管理依本辦法處理。
（二）實施要點：
1.「眾聲園地」由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召集「學生權益促進會」，負責眾聲園地的
行政及管理工作。爾後負責單位有所異動，得由該屆總幹事具文申請更易，經學
生活動中心主任核可後實施。
2.依本管理辦法張貼海報者，僅限本校學生，合法成立之社團及畢籌會，學生活動
中心等二個非社團之學生自治性團體。
3.「眾聲園地」由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召集「學生權益促進會」（如附則第一條）
負責各項行政及管理工作。
4.張貼於「眾聲園地」之海報，應至「學生權益促進會」登記註冊並標明張貼期限
後，始得張貼。張貼期限：海報版面在全開或全開以下，以五日為限；海報版面

6.系組（學會）委員會－負責全校各系組之聯繫及系組活動之推動。

在全開以上，以張貼三日為限。張貼張數：皆以三張為限，以保障其他學生表達

7.刊物委員會－負責全校刊物之推動及附設淡江青年編輯組。

意見之權利。

⑷本中心所屬各委員會各設主席、副主席各設一人，由總幹事委任之；另設委
員若干名，其職掌為：
1.出席本中心例行工作會報，並提出各委員會之建議或意見。

5.海報張貼到期，由「學生權益促進會」負責清理。
（三）管理規則：
1.「眾聲園地」言論內容之一切責任，皆由發表之個人或團體負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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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眾聲園地」之言論內容不得有人身攻擊，惡意詆毀及違反國家法律，善良風俗

第三章

員名單錄之如下：

及學校校規之情事發生。

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規則

3.不得利用「眾聲園地」以為有廣告宣傳嫌疑之用途。
4.個人身份發表主張前，須由發表人之一持所有發表者之學生證向「學生權益促進
會」登記系級、學號及姓名，惟海報上得用筆名發表。
5.社團及自治性社團發表主張前，須由登記者持負責人及登記者之學生證向「學生
權益促進會」登記系級、學號及姓名，社團及自治性社團發表主張時，須具真實
名稱發表。
6.學生活動中心與畢籌會內各次級單位如各委員會、各組等發表主張時，比照本管

前言
大學教育之目的在於研究學術、培育人才、創造文化、服務社會，為達到此
宗旨，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必須受到尊重。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淡江大學學生，為增進學生權益、弘揚學術、追求真理，創造自由民主之
校園，特制定本規則。

理規則第五款規定辦理。
7.所有海報皆由「學生權益促進會」負責張貼，發表者名單絕對保密，惟若有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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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會全名為「淡江大學學生會」
（簡稱學生會）

本管理規則第二款情事時，得於張貼後二個月內由個人或單位向「學生權益促進

第三條 淡江大學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在學生事務處輔導下，為淡江大學代表

會」提出異議，經「言論審議委員會」（其成立如附則第二條）開會審查後，按

全體學生之最高自治組織，凡具有淡江大學之在學學者，皆為本會之會

有關法令與校規議處。

員。

8.海報張貼後，一經個人或單位提出異議，由「學生權益促進會」立即除下，並彙
整有關資料送「言論審議委員會」審查。
（四）、附則：

第二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 本會會員在學生事務自治範圍內一律平等。

1.「言論審議委員會」由師長及學生共同代表組成，經呈報校長核可後成立。

第五條 本會會員在會內有公開表達意見之權利。

2.違反本管理辦法之行為，「學生權益促進會」得依情況予以勸誡或施以停權一個

第六條 本會會員有集會、遊行與結社之權利，辦法另定之。

月之處分；嚴重違規者，得公佈其姓名系級，並送學校有關單位按學生獎懲規定

第七條 本會會員有選舉、被選舉與罷免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員之權利，
辦法另定之。

議處。
3.本管理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由「學生權益促進會」另行訂定細則，陳請學生活

第八條

之。

動中心主任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4.「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權益促進會」按行政體制，由主任、副主任、總幹事管理其
行政功能與言論主張之權責。

學生會
民國七十九年，國家面臨第一屆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之改選，無形中亦激發校園學

本會會員有權就本會學生自治事項，行使創制、複決之權利，辦法另定

第九條

本會會員有透過學生會行政部門要求改善大學教育與大學生活環境的權
利。

第十條 本會會員有繳納會費與遵守本會規則及學生議會決議之義務。
第三章 學生會會長與行政部門

生自治性社團成立之呼聲。訓導處亦積極推動協助學生自治組織的成立。因而自八十學

第十一條 學生會行政部門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由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

年度後裁撤學生活動中心，而由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學生會）取代之。而後在課外指

六月三十日止，採搭配競選，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行政部門及

導組之協助下，設立學生會組織章程，並提訓育委員會議通過實施。茲將現階段實施之

代表本會應邀出列席學校會議。

組織規則及依規則擬定之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員等等選舉辦法及歷屆學生會長、議

第十二條 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於每年五月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

24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選舉產生，其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會行政部門常設下列各部會，其組織規則另定之。
一、秘書團：協助會長，副會長綜理會務。輔助各部部長處理一般行政
事務。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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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修改本規則。
二、制定修改本會相關法規。
三、對會長所提之行政部門主管任命行使同意權。
四、審查會長所提之預算案、決算案，但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二、行政部：負責協調與推動全校學生自治事務。

五、議決學生議員或會長所提之議案。

三、文化部：協助社團活動順利推展，建立優良校園文化。

六、議會對其他部門失職人員有彈劾之權，對行政部門之事務糾舉

四、權益部：提升校園生活品質，維護同學應有之權益及福利。

之權。

五、財政部：負責本會之資產運作。

七、議會有要求學生會會長率行政部門主管列席備詢之權利。

六、活動部：協助社團活動順利推展，建立健全校園生活環境。

八、議會有對學校提出建議之權利。此建議之決議應送學生會行政

七、外務部：負責本會對外聯絡事宜。
第十四條 每屆學生會會長當選人，得依其政見，諮請學生議會同意，設立前條所
規定外之部門，其存續時間至該會長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十五條 秘書長、各部部長與行政部門應邀出列席學校各項會議之代表，由會長
提名，經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第十六條 會長有向學生議會提出議案之權利。

部門轉送學校有關單位。
九、推舉校務會議及學校與全體學生事務相關各級會議代表。學生
會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相關會議出席之學生代表。
第二十二條 學生議員任期一年，並於每年五月、十二月舉行改選，改選議員人數
為議會議員人數上限之半數為原則。其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議會設議員，其上限為六十人下限三十人，不符上述應補選之，此外

第十七條 行政部門所擬與本會規則有關之行政命令應移送議會備查，若經議會出

各選區原則上至少須有議員一名。如發生該選區棄權狀況不在此限。

席學生議員提議，六分之一學生議員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交

第二十四條 學生議會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互選之，任期半年，得

付議會有關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若認為有違反變更或抵觸規則者，經
議會決議後通知行政部門更正或廢止之。
第十八條 會長對學生議會之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行之時，得由會長收到決議文
後二週內移請議會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維持
原決議，會長應即接受該項決議或移交全體會員複決。
第十九條 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會長、副會長均不克執行其
職權時，由秘書長代理之。當會長因喪失本會會員資格時，由副會長繼
任至任期屆滿止。惟當會長、副會長均因故喪失本會會員資格時，則會
長之職權由學生議會議長代理，至辦理普選會長選出為止，同時議長之
議員資格暫時消失。
第四章 學生議會
第二十條

連選連任。
第二十五條 議長之職權如下：
一、依法召開並主持議會。
二、代表本會應邀出列席學校會議。
第二十六條 副議長之職權如下：
一、協助議長處理議會事務。
二、議長不克行使其職權時，由副議長代理之。
第二十七條 議會設秘書處，處理議會會議事務，秘書處設秘書長一人，由議長提
名，經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第二十八條 議會設各種委員會，各委員會得邀請本會行政部門主管與本校有關同
學列席備詢。
第二十九條 議會之會議為下列兩種：

本會設學生議會（簡稱議會），為本會最高立法機關，由會員選舉之學

一、常會：每月召開一次。

生議員組織之，代表會員行使其職權。

二、臨時會：由會長諮請議長或由全體學生議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

第二十一條 議會之職權如下：

請求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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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十條 議會之決議成立後，應移送會長，會長應於收到決議案後二週內公佈施
行。

行政單位之沿革 251

三、其他收入。
第四十三條 會費徵收數額，由會長提請議會決議之。並經二分之一學生議員出

第三十一條 學生議員不得兼任本會其他部門之職務。

席，出席學生議員三分之二同意，報請學校會計室核准後，於註冊程

第三十二條 議會開會之法定人數須達全體學生議員之二分之一以上始為有效。

序時徵收之。

第三十三條 當議員因故離職人數達全體議員總數之五分之一時，辦理補選。
第三十四條 議會之組織辦法另定之。
第五章 學生評議會

第四十四條 本會之預算與決算辦法另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本規則為本校學生自治最高法規：凡校內各級學生自治法規與本規則

第三十五條 學生會設學生評議會，為本會最高司法機關。
第三十六條 評議會職權如下：

抵觸者無效。
第四十六條 本規則之修改，須由學生議員總數五分之一提案，三分之二出席，出

一、法規解釋：議會與行政部門所訂之法規與命令有適用上之疑
義，得移送評議會解釋之。

席議員三分之二同意，始得修改之。
第四十七條 本規則由議會通過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決議後報請校長核定公佈施

二、接受申訴：若會員有因學生會之不當措施而致權益受損，評議
會得接受其申訴並進行調查，如相關單位確有不當，評議會應
循一切管道、方法予以救濟協助。
三、輔導建議：若會員有重大危害學生自治之情況，經議會決議移
送評議會審查，經查屬實，評議會得做成輔導建議，移請學校
輔導單位輔導之。
四、仲裁糾紛：議會與行政部門如發生糾紛致妨礙會務運作，評議
會有權召開協調會進行協調。

行，修正時亦同。
歷屆學生會會長
屆數

會長姓名

系級

一（八十學年度）

蔡志成

財經系

二（八十五）

簡良鑑

交管系

三（八十六）

于懷垣

土木系

四（八十七）

萬德昌

物理系

五（八十八）

王浩軒

公行系

六（八十九）

許家榮

機械系

五、選舉之監督與結果之確認：監督學生會會長、副會長與議員之
選舉，審理選舉糾紛並公佈選舉結果。

歷屆學生議會議員

第三十七條 前條之解釋或仲裁，於本會具約束效力。

屆數

議員姓名

系級

議員姓名

系級

備註

第三十八條 評議會設委員五至七人，由會長提名，經議會同意後任命之。

二

陳章鴻

中文系

吳大昕

歷史系

85.8.1

陳慶宏

中文系

徐國朕

教資系

廖真翊

大傳系

王浩正

教資系

賴睿伶

大傳系

劉明雄

物理系

郭沛鑫

數學系

廖浚男

物理系

黃獻緯

數學系

李英偉

土木系

莊智傑

資工系

黃鈺琳

土木系

劉仁筑

資工系

王智弘

機械系

于君健

水環系

俞文華

機械系

陳威揚

水環系

馬志邦

電機械

余宗憲

產經系

謝志鴻

電機械

趙俊淵

產經系

郭光耀

財金系

第三十九條 評議委員任期一年半，出缺時依其任命程序重新產生之。
第四十條

評議會之組織與運作，另以辦法定之。

第四十一條 評議會應依規則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第六章 財務
第四十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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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下

第三章

羅文彬

保險系

林詩婷

財金系

陳煜文

資管系

戴毓宏

財金系

黃小雲

會計系

徐素玟

國貿系

蘇純萱

企管系

林士斌

經濟系

陳正昌

會計系

張國鏞

國貿系

陳穎真

公行系

蔡弼馨

經濟系

簡秀真

會計系

鄭亦哲

國貿系

游善為

企管系

李建鋒

夜財金系

林婉雅

資管系

陳如蘋

企管系

劉兆雯

公行系

林娟如

國貿系

丁啟葉

資管系

徐珮璇

企管系

史倩玲

大傳系

方仕豪

國企系

洪志文

資管系

洪左育

企管系

楊武光

夜保險系

林怡伶

西語系

李孟儒

英文系

黃心宜

統計系

葉長青

夜國貿系

許鳴芳

西語系

郭宜銘

英文系

蘇愛倫

統計系

羅文鴻

財金系

翁慈鳳

西語系

陳恩賢

德文系

李宗漢

交管系

徐治圓

財金系

許書寧

西語系

張君煜

夜日文系

陳復謙

交管系

楊佳芸

日文系

陳瑞蕙

西語系

李淑芳

夜日文系

黃翔

西語系

廖雅倫

日文系

張書萍

英文系

黃信欽

夜資工系

伊華強

夜電機系

莊淑萱

法文系

何建勳

大傳系

陳明哲

夜資工系

李宏偉

夜電機系

郭鴻斌

夜財金系

賴政沅

機械系

蔡詩弘

夜土木系

周大猷

夜保險系

蔡俊怡

公行系

楊君婷

公行系

呂紹彰

夜機械系

黃桂玲

夜經濟系

周秉杰

企管系

曹盛舟

會計系

游永銘

夜機械系

王俊盛

夜經濟系

洪薪育

公行系

林棟樑

公行系

蔣佑民

夜財金系

葉青華

夜企管系

劉睿智

公行系

陳泓全

公行系

林國慶

夜財金系

鄭文良

夜企管系

沈宏霖

公行系

吳雅裴

公行系

戴忠容

夜國貿系

蔡弘毅

夜企管系

吳姿瑩

公行系

王浩軒

公行系

吳淑貞

夜國貿系

王薐維

夜統計系

李誌中

公行系

陳璟儀

公行系

李法興

夜國貿系

蕭燕瑜

夜統計系

蔡宜珊

中文系

馬如萍

陸研所

賴惠玲

夜會計系

蔡嶔虹

夜公行系

李勁毅

電機系

曾信傑

機械系

明淑芬

夜會計系

曾夢麟

夜公行系

宋欣孝

機械系

郭柏甫

機械系

高政逸

夜會計系

吳梅華

夜英文系

宋健楚

機械系

林榮楚

機械系

四
86.8.1

五

王保鍵

研究所

謝致明

夜英文系

陳健銘

企管系

王昱翔

土木系

林信雄

研究所

宋相君

研究所

喬漢祥

公行系

陳健銘

企管系

朱季隆

機械系

張明華

土木系

洪薪育

公行系

葉冠伶

統計系

王景光

資工系

施俊如

土木系

周欣賢

會計系

鄭琇文

公行系

蔡鳳鳳

資工系

洪莉婷

化工系

呂學銓

純數系

陳穎雋

俄文系

喻雍茜

資工系

黃妙如

化工系

陳盈吉

純化系

李彥苑

法文系

鄒佳樺

資工系

林柏維

電機系

施任青

純化系

李雨玲

英文系

羅振廷

資工系

林順凱

機械系

施懿峰

夜國貿系

蔡葦龍

歷史系

蔡芳容

統計系

趙尚彥

夜機械系

范竹蘭

產經系

李健柔

東南亞所

賴小萍

統計系

胡進東

夜機械系

葉育伶

國企系

陳佳卉

統計系

范文建

夜機械系

陳志宇

純化系

張志強

歷史系

陳健成

夜統計系

鄭思明

數統系

陳穎雋

俄文系

張容喧

財金系

徐玉玲

會計系

陳韋仲

純物系

陳冠維

歐研所

沈天釣

企管系

邱廣文

會計系

楊政樺

應物系

張哲愷

運管系

林俊賢

公行系

姚成彥

企管系

郭信良

公行系

高肇志

夜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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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訓輔人員輔導個案及班級工作。⑹團體輔導與心理工作坊事宜。⑺辦理同儕輔導、義

四、學生輔導組

工訓練。⑻辦理全校導師暨訓輔人員研習活動。⑼辦理教育部、青輔會之心理輔導專案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曾設「學生輔導中心」，為二級單位，黃天中先生擔任主任，

活動。⑽心理輔導書籍之購置及輔導手冊之編印。妶兼任輔導老師之核聘。妼特約精神
醫生之核聘。姃精神衛生門診事宜。姖辦理全校性心理衛生活動。妱辦理全校心理測驗

另設一名組員，一年後此單位裁撤。
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劉燦樑先生重新籌組「心理輔導室」附設於生活輔導組之下，

事宜。妽校內心理衛生之研究。姀辦理社會局之社區心理輔導專案等活動。姈辦理原住

初始只有一位輔導老師，次年再增聘一位女老師（夏林清），從事個別諮商，書籍介

民心理輔導。妴北區大學校院諮詢中心諮商督導事宜。姇辦理網路心理諮商。孢辦理社

紹、測驗服務、座談演講、開設心理課程等工作。民國六十九年提昇心輔室為二級單

區青少年輔導活動。孥辦理性騷擾與性侵害申訴與處理工作。宓辦理兩性平等委員會相

位，並遵照教育部規定，改名為「學生輔導中心」，由生活輔導組主任陳惠田暫兼主

關事宜。宕辦理國內外大學校院心輔系所諮商實習事宜。屄辦理北區大學院校輔導工作

任。七十三學年度復改名「學生輔導組」，七十四學年度葉紹國兼主任，組織中增加組

暨輔導實務研討會。

員一名，並將原輔導老師名額，改聘七位兼任輔導老師，輪值諮商及專業支援之工作，
並於年底經校長同意增設兼任精神科大夫一位，使學校心理衛生體制得以大略週全。爾

二、歷年工作實施之成效
（一）七十八學年度起開辦「小張老師義工訓練」
，獲得校內外各界一致的重視與好

後隨學校規模之擴增，編制員額亦隨之調整增加。

評，而於七十九學年度協助其成立社團，定名為「淡江輔導義務工作團」。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起訖年月

備註

陳惠田

69年

由生活輔導組主任兼任

劉燦樑

71年-74年8月

葉紹國

74年9月-77年7月

蔡英玲

（二）七十九學年度起開辦「全校性心裡營」
學年度

屆次

主題名稱

七十九學年

第一屆

自我探索與溝通

八十學年第一學期

第二屆

人際關係─兩性情感

八十學年第二學期

第三屆

生涯規劃

77年8月-78年7月

八十一學年

第四屆

壓力調適

洪英正

78年8月-79年8月

八十二學年

第五屆

兩性情感之溝通

胡延薇

79年9月

八十三學年

第六屆

潛在我之創現─覺察、探索、發展自我

八十四學年

第七屆

生涯規劃─鎖定自己生命之座標

八十五學年

第八屆

自我成長與探索

八十六學年

第九屆

探索自我，從新出發

八十七學年

第十屆

兩性關係能力培養

八十八學年

第十一屆

掌握自我EQ脈動

一、職掌
（一）七十五年度所訂之職掌為心理輔導，項目有⑴心裡測驗與解釋。⑵團體輔導
與諮詢。⑶個別諮商。⑷座談演講。⑸聯絡追蹤與輔導。⑹學術研究並撰稿。
（二）八十七年度所訂之職掌為心理輔導，項目有⑴個別諮商。⑵特約心理衛生門
診。⑶心理測驗服務。⑷團體輔導暨心理工作坊。⑸全校性心理營。⑹教育部同儕輔導

（三）七十九學年度推廣社區服務-攜手計畫

「攜手計劃」專案。⑺教育部「心理衛生週」專案。⑻心理衛生宣導。⑼心理衛生圖書

學年度

屆次

服務學校

七十九學年

第一屆

淡水國中

借閱。⑽心理衛生電子諮詢系統。妶義工訓練。妼兩性平等教育。姃性侵害申訴業務。

八十學年

第二屆

淡水國中

姖辦理專業輔導研討會。妱原住民學生心理諮詢服務。妽全校性心理專題專案研究。姀

八十一學年

第三屆

天母國中

八十二學年

第四屆

天母國中

全校導師暨訓輔人員輔導知能研討會。姈北區大學院校輔導中心專業研討會。

八十三學年

第五屆

八里國中

（三）八十八學年度所訂之職掌為心理輔導，項目有⑴個別輔導事宜。⑵辦理諮商

八十四學年

第六屆

正德國中

測驗事宜。⑶個案追蹤、輔導工作。⑷特殊個案輔導或心理治療工作。⑸支援本校導師

八十五學年

第七屆

正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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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國中

八十七學年

第九屆

淡水國中

八十八學年

第十屆

淡水國中、賢孝國中

八十九學年

第十一屆

賢孝國中、正德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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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八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聘請資深且具多年大學學校輔導經歷的督導教
授，對個別諮商老師的輔導策略、目標，處理情況之優缺點加以評鑑。
（十）八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首次舉辦「北區大學校院分組個案研討會」，藉由各校
專業人員經驗交流與知識切磋，了解學生心態及校園共同未來動脈，提昇輔導知能。

（四）八十一學年度起開辦「心理衛生主題輔導週」
學年度

屆次

主題名稱

八十一學年 第一屆 學習與讀書策略：活動內容有「艾科卡成長營、全校性團測、專題講
座、印製書卡及學習手冊」
八十二學年 第二屆 兩性情感：專題演講、書展、海報展、團體輔導
八十三學年 第三屆 明心見性-潛能激發：活動內容有「海報展、書展、專題演講、全校性團
測、心理工作坊」
八十四學年 第四屆 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活動內容有「海報展、專題演講、全校性團測、
大聲公比賽、心理工作坊、影片座談會、情緒管理手冊」
八十五學年 第五屆 非常男女-兩性情感：活動內容有「海報展、書展、專題演講、全校性團
測、影片座談會、兩性情感手冊、辯論比賽、問卷調查、電腦多媒體
展」
八十六學年 第六屆 戀情戀情-為愛尋根：活動內容有「海報展、書展、專題演講、電腦多媒
體展、為愛尋根營隊、同儕人際關係問卷」
八十七學年 第七屆 分手情懷故事多：活動內容有海報展、書展、專題演講、電腦多媒體
展、分手故事徵文比賽、認同卡簽名送書、影展、心理工作坊
八十八學年 第八屆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活動內容有海報展、書展、專題演講、電腦媒體
展、徵文比賽、影展、心理工作坊
八十九學年 第九屆 人際關係及自我探索：活動內容有海報展、書展、專題演講、電腦多媒
體展、心理工作坊

（十一）自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辦理原住民的學生心理輔導。
（十二）個別諮商與團體輔導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個別諮商人次

團體輔導人次

七十六

450

222

七十七

379

210

七十八

745

359

七十九

627

592

八十

536

1156

八十一

730

1006

八十二

652

1509

八十三

685

833

八十四

796

900

八十五

1373

961

八十六

1457

1049

八十七

2027

1640

八十八

2164

1220

八十九

2516

1310

（十三）長期特殊個案與心理衛生門診統計表
學年度

長期特殊個案人次

心理衛生門診人次

八十三第二學期

10

10

為一間個別諮商晤談室、一間小型團體輔導室、一間大團體輔導室及圖書借閱區，並於

八十四

22

21

第二學期末正式裝修完畢啟用。

八十五

49

20

八十六

95

33

八十七

259

281

人員，針對特殊嚴重性個案，進行專案討論，取得共識，統一輔導策略，形成輔導網

八十八

152

179

路。

八十九

304

40

（五）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獲撥交之B409室，作為未來之專業輔導室，內部規劃

（六）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特殊個案輔導工作協調會」，目的為集合各單位

（七）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立「學生個案危機處理小組」：針對緊急或嚴重心
理困擾問題的學生狀況、統合各相關教學、行政單位輔導工作，研擬輔導方針與執行決
策。
（八）自八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各項團體輔導評估，並區分為統一性與專業
性雙向度評鑑。

伍、僑生輔導組
為關心遠渡重洋來台之僑生，特於六十九學年度成立僑生輔導中心（室），隸屬訓
導處，七十四學年度更名為僑生輔導組。八十四學年度因應外籍生人數增加，特將外籍
生相關輔導業務納入該組，因此又更名為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八十八學年度，因本校
新成立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因此將外籍生輔導業務移轉至國交處，故又更名為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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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六、衛生保健組

目前該組設組長一人，組員二人，主要業務職掌，舉凡僑生入學到畢業離校期間的
課業、生活及活動，均為本組輔導之範圍，包括僑生入學輔導、居留申請、全民健康保
險、出入境申請、僑生兵役、僑生基本學科課業輔導、僑生公費、僑生校內外工讀、僑
生獎學金、辦理各項慶節活動、輔導僑生社團、急難救助、個別問題諮詢……均是。

該組織原為一單純之保健室，成立於民國六十年，隸屬於訓導處內之體育衛生組。
由醫師一人，護士二人，負責全校教職員工生之保健工作。
1.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由宮燈紅樓遷移至G教室（目前的書卷廣場）。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2.民國七十五年八月由G教室搬遷到海事博物館地下一樓至今。

主管姓名

起訖年月

3.民國七十五年體育衛生組改制分別成立衛生保健組及體育運動組（配合教育部頒

劉鐵藩

69.08-74.07

王金剛

74.08-83.07

4.衛生保健組設組長一人，醫師2人護士增為三人。

邱竹林

83.12-

5.民國八十二年增設組員一人，處理本組行政業務。

令實施）
。

6.民國八十六年台北校園成立保健室，設有兼任醫師數位及護士二位，服務技術學

歷年僑生人數與僑居地統計表

院及進學班之師生和職員。

淡江大學82-89學年度僑生人數及僑居地統計表
學年度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僑生人數
男：220人
女：212人
男：197人
女：199人
男：175人
女：176人
男：172人
女：155人
男：155人
女：133人
男：123人
女：103人
男：109人
女：99人
男：122人
女：110人

僑居地國家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432人

19國

茲臚列歷任主管、醫師如下：
1.主管：趙連城主任（民國七十一年至七十五年）

汶萊、印度、日本、新加坡、模里西斯、巴拉圭、阿根廷、

張育民組長（民國七十五年至八十八年）

利比亞、多明尼加、哥斯大黎加、西班牙

396人

21國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2.醫師：張育民醫師（專任醫師）

汶萊、日本、新加坡、巴拉圭、象牙海岸、美國、阿根廷、

閻端六醫師（專任醫師）

加拿大、哥斯大黎加、西班牙、巴西、玻利維亞、南非

謝宗茱醫師（約聘醫師）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351人

327人

21國

21國

吳怡泰醫師（兼任醫師）

汶萊、日本、新加坡、巴拉圭、象牙海岸、美國、阿根廷、
加拿大、哥斯大黎加、西班牙、巴西、玻利維亞、南非

黃煌洲醫師（兼任醫師）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周東鵬醫師（兼任醫師）

汶萊、日本、新加坡、巴拉圭、象牙海岸、美國、阿根廷、
加拿大、哥斯大黎加、西班牙、巴西、玻利維亞、南非

歷年工作成果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288人

22國

汶萊、印度、日本、新加坡、巴拉圭、象牙海岸、美國、阿
根廷、加拿大、馬拉威、瓜地馬拉、巴西、玻利維亞、南非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226人

21國

印度、日本、新加坡、巴拉圭、象牙海岸、美國、阿根廷、
加拿大、馬拉威、瓜地馬拉、巴西、玻利維亞、菲律賓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208人

21國

印度、多明尼加、南非、巴拉圭、阿根廷、美國、加拿大、
巴西、玻利維亞、菲律賓、馬拉威、瓜地馬拉、新加坡

232人

24國

一、診病人次
年度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人次

16950

16714

17271

18653

18114

16423

16803

16821

年度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人次

15950

13809

13294

16090

17280

14009

12931

12464

二、醫療常識宣導

馬來西亞、香港、印尼、韓國、越南、緬甸、澳門、泰國、

（一）與衛生所聯繫合作辦理各項保健工作。

印度、多明尼加、南非、巴拉圭、阿根廷、美國、加拿大、

（二）有異常的疾病與醫療院、所聯繫作追蹤調查。

巴西、玻利維亞、菲律賓、瓜地馬拉、馬拉威、尼泊爾、汶
萊、紐西蘭、賴索托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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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型肝炎檢查

HBAb or HBe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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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是否曾感染B型肝炎。e抗原檢查確
定是否為高傳染性肝炎。s抗體檢查確

（四）教育部補助經費，辦理校園衛生保健工作。

定是否已具B型肝炎抗體。HbsAg陽性

（五）在本室衛教專題看板內張貼專題海報。

加作e抗原，陰性加作s抗體。

（六）製作衛教單張，提供全校師生醫療保健知識；分送至各館、院所自由索取閱

7.血脂肪（A）檢查 膽固醇

血液循環、血管硬化等心臟血管方面疾
病之檢查。

讀。
（七）不定期舉辦健康活動：如測量血壓、血糖、牙齒保健、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8.安非他命檢查

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之篩檢。

9.醫師問診

內科

醫師問診。

牙科

牙結石、牙齦炎、齲齒等檢查。

血中尿素氨基酸

尿毒、腎炎、痛風腎臟疾病之檢查。

及乳房自我檢查。
三、體檢

10.腎功能檢查

（一）自七十五學年度起教育部規定大一新生入學時必須繳交體格健康檢查表，以
了解每位同學健康情形。

七、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

（二）本組聯繫單位，利用新生訓練時設立「健檢站」作統一體檢工作。
（三）體檢項目（詳附表：體檢項目表）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前身為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四）體檢報告單經電腦處理後請各系轉發至同學手中。

畢業生就業輔導業務始於民國五十八學年度依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歸屬秘書室

（五）體檢結果如有疑問者，隨時前來保健室由醫護人員給予醫療諮詢。

公共關係組。

（六）對異常者的追蹤治療。如：「B型肝炎疫苗」注射狀況統計，T、B追蹤治
療。

民國六十學年度，成立建教合作部，設置畢業生就業輔導室。
民國六十九學年度，改制大學，秘書室擴大業務，更名為秘書處，並設置畢業生就

四、歷年體檢人數統計表

業輔導組。

年度

78

79

80

81

82

83

人數

3060

3155

4613

5273

4795

4978

年度

84

85

86

87

88

89

人數

4965

5440

5963

6079

5830

5532

民國八十四學年度，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改隸大學發展事務處。
民國八十九學年度，畢業生就業輔導組隸屬學生事務處，更名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
組。
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設有組長一人、組員一人。
其工作業務為：

衛生保健組新生體檢項目表

（一）
、在校生職業就業諮詢。

檢驗項目
1.一般檢查
2.X光檢查
3.尿液檢查

身高

體重

視力

色盲

內容

臨床意義

血壓

一般常規性檢查，了解個人視力正常與
否，血壓是否過高，有無辨色異常。

胸部X光檢查
潛血反應

尿蛋白【UR】

尿糖【UR】
4.血液檢查

白血球EBC

血紅素Hgb

血球容積比

（四）
、各界用人機構求才登記（含校外工讀）
。

查。

（五）
、求職者與求才機構之媒合。

簡易肝、膽、腎、泌尿道及糖尿等疾病
貧血、發炎及其他血液學方面的疾病。

GO轉胺機酶 GP轉胺酶

（六）
、規劃及辦理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七）
、規劃及舉辦留學、研究所、公職人員考試講座等系列活動。
（八）
、規劃及舉辦就業、生涯講座等系列活動。

MCV MCH MCHC血小板【PL】
5.肝功能檢查

（三）
、校友及在校生求職登記。

心臟肥大與否、肺臟呼吸道等疾病檢

檢查。

紅血球RBC

（二）
、應屆生就業問題指導。

（九）
、釐訂校園徵才系列活動計畫。
肝功能狀況之了解，諸如急慢性肝炎

（十）
、應屆生就業意向調查及分析。

26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十一）
、各行業就業、職業資料及生涯輔導相關書籍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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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致力社區工作，推動教育宣導工作

（十二）
、國內外大學簡介及國家考試資料之建立。

膳食委員會先後多次在校舉辦「衛生餐飲講座」，邀請餐飲衛生界的專家學者

（十三）
、電話追蹤就業輔導成果。

來為社區中的餐飲業者上課，促進提高社區的餐飲品質。同時為擴大教育宣

（十四）
、就業輔導及相關資料電腦檔之建立。

導工作的成效，將正確的知識與觀念藉由每位學童帶回家中，膳食委員會舉

（十五）
、預算編列及執行。

辦了「淡水地區學童餐飲衛生教育宣導活動」、「淡水地區學童飲食與防癌教

八、膳食委員會

育宣導活動」等教育性的社區公益活動，造福社會大眾。

歷年工作實施之成效
為維護本校學生的健康，提升學校的餐飲衛生品質，自民國七十二年成立膳食委員
會，負責嚴厲督導學校的餐飲衛生。膳食委員會前主任委員張副校長家宜自委員會創立
至八十九年來一直擔任主任委員一職。
一、重視專業，任用專職營養師

（一）校內餐廳販賣部衛生督導
1.本校松濤館女生宿舍自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完工以來，地下室的龢德堂餐廳一直為
一家自助餐廳。為因應社會變遷以及學生需求的多元化，本校膳食委員會於八十

淡江大學為全國最早聘請專業營養師來管理學校餐飲衛生的大專院校。民國

七學年度第一學期「龢德堂餐廳多元化」乙案。膳食委員會於八十七學年度第二

八十四年一月營養師蘇家嫻到職，全力推動學校餐飲衛生管理與社區營養保

學期進行提出「龢德堂餐廳多元化問卷調查」，統彙意見後陳送學校相關單位。

健教育宣導工作。
二、獎勵服務精神，鼓勵同學參與志工團體

2.民國八十八年二月起本校總務處與建築系合作共同設計、規劃龢德堂美食街，並
於七月起動工，耗資壹仟壹百餘萬元，九月開學前完工。龢德堂美食街計有早餐

本校同學志願組成的膳食督導組這個學生志工團體。張副校長為獎勵膳食督

店、小吃店、水果店、麵包店、飲料店、美容院、理髮院、便利商店、及自助餐

導組同學的服務精神特設立獎勵辦法，在每位同學任期屆滿時皆親自頒獎表

等十二家業者進場經營，從此本校餐飲服務又進入一新的紀元。

揚。
三、關心同學餐飲安全，舉辦校外餐廳調查

3.民國八十四年一月營養師蘇家嫻到職，重新組織膳食委員會膳食督導組，訂定
「膳食督導組組織辦法」，確實要求學校餐廳、販賣部依衛生督導的內容執行。

張家宜副校長擔任膳食委員會主任委員時特別關切每學期所舉辦的校園周圍

檢查頻率：每日不定時檢查。

餐廳檢查。她指出淡江的環境特色就是學校和社區結合成一個大學城，若要

檢查人員：學校營養師、膳食督導組志工學生。

提昇整個學校社區的餐飲衛生品質，除校內餐廳每日督檢之外，學校週邊的

評估標準：依教育部頒佈之學校餐廳衛生檢查表。

餐廳也要定期檢查。指示有關行政單位必須確實辦好每學期校外的檢查工

檢查結果：即時發現問題並依據管理辦法懲處，同時通知學校相關單位，作為

作，同時結束後要儘速讓同學們獲知檢查的結果，以便讓學生得知所選擇。
四、保障學生消費權益，改進學校餐廳設備
本校於民國八十七年暑假期間速食部重新裝潢，同時於新落成之圖書館一樓

學年度簽約參考的依據。
4.為確保本校餐廳販賣部的衛生品質，提高管理成效，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膳食
委員會決議「本校膳食委員會教師及學生代表每學期進行檢查工作乙次」
。

增設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古今中外餐廳，提供晚上在圖書館孜孜不倦學子一個

5.依教育部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台（八八）體字第八八○四六○九四號函，本校餐

填腹與稍歇的地方。本校此舉也是大專院校中首先貼心的為學生提供二十四

廳（販賣部）督檢將依照教育部規定「學生餐廳衛生管理檢查表」之項目辦理督

小時餐飲服務的學校。有鑒於現在學生需求的多元化，張副校長任內全力推

檢工作，餐廳每週至少將檢查乙次，並留檢查結果紀錄備查。

動龢德堂餐廳的多元化改建工作，並指示所有的設計、規劃與施工都必須以
學生的利益為第一優先。此項工程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完工，而使學生在餐
飲上有更多的選擇。

（二）校外餐廳衛生檢查業務
1.為做好保障學生飲食安全，維護學生健康的工作，本校除了加強校內餐飲衛生管
理及教育宣導之外，亦注意提昇學校周圍餐飲店的衛生品質。自民國七十一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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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起每學期定期會同本地的衛生主管機關舉辦校外餐廳例行檢查工作。此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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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餐飲衛生管理學生志工團體

要目的是使學校周圍的餐飲業者能加強管理營業場所的衛生狀況，並將學校附近

有鑒於學校餐飲衛生品質的提昇是學校每一份子的責任，為促進學校同學們的關

飲食場所的衛生狀況提供學生參考。

心與參與，同時，建立一個公平完整的學校餐飲衛生管理系統，本校特於民國七

2.學校周圍餐廳衛生檢查作業簡介

十八年成立膳食督導組。目前由學校專業營養師負責招募並訓練學校熱心且具有

人員組成：本地衛生所稽查人員、學校輔導教官與營養師、膳督組志工學生。

服務熱誠的志工同學，執行校內餐廳每日的衛生檢查工作及衛生教育宣導活動，

評估標準：依照台灣省公共場所衛生稽查輔導評分表。

協助學校做好餐飲衛生品質監督管理的工作。膳食督導組志工同學，每天奉獻自

檢查結果：透過學校報紙、新聞節目、廣播節目等媒體公佈結果。

己的課餘時間，為保障大家的飲食衛生安全而努力以赴。

校外餐廳檢查成效顯著反映於：
⑴學校周圍餐飲業者參加衛生講習及取得技術士證照人數明顯增加，八十五學年
度檢查時取得者不足20％，八十七學年度已增加至60％。

2.訂立管理辦法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委員會會議中通過
「淡江大學餐廳販賣部餐飲衛生管理辦法」
訂定罰則，八十七年六月修訂為「淡江大學餐廳（販賣部）管理辦法」，使得本

⑵餐飲從業人員個人衛生項目得分的改進。

校的餐飲衛生管理有法規可遵循，並於八十七年膳食委員會會議中通過罰單及罰

⑶淡江大學成為全國唯一進行學校週圍餐廳衛生檢查工作的大專院校。

款方式，本校的餐飲衛生管理正式進入法治時代。

（三）營養衛生常識宣導

3.餐飲衛生管理觀摩活動

1.學校餐飲衛生品質的提昇需要學生的參與和配合，淡大雖無餐飲衛生相關科系，

為加強餐飲從業人員餐飲衛生安全的認知，本校膳食委員會於八十六學年度第二

但仍在非常有限的人力及經費之上，盡力推展學生餐飲衛生教育宣導。民國八十

學期舉辦餐飲衛生管理觀摩活動。本校膳食委員會由張副校長家宜領隊，一行四

四年一月營養師蘇家嫻到職後每學期除了向行政單位索取單張資料提供學生參考

十人於八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赴輔仁大學參觀該校的餐飲衛生管理單位、中西餐廳

外、並不定期舉辦演講、海報比賽等活動，希望藉由此活動將正確的「知識」導

（含販賣部），民生學院（包括生活應用科學系、食品營養學系、織品學系）。此

入後，能提高學生對飲食的認知、以及對食物的正確選擇，促使學生維持良好的

次觀摩活動圓滿結束，所有參加的教師及學生均表示參觀活動不僅有趣而且獲益

健康狀況，並期望協助每個學生都能成為自己的飲食決策者。

良多。

2.本校秉持著創辦人張建邦先生一貫的治學理念：一個大學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教

4.餐廳販賣部意外事件處理

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項，及教育並不僅止於校園的籬笆內，而是散佈於社會

為加強本校餐飲從業人員對於意外事件處理的資訊，特於八十六學年度訂制「淡

的每個角落。基於此一理念，為協助政府單位，加強餐飲衛生教育的推廣，服務

江大學餐廳販賣部意外事件處理卡」分發予各餐廳販賣部，供緊急應變之參考，

社會的民眾，建立優良的學校社區環境。自八十六學年度起淡江大學每年與台北

並配合學校危機小組，請校內餐廳販賣部定期派員參加意外事件處理訓練。

縣衛生局合作共同辦理餐飲衛生講習，讓不是學校內或淡水鎮的餐飲從業人員，
甚至是社會大眾都能免費參與講習，取得學分證明，來參與國家舉辦的技術士考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主管姓名

起訖年月

3.為宣導飲食衛生安全的正確觀念，促進社區學童的健康，淡江大學特於民國八十

張家宜

72年9月至87年9月

六學年度起與教育部、淡水鎮公所及淡水社區國中小二十一所學校合作，共同舉

葛煥昭

87年9月

試。

辦「餐飲衛生教育宣導」「飲食與防癌教育宣導」等各項營養衛生宣導活動，期
望藉由正確知識的導入社區中的學童及家長們了解如何選擇清潔衛生又安全的食
物，促進社區居民的健康。
（四）其他

第三節 總務處
總務處依學校組織系統，分設事務、營繕、保管、出納、交通及安全、及城區總務
等六組。八十四學年度文書組自祕書處改隸總務處。城區總務組於八十七年元月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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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以下就七十四學年度至八十八學年度間，綜合業務及各組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七十四學年度
事務組方面
一、配合三十五週年校慶，於十一月八至十日假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全國秋季蘭花
展，並辦蘭花講座等系列活動。
二、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尼爾森颱風來襲，隨即成立防颱小組，風災除對校園樹
木造成較嚴重損壞外，其餘設施大體均防患得宜，損失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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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滿，合併續保，自七十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止。（三）
本年度增加保險計有新化館內部設備、大傳系教學設備、新建司令台各項設備
及資訊中心 IBM-4381主機及週邊設備等。
二、文具管理業務：（一）文具用品於十月份已大批採購，交貨完畢，並與廠商協
議，日後添補之文具，仍以原大批採購之價格為準。（二）特殊文具仍由使用
單位自行請購，但請購單需先知會本組，以免超出預算。
三、產權稅捐業務：辦妥之產權計有：土地所有權狀庄子內段二三四、二三四之
一、二三五、二三五之一、二三五之二、二三五之三等六筆。建物所有權狀暨

三、全力完成寒、暑假校內外各團隊活動及大型會議等支援工作，大型會議計八月

建物免稅計有新化館、司令台、花圃溫室、驚聲紀念大樓四處。土地分割計有

十五至三十日救國團主辦國際青年育樂營、九月二十九、三十日太平洋文化基

二二二之七、二二二之八、二二三之一二○等三筆。土地免稅案十一筆。地目

金會主辦之科技整合會議、十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商學院主辦之多國籍企業會

變更案二二三之一二等乙筆。

議、七十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化學系主辦亞太地區天然物化學研討會、一月二
十五、二十六日區研中心主辦第一屆淡江非洲研究會議。

四、財產保管業務：（一）本校對外借、租用財產通知單及教職員私人財產提供本
校使用通知單於七十四年三月發函各一、二級單位，已建檔備查。（二）各單

四、員工在職訓練：九月六日假驚聲中正堂舉行員工在職訓練，針對門鎖及一般水

位報廢財物出售計8,090元，己繳交校庫。（三）逐漸改良各單位財產標籤，

電設備使用常識做講解，以期提昇員工服務品質。七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假同一

打入單位代號，避免財產混亂。（四）財產清查：動員本組所有人力全力查核

地點，辦理電梯操作及故障排除、消防設備、水電修護等員工實務訓練，參加

各單位財產，除自強館、事務組、總務組等尚待清查外，餘皆完成。

員工一百三十人，分四組實地操作，成效良好。
五、校本部教師休息室全面改裝，置有冷熱茶水、紙巾、免洗紙杯，提供教師更完
善的服務。

交安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四月一日起，重新規劃教職員生汽機
車停車場，及一級主管以上專用停車位規劃。（二）凡無通行證之外來車均經

營繕組方面

盤查，凡非到校辦理公務或正當事務且人車可疑者，禁止入校。（三）自零時

一、商管大樓新建工程於七十四年五月開工，地下二層地上九層，總建築面積

起嚴格管制進入，星期例假日則提前於晚上七時起管制。（四）整地規劃商管

7,106坪，七十五年七月完工，總工程費242,470,000元。
二、新闢學生指南汽車停車場於七十四年九月開工，十月下旬完工，可停放十部大
型客車，總工程費710,000元。

大樓西側停車場。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加強校警防衛措施，而隨身攜帶警笛與警棍，並研擬採
購對講機及瓦斯槍以增強護衛能力。（二）加強校園守望、巡邏勤務及安全檢

三、商管大樓外環道路工程於七十五年五月開工。

查，並訓練校警各種應變能力，與管區治安機關保持連繫，以防杜意外事件發

四、配合海外青年研習營借本校松濤館使用增設冷氣設備，工程費3,700,000元。

生。（三）加強警衛工作，將巡邏時間機動化，以維護校園財產之安全安寧。

五、根據「淡江大學學校設施安全檢查辦法」，於七十四年暑假全面檢查本校建築
設施安全。

三、交通車服務：（一）全體駕駛人員於二月四日參加台北市政府舉辦之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以加強行車安全教育。（二）增加教師專車行駛班次，因應需求每

保管組方面

天加開兩班次教師專車，為教師提供了舒適便利之交通服務。（三）縮短上下

一、保險業務：（一）學校財產第二批保險，原由五家保險公司承保至七十四年三

班行車時間，增開一輛直達車（原為二輛）及教師專車，並於駕駛台前設置路

月五日止，後改由國泰、華僑、太平三家保險公司承保至七十四年七月卅一日

線牌。並製做白椅套兩套，經常更換，常保乾淨。（四）交通車輛均規定實施

止，與第一批保險合併投保。（二）第一批及第二批保險於七十四年七月卅一

平時及定期保養。並依計劃於九月份添購第四輛冷氣交通車（現有七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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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打造車身時亦特別注意座椅等各方面之安全問題。
出納組方面
學生住宿費及新生學生證收費效率改進：鑑於以往住宿生收費手續繁瑣，與有關單
位連繫將住宿費分類印製銀行繳款單統一收取；新生學生證原為學生個別購買辦理，研
擬將上項收費併入學費收取，以方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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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方面：
一、行政大樓教務處、校長室、收發室改修，七十五年八月開工，七十五年九月完
工，工程費1,115,430元。
二、排球場加裝夜間照明設備，七十五年八月開工，七十五年九月完工，工程費
2,000,000元

城區總務組

三、商管大樓外環道路工程於七十五年十月完工，總工程費 23,100,000元。

一、屋頂及地下室漏水修繕工程，舊五樓圖書館閱覽室、參考室、歐美研究所書庫

四、書卷廣場、精神堡壘、文化走廊、公共廁所、醫務室、警衛室工程於七十五年

屋頂漏水多年，目前除部份漏水繼續查修外，大部份已修妥。新大樓體育館樓
梯樑柱，舞台牆壁除部份仍漏水外，多已改善。
二、舊大樓進水管修換。

七月開工，十月完工，總工程費 13,300,000元。
五、富麗克網球場新建工程於七十五年七月開工，八月完工，總工程費 2,690,000
元。

三、更新中正紀念堂設備，並全面整修，地面重作。

保管組方面：

四、增設學人宿舍二戶及改修臨沂街學人宿舍。

一、保險業務：教室大樓拆除，通知停保。

五、更新教授休息室設備。

二、產權稅捐業務：（一）子內段二三六--三○、二三六--三二地號土地辦理過

六、加強教育研究中心安全管理。

七十五學年度

戶。（二）商管大樓、警衛室、二三六--三○、二三六--三二申請免稅。（三）
麗水街宿舍申請免徵道路工程受益費。（四）抵押予本校永久使用之庄子內二
一八--一六土地過戶（269㎡）案，政府仍在規劃中。

事務組方面：

三、文具管理業務：增加文具用品項目，以應各單位需要。

一、圓滿達成新建商管大樓完成後各單位之搬遷事宜。

四、財產保管業務：（一）九月調配搬遷單位之辦公桌椅、書櫃等財產。（二）財

二、將原教室大樓拆除後之 2,200張課桌椅，改供商管大樓教室使用及汰換文學館
及宮殿教室原課桌椅，節省學校公帑。
三、配合三十六週年校慶，擴大舉行活動，計有商管大樓落成，恭請 李副總統登
輝蒞校剪綵，以及蘭花展、師生運動大會、吳炫三畫展等多項系列活動支援工
作。
四、商管大樓後新闢道路種植鳳凰木，及早期種植防風雜樹挖除，改種高級樹種，
以美化校園。
五、全力完成寒、暑假校內外各團隊活動支援工作。

產分戶表於十二月十二日送達各單位複查。（三）各單位報廢財物出售計
102,690元，已繳交校庫。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自七十五年十月一日起，校門管制站
實施車輛查驗，對載有貨物出校之車輛，嚴格查驗，以確保學校財產之安全。
（二）因應商、管、夜間學生在校本部上課機車停放需求，於商管大樓北側新
建學生機車場一座，並於九月完成啟用，加原有自強館機車場計有兩座，可停
放機車607部。

六、員工在職訓練：十月十八日假國際廳舉行員工座談會，除一般性座談外，並邀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配合校園擴建，加強警力，原有校警（八員）不敷調

請企管系陳主任義勝，以「工作方法與工作精神以提高工作效率」為題作演

配，於九月份商管大樓落成啟用後，再增僱校警兩員。（二）依校園安全需

講，以期提昇員工服務品質。七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假商管大樓 711室召開員

要，三座校門管制站與校園內巡邏均派校警值勤，全天候輪班巡守校園。全年

工座談會，由陳總務長敏男主持，期勉同仁發揮工作熱誠，互助合作。

校園未發生重大安全事故。

七、防颱工作：年度內計有韋恩、艾貝、薇拉颱風來襲，均即時成立防颱小組，事
先做好防颱準備，圓滿達成任務，確保學校財產安全。

三、交通車服務：（一）為提升服務品質、維護行的安全，依學年度計劃淘汰舊車
乙部，另添購新交通車乙輛。（二）因應商、管、夜間學院遷回校本部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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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增開交通車班次，方便教職員搭乘。（三）為提高服務品質，重新規劃調

日至十四日第五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聯合報舉辦第三

配交通車及行駛路線，於每車駕駛台前設置行駛路線牌，供教職員選搭其應搭

屆巡迴文藝營。

乘之路線班車。（四）交通車每日實施一級保養勤務（清潔、潤滑、緊定），

四、員工在職訓練：八月十四日假驚聲中正堂舉行員工在職訓練，由陳校長雅鴻親

及行駛前、後之安全檢查，按時接受監理機關定期檢驗，每月實施定期保養及

臨主持，會中並邀莊臣公司派技術人員來校以幻燈片介紹清潔工作要領與方法

不定期檢修工作，全年未發生不安全事故。（五）安排交通車駕駛人員每學年

及讓員工作實際操演；為提高服務品質，加強觀念溝通，再於七十七年一月二

度健康檢查，確保駕駛同仁身體健康維持良好狀態。

十八日及七月二十七日兩次辦理工友座談會，針對同仁工作作檢討。

出納組方面：
一、學生註冊繳費三聯單擬自本學年度加列華南銀行代收學費，以方便學生繳款。
二、因應大部份單位搬遷至淡水辦公，本組自上學期起工作時間延至下午九時，並
將部份業務自下學期移至淡水處理，包括：（一）大額貨款在淡水開支票付
款。（二）有關單位加班、出差，及校內外公費支領在淡水辦理。（三）夜間
部學生各類規費、表格之申請均在淡水辦理。
三、進口結匯案件共計六十六件。有關度量儀器之進口教育用品，邇後請於合約內
訂明由國內代理商負責送檢。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暑期全面更新舊大樓一至五樓廁所，男女廁所馬桶各改為二蹲一坐式，男廁衛
生設備選用橄欖色，女廁選用粉紅色，並重配排水管，門窗修改，全面油漆，
工程費計貳佰萬元整。
二、愛國東路一、三樓學人宿舍裝設水塔，解決經常缺水問題。
三、商管大樓完成後，林副校長召集各相關單位主管開會，依
「搬遷單位注意事項」
及「日程表」，順利完成商學、管理、夜間學院及有關行政單位遷移校本部，
資研所、日研所、建研所及工程諮詢服務中心移城區部。
四、增設電工一名，為水電及辦公教學設備修繕維護。

七十六學年度

五、防颱工作：年度內計有賽洛瑪、費南、亞力士、黛娜、傑魯德、琳恩等六次颱
風來襲，均即時成立防颱小組，圓滿完成工作，將學校財產損失減至最低。
營繕組方面：
一、商管大樓B217及B218改修為文書處理教室，七十六年十月開工，七十六年十
一月完工。
二、宮燈教室屋頂整修工程於七十七年二月整修H107及H112兩棟，七月整修其餘
五棟，八月底完工。
三、全面整理淡水校園建築物編號及用途一覽表，七十七年二月實施，三月全部完
成。
保管組方面：
一、保險業務：（一）財產及建築物於八月份續保，分別由華僑、太平、國泰等三
家保險公司承保，期限至七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二）城區部大樓因部份
單位搬遷至校本部，減少投保金額 3,424元，並辦理繳入校庫。
二、文具管理業務：（一）各單位文具費支出表按月鍵入電腦，報表送會計處轉帳
扣款。（二）全校文具費支出統計表鍵檔，本年支出總計 977,352元。
三、財產保管業務：（一）城區部財產全部清查、更正完畢。（二）為有效運用辦
公設備，於九月份協調有關單位，將多餘之傢俱繳回，轉至需要之單位。（三）
本校航海、輪機兩系學生實習用三艘救生艇，於九月廿九日贈予台北縣政府，
由張董事長建邦博士親自贈予林縣長豐正，撥交水上清潔隊，作為清潔淡水河

事務組方面：

之用。（四）本組IBM PC電腦使用部份與資訊中心 三二七○電腦連線，可做

一、校園美化：加強花卉栽培工作，計蘭花 500盆、聖誕紅410盆，均供應各單位

插卡、異動資料傳輸、查詢資料及更正等工作，於十月份開始作業。（五）各

辦公室及會議室擺放，以美化環境，提昇員工工作情緒；進行榕樹扦插工作，
增加榕樹種植數量，擴大校園綠化效果。
二、配合三十七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三、暑假期間支援各項活動如下：六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四日暑修，七月一日至八月
十九日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團，七月六日至八月十四日電腦夏令營，八月十

單位報廢財物出售計17,120元，繳入校庫。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為加強整頓校園汽、機車停放秩序，
印發校園停車場位置圖，並配合巡邏校警勸導，停車秩序有顯著改善。（二）
加強宣導校外學生機車停放秩序，共同維護校園週邊環境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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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安全維護：（一）增購無線電對講機裝備，提昇校園安全維護功能。（二）
加強商管、驚聲大樓間之夜間巡守，於每日零時至六時加派巡邏校警專責該區
安全維護。
三、交通車服務：（一）為改善交通服務品質，於暑假期間交通車汰舊換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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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

七十七學年度
事務組方面：

將原不適用出風口、改為平行、橫向、十五度傾斜交叉式出風（管）口，並將

一、校園空地遍植一串紅、黃蝦花、紅針鐵莧、鑲邊鍚爵等花卉予以美化；溫室花

行李架拆除，加大車內空間，提供更舒適乘坐空間。（二）為解決夜間中途站

圃栽培觀葉盆景 2,800盆，蘭花1,200盆，聖誕紅380盆，以便提供各單位辦公

候車辨認校車困難，及錯過校車而延誤上課，於寒假時，將五輛交通車標誌

室及會議室美化、綠化與支援學生社團活動需要。

牌，改為日、夜兩用型。（三）為配合教師上、下課便利搭乘，適時調配每日

二、配合三十八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交通車行駛班次，並妥善安排座位。

三、寒、暑假期間支援各項活動如下：六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三日暑修，七月一日至

出納組方面：

八月十四日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團，七月四日至九月三日電腦夏令營，七月

一、勵行全校統收統支規定。

十六日至八月十三日韓國華語研習營，八月十日至十四日第五屆國際比較文學

二、辦理進口教學用品結匯部份，請採購單位事先訂立契約載明延期交貨賠款條

會議，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日聯合報舉辦第四屆巡迴文藝營；七十八年一月十八

約，以避免本校蒙受巨額利息支出及信用狀修改費用。
三、因應實習銀行將於七十七學年度遷入淡水校園，整修台北出納組辦公處所，更
換門窗、改裝櫃台，加強安全措施。
四、加強現金安全措施，每月發放薪津時、往返銀行存提款時洽請交通安全組派員
戒護，並於辦公室門口設置巡邏箱，加強警衛人員巡邏。櫃台人員儘量減少置
放現金以免發生意外損失。
五、自本學年度起增調組員一名至淡水，專責服務夜間部師生。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整修閱覽室漏水，工程費 14,080元。

日至二月二日韓國大學研習團，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十一日日本中央學院研修
團，救國團舉辦之高中學生領導才能自強活動等。
四、八月五日假驚聲中正堂辦理員工在職訓練，陳校長雅鴻親臨主持，會中邀請專
人就清潔工作要領及消防器材安全維護作指導，會後董事長、校長為慰勞員工
辛勞，特假活動中心設宴。
五、為配合夜間學院改回淡水上課，自九月份起增派三名工友支援夜間教室及辦公
室工作事宜。
六、為鼓勵工友犧牲休假到校工作，特發給工作獎金，董事長、校長為顧念工友同
仁辛勞，特於校慶前夕，贈送每位工友一件夾克。

二、整修閱覽室及參考室部份漏水，工程費 92,000元。

七、完成各一級單位專線電話裝設，計十九具。

三、更新電腦教學中心機房之廿噸冷氣機水塔及移至新大樓屋頂。

營繕組方面：

四、改善城區大樓高壓變電站設備，補修、油漆變電箱內外鐵皮，工程費 115,000

一、麗澤學舍新建工程於七十七年八月開工，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總建築面積

元。
五、城區部電話總機室拆銷，各單位改以專線電話，話務員一名調校本部總機室，
代理話務員之工友一名歸建。
六、城區部各單位搬遷及隔間修繕工程，工程費計1,631,856元。

430坪，七十八年一月底完工，總工程費 20,724,000元。
二、電腦教學中心、教務處教室空間調整，B219、B220、B221教室改為PC教室，
E423、E317、E318、E319實驗室改為教室，全部工程於七十七年八月開工，
九月完工。

七、愛國東路一、三樓學人宿舍裝窗簾、抽油煙機及瓦斯分表，工程費 54,288元。

三、全校高壓幹線改善工程，先行改善受電總站、架空線路更新、化學館及科學館

八、圖書館新館閱覽室桌椅移至研究學院各研究所使用，十四間教授研究室移至東

高壓幹線等工程，七十七年七月開工，七十七年十二月完工，工程費為

邊，重新裝修為十間。
九、新大樓地下室體育館設備移至校本部，該室改作校友文化基金會附設之溫水游

9,500,000元。
四、配合一九八八年國際計算機會議整修活動中心、紀念大樓二、三樓、會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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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館中正堂等廁所整修工程，七十七年十二月開工，當月完工。
五、科學館屋頂增建工程於七十八年一月開工，七十八年五月完工，增建面積 300
坪，總工程費17,1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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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出納組方面：
一、因研究單位及董事會附屬業務單位增多，代收代付款項日漸增多，基於統收統

保管組方面：

支原則，為避免造成誤會，各單位承辦人員若對於製作收支傳票及支領手續有

一、產權業務：（一）辦妥北側門守衛室及商管大樓建物所有權狀。（二）辦妥守

疑問，請與本組聯繫，以爭取時效。另外各單位發文請款時，請加會本組，以

衛室及商管大樓等六筆用地，地目變更為建地手續。（三）台北市永康街十巷
九號前建教合作部房地均已出售，唯與其相連之大安區金華段一小段六三二地
號（巷道7.5㎡）未予同案出售。
二、行政資訊電腦化：（一）動產全校計有61,596件，鍵入資訊中心大電腦管理，
並將今年報表送各單位複查中。（二）不動產校地一二二筆鍵入總務處PC電
腦。（三）文具用品經費收支統計全部鍵入PC電腦，每月報表送會計處稽核
組存查。（四）全校各單位財產保管人資料鍵入PC電腦。
三、財產保管業務：（一）各單位報廢財物出售計130,500元，繳入校庫。（二）

避免造成收款用途不明。
二、自七十六學年度夜間部一年級學生註冊收費改委華南銀行淡水分行辦理，目前
校本部財務也與華銀往來。註冊期間補收費時，華銀基於建立雙方友好關係，
亦派行員支援。
三、請各單位配合學校一般付款程序，壹萬元以上大筆貨款仍集中在台北開票支
付，勿在採購時輕諾付款條件，造成校譽及個人名譽受損。
四、結匯案件增多，截至十一月已承辦五十一件。
五、員工福利委員會代辦同仁購買家電產品及國外旅遊分期付款，已陸續在淡水、

本處電腦磁帶資料於十一月由台北資訊中心移至淡水資訊中心作業。（三）教

台北展示及辦理登記購買手續，由本組辦理分期付款代扣款業務，最長可分三

育部獎助款購置財產儀器全部攝影，於十月十八日送會計處報部。

十六期付款。

交通安全組方面：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來賓車輛進出校園，為免校門換取通

一、舊五樓圖書館屋頂（即六樓地面）修漏及防水處理工程於十月完工，工程費

行證之誤解，改請由各聘請單位於事前填送來賓車輛進校通知單（臨時來校者
電話通知管制站），憑單放行。（二）為加強學生汽車停放管理，自第一學期
起，製發學生汽車通行識別證，憑證停放。（三）為加強宣導及取締水源路機

1,300,000元。
二、舊六樓608至612室拆除，601室至607室屋頂加蓋金屬板，工程費1,145,000
元。

車違規停放，經常會同淡水分局中山派出所實施水源路違規機車取締，以維交

三、高壓電力設備改善，工程費 115,000元。

通順暢。

四、舊棟一、二、四、六樓冷氣線路重配，並做不銹鋼開關箱，工程費 830,000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校警日夜辛勤巡守校園，除於七月份工學院發生竊案兩

元。

件外，其餘時間校園內再未發生任何滋擾、脫序事件。（二）鑑於近年來宵小

五、舊大樓給水設備之抽水馬達及開關箱更新改善，工程費 100,000元。

猖獗，為確保校園貴重儀器教材及個人財物之安全，印發「慎防宵小卡」，提

六、城區部大樓各單位電話管線全面更新及安裝不銹鋼接線箱，電話重新佈線，加

供教職員工同仁參考，藉以提高防竊警覺。（三）於六月間安排校警在職，參
加教育部陽明山駐衛警察專業教育訓練，藉以增進其專業技能，提高執行校園
安全維護勤務助益良多。

設對講機，便利研究學院、各所及本組之連繫。
七、增設舊大樓火警受信警報系統及檢修新大樓火警受信警報系統，更新受信總
機，並移至總務組辦公室。

三、交通車服務：（一）為改善交通服務品質，於九月份再淘汰換新交通車兩輛，

八、城區部三部電梯依據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二八六六號「升降機、升降階梯，升降

添購五十座冷氣大客車壹輛，為解決於上、下班不足之交通班次，則另租遊覽

送貨機檢查標準」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修訂之規定，增設車廂內部設備，新

車接送。（二）為落實服務，免除於夜間十時五分下課回中（永）和及松山地

大樓電梯鋼索更新，舊大樓電梯機房漏水整修。

區教師轉車之苦，自本學年度第一學期起，發給車票以搭乘指南學生直達專

九、新舊大樓外牆、花牆、二、三、四樓走廊、二、三樓部份教室重新油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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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磚，舊大樓前後四座樓梯更新為大型止滑板及兩大樓六樓間之通道改直，變
更隔間為五間研究室，工程費 3,250,000元。
十、新棟二、四樓男廁整修及裝小便斗感應器，工程費 97,000元。

七十八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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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保，期限至八十年八月一日止。
二、產權業務：（一）完成麗澤學舍免稅案。（二）麗澤學舍所有權狀辦理中。
三、行政資訊電腦化：（一）各單位文具費支出已按月鍵入電腦，並送會計處轉帳
扣款。（二）七十八年全校文具費支出計 580,335元。
四、財產保管業務：（一）各單位報廢財物出售計41,590元，分批繳入校庫。（二）

綜合業務方面：

教育部獎助款購置財產儀器全部攝影，於十月送會計處報部。（三）處理商船

成立環境保護小組，辦理校園環保工作，召集人為校長，副召集人為總務長，七十

學館（輪機、航海兩系）報廢品及輪機室重新佈置。

八至八十一學年度執行祕書為化學系薛文發主任。
事務組方面：
一、配合四季變化，修剪花木，進行施肥、病蟲害防治等保養維護，以保持校園美
觀。配合機車場增設完成，增加夜間垃圾清運，以維環境清潔衛生。
二、配合三十九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三、寒、暑假期間支援各項活動如下：六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三日暑修，六月二十六
日至八月十六日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團，八月六日至二十六日環保人員檢驗
檢查訓練班，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聯合報舉辦第五屆巡迴文藝營以及日本中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為解決校外水源路學生機車違放問題，暫建
水源路學生機車專用停車場一座，自十月份完工啟用，有顯著改善。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為強化各樓、室安全管制，預防意外事件發生，於夜間
加派校警協同巡邏校警，對各樓、室燈光、門窗關鎖實施不定時安全檢查。
（二）為強化校園（含宿舍區）安全工作，函請淡水憲警巡邏車，每日至校巡
查並設置多處巡邏箱。
三、交通車服務：（一）鑑於交通與公務車輛之不足，六月添購大客車及十月添購

央學院研修團、韓國慶南大學研修團、韓籍學生華語研習團等梯隊活動。

廂型小客車各乙輛。（二）十二月因應交通路況嚴重塞車，重新規劃調整下班

四、員工在職訓練：八月十五日舉辦，由張副校長親臨主持，會中為使員工個人修

車及教師專車路線及車次。（三）加強交通車輛保養及行車前、後安全檢查工

養有所增長，特邀請禮儀專家鹿宏勛教授專題演講「說話的藝術」；十二月四

作，嚴格要求駕駛員遵守交通規則，特別注意行車禮讓，以策行車安全。並提

日辦理員工座談會，針對年來工作情形作檢討，期來年總務工作更趨完善。

供更完善的服務態度與禮貌，以建立親和服務之觀念。

五、年度內僅九月十二日莎拉颱風來襲，雖為強烈颱風，惟防颱小組防範得宜，學
校損失輕微。

出納組方面：
一、辦理學生各類收退費，發放各類獎助學金。

營繕組方面：

二、核對並發放教職員工薪津。

一、科學館整修工程於七十八年五月開工，七十八年十月完工，工程費 23,250,000

三、代收校外機構各項補助款，並轉發各受款單位。

元。
二、活動中心整修工程於七十八年七月開工，七十八年八月完工，工程費
6,200,000元。
三、校本部高壓電力系統第二期改善工程（架空線路改為地下化）於七十八年七月
開工，七十八年九月完工，工程費 15,250,000元。
四、海事博物館整修工程於七十八年九月開工，七十九年三月完工，工程費
30,170,000元。
保管組方面：
一、保險業務：全校建築物及財產於八月續保，分別由國泰、華僑及太平三家保險

四、代理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扣繳互助費事宜，及代辦員工購買物品分期付款收支
工作。
五、辦理販售學生申請各類表件之業務。
六、本學年度共辦理結匯案件七十四件。
七、辦理銀行與學校往來帳項之登記結報及資金調度工作。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舊二、三、四樓教室及中正紀念堂購買會議桌54張，靠背椅140張，經費
337,110元。
二、舊大樓二、三、四樓教室裝設窗型冷氣機24台，603教室裝設箱型冷氣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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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經費共計1,07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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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大樓新建工程原規劃興建地下二層，地上五層，總樓地板面積 3,195坪，

三、金華街四樓學人宿舍全面整修，總工程費 634,950元。

主要用途為教室、研究室、實驗室及實習工廠使用，總工程費 150,000,000

四、新舊大樓大門之階梯及一樓內外四週走廊之地磚更新，工程費 1,520,000元。

元，本工程於八十年一月完成工程發包，八十年六月奉示綜合大樓重新規劃，

五、董事會辦公室隔間整修及電話更新為按鈕電話機。

並更名為工學大樓。

六、舊大樓天井作走廊，為不銹鋼架加玻璃纖維浪板屋頂，工程費 44,000元。

七十九學年度
綜合業務方面：
第二學期成立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宿舍（分為招待所、眷舍、會文館及松濤女性
單身教職員宿舍四種）之分配由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審核，宿舍之管理由本
處事務組負責，檢修維護由營繕組負責。並訂定「淡江大學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理辦
法」
。

保管組方面：
一、財產保險事項：（一）新建麗澤學舍及增建科學館四樓加保火險，由華僑產物
保險公司承保。（二）海事博物館及資訊中心教學設備加保。
二、行政資訊電腦化：（一）IBM 5530-TC6電腦在本組裝妥。（二）七十九年文
具用品費支出計 661,943元。（三）領用文具自八十年元月起改由驚聲公司供
應。
三、財產保管業務：（一）各單位報廢財物出售，共計收入 51,739元，分批繳入校
庫。（二）教育部獎助款購置財產儀器，全部攝影送會計處報部。（三）七十

事務組方面：
一、經過多年觀察及試剪後龍柏生長情形良好，全面進行龍柏修剪，以使樹型美
觀；配合季節變化，培植各式花木及維護；整理書卷廣場與校園內之石板步
道，持續校園美化工作。

九年財產報表分送各單位複查。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學生汽車停車管理，自本學年度開始
每學期收費一次，每證收場地維護費1,200元，由校警管制查驗。（二）為解

二、配合四十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決夜間部學生停車位不足，自本學年起，每天十八時至廿二時卅分（週六為十

三、寒、暑假期間支援各項活動如下：六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日暑修，六月二十五

二時卅分至廿二時卅分）開放商館大樓後側路段停車，並提供115位學生汽車

日至八月十三日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團，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十四日救國團

停車位，以彌補停車位之不足。（三）為改善學生機車停車問題，於七十九年

觀摩團，八月十四日至九月一日中國信託公司員工在職訓練，八月十六日至二

七至八月份先後將水源街373輛機車停車場，擴建為 560輛機車停車場，大忠

十日婦女新知舉辦社會人士研討會，以及韓國慶南大學研習團、韓國華語研習

街207輛機車停車位，擴建為442輛機車停車位，加上自強館400輛機車停車

營、日本中央學院研習營、國中電腦營、盲用電腦訓練班等。

場，計三個停車場可停放機車1,502輛，對學生機車停放情形已大有改善。

四、為提昇服務品質，實施工友清潔競賽獎勵辦法，校園環境清潔有顯著進步。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為防範不良份子侵害校園安全，加強日、夜校園安全巡

五、驚聲大樓裝設電腦門鎖，例假日人員進出更為方便。

守及門禁管制，並於每日深夜零時至凌晨六時，特別在商館、工館等後側僻靜

六、年度內計八月十九日、八月三十日及九月七日三次颱風來襲，防颱小組全力戒

地區，加派校警守望戒護。（二）鑑於水源街側門前交通秩序混亂之需，自十

備，學校財務損失輕微。
七、修訂學、碩士服借用辦法。
八、配合單位主管及老師因夜間工作而需借住學校宿舍之故，自九月份起提供會文
館五個床位，供其免費借住。

一月起，於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中午十一時卅分至十四時卅分、下午十六
時至十九時等車輛尖峰時段，加派校警管制維護學生安全。
三、交通車服務：為照顧年長教師上、下交通車安全，自七十九學年度起，教師專
車座次依年齡安排，年長教師均安排在靠車門前排座位。

營繕組方面：

出納組方面：

一、籃球場裝設夜間照明工程於七十九年六月開工，七十九年九月完工，工程費

一、辦理學生各類收退費，發放各類獎助學金。

4,800,000元。

二、核對並發放教職員工薪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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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收校外機構各項補核對助款，並轉發各受款單位。
四、辦理販售學生申請各類表件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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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合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修訂宿舍管理辦法，辦理教職員及女研究生宿舍分配
事宜。

五、本學年度共辦理結匯案件七十四件。

六、調整學生宿舍、教室、會議室及活動場所之外借收費標準。

六、辦理銀行與學校往來帳項之登記結報及資金調度工作。

七、碩士服改由各研究所自行管理及支配運用。

七、代理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扣繳互助費事宜，及代辦員工購買物品分期付款收支

營繕組方面：

工作。

一、配合工學大樓工程基地需要，舊工學館東向之四樓建築及航空館之一半結構體

城區總務組方面：

拆除，拆除面積約為278坪，於八十年十一月拆除完畢。為因應部份建物拆

一、更新各樓飲水機為賀眾牌，該機開水煮沸，溫度可達攝氏 102度，冰水係經高

除，於活動中心旁、文館、科學館後側興建五棟臨時教室。

溫煮沸後，再冷凍，附紫外線殺菌燈。
二、十月起大樓部份清潔工作外包予行政院輔導會台北榮民技術勞務中心，每月之
清潔管理費152,250元。

八十學年度
綜合業務方面：
第二學期成立「福利部門承包商審查小組」，由總務長為召集人，下設委員六人，

二、因學校運動場地不足，除將老舊游泳池拆除外，籃球場、溜冰場同時重新規劃
成一面溜冰場，四面籃球場及六面排球場，工程於八十年七月開工，八十年十
月完工，工程費 33,500,000元。
保管組方面：
一、財產年度清查按年度清查完畢，於八十年十二月將各單位財產報表送各單位核
對。
二、完成全校土地八十年度公告地價調整，並登記鍵入電腦。

由福利互助委員會主任委員、生活輔導組組長、教授及職員代表組成之。委員任期一

三、保險事項：（一）全校財產投保火險，自八十年十月四日起至八十二年十月四

年。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如有必要，得召開臨時會議。小組職掌：（一）福利

日止兩年。由班陶氏保險經紀人公司承保，採用三家共保式，即三家保險公承

部門承包商資格審查及企劃書之評估。（二）審核各承包商續約事宜。（三）各福利部

保，由其中一家出保險單，三家共同簽證，按比例承擔保險責任。（二）火警

門經營狀況及服務情形之追蹤、考核。（四）配合膳食委員會清潔衛生督檢工作、各項

發生二次：1.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二日化學館貴重儀器室，保險公司理賠 53,904

建議案，管理及督導各相關福利部門改善。（五）有關福利部門各項事宜。

元。2.八十年六月廿八日紀念大樓地下室，理賠1,718,994元。

事務組方面：
一、在商管大樓、驚聲大樓、化學館及網球場大量種植黑板樹，以增強防風功能及

四、各單位自編預算購買之視聽教具，原皆由視教組保管，並以借用方式交由各單
位使用，現改由各單位自行保管，原借用者著即辦理移轉手續。

綠化校園；配合溜冰場改建完成，四週種植黃金榕美化環境；增設自動灑水

交通安全組方面：

器，於夏季期間補充草坪水份，以利草皮生長。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繼續加強汽、機車進出校園停放管

二、配合四十一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制，嚴格取締違規停放車輛，維護校園交通秩序。（二）為配合校區整建，解

三、寒、暑假期間支援各項活動如下：六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日暑修，六月二十六

決學生汽車停車位之不足，將商管大樓後側路段調整規劃 51個學生汽車停車

日至八月十三日救國團美加營，六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七日救國團觀摩團，七月

位，迄今有137個學生汽車停車位。

二十九日至八月三日中國信託公司員工在職訓練，六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五日水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繼續加強校警在職訓練、新進人員警勤教育及突發事件

利會工務研討會及電腦培訓班，以及韓國華語研習營、自我潛力發展特訓營

應變能力，並依規定將四十歲以下校警人員，函請警政署核備為駐衛警職銜，

等。

以提高執勤功能。（二）加速校警年輕化，凡屆齡退休校警人員，不再申請延

四、因宮殿教室不敷學生社團活動需要，在不影響上課前提下，全面開放各大樓教
室供學生社團借用。

長服務，招僱適當人選遞補，以強化校園安全維護能力。（三）為強化校警巡
守崗哨通信能力，添置無線電對講機裝備，使校警處置緊急事況均能發揮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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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全年未發生重大事故。（四）為加強各樓、室安全措施，預防災害發
生，依消防安全檢查實施辦法規定，對各樓、室實施不定期檢查。
三、交通車服務：為配合夜間部提前於十六時上課，及日間部十時十五分下課教師
需求，交通車自第一學期起增開班次。
出納組方面：
一、本學年度起支付廠商壹萬元以上之貨款支票，由每月十日、二十五日開立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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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坪，總樓地板面積約5,738坪，總工程費為 295,000,000元。
二、為紓解商管大樓電梯擁擠情形，計劃於商館東側增建一座電梯，電梯車箱工程
於八十一年六月完成發包手續，惟因建築師未能取得建築執照，本工程停止執
行。
三、八十一年八月宮燈教室附近階梯設置身心障礙人士專用扶手、校區道路設置導
盲磚、視教館設置殘障廁所。

支票，改為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開即期支票，希望能因付款快而在採購

保管組方面：

時有較大的議價空間。

一、本校已出售土地淡水鎮庄子內段二二三--二九地號（體育場司令台對面）進行

二、研究案及校內支付款經核准送本組後，即開立取款條至銀行提現，本組不存放
現金。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新大樓下水管銹損，地下樓至六樓頂水管更新為塑膠水管，並設水錶，計量實
際用水度數。

重測，並洽地主辦理後續事宜。
二、撤銷單位：大陸研究組、原淡江時報社及實習銀行之財產共計422件，移轉至
需用單位。
三、教育部八十學年度獎助本校充實重要儀器設備，共計1,491件，完成登帳及標
籤黏貼手續。

二、教室全面加裝布窗簾或百葉窗。

四、製妥財產報表中文電腦報表資料夾計 250個，轉發各單位查核財產用。

三、增加海龍滅火器，更新各樓消防箱水帶。

五、財產新系統於十月初正式上線作業。

八十一學年度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因應教職員停車需要，增闢文館左

綜合業務方面：

側、化館右側及商管後側停車位。（二）為解決學生停車位不足，將商管大樓

撤消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宿舍分配事項由本處負責簽辦，亦同時修正「淡江大學

後側橫向停車位，重新改規劃斜向停車位。

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理辦法」。
事務組方面：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維護各樓館財產安全，防範未然，加強防竊安全措施。
（二）巡邏校警加強深夜留值作業人員查證工作。

一、選擇校園零星地種植景觀用樹及增設造景花卉，另大面積草坪改種耐踩之草

三、交通車服務：（一）使用教育部補助款新購交通車乙部，原舊車因車材零件停

種，及瀛苑草坪種植韓國草皮及設置自動灑水器，維持草坪常綠及校園美化。

產而報廢，於十月完成打造出廠。（二）為加強交通車安全措施，於暑期將各

二、添購進口大型垃圾箱，增加垃圾容納量，避免垃圾溢出污染校園。

車安全門開關及滅火機全部換新，並調整座椅、加寬安全門通道，以符合監理

三、配合四十二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機關之規定。

四、寒、暑假期間支援各項活動如下：六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日暑修，八十二年一
月十七、十八日國際行銷企管營，一月二十五日室二十八日和撒那文教基金會
音樂營，二月四日至八日台北縣青少年冬令營等。
五、召開工友座談會及推行節約能源政策。
營繕組方面：
一、重新規劃之工學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一年十月開工，八十二年九月完工，樓高
七層，主要用途作為教室、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使用，建築基地面積約

出納組方面：
一、九月一日起使用現金日結表，有效控制並運用資金，結束五個不必要的帳號，
讓資金集中少數帳號，方便靈活調度。
二、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製作收、支旬報，現金日結表併呈，以方便稽核。
校內付款不論金額多寡，一律用取款條付現。
三、經過改進後的資金規劃及運用，目前財務運作良好，除了減低貸款數額外，亦
增加約七百多萬元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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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誠會計師十月上旬至本組清查現金、帳目及查核各帳號利息是否繳校，經查
無誤，並按規定投保出納人員誠實保險。
四、十二月廿一日至廿九日完成接收實習銀行帳目及財產清點工作，三十日起由
121辦公室遷至107室，於八十二年元月八日完成移交清冊用印手續。
五、教職員工薪津自八十一年六月份起委託郵局代發。
六、本學年度出納組增加四名組員，人力、業務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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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空間整修工程、學輔組空間整修工程。
二、重大修繕案件計有瀛苑整修工程、自強館、海博館、驚聲中正堂、活動中心粉
刷工程、活動中心空調工程、工學大樓動力用電改善工程、工學大樓藝術陶壁
工程、工學大樓外圍環境工程。
三、五虎崗立體機車停車場工程於八十三年二月開工，八十三年五月完工，工程費
13,360,000元。

城區總務組方面：

保管組方面：

一、完成中國大陸研究所、陳雅鴻教授研究室、趙榮耀教授研究室之整修工程及請

一、繼續辦理本校淡水鎮庄子內段二一八--一六地號過戶手續案，依程序請淡水鎮

購置辦公設備。
二、臨沂街三樓學人宿舍、愛國東路一樓學人宿舍整修。
三、新舊大樓間水溝整修，並作陰井一座，工程費 468,365元。
四、605室衛星電視機房整修及加不銹鋼捲門，工程費 120,000元。
五、更新城區部行政單位十二線、教學單位十二線對講機系統。
六、台北市民防總隊大安大隊六月十五日於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八十一年度第二
期防護團常年聯合訓練，主辦單位為本校城區部防護團，本校榮獲台北市政府
頒發績優單位獎牌。

八十二學年度

公所釘椿，經陳鎮長俊哲應允下年度設法促成。
二、組成審查評估小組對本校淡水鎮庄子內段二三六--三、二三六--四、二四二--五
土地與民間土地之處理方式，進行各種方案之評估，評估結果以合建較宜。
三、城區總務組三樓走廊存放之理想牌折疊式課椅現全數運至校本部紀念大樓五樓
供研究生教室使用。
四、本校購置學人宿舍五戶，其中之敦化南路乙戶及石牌三戶，已完成過戶手續。
石牌其中一戶，因業主亡故，俟備齊所需證件後，另委請代書辦理手續。
五、全校建築物及教學設備保險案，於八十二年九月完成投保手續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加強停車秩序管制，凡未按規定停放

事務組方面：

之車輛，一律開單舉發，依違規次數寄發違規勸導、警告、吊銷通行證通知

一、進行草坪填土、花木栽培及修剪、死株換植、自動灑水器裝設，持續推動校園

單，藉以促其遵守停車規定，現校園停車秩序已有改善。（二）學生汽車停車

美化。
二、購置高壓清洗機，全面清除建築物外牆、階梯、花台、欄杆之青苔及積垢，以

位169個，每學期發出四百枚識別證，憑證停車。（三）為維護學生穿越克難
坡道路安全，警告來往車輛注意行人安全，完成行人穿越「斑馬線」重劃，及

及購置大型不鏽鋼垃圾筒，增加垃圾容納量，使得校園煥然一新。

「當心行人」、「減速慢行」等警告標誌之設立。（四）配合即將興建之新總圖

三、配合四十三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書館，原水源街機車停車場撤除，並經重新評估，計畫於松濤館側停車場現

四、協助各單位辦公室及研究室搬遷與辦公設備、物品請購及電話安裝。

址，依實際需求，興建兩層或三層立體停車場，以解決學生機車停放問題。

五、支援寒、暑訓及寒暑假校內外營隊活動。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加強校警夜間巡守勤務管制：自二月起，校園十五處巡

六、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恢復運作，配合辦理教職員宿舍申請及管理事宜。

邏要點實施打卡制，使校警夜間巡守勤務完全落實執行。（二）嚴禁晨運者攜

七、碩士服改由本組管理

狗進入校園，加強校園巡守。

營繕組方面：

三、交通車服務：現有交通車七部，配合上、下班（課）實際需求增加班次。

一、配合工學大樓完工啟用，校本部部份行政、教學單位空間重新調整，本學年度

出納組方面：

先後完成驚聲大樓五樓研究生教室改修工程、國際研究學院、外語學院空間改

一、教務處正積極規劃「學生電話註冊、選課」方案，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學費

修工程、金相實驗室改修工程、綜合研究發展中心、稽核組空間改修工程、社

收款業務已選定下列代收銀行：日間部委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城中分行；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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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討論及決議有關本校教職員宿舍之分配、調整及建議事項。
2.依本校教職員住宿房舍管理辦法，審核宿舍申請人之配住資格與分配程

本組將配合於下學期改以現金退費。工讀金部份為安全顧慮，仍以支票支付較

序。

妥。

前項教職員住宿房舍管理辦法，由本會訂定呈校長核定後施行。

三、第一學期工讀金及校內、外獎助學金開始實施電腦開票作業。

二、為加強校園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之推行，八十二學年度進行修訂「淡江大學環

四、校內同仁付款部份，會計處核准後將傳票及傳票通知單分別寄送本組及領款

境保護小組設置辦法」並於八十三學年度公布施行。八十二至八十三學年度執

人，為配合出納組傳票作業時間，領款人請於收到傳票通知單兩日後至出納組

行祕書為化學系陳幹男教授。此段時期因環保小組無專屬人員簽辦（收）公

領款，付款地點以承辦人之辦公室為依據。

文，相關公文均改由事務組承辦，再行會簽相關單位及環保小組。

五、有關配合辦理電話註冊、選課業務，開放電話註冊期間，本組每日上午九時前
須轉入電腦截至當日的銀行收費資料，由於時間及人力有限，同仁們倍感辛
勞，希望註冊期間能增加工讀生支援。
六、教職員工薪津發放已委由郵局代為發放，迄今仍有少數同仁因尚未提供郵局帳
戶資料，薪津無法撥入，暫由本組代為保管發放。
七、八十二年十月校本部一名同仁調至其他單位服務，該員工作由校本部同仁分
攤，夜間值班工作由專人服務改為所有同仁共同輪值。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001室作陰井，工程費 110,000元。

事務組方面：
一、年度內多次颱風來襲，校內花木損傷嚴重，本組積極辦理復建及增植樟樹工
作，使校園短期間恢復舊觀。
二、因淡水清潔隊不再負責清運本校垃圾，自本學年度起，改委由民間清運業者辦
理垃圾清運。
三、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九月廿一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會後成立專案小組研訂完成
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理辦法，奉准自十一月十一日起實施。
四、配合學校實施全面品質管理，本組成立十一個品管小組，定期召開小組會議，
期使工作品質得以提升，工作效率更形強化。

二、高壓電設備更新高壓支持礙子、比流器，工程費 55,000元。

五、配合四十四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三、配合資訊中心由安居街遷回城區部，增設 150仟瓦變壓器一台。

六、淡水校園各樓館校內分機線路擴充全面完成。

四、新三樓走廊、資訊中心各辦公室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改修工程及更新辦

七、辦理寒、暑訓及寒暑假校內外營隊活動支援工作。

公設備。

八十三學年度
綜合業務方面：
一、經四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恢復成立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
（一）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副校長兼任之，委員若干人，除總務長為當然
委員兼執行秘書外，其餘產生方式如下：

八、修訂完成工友僱用及管理辦法，並自八十四年二月起實施。
九、完成淡水校園二級單位傳真機及專線電話裝設，計六十六具。
營繕組方面：
一、重大修繕案件計有建築系空間改修工程、化學館防漏工程、各系辦及老師研究
室全面加裝冷氣工程、會文館廁所整修工程。
二、總圖書館大樓因受高度限制及配合建築法令規章，將大樓前道路拓寬為二十公
尺，即書卷廣場一部分改做道路及安全島使用。

1.行政主管代表三人，由校長指派。

三、配合圖書館大樓興建，樸棟四戶宿舍拆除。

2.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及教育發展中心教師分別推選一人。

四、總圖書館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四年一月開工。

3.職員代表二人，由全校職員中互選。

五、配合校園美化，暑期中完成舊工學館、行政大樓、松濤二三館等建築物重新粉

前項教職員代表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始有候選資格。
（二）本會任務如下：

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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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組方面：

款，傳票送達本組，即電話通知廠商領取現金；壹萬元以上之貨款，傳票彙整

一、新建工學大樓產權登記、工學館部份拆除權狀更正、實習工廠拆除滅失及麗澤

後，每月十、二十、三十日開立即期支票支付。為便利廠商，可於城區部或校

學舍權狀補發等案依法完成登記，並取得權狀正本，呈送董事會收存。
二、財產報廢手續簡化，凡財產單價在五萬元（含）以下者，由財政副校長核定；
財產單價在五萬元以上者，由校長核定。
三、活動中心側之臨時教室拆除，向淡水稅捐分處申請註銷稅籍。
四、驚聲書城解散，原書城業務改由外包。原文具領用業務改由員生消費合作社辦
理。
五、八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化學館實驗室（C425）火災，各項理賠資料送保險公司
辦理理賠。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持續加強車輛出入及停放管理，凡未
按規定停放之車輛，一律開單舉發，依違規次數寄發違規勸導、警告、吊銷通
行證通知單，以維校園環境安全及秩序。（二）為改善淡水校園汽、機車停車

本部領款。
六、各項代收款抄本，仍有部份未送達本組，致該款入校庫時無法立即查明，已請
承辦單位於辦稿或簽准後以抄本或影本知會本組。
七、各系所為教學研究辦理免稅進口之貨品，如有報廢、遺失或被竊情形時，請知
會本組協助辦理手續，以免因未申報而遭致海關處十倍以上之稅款罰則。
城區總務組方面：
一、舊大樓地下室、二、三、四樓走廊、各辦公室、教室、研究室全面土木、水
電、電腦網路改修工程及更新教學辦公設備。
二、新四樓走廊、董事會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防設施改修工程及更新辦
公設備。
三、新五樓走廊、校友聯誼會館、淡江時報委員會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
防設施改修工程及更新辦公設備。

位管理問題，委請交管系研究規劃。（三）為積極改善學校外環道路之順暢，

四、新舊大樓外牆花磚全面整修、油漆及作冷氣機排水管。

與交通路政單位配合，取締學校週邊違規停車情形，並獲顯著改善。

五、各大樓走廊飲水機更新為開水機。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於於八十四年元月完成：驚聲資訊中心、商管資訊中心
教學組、工學大樓一、二樓實驗室及CAE電腦室等處設置夜間警報系統，校警

八十四學年度

配合機動勤務。（二）配合門戶安全管制，凡經校警巡查下班後未將門窗、電

綜合業務方面：

燈確實關切者，皆製發安全檢查缺失改進通知單，以強化共同維護校園安全的

一、第三十四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總務會議組織規程」。於第二學期召開第

意識。

一次總務會議。總務會議職責：

出納組方面：

（一）總務規章及工作計劃之擬訂事項。

一、學生電話註冊、選課已實施一年，學生反應良好，減少了學生須提前返校的困

（二）總務行政管理之改進事項。

擾。
二、教職員工薪津尚有少數同仁無法撥入帳戶，暫由本組代為保管，再次請各單位
主管協助轉知，請儘速至郵局開戶，以便於撥放薪津。

（三）與其他單位協調事項。
（四）其他總務相關事項。
二、環境保護委員會

三、本校募款作業依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檢討募款獎勵金及募款作業相關事宜會

「環境保護小組」改為「環境保護委員會」
，於第二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議決議，捐款分（一）基金，每半年（四月、十月）各計息一次。（二）非基

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為校長，副主任委員為總務長，相關系所及單位之

金，不計息。經辦人自即日起，於繳款時註明基金或非基金，以利作業。

主管為當然委員，另聘相關教師數名為委員。八十四至八十六學年度執行祕書

四、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中旬舉辦全校同仁電器產品分期付款購

為水環系許中杰主任。

置活動，分期付款代扣款業務由本組辦理，扣款期分為十二及二十四期兩種。

三、總務處於八十五年六月五日彙編完成「總務處工作手冊」初版，以為總務工作

五、請各單位配合學校一般付款程序，在採購時勿承諾付款條件。壹萬元以下之貨

同仁工作時的參考，藉以提升行政工作品質。並配合現況，持續進行修改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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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小時免費停放。（二）為因應本學期教師汽、機車停放需求，在不妨礙交

事務組方面：

通與景觀之原則下，重新規劃停車位，增至303個汽車停車位及216個機車停

一、辦理校園花園化工作，計完成驚聲銅像及大門管制站週邊區域美化，種植綠茵

車位；社團辦公室前學生汽車停車位因增設學生看板，而減至156個車位。

毯草坪及芙蓉菊、金露花、四季海棠等多種花卉；牧羊橋下造景，完成填土及

（三）大田寮原有一通道，可對外疏通，經與該處居民協調後，製設防入鐵欄

種植玫瑰花及龍舌蘭等花卉。
二、淡水清潔隊開始派員來校執行捕捉野狗，對校園環境清潔及安全維護，具有一
定成效。

隔絕。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驚聲、商管、工學大樓門禁自第二學期起實施刷卡管
制，閉館後經核可者方可持證（學生證或服務證）刷卡進出，各樓館之人、物

三、完成工學大樓滅火器更新。

進出管制更為嚴密。（二）為加強校警專業技能與素養，特於九月份舉辦專業

四、配合四十五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覺生圖書館上樑大典、驚聲銅像獻

安全勤務講習。（三）為顧及學生安全，已洽鎮公所在水源街二段設立兩個

花、師生運動會等系列活動。
五、辦理寒、暑訓及寒暑假校內外營隊活動支援工作。

「禁止卡車進入」告示牌，另自學府路131號至校門路邊劃上禁止停車黃線。
三、交通車服務：（一）為配合淡水捷運線通車後，交通車（含接駁車）之接運調

營繕組方面：

整，於十月特設計問卷調查表，逐批發函至各單位給全校教職員工，將統計結

一、總圖書館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四年一月開工，八十五年六月完工，前棟樓高九

果併同交管系研擬規劃之報告書陳核。（二）為加強駕駛專業技能與素養，於

層，作為圖書館使用，後棟樓高十一層，一樓至八樓由教育發展中心使用，十
樓為覺生國際會議廳，總樓地板面積約 8,285坪，大樓總工程費為 804,400,000
元。
二、重大修繕案件計有松濤一館室內整修工程、商館、驚聲大樓、宮燈教室、松濤
一館粉刷工程、運動場整修工程、學人宿舍防漏工程、商管大樓後方道路拓寬
工程。
保管組方面：
一、本校速食部、社團辦公室及水環系大氣風洞實驗室等三棟建築物，經台北縣政
府工務局查報為違章建築案，進行補照手續。
二、校本部新化館實驗室火災及數位電子交換機、資訊中心電腦室遭受雷擊案，保
險理賠款項各為825,887元及686,500元，存入校庫結案。
三、本校財產投保火險，期限自八十五年元月五日至八十七年元月五日，由中央產
物保險公司承保。
四、員生消費合作社經其會員大會決議解散，原本校委託該社辦理各單位文具供應
業務，自八十五年二月份起改由福利部門百貨部辦理。
五、本校安居街資訊大樓奉教育部核准出售。經委託巨東公司銷售，買方為黎明文
化基金會，於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交屋。

九月份舉辦專業安全勤務講習。主講道路交通規則與駕駛安全。
四、勤務管制站自八十五年三月啟用，設監控系統，由校警二十四小時輪值，以維
校園安全。
出納組方面：
一、自九月十一日起增設自動販售機放置於行政大樓二樓走廊販賣學生各類表件，
節省學生往返奔波時間。
二、本組夜間上班主要工作為銷售學生各類表件（目前可由自動販售機替代）、加
退選及助學貸款退費、各類獎助學金發放等事宜。八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起奉准
除加退選、助學貸款退費、獎助學金發放等由本組視情形留守外，取消夜間上
班，此項措施試辦一學期。
城區總務組方面：
新舊大樓一樓走廊、天井及新二樓走廊、222中正紀念堂、223、224階梯教室與新
六樓621研究室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防設施改修工程及更新學辦公設備。
文書組方面：
一、依據大學法規定，本學年度起自秘書處改隸總務處（曾於七十六年二月一日以
（76）校人字第0131號函知改隸總務處，惟復於七十六年四月一日以（76）校
人字第0585號函知改隸祕書處）。淡水校園及台北校園收發室基於人力資源統

交通安全組方面：

籌及提高工作效率，於八十四年九月由事務組、總務組分別管理及督導，不再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本學年起，五虎崗機車停車場，開放

隸屬文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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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發文業務：（一）校內行文以OA系統傳遞，大宗附件之公文仍採人工遞
送。（二）全校總收發工作：登錄、收轉各單位陳請核閱公文送秘書室，於八
十五年四月歸回秘書處負責，以利流程暢通。
三、檔案管理業務：調卷以傳真方式處理，方便各單位參考。

八十五學年度
綜合業務方面：
八十五年十二月核定設置專人承辦環保委員會業務，以有效率處理環保相關事宜，
員額列於營繕組。
事務組方面：
一、持續進行校園花園化工作，包括牧羊草坪、福園後方草坪改種綠茵毯草及設置
自動灑水器；松濤麗澤廳中庭以台灣欒樹、黃金側柏、法國海棠、鵝掌藤、蜈
蚣草皮造景。
二、配合覺生圖書館啟用，協助各單位搬遷；完成文學館、驚聲大樓、商管大樓原
圖書館空間改建為教師研究室後之分機線路配置。
三、完成總機房電子交換機擴充一四四門門號及增佈總機機房至文學館、驚聲大
樓、商管大樓間之電話纜線工程。
四、淡水校園校內分機碼，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由三碼升為四碼。
五、淡水校園以學生上課為主之商管、驚聲、工學等三棟大樓廁所，全面裝設空氣
清香機，共七十八部。
六、修訂完成各級單位及教師研究室基本配備規格，並即時實施。
七、配合四十六週年校慶，辦理覺生圖書館啟用、各樓館教師研究室啟用酒會、蘭
花展、師生運動會等各項活動支援。
八、因化學館改建之需，協助化學館實驗室搬至科學館，及完成化學館原有校內分
機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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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館六樓及夾層整建為教師研究室，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五年九月
完工，工程費為14,550,000元。
四、自強館整建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五年九月完工，工程費為
24,215,000元。
五、重大改修工程計有教務處空間整修工程、教官值勤室整修工程、單身宿舍整修
工程、會計室整修工程、化工實驗室空間改善工程、實驗室廢氣處理工程、實
驗室廢水處理工程。
六、八十五年九月於圖書館內及東側設置殘障專用斜坡道。
七、配合化學館重建工程，舊化學館部份建築拆除，拆除面積約為517坪，於八十
六年三月拆除完畢。
八、八十六年五月於圖書館與活動中心間道路舖設導盲設施，六月於商管大樓設置
殘障廁所，七月於工學大樓三樓大廳舖設導盲磚。
九、為改善供水，淡水校園大忠街自來水進水管於八十六年六月由75m/m增加為
150m/m。
保管組方面：
一、新建總圖書館產權登記，並向稅捐處申請免稅。
二、完成總圖書館財產、裝修火險加保案。
三、原圖書館各分館（文、商、工、總館）及教務處等單位搬遷、改建後，立即進
行清點財產，不需用財產經各單位選用後，剩餘物品轉贈鄰近學校。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為顧及學生安全，函請鎮公所儘速改
善水源街二段交通擁塞情形，且本校新圖書總館已落成啟用，行經該路段者倍
增，為維護人、車安全及交通順暢，建請速將此路段改為單行道。（二）新圖
書總館落成，增闢周邊空地汽車停車位四十六位。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確實執行車輛進出校門管制，以維護校區安寧及交通秩

九、配合化學館改建，完成龍柏移植。

序。（二）為加強安全維護，上、下半夜巡邏，各增加一趟次，特別加強克難

十、完成寒、暑訓及寒暑假校內外營隊活動支援工作。

坡及校園暗僻處之巡守勤務。（三）為加強維護新總圖書館前後棟之安全，校

營繕組方面：

警協助每天之開、閉館與安全巡檢工作，於閉館後負責將內部六座電梯全部關

一、商管大樓八樓及夾層整建為教師研究室，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五年

鎖在一樓。（四）奉示加強維護女生宿舍區夜間之安全維護，每天廿二時至次

九月完工，工程費為21,350,000元。
二、驚聲六、七樓整建為教師研究室及廁所整建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五
年九月完工，工程費為17,600,000元。

日凌晨六時，增派松濤守望崗亭安全警衛勤務。（五）於水源街側門設置勤務
管制站，採廿四小時全天候執行校園安全，及各樓館監視攝錄系統、防盜保全
系統及門禁刷卡進出監控，與勤務管制站連線。並增僱兩名校警，充實勤務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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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能力。
三、交通車服務：（一）交通車汰舊換新一輛。（二）配合教務處上課時間安排，
機動性調整交通車發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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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辦公設備全面更新，提供技術學院、進修教育學士班、各推廣業務單位良
好之學習環境。
十、台北校園六樓高壓變電站電力系統設備更新及相關電源改善工程，以符合用電

出納組方面：

安全及操作便利。（一）現有高壓變電站設備已廿多年，十分老舊，必須更新

為服務教職員工生，協助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淡水校園會文館一樓設立「二十四小

為屋外型及烤漆鐵板屋遮陽防雨。（二）由弘電工業技師事務所規劃設計，台

時自動化服務區」
，可辦理存款、提款、匯款，及補摺等業務，於校慶當日正式啟用。
城區總務組方面：

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三）新設備使用後，不適之供電系統、線路及開
關改善。

一、更新上課鐘設備：（一）更新上課鐘設備，採國際牌音樂鈴電子鐘如淡水校

十一、建立防火管理制度：防止災害發生及災害發生時，能有緊急之應變措施。

園，上下課鐘時間依本校規定。（二）舊大樓天井及技術學院使用之教室設廣

（一）遴用申報防火管理人。（二）制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劃，辦理滅火、通

播系統。
二、教室加設有線麥克風：台北校園各教室均有電動銀幕、無線麥克風、四十五人
以上教室備有投影機，二樓211教室、三樓301∼303、306∼308教室、四樓410
教室增設有線麥克風各一具。
三、一樓前大廳設導覽系統：由資訊中心設計，內含本校概況、各院系所簡介，台

報及避難逃生訓練，規劃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消防安全設備維護管理，用
火、用電監督管理，縱火之防止對策，修建改建工事監督，其他防火管理上必
要事項。
文書組方面：
一、收發文業務：（一）OA系統更新為NOTES，公文網路傳輸更為便捷。（二）

北校園各層樓平面位置圖，各班課程、教師及各會場活動表等，教職員工生、

簡化各單位套印簽稿格式，格式掛置於FTP、供各單位下載取用。（三）規劃

校友、外賓可迅速得知本校資訊。

公文自動化系統-由資工系協助規劃，以提升行政效率及品質。

四、中正紀念堂、223階梯教室箱型冷氣機更新工程。

二、用印業務中之優良畢業生獎狀繕寫採電腦列印方式。

五、電梯機房裝修工程：（一）舊大樓電梯機房，木窗換鋁窗，防風雨侵襲，六樓

三、委請資工系研究生研發之文書組公文自動化系統自第二學期四月啟用。

頂較熱，裝窗型冷氣機，電梯較不易故障。（二）新大樓電梯機房，木窗換鋁
窗，做水泥板隔間，裝窗型冷氣機，電源開關更新及移位置。
六、加強實施節約能源，減少資源及經費浪費：（一）請台北校園教職員工生依本

八十六學年度
事務組方面：

處八十五年八月七日（85）校總毅字第032號函辦理。（二）本組同仁於各人

一、進行校園花園化後續工程：驚聲銅像週邊、圖書館前及歐式花園補植四季海

負責崗位加強巡查。（三）增加契約容量100仟瓦，減少夏季超出契約容量罰

棠、非洲鳳仙花、日日春、馬纓丹等草花；文學館前種植玉龍草；書卷廣場新

款。

增造景二處及麗澤學舍中庭花台美化；工學館至書卷廣場間種植櫻花、木蓮、

七、建教合作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櫃台上方作透明耐力板，擋冷氣外溢至走廊，增
加室內冷氣效果。
八、學人宿舍整修工程：（一）金華街四樓學人宿舍木門窗更新為鋁窗、鋁門，木

大王椰子、酒瓶椰子；瀛苑後種植重陽木老樹；全校草坪填土。
二、籃、排球場四週廣設寶特瓶回收筒，以遂行資源回收。
三、配合四十七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祝活動。

質地板重新磨光油漆，天花板、牆面油漆粉刷工程及屋頂作防水工程等。（二）

四、淡水校園各樓館飲水機旁增設摺疊式紙杯架，並開始供應摺疊式紙杯。

麗水街四樓學人宿舍屋頂漏水修繕，天花板、牆面、樓梯間油漆粉刷。（三）

五、淡水校園廁所全面裝設空氣清香機，共200部。

愛國東路一樓學人宿舍廚房流理台改換，木門貼美耐板面，踏腳板因已生白

六、淡水校園專用教室因教學設備多，為維護設備安全，特委由工讀生協助執行課

蟻，全部拆除，水泥粉光，天花板、牆面油漆粉刷。
九、圖書館、閱覽室及四間教室、走廊之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防設施、教

堂間之開關門工作。
七、完成寒、暑訓及寒暑假校內外營隊活動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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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方面：

速執行水源街二段改為單行道。並請警方實施違規告發、拖吊。（二）加強水

一、八十六年八月於文學館南側入口設置殘障專用斜坡道，九月於驚聲、工學、商

源街交通管理，由負責水源街交管之校警配合學生交通服務隊，執行疏通水源

管大樓電梯裝設殘障專用設施，十月於教室設置點字門牌。

街擁塞之狀況，維護人車安全。

二、化學館重建工程於八十六年十月開工，預計八十八年六月完工，地下一層地上

二、委請資工系研究生研發之教職員工汽車管理系統及學生汽車抽籤系統自第二學

六層，總樓地板面積為3,855坪，主要用途作為教室、實驗室、研究室、圖書

期啟用，學生汽車識別證之申領，改由學生上網登錄，再以電腦抽籤排序核發

館使用，總工程費 268,500,000元。

車證。

三、重大改修工程計有科學館一樓改為化學系臨時實驗室及辦公室、整建文館擋土

三、校園安全維護：（一）編印校園交通及安全管理手冊，分送專任教職員工，並

牆、水環系實驗室增設夾層、改善教室通風、改善教室燈光、舊化館屋頂變電

收錄入學生手冊內。（二）第二學期起，配合女生宿舍實施廿四小時門禁刷卡

站設備改善、宮燈教室門窗整修。

管制，於門外裝置緊置緊急求救按鈕及守望崗哨亭。

四、淡水校園電力契約容量於八十七年三月由2200 KW增加至4000 KW。
五、因圖書總館用電負載佔全校用電量之1/3，需改為獨立迴路，特於八十七年三

四、交通車服務：（一）交通車汰舊換新一輛。（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同意本校
交通車可行駛停靠中山南北路慢車道。（三）為確保行車安全，嚴格要求駕駛

進行供電系統改善。饋線（迴路）重佈後之情形：

人員，每月確實執行車輛安全檢查，並保持車箱內、外之整潔。（四）加強駕

第一饋線供電區：（一）活動中心、行政大樓、宮燈教室、瀛苑、單身宿舍、

駛人員之年度訓練，提高服務品質與專業知識，每位駕駛每年並作健康檢查。

覺軒、花圃。（二）紀念大樓。（三）松濤一、二、三館。（四）司令台及籃

（五配合隔週休二日，增開加班車，以服務因公務、教學需要。

球場。

出納組方面：

第二饋線供電區：（一）化館、會文館、海博館、文學館、工館、商館及剛、

一、規劃實施出納系統電腦化，初期以人工、電腦雙軌進行。

毅、自強等宿舍。（二）科學館、麗澤學舍。

二、公文收發傳送改採用資訊中心開發之OA系統，減少公文往返時間，提昇效

第三饋線供電區：圖書總館。（用電量較大，獨立迴路）
第四饋線供電區：鍾靈化學新館

率。
三、第二學期添購可收紙鈔之自動販售機一部，解決無法兌幣之困擾。

保管組方面：

總務組方面：

一、本校財產管理各項表單於四月份置放於本校FTP伺服器上，各單位可隨時在個

一、技術學院各系辦公室、研究室改修工程，包括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防設

人電腦網路上擷取使用。

施、辦公設備更新等，提供良好之辦公、研究環境。

二、本校財產管理辦法修訂定案。由於本校財產數量龐大，各單位除設一保管人綜

二、108室設電腦教室、211室設電腦繪圖教室、223室設多媒體教室，提供技術學

理全部財產保管業務外，主管可視情況需要，就原有編制內人員中，增設使用

院、進修教育學士班、各推廣業務單位良好之學習環境。（一）電腦教室由資

保管人，以分擔保管責任，減少損失、加強維護，確實掌握財產狀況及動向。

訊中心依需求規劃。（二）電腦繪圖教室由技術學院依需求規劃。（三）多媒

三、本校設備管理系統由資訊中心另行改寫，原由IBM大型電腦之區域網路連線改

體教室由教育發展中心、資訊中心依台北校園各教學、推廣業務單位之需求規

由個人電腦網際網路連線作業。新系統於十一月份正式上線。
四、化學館拆除，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滅失手續。
五、台北市政府徵收本校台北市金華段一小段六四二--一地號巷道（一平方公
尺），補償金187,200元繳入校庫。
交通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於十月再次函請縣警局及鎮公所，儘

劃。
三、207室設教師休息室暨貴賓休息室，提供台北校園授課教師及大型研討會時貴
賓休息用，置沙發、茶几、流理台、開水機、茶水、擦手紙巾、報紙等。
四、321室設為會計學系、公共行政學系，322室設為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
系，購置辦公設備及專線電話各乙線，提供各系師生教學、行政使用。
五、122室設保健室，提供台北校園各教職員工生之醫療服務，由衛生保健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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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依需求置辦公設備、醫療器材、藥品。
六、210室為學生事務處、軍訓室辦公室，提供台北校園技術學院、進修教育學士
班等之行政支援服務，購置辦公設備及專線電話各乙線。
七、修訂台北校園各種場地借用申請表等，淡水、台北校園各單位可至FTP上取
用。
八、消防設備改善工程，依台北校園環境規劃設計，儘可能符合新法規。（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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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方面：
一、持續進行校園花園化工作。
二、為簡化公文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掣發大型會議支援使用之服務事項明細表、
會文館貴賓室短期借住申請單、勞健保加退保申請單等，供各單位逕自網頁下
載使用。
三、淡水校園廁所全面裝設衛生紙盒691個，並自十月份起開始供應衛生紙。

北校園消防水管安裝自動泵水系統工程，新作連接送水管二支工程，以利消防

四、清寒獎助學金工讀生開始協助校園環境清潔及維護工作。

車接用，汰舊下水管一支及兩大樓水塔作連通管一支工程。（二）改善緊急用

五、完成校園固定式旗插埋設，以利活動旗幟插立及校園之整齊美觀。

電，發電機汰舊更新及接入電力系統工程，以備停電時，給排水泵浦運轉正

六、八十七年十月十五、十六日瑞伯颱風來襲，雖造成部分損失，惟在防颱小組全

常。
九、新大樓六樓圍牆上護欄汰舊更新，使用不銹鋼護欄，美觀耐用。
文書組方面：

力搶修之下，仍順利完成任務。
七、八十七年十一月八日配合四十八週年校慶，辦理蘭花展以及支援各單位系列慶
祝活動。

一、各單位創稿之檔案以OA逕傳本組，節省重複繕打時間，提升公文處理效率。

八、八十七年十二月份起取消樓館工友例假日輪值。

二、公文自動化系統開始使用：加強公文查詢、統計、稽催等功能，系統掛於資工

九、八十八年一月份起工友退休年齡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系網站並由資工系協助系統維護。
三、為落實分層負責，各單位由一級單位主管代為決行之公文，不再經秘書室綜
閱，各單位逕送文書組發文。

十、八十八年五月修訂完成本校國際會議廳、中正紀念堂、校友聯誼會館管理及租
借辦法。
十一、八十八年七月完成淡水校園總機電子交換機設備更新。

四、中央文件櫃資料轉存NOTES系統，方便各單位隨時上線查詢、列印。

十二、完成寒、暑訓及寒暑假校內外營隊活動支援工作。

五、校正全校法規並統一法規繕打格式，於八十七年二月全面修正完畢，為求流程

營繕組方面：

一貫化，此業務同時移轉秘書室負責。

八十七學年度

一、工學大樓屋頂增建工程於八十七年七月開工，八十七年九月完工，總工程費
75,000,000元。
二、八十七年八月體育室設置殘障廁所，十月於圖書館及商管大樓一樓設置導盲設

綜合業務方面：

施，十二月於文學館設置殘障人士專用升降梯，八十八年六月於宮燈教室及圖

一、暫緩實施「福利部門承包商審查小組」，相關業務由本處簽辦陳核。

書館設置殘障廁所。

二、自本學年度起會文館各房舍均以學術交流用為主，提供訪問研究人員、淡江講

三、重大改修工程計有B502、B514、B614改為專用教室，商管大樓內部粉刷工

座、交換教授、國外來訪或參加會議之外賓、學者住宿用，原單身宿舍住宿者

程，圖書館冷氣水塔噪音改善工程，商館廁所整修工程，松濤館浴廁整修工

遷出後該房舍不再提供配住。

程，文館托盤式殘障電梯工程，L401、L410、B706、B707、E401、E402、

三、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由總務長擔
任。八十七至八十八學年度執行祕書為水環系盧博堅教授。

E311、E409、E410改為專用教室工程，B711、B712特殊教室座椅更新工程，
行政大樓一樓空間調整工程，校長室整修工程。

四、安全衛生委員會於本學年度成立，並經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設置辦

四、規劃興建紹謨紀念體育館，目前正由建築師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中，本工程預計

法，主任委員由總務長擔任。八十七至八十八學年度執行祕書為化工系黃國楨

九十年開工，九十一年完工，地下三層地上九層，總樓地板面積約13,360坪，

教授。

主要用途為籃球場、羽毛球場、排球場、社團辦公室、地下停車場，總工程費

30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預計八億元。
五、規劃興建紹謨紀念游泳館，目前正由建築師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中，本工程預計
九十年開工，九十一年完工，地下一層地上五層，總樓地板面積約 2,29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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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禁菸稽查小組，警衛加入稽查人員行列，以改善校園內之空氣品
質。
三、交通車服務：（一）因應台北交通路況，調整交通車時刻，以改善教職員上、

主要用途為游泳池、更衣室、視聽教室、看台、停車空間，總工程費預計一億

下班（課）之不便。（二）交通車汰舊換新一輛，並於第二學期起使用。（三）

五仟萬元。

為提供教職員搭乘捷運，於傍晚三班次增停捷運紅樹林站，以利同仁轉搭捷

六、商管大樓二樓資訊中心走道地坪整修，六月施工，七月十五日前完工，總工程
費 530,000元。

運。（四）為增強交通車資訊化之服務，並通達教職員工生，全面更新本組電
腦網頁及公告欄，以強化本組工作內容，及對各同仁服務之訊息。（五）為支

保管組方面：

援各單位會議及公務所需交通車輛，設計支援大型會議服務事項明細表，以縮

一、配合設備管理系統更新功能（各單位可列印本單位財產報表）修訂財產管理辦

短作業流程。（六）因應捷運全線通車後，交通車時刻及路線之調整，於五月

法第十四條，原由保管組列印報表分送各單位核對，改為各單位自行列印。
二、簡化財產報廢手續流程，所有報廢案皆改由行政副校長核定，惟於每學期結束
後，列印全學期之報廢財產清冊，陳請校長核閱。
三、配合財產報廢流程簡化，修正設備管理系統中之申請單據列印功能中之報廢申
請單格式，並新增更正通知單格式。
四、由於財產數量與年俱增，為更有效率管理財產，修訂財產登記原則：將二千元
（含）以上、使用年限二年以上者，作財產登記；單價二千元下、或其性能無
法維持使用二年以上者，不予列管。

份發出接駁車問卷調查給各同仁，以統計數據，做為日後調整之考量。
出納組方面：
一、出納作業系統全面電腦化，提昇效率。
二、兩部自動販售機正常運作，使學生在申請各類表件時節省時間及程序。
三、添購兩部電腦，切實作到一人一機，確實實施資訊化。
總務組方面：
一、224、407教室改為多媒體教室，提供技術學院、進修教育學士班、各推廣業
務單位良好之學習環境。

交通安全組方面：

二、201室設電腦繪圖圖教室提供建築設計系良好學習環境，由該系依需求規劃。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為持續改善淡水校園週邊交通、安全

三、檢查各樓天花板之燈具，以達成燈具安裝之正常與牢固。

及環境品質，於元月份召開座談會。建請將水源街二段改為汽車單行道（機車

四、臨沂街五樓學人宿舍改修配住兩戶，提供兩戶良好之居住環境。（一）兩戶分

雙向不管制）；並標示管制時段禁止暫停卸貨及設攤標誌牌。（二）為改善校

別有客廳、餐廳，臥室、浴室、廚房、陽台使用。（二）水、電、瓦斯加裝分

園內車輛停放秩序，於元月份召開專案小組會議，並計劃成立聯合安全巡防編

表，方便使用及計費。

組維護校園及週邊同學居住活動之安全。（三）於寒假期間，清除校園內停車
場廢棄車輛。（四）重新規劃進出校門車輛管理措施及更新限速之交通標誌
牌。（五）自九月份起增加清寒工讀生協助水源街側門交通疏導工作及機車停
車場之清潔工作。（六）於新建體育館內，規劃地下兩層為汽、機車停車場。
俾利教職員生之車輛停放。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於元月份舉辦年度勤務訓練，提高各同仁專業技能及服

五、委託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查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結果依限報請當地
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
六、新三樓改設二間教室：資訊中心三樓各辦公室遷往淡水校園，324及325、326
辦公室各改作教室一間。
七、501室設遠距教學教室，由教育發展中心依台北校園各教學、推廣業務單位之
需求規劃。

務品質。（二）為發揮勤務管制站功能及配合新化館興建，陸續完成更新各

八、建立建築物及設備定期保養、安全檢查制度，加強建築物、設備維護及妥善使

樓、館監控設備，並簽訂維護合約，做持續性維護工作，以維持校園安全系統

用。（一）每月依工作檢驗表、設備定期保養記錄表、建築物定期安全檢驗記

正常運作。（三）為保障女性安全，於各大樓、館廁所，均加裝安全設施及緊

錄表內容執行。（二）核閱後記入「年度建築物及設備定期保養、安全檢查記

急求救按鈕，並完成與勤務管制站連線及定期測試其功能，以確保正常運作。

錄表」供查詢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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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下室、二、三、四樓安裝火警自動感知器、避難方向指示燈等相關消防設
施。
十、新大樓兩側安全鐵樓梯、土木、電源、消防設施改修工程：（一）美耐板、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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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方面：
一、持續辦理游泳館、體育館新建工程建築執照請照事宜。
二、科學館內部整修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59,500,000元。

板部份，使用防火板更換。（二）鐵柱、鐵板等刮除鐵銹，塗防銹漆後再塗面

三、會文館整修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6,300,000元。

漆。（三）兩側一樓面馬路牆，加開防火門一個。（四）依設計圖裝設消防緊

四、松濤美食廣場工程，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完工，工程費14,270,000元。

急照明燈、感知器等。

五、商管大樓東側增設電梯中之擋土牆等雜項工程於七月中旬完工，工程費

文書組方面：

900,000元，惟增設電梯執照申請因高度限制問題無法解決，因此，增設案不

一、規劃新式公文格式：為配合政府機關電子化公文之實施，新式公文為A4規

執行。

格、取消欄框及格線，本校自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二、使用送收文追蹤管理系統，隨時掌控流程，以達稽催功效。

六、五虎崗立體機車場旁新租學生機車停車場整地工程，八月底完工，總工程費
4,200,000元。

三、公文自動化系統伺服器自資工系改掛於本組，以利系統維護及網路順暢。

七、操場北側地坪整修，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總工程費 690,000元。

四、抄本經由OA系統逕傳各承辦單位，加速公文傳送、節省紙張及人工傳遞。

八、進行淡水校園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測及申報。

五、闢獨立空間儲存具保密性公文，以增加儲存空間及加強檔案保存之安全性。

九、圖書館空調機房噪音振動防治工程，總工程費 1,800,000元。

八十八學年度
綜合業務方面：
一、松濤二館地下室原有龢德堂自助餐廳、美容院、冷熱飲及百貨部等，於八十八
年暑期規劃改為美食廣場，設有便利商店、麵包房、美容、理髮、餐飲、小吃
等十四個部門，為辦理公開招標、承包商審查事宜，專案成立「福利部門承包
商審查小組」
，美食廣場自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正式啟用。
二、原設於活動中心一樓的理髮部遷往美食廣場後，原址提供予郵局使用，淡水郵
局設於本校支局局屋擴充工程於八十九年三月施工、四月完工。
三、本處網頁置放A4規格黑白版及彩色版兩種校園平面圖，供各單位選用。

十、圖書館空調設備改善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總工程費 9,100,000
元。
十一、圖書館自習室旁廁所化糞池改修工程，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完工，工程費
565,000元。
十二、商管大樓、驚聲大樓及松濤館消防設備改善工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完工，工程費 2,200,000元。
十三、為改善供水，淡水校園水源街自來水進水管於八十八年十二月與自來水公司
主幹管連結。
十四、八十八年十一月於化學館西側入口設置殘障專用斜坡道及電梯，於科學館設
置殘障專用斜坡道及廁所。

事務組方面：

保管組方面

一、以校園草坪更新及維護為「校園花園化」工作執行重點。

一、全校財產投保火險，期約為八十九年一月五日至九十一年一月五日，由中央產

二、博士服自本學年度起改由該組管理。
三、配合服務教育課程開始實施，協助課程進行。
四、淡水校園廁所全面增設美術圖片及長春藤等植栽美化。

物保險公司承保。
二、全校教職員工生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期約為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八十九
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太平產物保險公司承保。

五、更新部份教室桌椅。

三、工學大樓八樓加蓋及新化學館辦理產權登記。

六、辦理四十九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支援工作。

四、完成機車停車場道路用地（庄子內段地號二一八-三八）過戶及清償手續。

七、更新總機至化學館、科學館室外電話纜線。

五、配合新化學館完工及松濤館地下室改修，處理各該單位閒置及報廢財產。

八、化學館、科學館校內分機重新配置。

六、八十八學年度報廢財產總值為94,409,4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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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安全組方面
一、汽、機車進出校園交通秩序管制：（一）校園停車位不足，嚴格實施一人一停

第三章

行政單位之沿革 305

七、台北校園蓄水池泵浦及揚水管線改善工程，工程費 256,000元，八十九年四月
底完工。

車證及過夜停放申請之辦法。（二）於五虎崗機車停車場旁另租民地改建學生

文書組方面

機車停車場。

一、配合公文電子交換推動作業，開始實施新式公文，俾利電子公文之傳輸，以提

二、校園安全維護：（一）配合新化學館完成，規劃防盜保全監控系統及週邊汽、
機車停車位，調整安全防護警衛勤務。（二）暑期科學館內部改建工程，於重
要處、所、室裝設監視器及安全防盜系統，女生廁所按裝緊急求救通報系統及
高頻赫阻喇叭。（三）五虎崗學生機車場出入口擴寬。（四）驚聲路會文館交
叉路口及驚聲路轉商管大樓等二處跳動路面整修。
三、交通車服務：自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行駛捷運接駁車。

升公文傳遞效率。
二、積極推動文書業務電腦化，以提升行政效率及文書品質。

八十九學年度
綜合業務方面：

四、八十九年六月新購中型巴士乙輛（BD040）
，報廢大型巴士BC-133車。

一、美食廣場內各增設一個餐飲及小吃店，共計十六個福利部門。

出納組方面

二、新增眼鏡部及刻印部兩福利部門，設於驚聲書城旁之新規劃空間內。

一、學生電話註冊繳費資料輸入事宜。

三、印製摺疊式淡水校園平面圖。

二、加退選繳、退費及助學貸款退費工作事宜。

四、配合五十週年校慶，於蘭陽校園辦理植樹活動，邀請姐妹校、校友、地方首長

三、學生各類校內外獎助學金發放事宜。

及本校董事會共同參與。

四、校內各單位外購結匯案件辦理。

五、五十週年校慶蘭花展與女教職員聯誼會同仁書畫作品進行聯展。

五、學生各類表件自動販售機維護及管理。

六、配合校園推動電子錢使用，規劃於福利部門驚聲書城、刻印部、眼鏡部、觀海

六、校內各類招生之收費事宜。
總務組方面
一、台北校園舊六樓擬修建為技術學院各系辦公室及研究室，由一代建築師事務所

堂餐廳及咖啡部五家先行辦理。
事務組方面：

設計並向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造執照，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核准，並於

一、會文館學術交流用貴賓室現有十六間。

八十九年五月十八日申報開工，擬於八十九學年度開學前完工啟用。

二、松濤女教職員宿舍於今年暑期完成整修，四樓為一人一間共十一間提供予女性

二、台北校園舊四樓原技術學院各系辦公室及研究室空間遷至舊六樓後，改設
401、402、403、408、410、411、412七間教室，新三樓新設321、327二間教
室，210教室改為研究室，以上共增設八間教室。
三、台北市政府自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全面實施垃圾處理費隨袋徵收制度，台北校
園改委託在發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負責清運垃圾，每月25,000元。
四、台北校園高壓電容器盤改善工程，工程費 390,000元，八十九年二月中旬完
工。

教師住宿，五、六樓為二人一間共二十二間提供女性職員助教住宿。
三、校園草坪自動噴灌系統已完工部份，成效良好，包括：驚聲路以南、活動中心
以西至花圃、網球場四周至圓環、圖書館前、書卷廣場旁、會文館四周、右任
路左右兩側、鳳凰池週邊。
四、溫室已拆除現有窗架，於原基地規劃為花園。
五、淡水校園報廢木製、鐵製家具，自今年起均洽請淡水清潔隊來校清運，為本校
省卻不少處理費用。

五、台北校園避雷針汰舊換新工程，工程費155,000元，八十九年二月中旬完工。

六、商管大樓B315會議室於十月二十五日啟用，並列入會議室管理系統。

六、台北校園舊大樓蓄水池就地改善符合規定之蓄水池，工程費165,000元，八十

七、為因應工友納入適用勞基法範圍，將工友排班改為二班制，並以工讀生協助教

九年三月底完工。

室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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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組方面：
一、游泳館工程之建築執照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獲核准，九十年五月十日正式開
工，預定九十一年五月九日完工。
二、持續辦理體育館新建工程建築執照請照事宜。
三、文錙藝術中心工程，七月初施工，十月底完工，工程費 66,600,000元，配合五
十週年校慶於十一月七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總統陳水扁先生特頒題字「育才
弘藝」並於當日揭示。

第三章

行政單位之沿革 307

定。
二、工學大樓八樓增建案，使用執照已由台北縣政府工務局核發。本校已完成書表
用印手續，並已委請代書至淡水地政事務所送件申辦。
三、全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期約為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九十年十二月十六
日，由中央產物保險公司承保。
交安組方面：
一、配合交通車班次由每週104班減為52班，增加捷運站到淡水校園的接駁車。

四、歐盟資料中心工程，七月中旬施工，七月底完工，工程費 390,000元。

二、配合勞基法，駕駛及校警每週上班時數以42小時為原則。

五、工學大樓電腦實習教室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6,350,000

三、徵選工讀生為校園內深夜時段女同學返回宿舍（住所）之安全隨護。

元。
六、大傳實習電台整修工程，七月初施工，七月底完工，工程費 900,000元。
七、活動中心屋頂整修，八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940,000元。
八、右任路整修工程，七月中旬施工，八月中旬完工，工程費1,420,000元。
九、松濤三館室內地坪整修工程，七月中旬施工，八月中旬完工，工程費
4,260,000元。
十、松濤一、二、三館寢室增加插座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2,200,000元。
十一、淡水校園草坪自動噴灌工程第一期，七月中旬施工，九月底完工，工程費

四、於驚聲路口（臨近大門管制站）設置校園平面圖乙座及路標六座。
五、校園安全維護，增設：建築系館大門刷卡系統、監控及防盜系統（藝術中心外
圍連線及松濤女教職員宿舍）、工學大樓電腦實習室監控系統。
出納組方面：
一、自本學年度起，學生學雜費均由華南銀行代收，。
二、就學貸款移至台灣銀行淡水分行辦理，方便學生就近辦理。
三、國科會專款專戶，業已完成開戶。
總務組方面：

1,340,000元。
十二、衛生保健室整修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1,735,000元。

一、技術學院各系辦公室及研究室於開學前遷至台北校園舊大樓，舊大樓戶外安全

十三、美食廣場增設攤位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1,000,000元。

梯原設計二樓至六樓，辦理變更設計為一樓至六樓；新舊大樓間階梯需改作殘

十四、風動實驗室整修工程，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 9,100,000元。

障坡道，此變更設計執照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核發，本工程已於八十九年十

十五、多媒體教室整修工程，八月初施工，九月初完工，工程費 3,100,000元。

二月三十一日完工，工程費14,035,800元。

十六、大傳廣電教學實習中心整修工程，七月初施工，九月中旬完工，工程費
1,500,000元。
十七、松濤女教職員宿舍採購傢俱，九月中旬完成，工程費 1,670,000元。
十八、商管大樓B315會議室整修工程，九月初施工，九月底完工，工程費 240,000
元。
保管組方面：
一、軟體報廢手續案，加會簽資訊中心。報廢申請單上需列明版次，以利報廢之認

二、台北校園舊大樓技術學院各系辦公室及研究室水電、消防修建工程（含冷氣、
電腦等電源）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工，工程費 3,717,000元。
三、台北校園六樓屋簷下方斗拱處加設絲網防鳥棲息工程，十一月中旬完工，工程
費260,000元。
四、台北校園新五樓冷氣、舊大樓電梯電源及地下室、108教室冷氣水管、泵浦風
扇電源改善工程，十一月中旬完工，工程費 314,000元。
五、台北校園新舊大樓及天井外牆、花磚油漆粉刷工程，目前進行第三道塗佈，十
二月底完工，工程費3,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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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北校園舊大樓六樓地面及女兒牆平台防水工程，於十二月底完工，工程費
860,000元。
七、台北校園新大樓屋頂加做雨水落水管及舊大樓女兒牆做照明工程，十一月底完
工，工程費304,000元。
八、台北校園六樓女兒牆上加做安全欄杆工程，十二月底完工，工程費495,000
元。
九、台北校園舊大樓修建工程由一代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經建築技術系林主任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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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薪俸供餉及出差日程之會核事項。
（八）職員考選事項。
（九）其他有關員工待遇事項。
第二組
（一）人事考核之規劃事項。
（二）差假、勤惰之登記考察事項。
（三）人事獎懲之簽擬事項。

及畢老師光建積極熱心協助，對本工程結構之安全性、防熱、防水之周密性，

（四）教職員進修事項。

及實用等作諸多修正圖說，使工程得以盡善盡美。

（五）教職員休假案件之簽擬事項。

十、台北校園購置數位式電子交換機及數位整合語音設備，透過TI專線整合北、淡

（六）教職員名冊、報表之編制及人事資料之搜集事項。

水校園間電話系統，兩校園間以內線電話通訊，本工程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七）員工義務勞動及動員月會之規劃事項。

完工，工程費1,730,530元。

（八）員工福利、員工互助之協助之規劃事項。

十一、台北校園新大樓二部電梯汰舊更新工程，十一月底完工，工程費 2,000,000
元。
文書組方面：
一、私立學校法修正，私立學校可不冠私立二字，配合更新一、二級單位及各委員
會之印章。
二、配合教育部公文電子交換作業實施，規劃電腦配備之升級，並參與相關教育訓
練及辦理IC憑證等事項。

第四節 人事室

（九）其他有關人事登記事項。
隨著學校規模之擴充，教職員工人數之累增，國家社會多元的發展，人事關涉事務
亦無形的加多，因而人事室的業務亦隨著增加。及至現階段之職掌業務如下：
一、第一組職掌如下：
（一）人事規章擬訂與規劃事項。
（二）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改敘、資遣與職員之任
免、調遷、考選承辦事項。
（三）教職員工薪給待遇標準之簽擬事項。
（四）員額編制表擬訂及報部事項。
（五）人事資料庫業務之處理事項。

本校早在民國四十三年，英專時代，即設有人事室，四十七年改學院後，曾一度裁

（六）教職員工薪餉之發放事項。

撤，改設人事管理員隸屬於總務處，惟校務發展，教職員工遽增，復於五十一年恢復，

（七）自審教師資格及報部事項。

分設第一、第二組。斯時其職掌如下：

（八）教職員工人事資料搜集整理及分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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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職員名冊、報表之統計編製事項。

（一）人事規章之擬訂事項。

（十）教師聘書及教師資格證書之繕稿及製作事項。

（二）人事管理業務之規劃事項。

（十一）人事命令、委員聘函之繕稿及職工任用書之繕稿及製作事項。

（三）有關人事業務之建設及改進事項。

（十二）專任教職員工之人事查詢事項。

（四）教員之聘解與職員之任免、遷調等案之承辦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人事聘解任免事項。

（五）教職員薪給待遇標準之簽擬事項。
（六）教員之送審案之承辦事項。

二、第二組職掌如下：
（一）人事規章擬訂與規劃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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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工考核事項。

首萍津

59.05--60.04

（三）職工差假、勤惰之登記考察事項。

陳敏男

60.05--63.01

（四）承辦教師、延長服務事項。

江家鶯

63.02--68.11

（五）教職員進修及在職訓練事項。

漆言詩

68.12--69.07

（六）教職員工休假及退撫案件之事項。

朱家瑛

69.08--74.01

（七）員工福利、互助等相關事項。

黃鳳娥

74.02--77.07

（八）歲末聯歡會事項。

林永吉

77.08 迄今

（九）教師校外福利及資深優良、服務獎章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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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代

（三）第二組組長

（十）教職員通訊錄之編製事項。

姓名

起訖年月

（十一）教職員工人事資料袋之製作及彙整事項。

劉德珍

56.08--67.09

（十二）人事異動之登記事項。

張麗雲

67.10--68.08

（十三）私校教職員保險事項。

劉淑媛

68.09--70.07

（十四）教職員暨眷屬健保事項。

陳敦禮

70.08--72.07

（十五）教職員之服務證、識別證及中英文服務、離職等證明文件事項。

顧敏華

72.08--77.07

（十六）殘障員工福利業務事項。

楊韞誼

77.08--77.11

（十七）教育會業務事項。

劉淑媛

77.11 迄今

（十八）其他有關員工服務事項。

人事室一組主要業務為教師之聘任，而對教師聘任後之待遇及服務內容亦須合理制

（一）主任

兼代

度化。教師聘任之過程、教師待遇所包括之範圍、教師服務的對象方式等等，牽涉之事

姓名

起訖年月

申慶壁

51.7--58.7

蕭傑興

58.8--67.7

芮涵芝

67.8--70.7

陳敦禮

70.8--74.7

改稱人事長

蕭傑興

74.8--77.7

兼代

張詩經

77.8--79.7

「淡江文理學院教師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
，後經多次修訂。六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又公布

洪欽仁

79.8--86.7

「淡江文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實施，規程中明訂校、院及系所三級評審會

宛同

86.8--88.7

韓耀隆

88.8--89.7

訂，規程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最近一次為爭取教育部授權本校自

羅運治

89.9 迄今

審教師資格，將名稱更改為「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詳附件），並修正

務非常廣泛，此均須由人事室有系統、合理、公平之各樣法規章程予以制度化。
因此，人事室於設置之初，即訂定「教員聘任待遇規則」，爾後隨著學校擴增，人
事室一組亦將此規則隨著價值觀的變化予以合理適度修正。

改稱主任

教師之評審制度
本校為國內私立學校中最早實施教師評審制度之學校，早在民國五十五年即制定

之職掌及組成，嚴格要求評審教師聘任、升等、研究進修等相關事項，並隨時檢討修

委員資格、人數及開會決議通過人數等條文，經教育部核定後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

（二）第一組組長
姓名

起訖年月

漆言詩

53.08--59.04

日公布施行。自八十七學年度起，本校獲教育部授權自審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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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報教育部核准。

新聘教師程序公開透明化

（三）配合學校發展，經八十九年六月九日第四十三次校務議通過，修正為：專任

配合大學法規定，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

講師由起聘之日起八年未能升等者，續聘時採一年一聘，並不得於校外兼課、兼職，校
內不得超支鐘點。

物刊載徵聘資訊。本校新聘教師自八十四學年度起，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先請各系所提報下學年度所需之員額及專長，由專案小組就學校發展需求及各
系所特色討論分配員額，簽請校長核定後於一月底刊登中央日報國內及國外版

教師升等制度
教師之待遇，除以薪俸外，升等亦是重要的一環。升等不僅薪俸增加，最可貴的乃

公開徵才，並於青輔會、淡江時報及相關媒體發布徵才消息。
二、各系所彙整登報應徵及個別應徵資料，提系級教評會甄選，並將名單送人事室

是對其教學研究服務的一種肯定。學校的教師升等制度向來嚴謹。初期的大環境，幾乎
僅以個人著作之評審作為升等之標準。人事室早訂有「淡江大學教師升等著作評審辦

備查，以符公開、公正之原則。
三、各系級教評會除審查應徵者之學經歷及著作外，另視需要以面談、試教等方式

法」，隨後因應時代環境變化，經常予以修訂。自八十七學年度起，教育部授權本校自

進行甄選，各院級教評會召集人應列席所屬各系級教評會，以瞭解教師聘任評

審教師資格後，升等制度更趨嚴謹，其標準亦打破僅以著作之評審，而擴及增加教學服

審狀況。

務成效的評審。因此更著意在升等法規之周延性以及教學服務考核的落實公平性，因而

四、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各系級、院級教評會須將應徵教師聘任、不聘任之理由列
於會議記錄，並提校教評會作為評審參考。

教師升等規則以及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之規則均經嚴謹的討論始予訂定。
八十一至八十六學年度本校教師升等審查人數通過人次如下表：

五、八十四至八十九學年度本校登報延聘師資人數如下表：
淡江大學81-86學年度教師升等報部審查通過人次統計表

淡江大學登報延聘師資人數統計表
備註

學年度

送審人數

通過人數

未過人數

審查中人數

通過百分比

81

5

3

2

0

60.00%

學年度

擬新聘名額

應徵人數

實際新聘人數

延聘百分比

84

42

766

46

6.00%

82

8

6

2

0

75.00%

85

57

971

55

5.66%

83

6

6

0

0

100.00%

86

70

1217

54

5.75%

84

14

11

3

0

78.57%

87

46

718

32

4.46%

85

15

11

4

0

78.57%

88

47

714

25

3.50%

86

16

12

4

0

75.00%

89

64

698

50

7.16%

合計

64

49

15

0

77.77%

備註

淡江大學81-86學年度送審教授通過佔所有送審人次統計表

高學歷、高位階之師資政策
（一）專任講師由起聘之日起八年未能升等者，不予續聘。為提昇教師研究水準，
鼓勵教師積極辦理升等，本校自六十七學年起即於「教師待遇聘任服務規則」中明訂專
任講師、助教自起聘之日起六年未能升等者不予續聘。八十一學年度升等期限改為十
年，八十五學年度再修訂為八年。
（二）本校自六十一學年度起即採高學位政策，以提昇教學、研究品質，並於每月
另核發博士加給，除特殊需求外，甚少聘任講師。自教師法施行後，凡專任教師解聘、
停聘、不續聘須陳報教育部核定，本校依此規定專任講師於限期未能升等而不予續聘

學年度
81
82
83
84
85
86
合計

送審人數
5
8
6
14
15
16
64

教授通過人數
2
6
3
8
8
8
35

未通過人數
1
2
0
2
2
2
9

審查中人數
0
0
0
0
0
0
0

教授通過百分比
40.00%
75.00%
50.00%
57.14%
53.33%
50%
54.69%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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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學年度起本校授權自審教師資格後升等及資格審查案件，人數統計如下表：
八十七學年度
職稱

人次

教授
副 助理教授
教 講 師
授 博士學位
合

計

備註

人次

教授
副 助理教授
教 講 師
授 博士學位
合

計

78

115

112

222

183

42

430

161

7

35

33

79

109

113

253

232

44

474

174

12

26

30

80

117

91

251

214

54

461

191

14

22

32

81

120

82

278

198

85

418

199

8

22

38

申請

校教評會通過

未通過

通過百分比

82

120

67

312

163

99

390

208

8

18

35

20

11

9

55％

83

117

60

337

149

105

348

210

0

15

34

0

0

0

0

84

114

59

364

147

97

349

206

5

12

35

7

6

1

85.7％

85

117

54

398

144

92

355

196

0

8

35

4

4

0

100％

86

126

56

406

125

24

11

92

359

110

0

19

36

31

21

10

67.7％

87

129

55

406

114

41

24

83

369

88

0

25

34

88

131

63

398

111

56

35

73

360

75

0

28

36

89

145

46

385

99

83

36

77

352

67

2

30

35

八十八學年度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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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校教評會通過

未通過

通過百分比

備註

18

14

4

77.7％

2

1

1

50％

處在價值多元化以及各行各業高度專業化的社會，教師資格的審定亦呈多元化及專

1

1

0

100％

業化的趨勢。本校為聘請多領域兼具多元、專業的師資，因而對教師資格審查之作業亦

6

4

2

66.7％

27

20

7

74.1％

教師資格審查作業：

予以制度化，茲將現階段之審查作業流程、規定摘要及依據之法規錄之如下：
（一）
、教師資格審查作業流程

八十九學年度
職稱

1.以著作升等者

申請

校教評會通過

未通過

通過百分比

18

16

2

88.9％

審查中4人

副 助理教授
教 講 師
授 博士學位

3

2

1

66.7％

審查中1人

7

6

1

85.7％

2

1

1

50％

助理教授

1

1

0

100％

31

26

5

83.9％

人次

教授

合

計

備註

教師提出申請→發聘單位收件查核資料（詳列所送論著名稱、冊數）→函人事室
初核資料、論著統一編號→退發聘單位提系級教評會初審→院級教評會初審、外
審、複審→人事室複核→學審會外審→人事室函所屬教學一級單位（檢送相關資
料表件）→人事室彙整→校教評會議決→人事室報教育部核發資格證書
2.舊制專任講師取得博士學位以論文升等者：
教師提出申請→發聘單位收件查核資料（詳列所送論著名稱、冊數）→函人事室

說明：尚在審查中有五人（教授四人，副教授一人）

初核論著統一編號→退發聘單位提系級教評會初審→院級教評會複審→人事室複

均未列計於申請總人數中。

核→學審會外審→人事室函所屬教學一級單位（檢送相關資料表件）→人事室彙
整→校教評會議決→人事室報教育部核發資格證書
3.新聘教師以經歷及著作審查資格者：

七十四至八十九學年度本校師資結構如下表：
職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專

兼

講師

助教

特聘教師

專

兼

專

專

兼

118

377

185

17

42

軍護教師

發聘單位檢齊資料（詳列所送論著名稱、冊數）→函人事室初核資料、論著統一
編號→系級教評會初審→院級教評會初審→院級教評會外審、複審→人事室複核

學年度

專

兼

專

兼

74

110

174

170

219

75

104

143

171

187

87

381

245

7

43

33

76

109

117

181

188

74

376

158

7

36

33

77

118

114

203

183

51

405

155

7

36

32

32

→校教評會議決→人事室函學審會外審→外審通過人事室函所屬教學一級單位
（檢送相關資料表件）→校教評會議決→人事室報教育部核發資格證書
4.新聘教師（擬聘任職級未具教師證書）以學歷審查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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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聘單位檢齊資料→系級教評會初審→發聘單位教師具外國學歷者造冊函人事室

程序，經系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提學審會辦理外審，無須再由院級

辦理學歷查證及出入境查證作業→院級教評會複審→人事室查核→校教評會議決

教評會辦理外審。

→發聘單位初核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相關表件（含以國內、外學歷辦理者）彙
整→人事室複核報教育部核發資格證書
（二）、教師資格審查規定摘要：
1.教師升等案件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及各系
院之「教師升等審查規則」辦理。

（三）
、教師資格審查依據之法規：
1.本校教師升等規則
2.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規則
3.各院級教師升等審查規則
4.各系級教師升等審查規則

2.升等案件由系先函送人事室備案查核著作、資料，並詳細列明所送論著名稱、冊

5.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章

數，由人事室統一編號，其後審查作業，均以此資料為準。除系初審通過向院推

6.本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規則

薦前及院複審通過人事室前，原以期刊接受函送審者得以該論文抽印本更換外，

7.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其餘審查過程中均不得增減或更換所送資料。院複審通過函送人事室時，升等著

8.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作如與人事室備案之資料不同，請於函送中註明原因。

9.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

3.學審會外審結果，由人事室函轉所屬教學一級單位，請各院檢送、「教師著作審
查意見表」、「教師升等意見書」、「升等案資料明細表」、及學審會外審通知函
著作審查意見表等相關資料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審議。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人
事室造冊陳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資格證書。

10.教育部授權大學及獨立學院自行審查資格作業要點

專業技術人員之聘任
專業技術人員由於受到學位之限制，雖然在某些學術領域有其極專業化的造詣與成

4.教師升等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時間訂為每年五月及十一月，各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就，然卻無法依學位為依據評審聘任之。本校為教學需要，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

會通過，於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移人事室轉學審會辦理外審，經提校教師評

之規定，特別訂定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之規則。此規則對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

審委員會通過者，自新學年度第一學期報部及起計年資；各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條件、待遇等等均予以明確之規定，是以更使本校之師資走向多元化、專業化。

通過，於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移人事室轉學審會辦理外審，經提報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者，自第二學期報部及起計年資。

榮譽教授

5.新聘教師以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以博士學位送審助理教授資格者，依「專科

教育為百年樹人的神聖工作，一些從事此神聖工作且貢獻卓著之教授，在其退休之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專

後，為表示學校對其之尊崇，特聘其為榮譽教授。此亦是身為教授之最高榮譽與自我之

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本校各級教師學位資格送審

肯定。是以榮譽教授設置規則向為學校重視且特為嚴謹，絕無濫竽充數且寧缺勿濫。

作業須知」之規定辦理，於起聘三個月內完成審查程序報部。三個月內報部核備
者，以起聘年月起算年資，超過三個月者，依學校報部年月起算年資。
6.新聘教師如以經歷及著作送審副教授、教授資格者，著作資料先函送人事室查核

茲將七十學年度以來受聘之榮譽教授列表如下：
榮譽教授
學年度

姓名

後，經系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由各院級教評會辦理外審，外審通過後

70

沈

依新聘教師評審程序提校教評會審議聘任資格，通過後所屬一級單位將資料送人

71

毛樹清（72/4）

72

申慶壁、曹文超、郭穆齡

74

陳

76

簡又新

78

羅賀柏、張建邦、柯列哲、顧貝克

事室移請學術審議委員會辦理第二次外審，通過後依程序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教師資格。
7.對於繼續任教之專任講師以博士論文及其研究成果升等專任副教授。依教師評審

亮（70/11）

明、劉泰英、簡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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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齊衛蓮、陳發清、鈕先鍾、羅萬斯、冷

80
82

楓、張佛千

學年度

姓名

孔令晟

83

林秋助

張漢裕、朱立民

84

管惟炎

83

王久烈

85

周原郎

84

盛慶

86

周原郎、吳國昌、阮銘

85

林丕雄（86/2）

87

吳國昌、阮銘

88

王

88

蘇哈爾、阮銘

89

王仁釣

89

蘇哈爾、李錫隆

甦、鄭樑生、林雲山（89/2）

講座教授之聘任

客座教授聘任

本校自創始以來，即配合適應國家社會整體之發展趨勢而有計畫的擴充系所，以培
植國家社會急需之專業人才。針對特殊發展之需要，更不惜成本，特殊禮遇聘請在學術
領域有特殊成就且在國際上居於領導地位之學者蒞校擔任講座教授。此講座教授之聘
任，其條件、待遇亦隨社會大環境之變化而隨時予以調整，期能順利聘任講座教授。
茲將七十學年度以來聘請之講座教授名單錄之如下：

本校為發展需要，亦特別訂頒客座教授設置規則，以延聘國外有特殊成就之學者為
客座教授。
茲將六十八學年度以來客座教授列表如下：
客座教授名單
學年度
68

講座教授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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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客座教授暨任職期間
佩琪彼得生（化學系68/8∼69/7）

69

霍爾（西洋語文所70/2∼70/6）

70

王有明（歷史系70/9∼71/5）、長尾壽夫（數研所70/9∼71/7）、郭德勝（電子工程系

70

吳青木

71

吳青木

71

雷馬丁（歐研所71/9∼72/6）

72

吳青木、馬樂伯

72

陳兆棡（企管系72/9∼73/1）
、曹恆平（管科所72/9∼73/1）、倪美榮（歐研所73/3∼

73

吳青木、馬樂伯

74

吳青木、馬樂伯、盛慶

75

吳青木、馬樂伯、盛慶

76

吳青木、盛慶

、朱立民、魏和祥

74

葉和明（化工系74/9∼75/6）

77

吳青木、盛慶

、朱立民、魏和祥

75

郝費德（美研所75/9∼76/6）、艾特伍（金融所75/9∼75/12）

78

吳青木、盛慶

、朱立民、魏和祥、陳雅鴻

76

鄭惟孝（數研所76/8∼77/6）
、卡普爾（化研所76/10∼77/6）

79

吳青木、盛慶

、朱立民（80/1）、魏和祥、陳雅鴻

77

卡普爾（化研所77/9∼78/6）
、崔馬吉（美研所77/9∼78/6）

78

柳復起（財金系78/9∼79/1）
、崔馬吉（美研所78/9∼79/6）、邱垂亮（日研所79/2∼

70/9∼71/7）

74/6）
73
、朱立民

訪問研究員聘任
本校之教學、研究是多元化的，本校為避免走向封閉，因而亦重視與他校或校外其

魏應澤、揚維楨（管科所73/9∼74/6）
、倪美榮（歐研所73/3∼74/6）
、汪燮（教資系
73/9∼74/1）

79/6）
79

陳溢茂（金融所79/9∼80/6）、洪廉德（蘇聯所79/9∼80/1）

80

藤原勝彥（日研所80/9∼81/6）

他行政機關、學術機構，甚而國外之大學、學術機關等等之合作與交流，進而共同進行

81

馬大任（教資系81/9∼82/6）、高亞索（拉研所81/9∼82/6）

各項領域之專題研究。這些從校外來的研究人員，其資格、待遇以及其他相關條件，本

82

米提摩（美研所82/9∼83/6）

校亦訂定規則予以制度化。

89

崔普拉（英文字89/9∼90/6）

茲將八十三學年度至八十九學年度訪問研究員列表如下：
訪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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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研究人員之聘任
大學之功能，除教學外，研究與服務亦等同重要，教師除對本身專業之研究外，亦
或有接受校外之研究計劃。諸如此類之本身專業重要研究計劃或接受校外之特殊領域、
專題之重要計劃，往往需要研究人員之協助。此類研究人員亦視計劃之性質而有等級之
分，其聘任之條件、待遇......等等亦有所不同。聘任到校服務後亦有升等之規定，其升

74

等的條件及升等之審查亦視研究人員所屬學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本校針對研究人員之
聘任、待遇、服務、升等及其相關問題均訂有嚴謹之辦法而予以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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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達74/1（專案兼任）止、莊進士（專案兼任）、張小鳳、

游顯德74/2 張 金 裕

顏道泗73/9、謝招作（專案兼任）、賀國裕74/7止、張之

（兼任）、陳（專案兼任）

義（專案兼任）、單小琳（專案兼任）、林珊如73/9止、蘇婷

照雄73/10（專

蘭73/10止（專案兼任）、高方駿、黃松榮73/10止（專案兼

案 兼 任 ）、 吳

任）、王國隆73/10 （專案兼任）、陳漢強73/10、胡夢鯨

瑞屯73/10（專

74/4、翁明賢74/3

案兼任）

莊進士（專案兼任）、張小鳳、謝招作（專案兼任）、、張之

游顯德75/8 張 金 裕

義（專案兼任）、單小琳（專案兼任）、高方駿75/7止、王國

止（兼任）
、 （專案兼任）

隆（專案兼任）、陳漢強、胡夢鯨、翁明賢75/4止、李錦

陳照雄（專案

旭74/9、張芬芬74/10

兼任）、吳瑞

屯75/7（專案兼

茲將六十五學年度以來研究人員名單錄之如下：

任）

六十五學年度至八十八學年度歷年研究人員名單一覽表
學年別 助理研究員

研究助理 副研究員

75
研究員

莊進士76/2（專案兼任）止、張小鳳、謝招作76/2止（專案

陳 照 雄 （專 張 金 裕

兼任）、、張之義76/2止 （專案兼任）、單小琳 （專案兼任）、

案兼任）

65

楊江海、張聰明

何美君76/7止、王國隆（專案兼任）、陳漢強75/9止、胡

66

楊江海67/7止、張聰明66/9止

夢鯨、李錦旭、張芬芬76/7止、黃璧惠75/9至76/7止
張 金 裕

67

68

徐慰中69/2（專案兼任）、呂祖琛69/3至69/8（專案兼任）、
林萬義69/3（專案兼任）

69

陳照雄（專案

兼任）

隆（專案兼任）、胡夢鯨77/4止、李錦旭、呂雄76/8、陳

兼任）、吳瑞

張 金 裕

麗華76/10、游家政77/5

屯76/8（專案兼

張 金 裕

泗69/10、謝招作69/11（專案兼任）
70

（專案兼任）

76

任）

（專案兼任）

徐慰中70/8止（專案兼任）、蔡培村69/10（專案兼任）、顏道

77

張小鳳、林珊如、王國隆 （專案兼任）、李錦旭、呂雄
77/10止、陳麗華、游家政、葉曉媛77/11

（專案兼任）

（專案兼任）、

張 金 裕

陳照雄（專案

村（專案兼任）、顏道泗、謝招作（專案兼任）、戎啟平70/8

（專案兼任）

兼任）、吳瑞

屯（專案兼任）
78

任）、蔡文能70/9至71.7止（專案兼任）

莊進士（專案兼任）、劉學舜71/9、蔡培村72/7止（專案兼 葉重新72/1
任）、顏道泗、謝招作 （專案兼任）、張之義71/12 （專案兼
任）、單小琳72/1（專案兼任）

72

單小琳77/8

劉學舜71/2（專案兼任）、林萬義70/10止（專案兼任）、蔡培
至71/2止 （專案兼任）、賀國裕70/8至71/17止 （專案兼

71

76/2

張小鳳、單小琳77/7止（專案兼任）、林珊如76/9、王國

67/9（專案

至72/7止

（專案兼任）

榮72/12（專案兼任）

（專案兼任）、

兼任）、吳瑞

（專案兼任）

止、張小鳳72/9、顏道泗、謝招作（專案兼任）、賀國裕

73/7止、蘇婷蘭72/11（專案兼任）、高方駿72/11、黃松

單小琳77/8
陳照雄（專案

（專案兼任）

張 金 裕

任）、單小琳 （專案兼任）、林珊如72/8、吳根民72/9至

張小鳳、林珊如、王國隆（專案兼任）、李錦旭、陳麗華
79/7止、游家政、葉曉媛79/7止

張 金 裕

黃明達72/9（專案兼任）、莊進士（專案兼任）、劉學舜73/2
73/5、黃振中72/8至73/7止（兼任）、張之義 （專案兼

（專案兼任）

屯（專案兼任）
79

張小鳳80/7止、林珊如（留職留薪）、王國隆80/7止

單小琳88/7

（專案兼任）、李錦旭80/7止、游家政80/7、顏慶祥79/8至

（專案兼任）
、陳

80/7止、陳慧玲79/12至80/7止

照雄80/7止
（專案兼任）
、吳

瑞屯80/7止
（專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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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林珊如（留職留薪）

81

林珊如（留職留薪）
、劉美琦82/1，82/2起改兼至84/7止

82

林珊如（留職留薪）

第三章

行政單位之沿革 323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制度
本校為提升研究水準，鼓勵教師加強從事研究。早於民國六十七年即設置專任教師

83
84

黃烈修84/9至85/6止（兼任）

研究費申請辦法，爾後持續實施並隨時修訂。現階段名為「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

85

張室宜85/12

申請規則」
。

86

張室宜

87

張室宜

88

張室宜

89

張室宜

淡江大學七十四學年度至八十九學年度專任教師獲校內研究獎勵獲獎人數統計表
陳 信 吉

學年度

獲獎人數

全校專任教師數

獲獎百分比

87/8至

七十四學年

98

398

24％

88/7止

七十五學年

112

362

31％

何 政 興

七十六學年

118

364

32％

88/9

七十七學年

132

372

35％

何政興

七十八學年

155

379

40％

卿 敏 良

七十九學年

159

406

39％

（89/12至

八 十 學年

151

422

35％

90/7止）

八十一學年

160

483

33％

邱 健 洲

八十二學年

203

531

38％

八十三學年

202

559

36％

（90/7）

研究教授之設置及獎勵
教師之任務廣泛，約略之可分教學、研究、服務，其扮演之角色，不僅為經師，且
兼具人師。然人各有志，且專長、喜好各自不同。是以在學校之教師，有特別傾向研究
者，其研究之成果可提升全校之水準，並建立國內外之學術地位。若此，則應予以較佳
之研究環境，使其專門從事於研究方面之工作。
茲將八十四學年度以來聘任之研究教授名單錄之如下：
學年度

八十四學年

66

575

11％

八十五學年

76

607

12％

八十六學年

81

648

13％

八十七學年

81

659

12％

八十八學年

110

568

19％

八十九學年

113

692

16％

註1.助教、特聘教師及軍護教師未計入全校專任教師數。
2.八十四學年度百分比大幅減低之原因為該年開始必須以AHCI、SSCI、SCI、EI及其他
國際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始能提出申請。因而文、法、商科之教師大幅降低申請所
致。

研究教授

84

葉和明、譚必信、何俊麟

85

葉和明、譚必信、何俊麟

86

葉和明、譚必信

87

葉和明、譚必信

88

葉和明、譚必信、陳淼勝（88.8受聘為南華大學校長）

89

葉和明、譚必信

（三）研究獎勵之相關制度及具體成效
1.教學特優教師每年五月辦理推薦及遴選，獎勵金額每名最低為十萬元，並於公開
場合頒發獎牌及獎金表揚，每年獲獎人員約八人。
2.獎助教師論文發表，教師之論文經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國內外刊物
均補助百分之八十。
3.獎勵專任教師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辦法：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國內給
予出差費，國外補助旅費、生活費用及註冊費。

至於職員員額已較早期減少，並隨學校發展，配合教育部頒訂之法規而適時予以修

訂及員額，茲將八十一學年度以來職員員額列表如下：
一所學校之組成，以教師、職員、學生為主體。職員肩負著服務角色，一切業務均

以支持教學為主。各單位之職員其任用、待遇以及其他種種相關事項，諸如上下班、差

假、獎勵、考核、退休……等等均需明確規定。本校創校初始，即訂定職員服務規則，

後隨校務之發展，職員人數之增加，以及社會大環境之變遷，規則亦予以配合修訂。從

民國五十五年修訂實施之規則，至八十三年，分別訂定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章與職員遴

用及升遷方法。使全體職員均能在合理制度化的工作環境，發揮自己的專長，爾後配合

社會學校的發展並迎合政府的各種配套政策，適時的調整修訂。現階段實施之「淡江大

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章」中明白規定本校職員之任免、敘薪、出勤、差假、交代等、

而「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中也為本校職員之遴用及升遷建立職員遴用及升遷

標準。制度至為完備。

14 209

6
82助理程式員 2

78 224 47 6
（2）
（2）
77 230 43 6
（1）
（1）

4

2

2 3
（1）

2

32 17 2
（1）
（1）

28 13

2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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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4

4

153 24 4
（1）

175 24

180 29

5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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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6

6

4

雇
員
7
16
（1）

9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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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4）

6

10 18
（4）

13 12
（4）

14 6
（4）
3 14 11
（4）

3

5

4

3

3

3

3

2

18

14 2
（1）

16

17

17

19

19

19

19

14

15

10

7

2

5

8

8

9

16

19

26

10 30

7

4

4

5

4

23

6

6

6

6

4

8

8

8

4

5

1

1

1

1

4

4

4

4

副
研
究
管
員

註：1.八十一學年度助教352人中，包括行政助教7人、助教193人、兼任助教152人。
2.八十一學年度無專員。組員153人中含三等組員21人、助理秘書3人（話務員3人、館員3人、助理館員24人），技士24人中含技術員13人（其中約聘一
人），護士4人中含助理護士1人。
3.八十二學年度無專員。組員175人中，含三等組員25人，助理秘書4人（話務員3人、館員22人、助理館員12人）。技士24人中含技術員11人。護士4人
中，含助理護士1人。

3

31 30 2 24 6 63 239 48 6
（3）
（1）
（1）館主任（1）
1
4 31 23 2 24 6 50 225 57 5
（1）館主任（1）
（4）
（1）
1
2 19 5
192 38
35 26
（1）
（1）
（1）
（1）館主任
1
182 36 5
25 組主任 2 17 5
（2）
（1）
（1） 22 （1）

6

7

特
別
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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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含約聘5人） 6
助理程式員 3
助理操作員 2

26 352

14 211

4
83助理程式員 2
助理操作員 1

195
85（含約聘8人）

5 207

116 10
86（含約聘11人）

84（含約聘9人） 3

83 12

67 14 10 31 26 2 22
（1） （1）
76 14 6 32 28 2 22
（1） （1）
87（含約聘10人）

助理操作員 4

職員之任用、待遇規則

88（含約聘8人）

元之獎勵，目前改為「專任教師學術著作及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規則」
。

89（含約聘10人）

5.「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章」第十二條之規定，專任教師在本校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資
料
管
理
員

補助旅費、生活費用及註冊費。

學年度

高
級
系
統
管
理
師

或副教授滿十年以上，且在教學或研究方面表現優良有具體事實者，得聘為六年
系
統
分
析
設
計
師

長聘；在教學或研究方面表現傑出者得永久聘任。
系
統
維
護
工
程
師

6.八十六學年度起訂定「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辦法」，獎勵教師撰教科書、電腦多
程
式
設
計
師

媒體教材、套裝軟體，已編列預算380萬，依申請案件之內容支給五萬元至十萬
程
式
設
計
員

4.獎勵專任教師赴大陸地區參加學術會議，經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審查通過者，

助 股 助 專 編 秘 組 校 編 輔 專 組 技 護 技 辦 書 三 四 駐 計
理 長 教 門 纂 書 長 醫 審 導 員 員 士 士 佐 事 記 等 等 衛 算
資
委
員
員
技 技 警 機
料
員
術 術 察 作
管
師 師
業
理
員
員

八十一學年度∼八十八學年度職員人數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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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

職員出勤之變革：

74年

事假：每學年合計准給一星期，已滿規定期限之事假，
應於當日扣除薪津。

（一）職員出勤打卡：

病假：每學年合計准給二星期，凡患重病，非規定假期

1.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以前，職員每日上班八小時，後改為每日上班7.5小時。

所能痊癒，經證明屬實，得以事假抵補，事假抵

2.民國八十六年前職員以打卡（打卡鐘）方式記錄出勤情形，每日早、午、晚三卡

補仍不足時，准予延期，以一個月為限，並按日
扣發其薪津，延期一個月仍不足時，得准申請留

制，同仁自行查詢打卡記錄。
3.民國八十六年五月開始改以電腦刷卡鐘刷卡。八十六年十二月同仁可至Netscape

職停薪。
婚假：二星期，在結婚前一星期內因籌辦婚事需要，所

Navigator進入淡江全球網之校務行政資訊系統查詢個人出勤記錄；八十七年八月

請事假得以婚假抵補，但其合計日數，不得超過

以OA系統處理個人刷卡異常資料，轉通知各一、二級單位。八十九年九月異常

規假期。

資料傳送至個人E-mail

產假：分娩假六星期，但流產（孕期不足七個月）給假 喪假：直系親屬或配偶死亡給喪假三
星期，配偶之父母死亡給喪假
三星期，小產者（孕期不足三個月）給假二星

（二）職員之差假變革：
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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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

68年

70年

期。分娩前確實需休養經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

二星期。祖父母（含外祖父母）

明者，可准產假，但仍應按規定給假限併計。

或配偶之祖父母死亡者給喪假

事假：7天

事假：一星期

病假：14天

病假：二星期

一星期，並可視需要於五十日

婚假：7天

婚假：二星期

內連請或分請完畢，但需以日

分娩：四 星 期 ， 但 流

為基數。

產者（懷孕不
足七個月）給
三星期，小產

79年

者 （ 懷 孕 不 足 喪假：直 系 親 屬 或 配 喪假：直 系 親 屬 、 配

事假：

三個月）給二

偶死亡給喪假

偶或配偶父母

星期。

二星期，配偶

死亡者給喪假

父母死亡者協

二星期，祖父

期，以一年為限薪津

系親屬或配偶

辦喪葬假一星

母或配偶之祖

停發。

死亡為限）
。

期。

父母死亡者給

喪假：父 母 及 配 偶 死 喪假：二 星 期 （ 以 直
亡得請喪假7天

事假：

85年

喪假一星期。

病假：

婚假：
產假：
喪假：
請假日數在規定以內，准予扣除星期例假日。分娩假、
延長病假、公假均不扣除星期例假日。

病假：- - - 三 星 期 - - - 准 予 延

32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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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員年資休假變革：
55年

77年
66年

68年

70年

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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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

83年

本校職員請假未逾規 本校職員在校服務滿

本院職員在院繼續服 本院職員在院繼續服

定 者 ， 在 校 服 務 滿 五年以上者，自第六

務十年以上，請假不 務十年以上，請假不

五、十年，得休假一 年 起 每 年 得 休 假 六

逾規定者，得休假一 逾規定者，得休假一 五年以上，請假不逾 五年，請假不逾規定

個月，服務滿十五、 天，服務滿十五年以

個月。繼續服務十五 個月。繼續服務十五 規定者，得一次或分 者，得一次或分十次

二十年者，得休假一 上者，自第十六年起

年以上者，休假二個 年以上者，休假二個 次休假一個月。以後 （ 二 年 內 ） 休 假 一 個

個半月，服務滿二十 每年得休假九天，服

月。繼續服務二十年 月。繼續服務二十年 每滿五年得休假一個 月。該項休假以日為

五、三十年者，得休 務 滿 二 十 五 年 以 上

以 上 者 ， 休 假 三 個 以 上 者 ， 休 假 三 個 月。職員係以教師身 基數不得以時計算，

假二個月。

月。但曾受進修考察 月。繼續服務二十五 分兼任者，其休假年 以後每滿五年休假一

並於人事室通知時起 每年得休假十二天。

者，不再給予休假。

五年內休畢，該項休 休 假 應 在 寒 暑 假 為 休假應以日為基數， 如因公無法於規定期

年者，休假四個月， 資按教師休假辦理。

個月。

者，自第二十六年起

應休假人員，休假期 但曾受進修考察者，

假以半日為基數（每 之，以日為基數，如 星期六以半日計，如 限內休畢者，得於次

間 ， 如 承 辦 業 務 繁 應扣除其休假日數，

月以三十日計）不得 因公無法休假者，應 因公無法休假者，得 年請領三分之二不休

重，經其主管認為必 休假人員休假期間如

以時計算。

要 時 ， 縮 短 休 假 期 承辦業務繁重，經其

休假未休完者，事假 補休或酌予敘獎。

間，免休期間，另發 主管認為必要時，縮

及 病 假 應 以 休 假 抵 在休假之前一年有下

休假獎金。職員係以 短休假期間，免休期

扣。

教員身分兼任者，其 間，另發休假獎金。

職員係以教師身分兼 不得休假：

休假按教員休假規定 職員係以教師身分兼

任者，其休假係按教

辦理，職員年資不計 任者，其休假按教師

師休假規定辦理。

算在內。

由一級單位專案簽准 由單位主管簽准酌予 假獎金。
敘獎。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考績列等三等以
下者。
2、被記大過處分者。

休假規定辦理，職員

休假人員經單位主管

年資不計算在內。

核准後方得休假，如
同一單位有二人以上
73年

76年

休假時，主管得以工

本校職員請假未逾規定者，在校服務滿五、十年，得休

作緩急調配。

假一個月，服務滿十五、二十年者，得休假一個月半

兼有行政職務之教

月，服務滿二十五、三十年者，得休假二個月，並於人

師，其休假得從職員

事室通知時起一年內休畢，該項休假以日為基數（每月

之規定。

以三十日計）不得以時計算。
休假人員於休假期間如承辦業務繁重，經主管認為必要

84年

時，得縮短休假期間，其未休日數，於次學年度發給獎

87年

金，但第二年離職者不發給獎金。

本校職員在校服務滿五、十年，得休假三十 本校職員服務屆滿五年者，自第六年起得休假

職員係以教師身分兼任者，其休假年資按教師休假規定

天，服務滿十五、二十年者，得休假四十五 三十日；滿十年者，自第十一年起得休假四十

辦理。

天，服務滿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年 五日；滿十五年者，自第十六年起得休假六十

職員係以教師身份兼者，其休假年資按教師休假規定辦

者，得休假六十日，並於人事室通知時起五年 日；滿二十年者，自第二十一年起得休假七十

理。並於人事室通知時起一年八個月內休畢，該項休假

內休畢。無法休畢者，得於第六年請領三分之 五日。滿二十五年者，自第二十六年起得休假

以日為基數（每月以三十日計）不得以時計算。

二日不休假獎金。

九十日；滿三十年者，自第三十一年起得休假
一百零五日。以上均於人事室通知時五年內休
畢。無法休假者，第六年得請領三分之二不休
假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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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考核之變革
民國65年以前

考績獎金
民國73年以前

74年以後迄今

考 1.每年年終考核一次，任職未 1.每學年年終考核一次，任職 1.每學年考核一次，任職未滿
核

滿一年，不參加考核。

未滿一年不參加考核。

一年，不予考績。

2.考核項目：工作60％，操行 2.考核項目：工作60％，操行 2.考核項目：工作60％，操行
25％，學識15％。
3.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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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學識15％。
3.等第：

教師教學、研究、服務之評量為教師申請升等重要之依據，而職員之考核、獎懲則
為核發考績獎金之依據。獎金數額之多寡以單位之多寡及每單位之數額而定，而每單位
之數額及全勤獎金亦視學校財務狀況由校長核定。

25％，學識15％。
3.等第：

在職進修

特等→90分以上，晉薪二級， 一等者：八 個 單 位 （ 晉 薪 二 特優：90分以上，八個單位，
並給予半個月，本薪之

級）

晉本俸一級。

一次獎金，核發6個單 二等者：五 個 單 位 （ 晉 薪 一 一等：80分以上，八個單位，
位。

級）

晉本俸一級。

甲等→80分以上，核發4個單 三等者：二 個 單 位 （ 留 支 原 二等：70分--80分，五個單
位，晉二級支薪。

薪）

位，晉本俸一級。

乙等→70分以上，核發2個單 未滿六十分者：降一級支薪。 三等：60--70分，不發獎金，
位，晉一級支薪。

單位獎金由校長核定

丙等→60分以上，留支原薪。

留支原薪。
四等：60分以下，降級或免

丁等→不及60分，降級支薪或

職。

停止任用。

單位獎金由校長核定

考列甲等以上人員已支本職最

教職員工在校任職服務期間，為了提升教職員工的學術水準，增強學校師資之陣
容，同時亦為加速培育職工人才，促進行政革新，因而創校之初，即訂定「教職員工在
職進修辦法」，爾後，隨大環境之變化，予以修訂。

優良職工
職員工友在校默默耕耘，為鼓勵士氣，於民國八十四年制訂「淡江大學優良職工獎
勵辦法」，每年依遴選標準選出優良職員二十名，每名獎金三萬元，工友五名，每名獎
金二萬元。並於歲末聯歡會時公開表揚。

（84）校秘0833號函修正

高薪級者，每級得換年功俸乙

甲等：80分以上

級，已支最高級年功俸者，得

乙等：70分以上--80分

給本薪額半個月之一次獎金。

丙等：60分以上--70分

單位獎金每年由校長核定。

丁等：60分以下

殘障員工福利沿革：
自八十年七月一日成立殘障福利法規：員工超過一百人是為進用殘障人士義務機
關，需進用員工百分之一的殘障人士，超過進用法定人數可申請補助（基本工資×1/2
×超過人數）：不足則需按比例繳納差額。目前本校為超額進用殘障人士之績優機關。
茲將本校自八十年以來進用殘障人士及補助金額列表如下：

獎懲之變革
民國65年以前

民國73年以前

民國74年以後迄今

獎 1.獎勵：嘉獎（加1分）核發1 1.獎勵：嘉獎1次，核發1個單 1.獎勵：嘉獎1次，核發1個單
勵

年度

本校員工人數

法定進用人數

實際進用人數

補助人數

補助金額

80

1,103

11

8

0

0

個單位獎金。記功（加3分） 位獎金。記功1次，核發3個

位獎金。記功1次，核發3個

81

1,115

11

11

0

0

核發2個單位獎金。記大功

單位獎金。大功1次，核發9

82

1.271

12

14

2

160,744

個單位獎金。

83

1,310

13

15

2

240,950

84

1,328

13

16

3

288,030

（加9分）核發3個單位獎金。

單位獎金。大功1次，核發9
個單位獎金。

2.懲處：申誡（扣1分）扣1個 2.懲處：申誡1次，扣發1個單 2.懲戒：申誡1次，扣1個單位
單位獎金。記過（扣3分）扣

位獎金。記過1次，扣發3個

獎金。記過1次，扣3個單位

85

1,381

13

17

4

324,000

2個單位獎金。記大過（扣9

單位獎金。大過1次，扣發9

獎金。大過1次，扣9個單位

86

1,404

14

17

3

397,360

分）扣3個單位獎金。

個單位獎金。

獎金。

87

1,444

14

20

6

506,880

88

1,444

14

20

6

578,160

對院務興格提書面意見經採納 為避免雙重獎勵及懲處、刪減 功過得相抵
者給1-5個單位獎金努力進修 加扣分功過得相抵。
或學位者給2-8個單位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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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學年度：依公立學校平均調幅3％調薪。
84學年度：依公立學校調幅5％調薪。取消專業人員統一薪津，改以簽訂約僱契約書辦
理。助教不列為教師，原支學術研究費改列月支金額。

尤在五、六十年代，由於學者不多，為能吸引具博士學位之留學歸國學者，創辦人張建

85學年度：依公立學校平均調幅3％調薪。

邦先生即以約聘方式，不惜高薪，每月新台幣一萬元（斯時公立學校教授月薪平均只三

86學年度：依公立學校平均調幅3％調薪。新設專門委員編纂專員職稱及職級。配合大

至四千元左右）約聘返國學者（現今真理大學校長葉能哲博士即為第一人）。於此同
時，對全校教職員工之薪給制度，亦做全盤之研究，以其能漸入制度化。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召開「人事業務設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制定「淡江文理學院
改進薪給制度實施方案」，六十二年元月召開「淡江文理學院給與標準研究」小組會議
檢討。薪津初期採統一薪俸制，對兼任主管及秘書者另加特支費。每年依學校財務狀況
調薪，由人事室研訂薪津計算標準表核定後，自八月一日起公布施行。中期逐步漸進調
整，採公立學校架構，至八十二學年度全面調整，重新核敘薪級，完全按公立學校標準
敘薪，但仍維持本校博士加給、研究獎勵費及主管特支費之特色。
茲將歷年修訂計算標準簡述如下：

學法修正教師部份新增助理教授職稱。
87學年度：依公立學校平均調幅3％調薪。（詳附八十七學年度教職員工薪津計算標準
表）
88、89學年度：因公務人員未調薪，依公立學校標準不予調薪。

教職員退休
本校教職員在校服務，學校予以妥善照顧。其義務與權利均透過各種辦法予以明確
制度化。及至退休之規定亦如是，早於民國五十五年，即依教育部頒發之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之規定制定「淡江文理學院教職員退休辦法」，隨人數之增加，學校資源的充裕

74、75學年度：此階段之薪津計算標準表為統一薪俸，教職員分為25職級，工友分為20

支持，而予以更妥善之修訂。爾後，教育部為健全私立學校教職員工之退撫制度，自八

職級，專案人員分為30職級，依職稱設定不同職級範圍；另對資訊、圖

十一年八月一日起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輔導成立全國性私立學校教職員工

書館、印刷等專業人員及技工給予不同專業加給。

退休撫卹基金，由該基金會支付私立學校教職員工之退撫給與。

76學年度：職員區分為一至五等職。博士加給月支6300元，供宿舍者月支3150元。（詳
附淡江大學七十六學年度教職員工薪津計算標準表）
77學年度：博士月支7000元，日後不再調整。

第五節 會計室
會計室之前身為主計室、財務處、會計室、會計處等演進變革而來，民國四十三年

78學年度：教師薪級由25級增加為33級，一級主管特支費分為A,B兩級。

為主計室，於四十八年三月撤銷，改隸總務處下增設會計組於五十一年八月又恢復主計

79學年度：薪津由統一薪俸改為採公立學校架構，教師分為本俸及學術研究費，職工分

室，至民國五十六年於主計室下設會計組，至五十八年六月始設立財務處分設會計、稽

為本俸及專業加給。由統一薪俸依金額轉換表換算為新職級，另秘書特支費

核、出納三組。民國六十五年八月起財務處改制為會計室，設會計、預算、統計三組，

分為A,B兩級。取消原有資訊、圖書館專業人員之專業加給。（詳附淡江大

而出納組則改隸總務處。民國六十八年二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為會計、預算、統計、稽

學七十九學年度教職員工薪津計算標準表）

核四組，並將原屬經費稽核委員會所設稽核組裁併會計室，掌理有關會計稽核業務。

80學年度：逐年合併本俸、學術研究費及專業加給之職級差距，取消一級主管特支費
A,B分級。取消印刷專業人員之專業加給。
81學年度：逐年合併本俸、學術研究費及專業加給之職級差距。
82學年度：配合私立退輔基金會成立，取消職員一至五等職職級，所有職員職稱依部訂

民國七十三年八月會計室更名為會計處，將過去會計室及各組主管均稱為主任之職
名，改稱為會計長及主任，仍分會計、預算、統計、稽核四組。

（一）民國七十五年以後之重大業務紀事

職稱調整，並依學經歷重新核敘薪級報部，教職員工薪級及金額依公立學校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為配合業務發展之需，重新調整組織架構，將原設置之統計組裁

標準調整。博士加給月支7000元仍然維持。取消秘書特支費A,B分級。取消

撤，同時將會計組分成會計一組及會計二組，以解決業務日趨繁重之會計業務。會計一

所有專業人員工作津貼。

組負責全校各教學與行政單位會計業務，會計二組則負責事業單位會計業務。

33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三章

行政單位之沿革 335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依大學法規定，會計處更名為會計室，其下設置之組別不變。原

定，以處理報稅相關事宜為主，並提供相關統計資料，供使用者決策單位參考。該系統

會計長改稱會計主任，各組主任改稱組長。民國八十五學年度因行政與財政兩副校長室

以產生納稅資料為主，以作業上必要之各類控制為輔。所以列印扣繳憑單，產生媒體申

合併，會計室改隸行政副校長。

報資料為主要工作，各項查核工作、統計報表為輔助工作。並達到提昇工作效率，減少

民國八十六年一月會計室辦公室由台北校園搬至淡水校園舊工館，台北校園仍保留
一間辦公室並派人駐守，負責建教中心、推廣教育中心會計業務及台北校園各教學與行
政單位之採購驗收、學生收（退）費等事宜。

人為錯誤的目標。

（三）歷任主管

民國八十學年度實習銀行停止營運，辦理清算。原教職員工薪津係按月撥存實習銀

會計室主任負責本校會計、預算及稽核業務之規劃及推動，民國四十三年至七十四

行各人帳戶發放，於八十一年六月改撥入郵局各人帳戶發放。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實習銀

年間歷經之主管有李仲輝、李翊民、張建邦、林添福、劉師湯、蔡信夫及鄭昌文等人。

行清算結束，將會計檔案移交會計處保管。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一日與資訊中心共同接受教育部委託開發「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

七十五年迄今之歷年主管臚列如下：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腦作業系統」，此系統係教育部為推動各私學校會計制度一致性並使會計制度電腦化，

鄭昌文

74/8∼75/11

會計處會計長

特委託本校研究開發。計劃執行期間自八十五年三月一日至八十六年四月三十日。此系

黃振豊

75/12∼81/1

會計處會計長

統於八十六年七月經教育部驗收後，提供各私立大專校院使用。本校於八十六學年度開

王美蘭

81/2∼83/7

會計處會計長

始啟用該系統，效果極佳。截至八十八年六月全國約有55所學校跟進採用，大大提高

王美蘭

84/8迄今

會計室主任

各校會計業務效率及品質，獲得各校讚賞。

會計室設專任秘書一名，負責與校內各單位之溝通聯繫，及會計室內各組工作之協

民國八十五學年度開始實施教育部新頒布之會計制度「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
定」
。

調與管制。會計一組負責學校歲入及歲出會計相關事關事項的處理，各項財務報表之編
製，所得稅扣繳業務及學生繳費之管制等事項。會計二組負責事業單位包括建教中心、

民國八十六學年度開始啟用預算管理資訊系統。本校為有效控制預算，於民國六十

推廣教育中心、及綜研中心等單位會計相關業務。預算組負責全校中長期及年度預算之

四年採用批件作業方式，設計完成預算電腦化作業系統，六十八年初完成預定的線上作

等編製、執行與控制等業務。而稽核組則負責全校財務與財物之稽核事項，憑證之審

業，六十九年三月增裝具有處理中文資料能力之INTERDATA 3220電腦系統，使各類報

查、及採購營繕之驗收等事項。茲臚列七十五年迄今歷年各二級主管如下：

表逐步中文化，以便利閱讀。為配合教育部「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舊系統
於八十五年重新設計，改用PC操作，除擴充原系統功能外，並與會計系統結合，加速

單位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會計室秘書

羅淑華

75/8∼76/1

孫扇

76/2迄今

會計一組

劉麗雲

75/8迄今

會計二組

處理流程。
民國八十八年三月編印本室業務工作手冊並分送本校一、二級單位各乙冊參考。該

劉麗雲

79/8∼81/1

手冊內容完整包括下列六大項：沿革與組織、工作職掌、會計規章、工作流程、會計系

賴春宜

81/2∼86/1

統簡介、預算管理資訊系統簡介、綜所稅系統簡介、各類表單及申請表。

賈成慧

86/2迄今

預算組

羅淑華

75/8迄今

稽核組

賈成慧

75/8∼76/7

民國八十八年三月本室網頁正式上網。
民國八十八年學年度正式啟用綜所稅系統。舊的媒體申報系統是在IBM電腦CMS

陳枝凌

76/8∼78/7

系統作業，已使用多年，期間雖不斷研究改善，但尚有一些無法突破的瓶頸，同時隨著

賈成慧

78/8∼86/1

PC蓬勃發展及普遍，本校資訊中心已規劃將全校所有IBM大電腦上的作業系統轉成PC

賴春宜

86/2迄今

作業系統，因此於八十六年十一月決定重新設計綜所稅系統。該系統主要依財政部財稅
資料中心編印之「綜合所得稅資料媒體申報作業要點」設計，並參考財政部其他相關規

備註
七十八學年由羅淑華兼代

（81/2∼84/7代理）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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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教育中心更名為視聽教育組。七十七學年度為積極推動讀者服務，協助師生有效利

茲臚列七十五年學年度全校歲入及歲出決算數如下：

用館藏資料，增設參考資訊組。八十學年度海事博物館改隸該館。在學校整體考量下，
於八十四學年度將「視聽教育組」更名為「教學科技組」，改隸教育發展中心，圖書館

本校75∼88學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數

則另設置非書資料組，提供紙本以外的媒體服務。配合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學年度

歲入金額

歲出金額

75

639,941,348.0

683,975,946.0

76

708,110,238.0

734,383,308.7

77

855,758,211.0

872,256,562.5

務併入編目組，期刊業務併入非書資料組後，更改組名為採編組；推廣服務組改名為典

78

942,479,107.0

965,813,511.5

藏閱覽組；參考資訊組改名為參考服務組；新增數位資訊組；非書資料組、海事博物組

79

1,263,324,097.0

995,927,332.9

維持原組名。

80

1,500,757,791.0

1,134,024,436.0

81

1,913,323,337.0

1,799,364,342.0

82

2,102,879,333.0

1,749,574,944.0

工學院圖書館（五十五年設立）、理學院圖書館（五十六年設立，六十四年併入總

83

2,152,102,918.0

1,931,459,553.0

館）、化學圖書室（六十四年設立）、文學院圖書館（六十六年設立）、商管學院圖書館

84

2,263,861,793.0

2,336,713,809.0

85

2,420,356,545.0

2,381,900,072.0

86

2,577,944,676.0

2,605,380,461.0

書館、工學院圖書館及商管學院圖書館均納入總館。民國八十八年十月
「城區部圖書館」

87

3,015,061,865.0

2,955,890,088.0

更名為「台北分館」
，「化學圖書室」更名為「鍾靈分館」
。

「海事博物館」組織名稱於八十八年元月更名為「海事博物組」
。為因應圖書、期刊之快
速電腦化趨勢，自八十九學年度起，進行組織重整，將原採錄組圖書、非書資料徵集業

該館除原設在「騮先紀念科學館」的總館外，另設有城區部圖書館（四十三年設立）

（七十五年設立）等分館及海事博物館。民國八十五年九月新的總館竣工後，文學院圖

第六節 覺生紀念圖書館
本校於民國三十九年創辦之初，即暫設圖書館館舍於淡水鎮真理街四十一號，當時
只有閱覽室一間，書庫兼辦公室一間，藏書僅六千餘冊。後學校遷至現址，建立新校

館務重大興革
新建圖書館總館

舍，該館亦隨之遷移。民國四十四年，為了紀念首任董事長居覺生先生而命名為「覺生

由於館藏不斷充實，各分館書庫空間已呈飽和，但因空間不足，缺乏擴展餘地。為

紀念圖書館」，四十五年新館落成，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親臨剪綵，教育部長張其盷

配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長程目標及適應資訊化之需求，本校董事會於八十二年六

先生以「淡江新學府與淡江文化」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並以「淡江文化為中國當前真正

月廿三日第五屆第三次全體董事會議通過新建總圖書館，當時的館長黃世雄教授立即以

文化復興之徽幟」勉勵全校師生。五十年來，本校為配合師生教學研究之需要，圖書館

「締造淡江歷史，建立百年大業」期勉同仁全力以赴，承擔這項神聖的工作。為順利達

設備幾經整頓擴充，圖書資料不斷增加，目前已有圖書資料八十餘萬冊/件。
該館於創校之初原隸屬教務處，自五十四學年度升格為一級行政單位，館長秉承校

成任務，特擬訂下列五大原則作為新館的發展目標：
（一）維持傳統紙本資料的穩定成長。

長之命綜理館務，為鼓勵學生進修及培養學生的榮譽感與公德心，乃自民國五十五年起

（二）發展數位化資料，建立電子化的圖書館。

書庫採行開架式管理，每週開放七天，每天開放十四小時（上午八時至下午十時）。自

（三）革新與革命並行的作業原則。

五十七年起，為利用各種傳播媒體，推動新的教育方式，將原設的視聽教育館更名為視

（四）兼顧大學生、研究生與教師的需求。

聽教育中心，併入該館。五十八年起，該館增設錄音資料室，儲存各國語文教學及文學

（五）培育讀者查尋與運用資訊的能力。

欣賞的錄音帶，供學生自由借聽，以提高學習興趣及語文運用能力。至此館藏資料之蒐

新總館於民國八十四年二月開工，八十五年九月竣工啟用，除化學圖書室及位於台

集，除傳統式的圖書期刊之外，進而蒐羅各種非書資料。七十三學年度配合組織編制，

北校園之城館外，各分館均併入新建之總館提供服務。同年十一月正式舉行揭幕啟鑰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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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使用面積七千餘建坪，樓高九層，提供2,555個閱覽席位，備有1,400個網路接續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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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新館標誌簡明、意義深遠，它不僅引領同仁堅守建館的目標及日後營運的方針，也

新總館二樓入口大廳挑高二層，正面的門、牆採清玻璃帷牆，大廳兩側分置校史資
料區、未來學與台灣文物區，三樓陳列參考工具書及設置電腦化資訊檢索相關設備，整
個大廳形成透通的特性，使館內、館外，樓上、樓下結成一體，此項通過設計及資料陳
設象徵下列意義：
（一）沒有圍牆的圖書館，提醒讀者善用館內、外資源。
（二）符合現代圖書資訊系統「透通 （transparency）」之特性。
（三）營造虛擬典藏，實際取用網路化資源的情境，培養學術無界的國際宏觀。
（四）鼓勵善用電腦化資源，少用紙張，以減少砍伐樹木，保留大地綠意。
（五）啟發讀者「鑑往思來、固本致遠」的觀念。
新總館五樓多元化之媒體服務區，蒐集紙本以外之微縮資料、地圖、類比訊號及數
位訊號之資料，並提供新穎、完善之相關設備，及設置ATM高速網路接續點，提供隨
選視訊（video on demand）的服務。此區並設有小團體使用之多媒體資源室，整合電視
機、錄放影機、CD播放機、電腦、高速網路接續點於一室中，以新媒體的服務促進研
究的新方向。

為訪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來賓還為它增添新意，諸如圖中的兩個圓圈又象徵
「content, context, connection, comfortable ...」。
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新建記承董事長張姜文錙親撰，全文如下：
時代變遷，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圖書館之興建，紙本書籍已非典藏全貌。故覺生
紀念圖書館總館之新建，非以圖書庋藏之卷帙多而自詡，不以閱覽座位之容量眾而為
傲。蓋國際電腦網路之連線，得收集資訊於千里之外，提供需求於一瞬之間，虛擬典
藏，實際取用，全日開放，已成為未來大學圖書館之新趨勢。本館之規劃，皆以資訊化
為目標。網路接續點之設置，可提供一千四百位使用者同時上網。本校董事會以世界一
流大學之圖書館為借鏡，歷三年之精心擘畫，斥資近十億，費時兩年以成。樓高十一
層，面積八千餘建坪。全館以純白色為外觀，象徵大學教育對學術真理追求之光明磊
落，對人類社會服務之坦蕩無私。登斯樓兮，一覽浩浩淡水河之奔流，悠悠觀音山之翠
秀，實博覽群書，廣蒐資料之奧府也，必可促進本校學術研究及教學品質之雙重提昇，
亦本校邁入第三波資訊時代，新的啟航站與新的里程碑，爰為之記。歲次丙子年十一月
八日。董事長張姜文錙

配合總館之營建，重新設計圖書館識別標誌如下圖：

謹撰

總館之新建，承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校慶日親臨奠基，並題詞

本標幟之意義為：
一、上下相疊的兩本書象徵本館將維持紙本資料的穩定成長；
二、中間大、小的兩個圓代表多重意義：
（一）象徵新媒體的資料，如光碟、VCD、DVD等及其他數位化資訊；
（二）兩個圓狀似二個C，意謂電腦（Computer）及通訊（Communication）的
結合，乃是重視網路化圖書資訊的服務；
（三）兩個圓組合與右邊的橫線似G狀，含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意。
三、中間小圓及其右邊的橫桿狀如一把鑰匙，揭示館員肩負協助讀者啟開知識之鑰
（key to knowledge）的責任。
四、圖書及圓均留有空隙，闡釋圖書館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具有開放及無限的發展空

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臨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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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勵學」以為嘉勉，期許在邁入廿一世紀之際，當秉持在勵學中不忘維新，在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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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符合ODBC （Open Data Base Connectivity）的特性，便於使用者自

之中兼顧勵學之精神，以迎接新世紀，開創新契機。八十五年十一月八日校慶舉行正式

資料庫中擷取各類數據（data）
，以轉入試算表或統計軟體進行運算。

啟用慶典，承前副總統連戰先生、中外貴賓、本校姜董事長文緇女士、張創辦人建邦先

（二）親和性、大眾化的操作方式：Virtua使用端採視窗作業環境，各子系統的功能

生及林校長雲山先生共同剪綵，接著在連副總統啟鑰後全面開放，開啟本館的新紀元。

以工具列顯示或以下拉式的選單提供選擇，凡熟悉視窗作業環境者，很容易

總統奠基、副總統啟鑰這是新圖書總館的殊榮，也象徵本校辦學成果受到肯定。

依循畫面的信息進行操作。

發展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DOBIS/LIBIS/TALIS（Tamkang Automated Library Integrated

（三）主從架構：過去以主機 / 終端機建構的系統，主機負擔重，影響系統處理的
速度，因之，新系統的發展一般要求主從架構，以分散主機的負擔。Virtua
除採用主從架構外，另建立資料庫存系統以加速資料存取的速度。

System諧音「大力士」）是台灣第一套融合中、日、西文於一體的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含徵集（七十七年十二月啟用）、叢刊（七十七年十二月啟用）、編目（七十五
年三月啟用）、流通（七十五年九月啟用）、公用目錄查尋（七十五年九月啟用）、電子
郵遞（七十七年二月啟用）等子系統，功能完備。
配合各系統之啟用，分別於七十五年十一月七日、七十六年六月廿三日、七十七年
十一月四日舉行淡江大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發表會。該系統蒙教育部聘專家評定，獲頒
獎金新台幣壹佰伍拾萬元以為獎勵，頒獎儀式於七十七年十一月四日慶祝本校創校三十
八周年校慶時舉行，由教育部次長林清江頒獎，總統府資政李國鼎應邀致詞，共有國內
圖書館界、資訊界人士三百餘位參與盛會。
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TALIS自七十五年啟用迄今，由於執行系統的4381主機IBM
公司不再維護，加上3090大電腦本校於八十八年底即不再使用，更換TALIS系統勢在必
行。經八十八年五月廿九日本校第二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交付本館積極評選可用
之系統。經探討國內外現行的情況，依本館擬訂的五大原則：⑴系統各項功能完備；⑵

78年本校圖書館自動化接受頒獎

方便讀者使用；⑶採用國際標準；⑷應用最新資訊科技；⑸八十八年底新系統務必上
線，經各組同仁針對各自的作業需求，據教育部於八十六年九月公布的「圖書館自動化

（四）採用國際通用字碼 （Unicode）：鑑於各國的電腦字碼不同，國際間資料交

系統軟硬體共通規範書」逐一檢視各系統功能後評分，初步選出Virtua、T2、CPLINS

換時，如缺乏對應的字碼則無法忠實顯示原載的資料，因之，自一九八八年

三大系統。評估結果業於九月二日向張創辦人、校長、副校長及本校相關主管提出報

起在國際各大資訊廠商、語言學家等的努力下，共同研訂國際通用字碼，

告。會中原訂先使用CPLINS系統，再研究Virtua中文化工作。但經九月三日資訊中心與

Virtua 為第一個宣佈採用Unicode 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令各館在既有的PC

圖書館的會商，為集中人力加速進入符合時代趨勢的系統，雙方決定直接挑戰Virtua系

及作業系統下，只要加裝Virtua用戶端（client）軟體，即可以處理各國語文

統，經二個單位同仁的努力，自八十九年元月五日起更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為Virtua，

的資料。

該系統為美國VTLS公司根據現代資訊科技以主從（client / server）架構而設計的圖書館

（五）遵循各種國際標準：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特殊要求之一為便於國際間相互交

自動化系統名稱，屬於第三代的產品，以處理圖書館的採購、編目、流通、期刊等業務

換資料，為達此目的，Virtua遵循各種國際標準，如字碼、資料記錄（record）

為標的。系統特點如下列：

格式、通信標準、檢索標準等，以便於與其他系統相互交換資料，其編目子

（一）採用開放式的資料庫管理系統（ODBC）：Virtua 採用Oracle關連性資料庫管

系統已提供OCLC、ITS MARC等系統下載的資料可上載至Virtua資料庫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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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六）彈性化的設計：圖書館因環境的差異，需求不一，一般無法遷就系統既有的
設計，理想的方式應是儘量採取參數化的設計，便於各館依自己的需求設定
參數值。Virtua的系統彈性大，以系統用戶端 （system client）供館員自行設
定參數值、規劃資料顯示的項目、位置等，賦予各館自我發揮的空間。
（七）多國語文的編譯器：Virtua設有語文編譯器 （language editor）供各館自選語
文以編譯系統的信息、提示及說明。本館現行的系統有中、英、法、西、義
大利、波蘭、卡達蘭（Catalan）七種語文，中文為本館同仁所編譯。
（八）多種操作方式：以滑鼠點選功能、指令為視窗作業環境下最普遍及簡便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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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與教育部「國際學術網路系統（BITNET）
」連線。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與美國OCLC館際互借系統連線。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起為方便殘障讀者借書，殘障讀者可以委託他人代辦借
書手續。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起開放研究生電話續借手續。
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卅日以電話撥接方式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科技性全國資訊網路系統（STICNET）
」連線。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起實施研究生呈繳論文給學校時，註明是否願意提供影印及在城
館增設專線電話及微電腦提供城區部師生資訊檢索服務。

作方式，有些系統的設計僅以滑鼠為操作的管道，這對需要頻繁輸入的作業

民國七十九年元月與美國「研究圖書館網路系統（RLIN）
」連線。

造成極大的困擾，因使用者需在滑鼠與鍵盤中頻頻切換，有鑑於此，Virtua雖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與CompuServe系統連線及建立本校圖書館光碟資料庫網路服務

以滑鼠為主要的操作方式，但使用者可設定快速切換鍵（hot key）
，以改用鍵
盤操作。
（九）具處理電子化多媒體的功能：Virtua 除可處理傳統的圖書、期刊、錄影帶、

系統。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廿二日使用美國OCLC「線上目錄檢索系統（EPIC）」。
民國八十年元月二十日交通部圖書室與TALIS系統連線。

錄音帶、VCD、LCD、縮影資料、電腦多媒體外，其書目記錄設有 856欄位

民國八十年連線Internet。

供連結網路化的電子資源，此項功能為越來越多的電子化圖書、期刊提供便

民國八十一年暑假總館及各分館採用3M的圖書自動偵測安全系統。

捷的查尋管道。

民國八十一年購置縮影資料閱讀影印機，提供影印縮影資料。

本校圖書館TALIS自動化系統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起停止使用，並自民國
八十九年元月五日起改用Virtua系統。
革新作業方式
圖書館是匯集及提供知識的重鎮，為妥善保存知識及提供最佳的應用，歷年來不斷
改變作業方式，以順應時代之潮流，較重大之變革如下列：
民國七十五年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OCLC的回溯性目錄轉換服務，以進行西文卡
片目錄轉為電腦化目錄的工作，本館舊有西文目錄約83％轉自此二單位。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商管學院圖書館正式啟用，成為全國首座沒有卡片目錄直接進入
線上目錄的圖書館。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引進CD-ROM媒體。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起提供光碟唯讀記憶體（CD-ROM）的資料庫服務、電傳視訊

民國八十二年配合城區部各所遷回校本部，城館調整開館時間為每週四十四小時。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配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建置歐體文獻聯合
目錄，開始提供本館歐盟文獻書目資料。
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中文電腦類資料全面改分類號。
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底試用電信局數據所開放之HiNet系統。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六日圖書館WWW伺服站正式上網，網址如下：
http://www.lib.tku.edu.tw。
民國八十五年元月起利用UnCover的新知通告服務（Reveal Alert Service）實施「電
子郵遞最新期刊目次服務實驗計畫」。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期刊流通、典藏業務由推廣服務組改為採錄組負責。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在總館二樓設置無障礙資源室，設有網路點，供視障讀者上網使
用。

服務（利用微電腦，透過電話網路，檢索電信局電傳視訊中心之資料庫，便利讀者快速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廿三日總館自習室廿四小時開放。

取得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資訊）及傳真服務。

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起加入全國科技資訊網路為會員。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與荷蘭SWETS公司系統連線。

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八日起未來學資料在新館開放使用，借期由限館內閱覽延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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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啟用美國研究圖書館聯盟（RLG）所開發之文件傳遞軟體
Ariel，當日送出第一件申請案給交通大學，並於二月廿四日接收該篇期刊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開放老師在研究室透過校園網路查尋本校圖書館TALIS
系統館藏目錄。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總館門禁系統正式啟用，採條碼式的識別碼，本校教職員
生進總館憑服務證或學生證；校外人士需憑身分證明文件，換證後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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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用率，特修訂使用規約，保留五間供本校專任老師及學生進行研究專題論文寫作時
短期借用，借期為二星期。
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停租查檢OCLC書目資料庫的電信局專線，改經由校園網路檢
索。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日本館「館藏資料借用逾期罰款及損毀賠償辦法」、「教師指
定參考資料借用辦法」、「校友借用館藏資料辦法」隨本校「法規名稱及立（修）法程
序」之修正，改為「館藏資料借用逾期罰款及損毀賠償規則」、「教師指定參考資料借

民國八十七年暑假開辦「準教師、準大學生借書服務」。

用規則」、「校友借用館藏資料規則」（經88.9.3第66次行政會議通過，88.9.10（88）校

八十七學年度起圖書經費分配方案計算表由原來的「學生人數」、「專業課程學分

秘字第2547號函公布），同時修訂之本館「館藏資料借用辦法」正式實施：增列工友、

數」、「圖書價格」、「創立歷史」、「授與學位」、「期刊價格比例」新增「圖書經費

其他身分讀者借用資料之相關規定，並隨本校「法規名稱及立（修）法程序」之修正，

執行成效」及「複本百分比」二個因素。

修改法規名稱為辦法。（經88.9.3第66次行政會議通過，88.9.10（88）校秘字第2547號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卅一日完成總館加裝門禁系統，讀者可使用證件上的磁條刷卡，
也可以用雷射光掃瞄條碼進館。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加入台灣資源共享聯盟，透過聯盟的協商議價，陸續訂閱EI
Village & Compendex、Academic Press 的IDEAL （International Digital Electronic Access
Library）及IEL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等資訊檢索系統及全文資料庫。

函公布）
。
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一日開辦「蒐集資料的方法」非同步教學課程正式上課。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鍾靈分館提供廿四小時開放服務。
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廿日加入國家圖書館邀集之「全國圖書資訊網路」合作館，共
同發展圖書資料合作編目，建立全國書目網路系統，提供電腦線上資訊服務。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廿八日電子資料庫服務網正式啟用，提供師生更便捷的檢索環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在總館五樓規劃「歐盟文獻中心」，集中存置歐洲聯盟出版的期

境，將館藏DOS版、Windows版、Intranet Web版的光碟資料庫及 Internet Web 版的資訊

刊、圖書及歐研所訂閱的期刊及介購的圖書，並購置電腦供讀者連線查尋歐洲文獻系

檢 索 系 統 予 以 整 合 ， 提 供 經 由 WWW 瀏 覽 器 即 可 連 線 使 用 ， 網 址 如 下 ：

統，並自十二月十一日起設專人負責加強蒐集歐洲文獻資料之館藏及提供相關之服務。

http://www.lib.tku.edu.tw/online/online.htm。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起提供透過網路申請「國內館際複印/互借」。

其他重要活動紀要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廿八日全錄公司於總館增設彩色影印機一台提供讀者影印。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至八日假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書鄉之旅」展覽。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安裝WebAccess伺服軟體，提供由校外經WWW瀏覽器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四至八日於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教職員著作展」及「學術網

（如Netscape、Explorer）連線查尋本校TALIS系統中、西文館藏目錄，克服過去自校外
連線需加裝付費軟體之限制。（網址：http://talis.lib.tku.edu.tw）
民國八十八年元月十四日更新之圖書館網站（http://www.lib.tku.edu.tw）開張：為

路資料展」
。
民國八十一年九月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評選為接受部份行政機關出版品寄
存圖書館，本校為唯一入選之私立單位（共卅二所）
。

了因應新增的資料與服務項目，重新設計圖書館新的網頁，希望透過網路資源的整理與

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八至十三日假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網路資訊服務展」
。

舉辦講習課程，導正網路學術的應用，並注入人文之氣息。

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香港名出版家石景宜先生贈送大陸出版之圖書五、四六

民國八十八年二月起提供透過校園網路，線上報名參加圖書館及網路資源利用講

一種，六、二二五冊。
民國八十三年寒假期間將國際研究學院各所（除管科所、國研所外）需用書刊全部

習。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十四日起修訂之「總館研究小間使用規約」正式實施：原辦法為
本校博、碩士班學生在撰寫論文期間才能申請，借期為一學期，每週須到館三天，為提

移回總館。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廿八日假工學院CAE教室舉辦「W3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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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八日海事博物館新入藏「自由輪」模型船。
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卅一日主辦八十六年全校歲末聯歡會。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日下午一時卅分總館五樓非書資料室啟用，恭請張創辦人建
邦、張副校長紘炬、張副校長家宜主持剪綵。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六日教發中心教學科技組因L103改為教室，將館藏之語言學習
帶及附冊移還圖書館，置於總館五樓非書資料室。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七至十一日慶祝非書資料室開放週年舉辦第一屆圖書館非常書週

第三章

職掌與編制
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分設採編組、典藏閱覽組、參考服務組、非書資料組、數位資
訊組、海事博物組。
一、採編組職掌如下：
（一）一般性圖書之選擇事項。
（二）圖書與非書資料之採購事項。

活動，除製作非書資料室介紹錄影帶播放及進行讀者軟、硬體使用問卷調查外，並舉辦

（三）「圖書與博物」經費預算控制事項。

熱門影片欣賞及徵文比賽等活動，多方推廣非書資料服務。

（四）出版目錄之蒐集及提供事項。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二至卅日舉辦第二屆「非常書週」活動，內容包括：熱門院線
片一次看個夠、館藏專題介紹展、非書資料室完全版導覽、新知介紹等。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進行師生對本校圖書館館藏之滿意情況調查，調

（五）圖書裝訂、改裝事項。
（六）圖書資料交換贈送事項。
（七）圖書資料之分類編目事項。

查結果於五月廿九日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中提出「從使用者意見調查，

（八）書目檔之維護事項。

分析並研擬有效提昇圖書館藏書之質與量的措施」報告。

（九）權威紀錄之建立與維護事項。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舉辦臺灣教育改革文獻資源展覽（本展覽同時提供

（十）圖書資料之加工、移送、統計事項。

網站展示）：展出有關教育改革相關議題之圖書、期刊文獻、政府公報及網路資源，同

（十一）國內外書目資料庫連線合作事項。

時將本館相關館藏及書目一併展示。

（十二）其他有關圖書資料採購、交換贈送與處理事項。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至卅日舉辦第三屆「非常書週」活動，介紹與展示館藏非書
資料專題，含選播與圖書館相關之電影及編製專題館藏介紹。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配合慶祝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活動，海事博物館第50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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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藏閱覽組職掌如下：
（一）圖書之典藏、閱覽、出納、管理、與維護事項。
（二）校內館際互借複印服務事項。

參觀者--本校土木三A程冠華同學於12:30蒞館，由黃館長鴻珠致贈海事博物館簡介錄影

（三）館藏檔、讀者檔等與流通作業相關檔案之建置、管理與維護事項。

帶乙捲。

（四）校史資料之管理事項。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完成淡江大學教職員著作目錄系統之建置，同時以十月二十日前

（五）特藏及限閱資料之管理事項。

登錄之書目，出版「淡江大學教職員著作目錄」共上、下二冊，計收錄專任教職員764

（六）報紙之管理與裝訂事項。

位，著作17,143篇。

（七）影印服務事項。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至十日，參與本校資訊展，於商管展示廳展出「ｅ世代的

（八）教師指定用書之管理事項。

圖書資訊服務」，內容包括：「蒐集資料的方法」非同步網路教學系統、教職員著作目

（九）借書證、閱覽證之核發事項。

錄系統、電子化資源（含全文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本館利用NOTES研發的報

（十）館舍之維護及環境清潔之督導事項。

名等服務系統、其他圖書館服務系統。

（十一）監控、空調、消防系統之連繫事項。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八日校慶當天上午11時50分假總館二樓校史資料區舉行淡江大
學五十週年校慶校史展覽，揭綵後開放。

（十二）圖書安全系統及門禁系統之維護事項。
（十三）研究小間、討論室、自習室之管理事項。
（十四）其他有關典藏及閱覽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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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服務組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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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事博物組職掌如下：

（一）參考諮詢與資訊檢索服務事項。

（一）提供導覽解說服務事項。

（二）圖書館及網路資源利用課程之規劃、講授事項。

（二）外賓參觀訪問安排與接待事項。

（三）國內外館際互借複印服務事項。

（三）模型船之蒐集與管理事項。

（四）國內外文獻傳遞服務事項。

（四）海事儀器之維護與管理事項。

（五）電子郵遞現行期刊目次服務。

（五）海事資料之蒐集與典藏事項。

（六）指引資料之編製事項。.

（六）館際交流事項。

（七）圖書館及網路資源使用手冊之編製事項。

（七）其他有關海事博物事項。

（八）參考資料之選擇、介購、介紹、典藏、更新事項。
（九）網路參考資源之徵集、整理與推廣事項。

編制

（十）圖書館週活動策劃事項。

單位

（十一）其他有關參考諮詢與資訊檢索服務事項。
四、非書資料組職掌如下：

75

76

77∼79

80∼83

84

85

86∼88

館

長

室

6

6

5

5

5

5

5

採

錄

組

6

6

5

5

5

7

8

（一）視聽、微縮、電腦化等非書資料之選擇、介購、典藏、流通及管理事項。

編

目

組

10

10

10

10

9

9

10

（二）期刊之採購、典藏、管理及資料檔之建立與維護事項。

推廣服務組

22.5

21.5

17.5

17.5

17.5

10.5

12.5

（三）非書資料所需軟、硬體設備之規劃、建置、維護及管理事項。

視聽教育組

12

10

10

10

6

6

6

7

7

6

6

5

5

1

6

6

49.5

49.5

53.5

（四）非書資料之使用指導及推廣事項。

參考資訊組
海事博物組

（五）館藏現行期刊目次服務事項。

非書資料組

（六）使用本館視聽器材之技術支援事項。

合

計

56.5

53.5

53.5

59.5

（七）期刊聯合目錄資料之提供事項。
（八）其他有關非書資料服務事項。

編制（八十九學年度）

五、數位資訊組職掌如下：
（一）網路化資料之徵集、整理及推廣事項。

單位

89年8至11月

89年12月起

館

長

室

5

5

（二）本館伺服站之建置與管理事項。

採

編

組

13

13

（三）本館自建資料庫之建置與管理事項。

典藏閱覽組

12

12

（四）本館自動化系統相關事項。

參考服務組

7

7

非書資料組

6

7

數位資訊組

6

6

（五）電子化資料庫之測試、介購及相關事項。
（六）本館網路相關事項。

海事博物組

（七）本館電腦設備之規劃、建置、維護與管理事項。

合

（八）本館WWW資料之規劃、更新及維護事項。
（九）電子資料庫服務網之建置與管理事項。
（十）其他有關數位資訊事項。

計

5

5

54

55

組織概況
七十七學年度（新增參考資訊組）

備註

其中一名為約僱人員
新增一名負責歐盟文獻中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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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小組

校長

副校長

館長

採

錄

組

海事博物

編

目

組

館

推廣服務組

總館

參考資訊組

文館

視聽教育組

工館

八十五學年度（新建總館竣工，文館、工館、商館納入總館）

執行小組

副館長

圖書館委員會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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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副校長

館長

錄

組

編

目

組

總館

推廣服務組

化館

參考資訊組

城館

副館長

圖書館委員會

商館

採

秘書

非書資料組
海事博物館

八十學年度（海事博物館改隸圖書館）
八十七學年度（「海事博物館」更名為「海事博物組」
）

執行小組

校長

副校長

館長

採

錄

組

總館

編

目

組

文館

推廣服務組

工館

參考資訊組

商館

視聽教育組

化館

海事博物館

城館

執行小組

副館長

圖書館委員會

秘書

校長

副校長

館長

採

錄

組

編

目

組

總館

推廣服務組

化館

參考資訊組

城館

副館長

圖書館委員會

秘書

非書資料組
海事博物組

八十四學年度（「視聽教育組」更名為「教學科技組」，改隸教育發展中心，圖書
八十八學年度（「化館」更名為「鍾靈分館」、「城館」更名為「台北分館」
）

館則另設置非書資料組）

採

錄

組

編

目

組

推廣服務組
校長

副校長

館長

工館

校長

副校長

館長

秘書

非書資料組

編

目

組

館

鍾靈分館

參考資訊組

台北分館

副館長

秘書

非書資料組

化館
海事博物組

海事博物館

總

推廣服務組

商館
圖書館委員會

圖書館委員會

組

文館

副館長
參考資訊組

錄

總館
執行小組

執行小組

採

城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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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9.01∼

銳

∼57.09.30

黃世雄

57.10.01∼62.08.31

黃鴻珠（代）62.09.01∼63.07.31
採
執行小組

校長

副校長

館長

編

組

總

館

典藏閱覽組

鍾靈分館

參考服務組

台北分館

副館長
非書資料組

圖書館委員會

秘書

黃鴻珠

63.08.01∼65.07.31

馬少娟

65.08.01∼68.07.31

林素月

68.08.01∼

楊長青

71.08.01∼77.07.31 自71學年度起增秘書一名

方惠中

77.08.01∼77.09.16

高瑋瑤（兼）77.11.01∼80.03.15

數位資訊組

李靜怡（兼）80.05.01∼82.07.31
海事博物組

歷任主管
職稱
主

館

任

長

副館長

李靜君

88.08.01∼

組 長（採編組）

鄭美珠

89.08.01∼

組 長（採錄組）

王 銳（兼）
黃世雄

∼57.09.30

57.10.01∼62.08.31

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黃鴻珠（代）62.09.01∼63.07.31

張吉輝

39∼41

黃鴻珠

黎寶金

46∼50.08

胡歐蘭（兼）67.09.01∼68.07.31

侯友生

50.09∼52.08

馬少娟

李順成

52.08∼54.06

羅萬斯

54.06∼55.11

陳和琴（代）61.03.01∼62.07.31

張建邦

55.11∼56.10

陳和琴

方同生

56.10∼61.07

鄭美珠（代）67.09.01∼68.11.30

蘇振申

61.08∼63.07

鄭美珠

胡歐蘭

63.08.01∼68.09.20

組 長（典藏閱覽組） 馬少娟

黃世雄

68.09.20∼83.07.31

組 長（推廣服務組） 曹 弘（兼）

黃鴻珠

83.08.01∼

曹

組 長（編目組）

63.08.01∼67.08.31

68.08.01∼89.07.31 89.08起業務調整為採編組

胡歐蘭

吳蓉蓉

∼61.02.28

62.08.01∼67.08.31

68.12.01∼89.07.31

89.08起業務調整為採編組

89.08.01∼
∼61.07.31

61.08.01∼63.07.31

黃世雄（兼）63.08.01∼67.08.31

弘

∼61.07.31

胡歐蘭

62.08.01∼63.07.31

陳和琴

67.09.01∼71.08.15

黃世雄

63.08.01∼68.09.19

鄭麗敏

71.08.16∼77.07.31

黃鴻珠

68.09.20∼83.07.31

丁紹芬

77.08.01∼89.07.31

陳和琴

83.08.01∼86.07.31

組 長（參考服務組） 方碧玲

89.08.01∼

89.08起改名為典藏閱覽組

35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三章

行政單位之沿革 355

組 長（參考資訊組） 鄭麗敏

77.08.01∼87.07.31

度的六、九七八百萬元。

李月梅

87.08.01∼88.08.31

方碧玲

88.09.01∼89.07.31

藏受此影響隨時加入新型的資料。五十七年視聽教育館併入圖書館後，兼負語言

組 長（視聽教育組） 陳和琴

73.08.01∼77.08.31

實驗室的服務，並開始提供錄音帶、錄影帶、唱片等類比訊號的資料；繼之增添

裘錦天

77.09.01∼80.07.31

縮影資料；近年來則大量購置CD-ROM、CD Title、電腦多媒體等數位化訊號的

王健華

80.08.01∼84.07.31 84.08起更名教學科技組，改隸教

資料，館藏資料的類型呈現多元化及多彩多姿。

89.08.起改名為參考服務組

育發展中心

2.由平面媒體到多媒體：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記載知識的媒體時時推陳出新。館

3.由唯讀到讀、寫兼具的光碟：光碟歷經數年發展後，於一九九○年代由「唯讀」

組 長（視聽教育中心）陳元音（兼）59.08.01∼60.07.31

特性增加「可寫」的功能；書目、索引、摘要的光碟資料庫因而得以加入館藏情

袁祖年

況。過去憑書目、索引檢索出來的結果，再轉查館藏目錄的二階段工作，現在於

60.08.01∼66.02.28

胡歐蘭（兼）66.03.01∼67.06.30
朱則剛（代）67.07.01∼68.06.30
朱則剛

同一資料庫中，一次即可完成。
4.由實體典藏到虛擬典藏：典藏圖書資訊的媒體不斷改變，以紙本及類比訊號記載

68.07.01∼70.07.31

資訊的視聽媒體，圖書館必須實體徵集讀者方能閱讀。一九七○年代後，越來越

黃世雄（兼）70.08.01∼71.02.28

多的圖書資訊以數位化的型式發行，取用時，只要連線到典藏的主機，瞬間，即

曾琇蕙

71.03.01∼71.07.31

可傳至使用者手中。媒體的改變、電腦與電信的結合，促使資料典藏的方式由實

黃世雄（兼）71.08.01∼71.08.15

體進入虛擬的境界，這類資訊有賴館員掌握資料的蒐藏地協助讀者取用，不一定

陳和琴

需要典藏。

71.08.15∼73.07.31 自77學年度起改名為視聽教育組

組 長（非書資料組） 張素蓉（兼代）84.08.01∼85.07.31
張素蓉

85.08.01∼89.07.31

丁紹芬

89.08.01∼

組 長（數位資訊組） 張素蓉

89.08.01∼

歷年館藏資料統計：
學年度

圖

書（冊）

非書資料

總計

東方語文

西方語文

小計

（件）

七十五

243,228

152,795

396,023

7,759

403,782

七十六

256,575

161,232

417,807

13,499

431,306

七十七

268,301

168,368

436,669

13,613

450,282

七十八

283,472

178,559

462,031

17,004

479,035

七十九

300,055

188,916

488,971

20,133

509,104

八 十

314,316

198,680

512,996

28,810

541,806

館藏是讀者評估圖書館良寙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之，館藏的發展一向被列為重點工

八十一

328,210

210,265

538,475

31,025

569,500

作。四十餘年來，不僅在量上大幅成長，在資料類型方面亦不斷注入新的型式，其進展

八十二

342,073

221,000

563,072

41,548

604,621

八十三

359,153

231,730

590,883

49,708

640,591

八十四

379,014

243,933

622,947

60,504

683,451

1.館藏量由六千冊增加到八十餘萬冊：為充實館藏，歷年除由學校編列預算添購

八十五

398,023

254,565

652,588

61,613

714,201

外，廣向外界捐贈亦是重要途徑，本館曾於民國四十年、五十五年、六十六年、

八十六

421,225

266,857

688,082

70,410

758,492

八十七

452,584

278,786

731,370

100,706

832,076

八十八

464,401

291,675

756,076

103,544

859,620

組 長（海事博物組） 蘇聖毅（兼代）80.08.01∼84.07.31
蘇聖毅

84.08.01∼ 原名海事博物館，88年元月起改名

歷年館藏統計

情況如下：

七十三年等數度發動捐書運動，充實館藏。八十二年並承香港石景宜先生贈送大
陸出版的圖書六千餘冊。現有藏書已由開館的六千冊，成長到八十餘萬冊，其中
十萬餘件為非書資料。全校購書經費則由民國六十年的二百萬成長到八十九學年

館藏期刊：紙本5,268種；電子期刊2,978種
電子資料庫：40種；檢索系統：18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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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博物館館藏
自十五至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至未來超導體電磁船之船隻模型60艘、船隻照片39
幀、古代地圖6幅、三段七五瓦特日光照明地球儀、人造衛星導航系統、羅盤、方向測
位儀、亞米茄導航系統收訊機、雷達測深儀、電羅經、車鐘、磁羅經、車葉、可動主柴
油機模型、發電機、配電盤、渦輪蒸氣機、舵機、燃油淨油機、淡水製造機、冷凍機、
滑爐水泵、強力通風機。

行政管理及服務特色
該館以極佳的軟、硬體，積極發展虛、實典藏的資源，並培育讀者應用國內外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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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援淡水地區高中利用圖書館講習：應高中老師之要求，開授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課程。
（二）開放校外人士入館利用館藏資源。
（三）海事博物館隸屬圖書館，免費提供參觀導覽，將圖書館服務的範疇擴及社會
大眾的海事教育。
（四）舉辦與圖書館業務有關之研討會或研習會，以促進館際間經驗及資源之分享
及合作業務之提昇，舉辦情形如下列：
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於驚聲紀念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人文社會館
際合作組織75年會員大會」，與會人士包括來自全省57個會員單位之負責人
及代表90人參加。

資訊的能力，以利讀者即時掌握現行研究、學習所需的信息，並為終身教育奠定基礎。

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日於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舉辦「現

具體特色如下：

代化資訊科技在圖書館之應用研討會」
，計有150人參加。

一、圖書館館舍規劃獨特：以「美」、「新」、「彈性」、「開放」為全館規劃的原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於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舉辦「網路
時代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研討會」
，計有80人參加。

則。
（一）美：融合周圍的山水，讓讀者進出館能感受山水怡情的氣氛。例如採用景觀
電梯、正面門牆採清玻璃帷牆等。

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於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舉辦「全國九
所師範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業務研討會」
，計有85人參加。

（二）新：普設各類資訊科技設備及網路接續點。除由本館購置電腦供師生利用與

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假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與OCLC

先進國家同步的資訊外，讀者亦可自備電腦在閱覽座位、討論室、研究小間

聯合舉辦「網路資源應用研習會」，除本館同仁外，計有圖書館及資訊界人

等地利用網路資源。

士197人參加。

（三）彈性：設有2,555個閱覽席位、84間供博碩士生撰寫論文用之研究小間、13間
討論室、3間多媒體資源室等，提供彈性化的研習環境。
（四）開放：採用大空間設計，各類設備及資料一目瞭然，便於讀者取用。
二、兼顧現實與前瞻的設施：
（一）多媒體資源應用區：供使用視聽資料、電腦化資料、多媒體資料、網路化文
獻、隨選視訊及其他新興之媒體服務等。
（二）廿四小時開放之自習室：內設158個座位，部份座位設有網路接續點，供讀者
攜帶電腦連線網路；另本校資訊中心在此區提供40餘部電腦供讀者使用。
（三）功能完善的指導室：總館設有使用網路資源之專用指導教室三間，供館員指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教育部委辦「圖書資訊服務研習會」共有
22所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40位圖書館從業館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工程師
參加。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由教育部委辦，假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
念堂舉辦「新新圖書資訊研習會」除本館同仁參加外，另有國內圖書館學系
教師、大專校院、學術、文化中心圖書館從業人員172人參加。
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由教育部委辦，假驚聲紀念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畫第十二次研討會」，共有68個單位170人參
加。

導讀者學習如何利用光碟資料庫及網路資源，以培養終身學習之技能及提醒

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委辦，假驚聲

讀者重視隱形的資源。其中兩間並提供一人一機的設備。

紀念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業務座談會」，計有22所130

（四）無障礙資源室：提供視障同學使用。
三、提供社會文化服務：積極扮演圖書館促進社會文化功能的角色。

位圖書館工作人員參加。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教育部委託辦理「八十六學年度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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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於驚聲紀念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會

後並安排綜合討論。計有省市立圖書館、縣市文化中心、各大學校院圖書館

議主題為「電子化期刊及索引、摘要服務的新架構」，計有73所大學校院圖

館長或主任，圖書資訊學系、建築系教師暨建築師等180人參加。同時出版

書館館長或代表及列席人員共有112人出席。

「1999海峽兩岸圖書館建築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

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委託辦理「全面品質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廿六日至廿七日假覺生國際會議廳，與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管理在圖書館的應用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計有110個單位118人

合作協會聯合舉辦「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新發展及系統轉換研討會」，計有

出席。

272人參加。

民國八十七年元月五日至十六日與姊妹校英國桑德蘭（Sunderland）大學進

四、多元化的數位化資訊服務：採用1.自行架設Intranet；2.加入國內聯盟，連線國

行之教育訓練計畫，舉辦「資訊時代的讀者關注及品質管理研習會」，為期

內鏡錄站（Mirror Site）；3.直接連線至國內外資訊伺服站等多元化的途徑，提供資訊

二星期，與教資系合辦，假本校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除本館同

服務。

仁、教資系老師、助教、研究生外，並邀請各大學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圖書

（一）全年無休的遠距服務：建置圖書館WWW伺服站，除典藏本館製作的電子化

館同仁參加，共有61人與會。這次研習會邀請本校英國姊妹校Sunderland大

文獻外，並有系統的整理網路資源，作為連接學術資源的通道，成為另一所

學圖書館館長及二位負責該館讀者關注（Customer Care）的同仁蒞校，講述

隱形的圖書館。網址為http://www.lib.tku.edu.tw。

讀者關注在圖書館運用的情形，除本館同仁有機會充分瞭解讀者關注的作法

（二）單一窗口的服務：建置Intranet，整合光碟資料庫及館外資訊檢索系統。將館

外，也安排本校與Sunderland大學進行國際視訊會議，在圖書館史上寫下新

藏DOS版、Windows版、Intranet Web版的光碟資料庫及 Internet Web 版的資

的一頁。

訊檢索系統予以整合，提供經由 WWW 瀏覽器即可連線使用的檢索環境，網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上午於本校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承辦「中華民

址為：http://www.lib.tku.edu.tw/online/online.htm

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計有會員單位負責人、館際

（三）電子化資料採實體與虛擬典藏的方式：實體典藏資料存置館內伺服站；虛擬

合作指定代表及貴賓共190人與會。會中除由協會理事長作會務報告及各委

典藏資料存於國內鏡錄站（Mirror Site）或國內外資訊供應者的伺服站，讀者

員會召集人作工作報告外，並推選下次年會承辦單位、及討論會員單位所提

經各式認證方法連線使用，例如：

提案及臨時動議，會議結束後並參觀本校總館。

1.全國科技資訊網路30餘種的國內、外資料庫。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及十九日於本校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承辦

2.EI Village、Expanded Academic ASAP、WNC、ABI/Inform等書目型及全

「第一屆海峽兩岸科技資訊研討會」，除國內之學者、專家外，另有來自大陸
之15位學者、專家蒞會主講。計有科技館際合作會員單位、非會員單位及國
內圖書館學系師生共234人出席。本次會議以海峽兩岸網際網路資源之應用

文型資料庫，可全年隨時隨地經Web取用資訊。
3.連線Dialog系統，提供400餘種各學科資料庫，協助師生蒐集教學研究所
需資料，檢索費由圖書館編列預算酌予補助。

為主，分資訊基礎建設（GII）與資訊產業、網際網路上資源探討與應用、科

4.付費之電子化全文期刊已達2,000餘種。

技資訊系統建置與應用及網路倫理與智慧財產權等四個子題進行。出版「第

5.其他免費的系統：利用網路上的檢索引擎，協助教師獲取各類免費的圖

一屆海峽兩岸科技資訊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至五月一日上午舉辦「1999海峽兩岸圖書館
建築研討會」：由本校教資系及圖書館合辦，分別於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

書資訊。
（四）提供遠距申請服務：透過網路提供介購書刊、申請館際借書影印、網路報名
講習課程等服務。

廳及翡翠灣福華飯店舉行，邀請圖書館與建築界之學者專家，大陸地區18

（五）提供國際新知服務：透過網際網路，為專任教師及博士班學生提供「電子郵

人，臺灣地區23人，就圖書館建築相關議題及未來發展，進行理論與實務之

遞最新期刊目次及專題資訊選粹服務（UnCover Reveal Service）」，協助老師

研討，會中宣讀論文共36篇（大陸17篇，臺灣地區19篇），分11場次進行，最

取得與先進國家同步的學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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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全球資源供應體系，並增強其效能：超越圖書館實體建築內所典藏的資
源，將全球各種資源納入應用的範疇，具體行動如下：
（一）除參加國內館際合作組織外，並應用美國OCLC ILL（Inter-Library Loan）系
統，借閱國外圖書及複印期刊文獻，擴大讀者可利用的資源。
（二）利用國際文件傳輸服務，如大英圖書館文件供應中心（BLDSC）、UnCover及
與UMI等機構，以增加研究文獻之獲取率。
（三）使用Ariel系統傳遞館際複印資料，除改進傳遞的品質，並縮短取得資料的時
間，由二至三週縮短為四至五天，協助師生儘速取得所需資訊。
六、積極培養讀者終身學習的技能：發揮圖書館員對於各類資源利用及指導的專業
特長，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
（一）舉辦講習會：每學期均開設各類講習課程，協助師生利用圖書館及各類型電
腦化圖書資訊系統。
（二）編製教材：編印「蒐集資料的方法」
（第三版）
、圖書館指引60種。
（三）設置專用指導室：提供一人一機的實習機會。
（四）講習教材網路化：將編製的教材置於本館網站供大眾使用。
七、關注讀者為服務的重點：確實掌握讀者的需求，提供適切的服務。
（一）舉辦新聘老師講習：讓新聘老師了解及熟悉館藏及各種資源的應用，以增進
其教學研究的品質。
（二）開辦讀者要求的講習課程：配合師生的需求，提供修習課程相關之圖書網路
資源講習。
八、提昇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遵行品質永遠有再改善空間的理念，藉由讀者的回
饋及各項措施，增進服務品質。
（一）透過每個月一次的執行小組會議，使圖書館政策之推展能做最有效之執行與
追蹤，同時增加橫向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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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進修：隨時參與校內及國內舉辦之各類研習會及與業務有關之各種會
議。
（三）出國進修：遴選同仁出國受訓以充實館員新知教育，為本館提昇服務效益之
管道之一，自七十年開始實施，已有22位同仁受訓後返館服務。自七十六年
起實施情形如下：
民國七十年四月遴派鄭麗敏赴美國俄亥俄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年九月遴派陳和琴赴美國俄亥俄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遴派鄭美珠、張素蓉赴美國俄亥俄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遴派馬少娟、方碧玲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遴派李月梅、賀雅雪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六年五月遴派楊吟香、馮文星二位赴美國Brandeis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遴派林素月、丁紹芬二位赴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
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八年七月遴派林惠瓊、李燕燕二位赴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
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遴派葉玉美、林亭立二位赴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
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八十年六月遴派葉玟玉、黎瑞莉二位赴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接
受專業訓練。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遴派黃秀錦、陳盈秀二位赴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
接受專業訓練。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遴派石秋霞、吳秀如二位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接受專業訓練。
十、提供便捷的行政措施，提高服務效率：提供省時有效率的服務項目，確實達到
顧客導向的服務目標。

（二）編訂全館各項業務工作手冊，以確保工作流程的一致性。

（一）提供淡水校園與台北校園間圖書代借、代還、期刊合訂本調閱服務。

（三）由館員自訂辦公室規約，以提高行政工作的績效。

（二）對無暇親自到館借書之老師，或殘障不便親自到館借書之讀者，受理委託代

（四）製定服務標準，以增進圖書館各項服務的品質。
九、館員積極好學，隨時吸收新知：人才是圖書館提供服務的重要資源，因之，本
館歷年來一向積極培育館員進修，要求同仁具備「求新」、「求變」的精神與能力。為
落實此政策，採行的方式如下：
（一）校內進修：除非本科系畢業同仁至本校教資系修習廿個學分以上課程外，其
餘同仁可至有關學系選課、旁聽課程或進修學位。

借服務。
（三）開辦準師生借書服務，讓師生在到職或註冊之前的暑假期間即能開始利用本
館的各項資源。
十一、理論與實務結合，服務更加精進：自民國五十九年起，即與本校教育資料科
學學系（現改名為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合作出版「教育資料科學月刊」（現更名為教育
資料與圖書館學）。為達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的目的，除由圖書館具教師資格的同仁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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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授課外，亦提供資圖系同學到圖書館實習或工讀的機會，令學生由課堂印證實務，由
實務中推展新理論。

第七節 大學發展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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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十九年九月全部完成）。
二、海外地區校友會廿三個（橫跨亞洲、歐洲、大洋洲、美洲四大洲）
。
三、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成立「世界淡江大學校友聯合會」
。
四、依內政部社團法人規定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成立「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

本校為因應政府政策提高興學自主能力，配合學校教育理念，國際化、資訊化、未

總會」
。

來化、之政策推動，提高服務品質為目標，專責協助提供校友就業、升學、留學等管

五、本校各系所校友會五十二個，與系所緊密結合。

道；聯絡校友情誼、推廣服務，做為校友與母校聯誼的橋樑並推動募款業務，積極向校

六、行業性校友會七個；其他校友會十三個

友、社會人士、企業界等熱心人士進行勸募活動，提倡私人捐資興學之風氣，以期眾擎

七、八十九年以後工作重點在健全系所友會與成立行業性校友會。

易舉，集腋成裘，爭取社會資源等各項策略，增進學校硬體、軟體等資源。於八十四年

募款推動組

二月一日聘秘書長陳副教授敏男為「大學發展事務處」籌備處主任暨募款組主任。八十

八十二年一月六日成立「淡江大學募款委員會」
。

四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大學發展事務處」，將原隸屬秘書處之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校

八十二年八月一日在秘書室下設校友聯絡組兼負募款業務。

友聯絡組、募款推動組改隸該處，大學發展事務處置主任一人、秘書一人、組長三人、

八十四年二月一日在大學發展事務處籌備處下設募款組，主任由籌備處主任陳敏男

組員若干人。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十日，第卅四次校務會議續會通過追認。
八十九年六月九日經第四十三次校務會議通過，將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改隸學務處，
自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起處以下轄校友聯絡組及募款推動組。

兼任
八十四年八月一日改名「募款推動組」組長一職由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兼任
迄今。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特色：

六十年成立建教合作部設置畢業生就業輔導室。

一、聘請本校一、二級單位主管、各類型校友會會長、及熱心社會各界人士共同推
動募款業務。

六十九年改制大學，於秘書處下設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八十四年八月改隸大學發展事務處

二、募款達壹佰萬元做為基金，學校補助二十萬獎勵金做為鼓勵。

八十九年八月一日起改隸學務處。

三、捐款人可指定用途給予各院系所做為教學設備或各項學術研討會之用。

特色：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一、工作信念為：『時時刻刻關懷同學，全心全力服務同學。』
二、上學期舉辦生涯規劃講座，下學期舉辦公司說明會、企業展、輔導學生就業，
平時為學校、校友與公司廠商做媒合工作，主動積極為在校生、校友輔導就
業。

沿革：
畢業生就業輔導業務於民國五十八年依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歸屬秘書室公共關
係組。

校友聯絡組

民國六十年成立建教合作部，設置畢業生就業輔導室。

八十二年八月一日成立，原隸屬秘書處，由陳秘書長敏男兼代。

民國六十九年改制為大學，秘書室擴大業務，更名為秘書處，並設置畢業生就業輔

八十三年十一月由組員鄭月琴兼代組長。

導組。

八十四年八月一日鄭員真除組長一職。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一日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改隸屬大學發展事務處。

八十六年七月鄭月琴組長外調，職務由陳主任敏男兼任迄今。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改隸屬學務處。

特色：

歷任主管：

一、依內政部人民團體組織法，成立台澎金地區廿四個縣市校友會（八十三年十月

民國六十九年前業務由建教合作部執行，歷任主管為戚長誠主任、施清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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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六十九年起由陳伯虞、李彩霞前後任畢業生就業輔導組主任。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由徐慶生擔任公共關係組主任兼畢業生就業輔導組主任。
民國八十一年八月由秘書室秘書徐慶生兼任畢業生就業輔導組主任。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由徐慶生擔任大學發展事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長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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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地區：共計廿四個。
本處正式成立之前，校友會活動已開始運作多時，國內地區已成立七個地區性校友
會，以此為基礎積極協助各縣市成立校友會。
依內政部「人民團體組織法」，程序極為繁瑣，首先必須有三十位發起人，且戶籍

重大興革與活動：

需佔該縣市一半以上鄉鎮（例如，一縣有三十鄉鎮，發起人戶籍須佔十六個鄉鎮以

自民國八十三年起每年規劃第一學期舉辦就業、留學、國家考試、生涯講座，第二

上）。發起人的名單在送縣市政府社會局申請、縣市政府核准籌備後，才能舉行發起人

學期舉辦校園徵才；邀請企業廠商來校辦理公司說明會及參加企業展。並於民國八十六

會議，推選出籌備委員，召開籌備委員會議，必須解決審查章程草案、決定成立大會日

年為全面推展應屆畢業生就業與生涯輔導，建立就業及留學輔導資訊網路，提供廣泛查

期和公開登報昭告校友申請入會事宜，最後舉行成大會，校友會才算正式成立。
廿四個縣市校友會在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全數成立完成，這可說是創全國的紀錄，

詢系統。

本校是全國大學院校逐一在每縣市成立校友會的第一所學校。

校友聯絡組

1.八十四年八月一日前成立之校友會有：

該組八十二年八月一日成立，原隸屬秘書處，由陳秘書長敏男兼代組長，八十三年

彰化縣、苗栗縣、桃園縣、台中市、台北縣、台南市、高雄市（改組）
。

十一月由組員鄭月琴兼代組長；八十四年八月一日鄭員真除組長一職，至八十六年七月

2.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成立之校友會有：

鄭月琴組長外調，職務由陳主任敏男兼任迄今。八十四年八月一日大學發展事務處正式

台中縣、嘉義縣、嘉義市雲林縣、高雄縣。

成立後，下設校友聯絡組，明定其宗旨在於加強校友間的聯繫及提升校友服務。在此宗

3.八十五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台東縣、新竹市。

旨之下，主要工作茲簡述如下：

4.八十六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台北市（改組）
、花蓮縣。
5.八十七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屏東縣、基隆市、宜蘭縣。
6.八十八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南投縣、澎湖縣、新竹縣、台南縣。
7.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成立福建省金門縣校友會。
（二）海外地區：共計廿三個。
本校海外校友遍佈全球，校友會組織橫跨美、歐、亞、大洋四大洲，本組主要擔任
各校友會與學校間聯絡的角色。
1.美 洲：加拿大、美東、美中、美北加州、美南加州、美南、美達福區、美華盛
頓D.C.、巴拿馬、智利、巴拉圭、巴西、阿根廷。
2.歐 洲：英國、法國、西班牙、奧地利。
3.亞 洲：日本、香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4.大洋洲：澳洲。
84年7/17-18:本處陳敏男主任訪香港校友會及澳門校友。
85年7/3:澳洲校友會成立，張副校長家宜，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前往列席。
84年校友聯誼會館啟用

87年11/15:本處陳敏男主任拜會香港校友會，對校友會活動交換意見。
88年01/20-02/04:本處陳敏男主任訪南美洲-阿根廷、智利兩地校友會，受到校友熱

一、推動成立地區性校友會；

情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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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4/18-:張副校長家宜訪美國紐約、洛杉磯校友會，本處陳敏男主任陪同。

理 學 院：化學系（所）
、物理系（所）
、數學系（所）

88年07/11:本處陳敏男主任訪澳大利亞校友會，受到會長張凱勝學長夫婦熱烈歡

工 學 院：土木系、化工系、水環系、建築系、航太系、資訊系、電機系、機械系

迎。
88年09/04: 前校長趙榮耀及數位監委訪澳，澳洲校友會接待。

商 學 院：保險系、財金系、金融所、國貿系、國企所、產經系
管理學院：公行系、交管系、企管系、夜企管系、會計系、夜會計系、統計系、資
管系、管科所

89年04/05:張校長紘炬訪問歐洲成立奧地利校友會。
（三）「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與「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
依據全國各地校友會理事長的建議，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四十六週年校慶前夕，

外語學院：日文系、西語系、法文系、英文系、西研所、德文系、俄文系
國際學院：大陸所、日研所、拉研所、東南亞所、俄研所、美研所、歐研所、戰研

成立「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由陳飛龍校友擔任會長、陳進財校友及廖東漢校

所

友擔任副會長，有計畫性的將淡江人的力量發揮出來，並促成學校與校友間相互支援的

技術學院：財務系、國企系、管理系、營建系、建技系、應日系

親密關係。

四、校友各項資料建檔及更新；

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台北市、高雄市再加上台灣省十一個縣市校友會（須超過二

本校校友目前已超過十四萬人，校友資料建檔十分不易，於八十三年委請資工系黃

分之一），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成立「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由林欽濃校

明達老師協助建立校友資料庫，現可掌握百分之五十之校友資料。並利用各種管道尋找

友擔任理事長，統籌全國性校友會活動及擔任各縣市校友會間溝通橋樑之角色。

失聯校友，另於八十八年開始，於本處全球資訊網網頁上，提供校友直接上網登錄校友

八十七年六月一日設聯絡處於本校台北校園五樓五二一室。

資料，八十九年一月開始接受校友申請本校教務行政版BBS之帳號。為配合本校三化中

二、籌組行業性校友會：

之「資訊化」，開始搜集校友會幹部之E-mail，提高資訊傳送之速度並降低成本。並將

行業性校友會目前計有工地主任班校友聯誼會、教育界校友聯誼會、中華商管幹部

建立全部校友之E-mail資料。

聯誼會、會計師校友會、工業技師校友聯誼會、企業家研究班、淡江人資訊協進會等七
個。

五、校友服務：
（一）免費寄發每年四期淡江時報校友季刊

（一）工地主任班校友聯誼會
成員為本校建教合作中心所開設之工地主任班之校友，於八十五年二月廿九日成
立，八十九年一月九日改選。歷任會長：李楨楓（85.02- 89.01）；陳憲治（89.01∼迄
今）

配合本處成立，於八十四年八月「淡江時報校友版」創刊，每季發行一次，免費寄
發全數校友，至八十九年十一月已發行廿二期，每期寄七萬份，共寄一百五十四萬份。
（二）免費提供校友聯誼會館
淡江大學校友聯誼會館校友使用管理辦法

（二）教育界校友聯誼會：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成立，推選龔鵬程為會長。

1.本場地供校友開會聯誼之用（其他活動、集會租用，請洽本大樓一樓總務組）。

（三）中華民國商管協會：八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成立，推選彭舜瑋為理事長。

2.場地分為：會議室、交誼廳。

（四）會計師校友會：八十八年七月八日成立，推選羅森為會長。

3.免費提供咖啡、茶包、紙杯（供應冰熱開水採自助方式，交誼廳設有吧台可供使

（五）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八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成立，推選蔡文雄為會長。

用）
。

（六）工業技師校友聯誼會：八十九年六月三日成立，推選林自強為理事長。

4.借用場地請於二星期前提出申請並填寫場地借用申請書（可利用傳真或Ｅ-

（七）淡江人資訊協進會：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成立，推選黃明達為理事長。

mail：viva@mail.tku.edu.tw並請於三天前，電話確認；地址：台北市金華街199

除上述七行業性校友會外，亦積極促成圖書館界、觀光旅遊以及金融保險等各類行
業性校友會的成立，希望藉由校友會的成立，更可以建立起緊密的校友聯絡網。

巷5號五樓522室；電話：02-23515123；傳真：02-23918108〔二十四小時開
放〕
）。

三、加強系所友會之健全；

5.使用者如因故放棄使用時，不得轉借他人使用，並應於使用前三天通知本處。

文 學 院：大傳系、中文系、中文所、教資系、歷史系

6.凡申請使用場地者均有維護公物、保持清潔之責任，場地使用完畢，使用者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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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法委員（87.12.05選舉）-共計20位

7.現場張貼物（請勿使用雙面膠帶）需經本處同意，並於場地使用結束後清理妥
當。
8.借用期間對本會場或各項設備公物造成毀損，應照價賠償。
9.凡登記借用場地者，即視為同意本管理規則。

姓名

縣市區

畢業年、系

姓名

縣市區

畢業年、系

江綺雯

高雄市二選區

59年西語系

李顯榮 台北縣二選區

59年建築系

吳克清

桃園縣

67年教資系

林瑞圖 台北市一選區

75年夜工管

邱創良

桃園縣

85年學分班

邱鏡淳 新竹縣

82年學分班

柯建銘

新竹市

78年學分班

范巽綠 全國不分區

70年美研所

10.請參與活動校友填寫校友資料表，以充實校友資訊庫。

秦慧珠

台北市一選區

62年中文系

張世良 全國不分區

64年公行系

11.請填寫會館使用報告表，並於會後交回值班人員。

陳學聖

台北市二選區

84年學分班

黃義交 台中市

65年教資系

（三）申請成績單及學歷證件

廖風德

全國不分區

61年歷史系

鄭龍水 全國不分區

72中文系

劉盛良

台北縣三選區

81年學分班

林明義 雲林縣

84年學分班

曾永權

屏東縣

夫人陳麗芬為校友

盧秀燕 台中市

先生廖述嘉為校友

蔡中涵

平地原住民

日研所副教授

陳清寶 金門縣

大陸所在學生

為不克親自來校之校友辦理各項證件之申請。
（四）其他
1.自八十四年起，聯絡各縣市校友會在寒暑假前往探望由在校學生組成之返鄉服務

4.鄉鎮縣市議員名單（87.01.24選舉）-共計12位

隊，鼓勵在校生校友服務社會之熱誠。
2.自八十五年起，寄發淡江時報予大三留學生，並通知當地校友會代為照顧。

姓名

地區

職 稱

姓名

地區

職 稱

八十六學年度：日本4人、蘇俄1人、美國1人、法國1人、德國1人、西班牙1人

郭哲道

淡水鎮

鎮長

葉步來 桃園縣平鎮市

市長

許文欽

南投縣竹山鎮

鎮長

金介壽 台北縣

縣議員

李堃南

基隆市

市議員

張漢土 基隆市

市議員

張祖琰

新竹市

市議員

廖述嘉 台中市

市議員

洪崇雄

彰化縣

縣議員

許民衡 南投縣

縣議員

林誠榮

桃園縣復興鄉

鄉長

曾榮鑑 桃園縣大溪鎮

鎮長

八十八學年度：日本35人、蘇俄18人、德國20人、法國21人、美國1人、加拿大31人
3.自八十七年起，促成縣市校友會與在校生校友會合作，於校慶當天義賣，所得金
額作為在校生校友會活動基金。
4.提供縣市校友會新生名冊便於校友會為新生舉辦新生座談會。

5.北高兩市議員－共計四位

5.受理並認證校友申請BBS校務行政版。
6.受理並認證校友申請校友永久免費E-mail帳號。

⑴台北市：陳義洲、楊實秋、許富男

六、校友擔任民意代表

⑵高雄市：戴德銘
6.林敏霖校友及苗栗縣校友會理事長林佾廷之公子林久翔於八十八年年底分別出任

1.監察委員-共計二位

第一屆省諮議會議員。

⑴陳孟鈴（47年外文系畢）校友⑵趙前校長榮耀
同時榮獲總統提名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經國民大會通過，正式擔任第三屆監

審查」綜合大學第一名，各類型校友會於八十八年四月廿五日登報祝賀。

察院副院長及監察委員，實為本校榮譽。

八、八十八年九月廿一日大地震後，各縣市校友會及全校同仁發動捐款，捐款總額

2.國大代表（87.12.05選舉）-共計10位
姓名

縣市區

畢業年、系

姓名

蔡志弘

台北市二選區

通識核心組兼任講師

王高成 台北市二選區

戰研所專任副教授

林意禎

全國不分區

水環系專任副教授

鄭新助 全國不分區

公關班

陳瑞麟

花蓮縣

57年外文系英語組

林居利 屏東縣二選區

56年商學系

王銘源

台北市一選區

中國大陸研究所

康耀忠 台北市三選區

學分班

縣市區

畢業年、系

康國鋒 台北縣

學分班

在學學生
黃健庭

台東縣

夫人陳怜燕為校友

七、慶賀母校獲得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私立大學院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

為303,189元（包括本校教職員、正大聯盟會計師事務所、巴拉圭校友會、加拿大校友
會等單位及個人）
，慰問林惠貞等二十六位校友。
九、八十九年三月八日張創辦人建邦榮獲李前總統登輝頒授勳章，三月十一日舉行
慶賀晚宴。到會有600位校友，會場熱鬧溫馨。
十、八十九年四月廿九日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淡江大學校友大學校長會議」。擔任
國內大學校長的校友就有九人：張絃炬〈淡江大學〉、陳振貴〈靜宜大學〉、陳淼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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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葉能哲〈真理大學〉、龔鵬程〈佛光大學〉、黃天中〈美國加州阿姆斯壯
大學〉、郭藤吉〈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王朝茂〈高雄和春技術學院〉、黃文樞〈東華大
學副校長〉、張台生〈嶺東技術學院副院長〉另曾任教或曾任大學校長者計有：林彩梅
〈現任文化大學校長〉、陳倬民〈現任崑山科技大學校長〉、何福田〈曾任屏東師範學
院，現任玄奘人文社會學院校長〉、莊淇銘〈現任南開管理學院校長〉、陳雅鴻〈曾任

第三章

（三）淡江大學認同卡
八十二年十一月八校慶發行全國第一張大學認同卡「淡江大學認同卡」；每一筆消
費，華信銀行都將捐出千分之二給淡江大學。
八十二年十一月各報均先後刊出「國內首張校園認同卡，在淡大問世」，刊登如
下：

淡江大學校長〉、趙榮耀〈現任監委，曾任淡江大學校長〉、林雲山〈現任淡江大學校

大成報：11月8日第5版、12月27日第3版、12月29日第11版

長〉

聯合報：11月5日第41版、11月14日第18版、12月29日第5版。

募款推動組
八十四年二月一日成立募款組隸屬秘書處，同年八月一日成立募款推動組隸屬大學
發展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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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報：12月27日第9版；太平洋日報：12月27日。
淡江時報：第二九五期、第二九七期皆大幅刊登。
推展校友VISA簽帳卡不易，其它信用卡因競爭激烈，優待條件及贈品逐漸增加，
形成學校認同卡無法有效推廣，因無特別誘因（僅為道德上，認同母校）。「淡江大學

其職掌如下：

認同卡」推展不易，致成本頗高，經華信銀行審慎考量，雙方的合作發行「淡大卡」於

一、募款工作之規劃與執行事務。

八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無法再提供刷卡消費的功能。

（一）教育部核准本校募款計劃
第一次：淡江大學三年募款計劃（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至八十四年十二月）中華
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台（82）高○二七六三二號函，核准補助新台幣
參佰萬元。
第二次：淡江大學三年募款計劃（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至八十七年十二月）中華
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台（85）高（一）字第八五五○○三二一號函，

淡江大學認同卡自八十三年至八十八年回饋金，共計新台幣175,339元。
二、募款委員會業務承辦事項。
（一）出版募款徵信錄
八十五年十一月出版淡江大學募款徵信錄（1993∼1996）
八十七年十一月出版淡江大學募款徵信錄（1996∼1998）
（二）參加大學校院募款作業實務研討會

核准補助新台幣壹佰參拾萬元。
第三次：淡江大學三年募款計劃（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至八十八年十二月）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台（86）高（三）字第八六○一四二七六號函，
核准補助新台幣壹佰壹拾萬元。
第四次：淡江大學三年募款計劃（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廿六日台（87）高（三）字第八七○三一一二五號函，
核准補助新台幣陸拾伍萬元。
（二）校慶義賣成果
四十七週年校慶義賣成果為新台幣1,324,674元；拍賣成果為新台幣1,075,000元。
四十八週年校慶義賣成果為新台幣648,099元，在校生校友會義賣所得為33,280
元。
四十九週年校慶義賣成果為新台幣590,191元，在校生校友會義賣所得為8,370元。
五十週年校慶義賣成果為新台幣695,041元，在校生校友會義賣所得為53,917元。

八十二學年度
時

間 82.12.14

八十三學年度

八十四學年度

八十五學年度

八十六學年度

84.03.03-04

85.03.07-08

86.06.03-04

87.05.22-23

主辦單位 教育部高教司

教育部高教司

教育部高教司

教育部高教司

教育部高教司

承辦單位 東吳大學

世新學院

中原大學

臺北醫學院

大葉大學

與會人員 林雲山

張紘炬

陳敏男

陳敏男

洪月鳳

（校長）

（副校長）

王美蘭

陳敏男

（會計長）

（祕書長）

薛文發
（理學院院長）

陳治欣
（工學院院長）

陳淼勝
（管理學院院長）

彭台英
（祕書處祕書）

（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 （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大學發展事務處組員）

翁麗珠

林愛媛

黃欽成

（大學發展事務處祕書） （大學發展事務處組員）（大學發展事務處組員）

蕭惠美

洪月鳳

（大學發展事務處組員）（大學發展事務處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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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捐款檔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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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李茂昌、林丕雄、林金塗、林添福、葉正雄、鄭伯昆、鄭雲生、張城隆、張五岳、

（一）歷年募款成效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會計系系友、中華民國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中華航空事業發展

八十二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6,062,960元

基金會、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私立淡江大學

八十三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16,880,764元

員生消費合作社、財團法人徐德榮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賽仕電腦軟體股份有限公

八十四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11,019,466元

司。

八十五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16,847,748元

（六）八十二年八月至八十九年六月止捐款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而未滿伍佰萬元

八十六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15,814,230元

者：洪寶彩、洪耀昆、高新平、高達雄、張建邦、陳進財、游標榮、林江水、邰中和、

八十七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15,052,489元

廖東漢、戴德銘、韓光榮、王國綱、吳輝正、岑摩岩、周秋火、南山人壽保險公司、東

八十八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21,733,823元

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三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

八十九年募款金額為新台幣38,358,659元

銀行城中分行、化學系第13屆B班系友、利晉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八十二年至八十九年捐款身份分析表

（七）八十二年八月至八十九年六月止捐款超過新台幣伍佰萬元者
林文雄、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2年

83年

84年

85年

86年

87年

88年

89年

％

％

％

％

％

％

％

％

40％

52％

32％

28％

36％

36％

36％

36％

36％

29,683,421

21％

9％

20％

24％

28％

28％

28％

28％

28％

24,753,965

17％

4％

13％

20％

17％

17％

17％

17％

17％

財團法人

6,501,200

5％

2％

1％

2％

3％

3％

3％

3％

3％

創設，當時稱之為電子計算館，民國六十九年八月更名為資訊中心。為因應業務需要，

社會人士

4,827,729

3％

0％

0％

0％

2％

2％

2％

2％

2％

組織架構經多次之更迭。民國七十八年九月電腦教學中心併入資訊中心後組織調整如
下：

類

別

募款金額 百分比

校

友

56,767,459

企業界
教職員

學生家長

2,758,100

2％

0％

6％

2％

0％

0％

0％

0％

0％

其

他

16,478,265

12％

33％

28％

24％

14％

14％

14％

14％

14％

總

計

141,770,13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第八節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係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在淡江文理學院院長任內所

100％ 100％ 100％
執行長

（三）八十二年八月至八十九年六月止勸募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者：
王文進、王美蘭、吳錦全、沈景茂、林景春、林雲山、胡宜仁、周家鵬、林丕雄、
副執行長

張建邦、張家宜、張紘炬、張煦華、莊武仁、陳海鳴、陳敏男、陳惠美、陳淼勝、游靜
芬、黃振豊、廖述源、熊建成、蔡信夫、鄭晃二、薛文發、魏和祥、高雄縣校友會。

秘

書

專業顧問

（四）八十二年八月至八十九年六月止捐款超過新台幣參拾萬元而未滿伍拾萬元
者：中文系、王秋華、吳茂根、李敖、張純明、陳正美、陳國森、徐航健、黃德源、錢
克昌、鍾芳珍、羅邦敏、羅森、蔡永興、敦煌書局、會計系教師、東大洋行、艾群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私立科見語文短期補習班、萬通商業銀行、吳家錄保險文教基金
會、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有限公司、儒碩股份有限公司、泰亨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財
團法人王萬進文教基金會、常誠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良瑋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綠色
四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廣信益群會計師事務所、龍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八十二年八月至八十九年六月止捐款超過新台幣伍拾萬元而未滿壹佰萬元

教
學
二
組

教
學
一
組

教
育
訓
練
組

作
業
組

管
理
資
訊
組

系
統
發
展
組

系
統
工
程
組

專
案
開
發
組

民國七十八年迄今十餘年間，資訊環境之快速變遷，業務亦隨之有所調整，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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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上亦有多次增刪合併，目前之組織狀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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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組辦公室及三間電腦實習機房，供技術學院及進學班學生實習之用。
三十多年來淡江大學資訊中心電腦設備不斷的更新，由早期的體積龐大、售價昂

主任

貴、集中處理的主機型態，變為精小、便宜、前端分散處理的工作站型態。主機由民國
五十八年元月裝設的IBM 1130（8KB），提升到IBM 3090（32MB）及工作站型主機
IBM RISC/6000（1GB）
、叢集伺服器COMPAQ PROLIANT 5500R&3000R（1.5GB）;而

副主任

個人電腦也由民國七十一年的BUBCOM 80微電腦演變至今日PENTIUM III，現將歷年
秘

書

來設備的狀況分述於下：
五十六年

裝設IBM420 ACCOUNTING MACHINE、083分類機、024打卡機

五十八年一月

裝設IBM1130主機、3440磁碟機、3410磁帶機、026打卡機、3505讀卡機、
3203 點陣式英文印表機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研
究
中
心

系
統
工
程
組

教
育
訓
練
組

系
統
發
展
組

管
理
資
訊
組

多
媒
體
組

網
路
組

教
學
組

作
業
組

六十二年八月

換裝IBM370/135主機

六十六年二月

換裝IBM370/148主機

六十八年九月

裝設PDP 11/44為電子計算機科學系專用電腦

六十九年四月

增設中文系統電腦PE3220

六十九年十月

裝設PRIME 550電腦，由BATCH作業改為ON LINE線上作業，以便學生使用
電腦實習

六十九年十月

裝設COMPUTERVISION電腦繪圖系統

七十一年九月

八位元個人電腦實習室，提供文、法、商、管學院學生電腦概論課使用

七十一年十一月 裝設CAI專用之MODCOMP7870電腦，供老師編撰CAI課程及研究使用

空間與設備
資訊中心之前身電子計算館最初在民國五十七年設於騮先紀念科學館地下室，民國
六十五年遷至城區部。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座落於台北市安居街九十八巷廿二號之資訊
大樓以及淡水校園的驚聲大樓，此後十餘年間資訊中心在台北校園、淡水校園及資訊大

七十二年九月

MODCOMP7840電腦更換為MODCOMP7870電腦，供老師編撰CAI課程及研
究使用

七十二年十二月 配合CAD/CAM之發展，裝設PRIME750電腦，供學生使用
七十三年二月

裝設3420磁帶機並加裝IBM3200中英文雷射印表機

七十四年五月

加裝IBM4381/P02主機並加裝NAS7380磁帶機

七十五年六月

裝設IBM4381/M11主機及NAS7380磁帶機IBM 3420磁帶機及IBM3200中英文
雷射印表機

樓三處均設有辦公處所。資訊大樓四樓有電腦繪圖設備機房、打卡機房、微電腦設備實
七十五年六月

裝設16位元個人電腦195套，供學生使用（個人電腦數量逐年增加並更新，

七十五年九月

擴充電腦教學設備，裝設PRIME9955II供學生實習

側一樓中間為資訊中心部份單位之辦公室，初期規劃為多媒體教室、實習室、辦公室及

七十九年一月

加裝IBM3835中英文雷射印表機

終端機室，提供校本部教職員生上課及實習之處所；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多媒體教室遷

七十九年九月

加裝IBM3090/15J主機、3380磁帶機、IBM3835中英文雷射印表機

八十一年五月

裝設3390磁碟機

習機房等，五樓為主電腦機房，原先放置IBM 370/148，民國七十四年五月改為IBM
4381/P02，六樓則為主要辦公室。資訊大樓使用至民國八十三年十月為止。驚聲大樓左

移，改為IBM 4381/M11機房。七十九年九月再裝設IBM 3090/15J，該處目前除主機設

目前PUNTIUM級PC供學生實習共千餘套）

八十二年七月

裝設DT2語音伺服器可接16線電話

備外，尚有作業組、網路組、管理資訊組及系統工程組之辦公室設於此，因此該處周圍

八十三年八月

擴增DT2可接32線電話

之空間亦陸續撥充中心使用。民國七十五年商管大樓落成，資訊中心部份單位遷入該大

八十四年七月

裝設SUN1000E，開發CPLINS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樓，目前有主任辦公室、教學組、多媒體組、系統發展組辦公室及多間電腦實習教室

八十五年五月

裝設SUN1000E，為WWW主機

等。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辦公室設在工學大樓。台北校園（城區部）目前設有中心之

八十五年十一月 裝設SUN ULTRA I視訊伺服器，供VOD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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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年一月

裝設IBM RISC/6000 J40主機及KP1250中英文雷射印表機

易，擴充變動愈形艱難。因此，本校乃於七十六年八月引進新軟體技術，採用關聯式資

八十六年四月

裝設SUN3000E，供CPLINS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使用

八十六年九月

裝設SUN3000E，為WWW2主機

料庫管理系統與第四代語言等軟體開發工具，規劃新的校務管理資訊系統。除配合教育

八十七年二月

裝設IBM RISC/6000 SP2主機

八十八年十月

裝設COMPAQ PROLIANT 5500R & 3000R叢集伺服器

文化，並重新整合學生、課程、人事、設備、財務等管理資訊系統，建立整體安全管制

八十九年一月

裝設IBM Netfinity3500伺服器二部、FUTEKF2640高速雷射印表機一部、印

系統。目前教務（學生、課程）及人事所採用之系統係分別於八十及八十五年正式上線

表機伺服器一部、及Epson EPL-N4000+印表機二部
八十九年六月

裝設IBM Netfinity 5600伺服機、5500 M20伺服器及R6各一部

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
本校為推展行政業務電腦化，以提高行政效率並達到最佳的行政管理效果，自民國

部統一編碼及行政單位實際需求，參考原系統利弊，將線上操作畫面及印製報表全面中

之版本。八十二年增裝具有電話語音處理能力之電腦設備，電話語音選課及註冊、招生
之查考場及查榜、學生查詢期末成績等語音系統，亦分別於八十二、八十三、八十五年
正式上線。
第四階段：民國八十四年起。

五十八年起於全國大專院校中率先採用電腦，逐步將教務、設備、財務、人事等行政業
務納入電腦作業。本校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發展至今，可歸納為四個階段，主要作業
及作業方式略述如下：

由於個人電腦及工作站之性能快速提昇，主從式（Client/Server）運算多層次（Ntier）網路架構之發展快速興起，蔚為潮流。本校自八十四年起亦開始規劃建置主從式
架構應用環境之校務管理資訊系統，以增加系統擴充彈性, 加速應用系統開發，採用視

第一階段：民國五十八年至民國六十七年。
初期電腦作業以批件作業方式（ Batch Processing ）處理。自民國五十八年學生成
績首先以電腦處理，邁出全校行政業務電腦化的第一步之後，教務方面之註冊、選課、
加退選、教學意見調查等作業亦先後電腦化；設備方面將財產和儀器設備之管理納入電
腦作業；財務方面完成預算電腦化系統；人事方面將人事薪津納入電腦作業；其它在本
校招生作業方面，亦完成「研究所招生電腦作業系統」與「日、夜轉學生招生電腦作業
系統」
，處理招生有關報名、成績計算、分發等事宜。

窗圖形化GUI 人機介面，提昇操作容易性，增進工作效率，擴充應用層面，及達到本
校全面資訊化之目標。現已完成財務（預算及會計）、人事、設備、網路選課新系統之
開發並上線使用。學生、課程等校務行政管理資訊系統正進行轉型開發中。隨著網際網
路快速發展，電子郵遞學生期末成績、考試小表與選課小表至每個學生電子信箱中供學
生閱覽，亦分別於八十五、八十六年開始實施。校務管理資訊系統（TAMIS）之網路
（WWW）查詢服務系統於八十五年開放使用，提供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在網路上查詢
有關資料。
因應入學方式多元化，於八十五年開始重新整體規劃試務資訊管理系統，以處理校

第二階段：民國六十五年至民國七十九年。
時代進步，所需資訊時間性愈形迫切，對資訊之質量要求也愈高，傳統式的電腦作
業已不符需求。有鑑於此，本校自民國六十五年起積極推展「管理資訊系統」。於六十
八年建立完成全校整體管理資訊系統，將全校行政作業資料彙集建立資料庫，並將全校
行政業務及管理工作分為學生、課程、人事、財務、設備、圖書等六大子系統，以線上
（On-Line）及批件（Batch）兩種作業方式進行作業。六十九年增裝具有中文處理能力
之電腦設備，各類報表亦逐步開始採用中文印製。
第三階段：民國七十六年至民國八十八年。
本校管理資訊系統之使用，隨需求及法令規章之變更，不斷修補增刪。加以電腦設
備之不斷更新，系統必須配合做必要之修改，削足適履之處在所難免，以致維護日趨不

內各項招生作業。八十六學年度處理18,901報名人次，八十七學年度處理25,000報名人
次，八十八學年度處理14項次招生考試31,913報名人次。從報名、排考、計分、分發、
放榜以至報到全面電腦化。其特色為系統全面整合，操作一致，完善的流程控制，完整
的使用記錄與安全控制。自八十九學年度起更採用網路報名以方便考生，現仍持續增強
系統的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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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通知、共有文書全文檢索、個人行事曆管理等作業；同時以Word設計校稿、簽呈等

校務行政管理系統

格式，完成簽稿及定稿格式計55種以及總務處財產保管單等相關格式計9種，供各單位
課程

安全管制

設備

其他

由網路下載使用；為方便一級單位以上主管使用電腦，全面配裝手寫輸入板。民國八十
六年在IBM RS/6000 J40電腦主機上啟用新「淡江大學辦公室自動化系統」（簡稱OA）。

˙必修科目

˙使用者密碼

˙設備分戶與分類

˙校務中文資料維護

˙開課、排課

˙使用者權限設定

˙設備新購、轉移、

˙教學評鑑調查分析

民國八十七年配合使用人數的增加，將OA系統移至IBM RS/6000 SP2平行伺服器主機，

˙選課

˙程式使用期限

報廢及設備相關附

˙試務資訊管理系統

同年啟用OA系統新增功能──「送收文管理與追蹤系統」，將本校公文送、收文作業改

˙教師鐘點核計

˙系統訊息建立

件處理

˙電話語音選課

˙工作上機管理

以電腦處理，使公文追蹤向前邁進一大步；同年還新增「分層負責明細表」查詢功能，

˙設備流通、管理

˙排考、監考

以及以OA系統結合會計系統發送代傳票通知等作業；為一級單位以上主管配裝語音輸

˙各類名冊編印

入軟體。民國八十八年啟用OA系統新增功能──「會議室申請與管理系統」，將校內會
學生

人事

財務

˙入學編班編學號

˙教職員工基本資料

˙預算編製

˙學期註冊

˙津薪計算

˙預算執行與控制

˙學籍資料處理

˙出勤、考績

˙會計處理

˙休退學、復學

˙教師聘審

˙決算處理

˙轉系轉學

˙各類名冊編印

˙媒體報稅

˙輔系雙學位

˙保險互助金

˙學生收退費處理

˙轉系申請暨分發

˙稅款處理

議場地之借用、管理納入電腦作業；啟用「學術社團活動登錄系統」，方便各單位登錄
各項活動資料及上網公告；增購IBM Netfinity 5500 M20 伺服器，建立NT平台之OA系
統。民國八十九年開始進行本校公文全面自動化之規劃與建置，以及搜集各單位常用表
單，以便進行表單電子化之需求分析與設計。
配合辦公室自動化的推動，資訊中心每年均舉辦各種資訊化訓練課程，除部份課程
要求單位指派業務承辦人員參加外，餘均由同仁自由報名參加，自八十三年至八十九年

˙成績登錄暨處理

間開設的課程高達600餘班次，上課人數達14,000餘人次。資訊中心舉辦的訓練課程，

˙畢業資格審核

依種類可分為辦公室自動化應用、多媒體簡報與教材製作、網路資源應用、個人電腦維

˙兵役處理

修與軟體安裝、教學研究應用等系列。訓練方式採多媒體電腦教學，同時安排一人一

˙電話語音註冊

機，以提高教學成效。中心除定期舉辦課程外也接受各單位委託，依不同業務需要安排
適當訓練計劃。

辦公室自動化
圖書館自動化
民國七十四年首先將信函、文件、各類報表以及預算編製等業務改以電腦製作，配
合可用經費開始在教務處、人事處、會計處、總務處、訓導處以及圖書館等行政單位裝

資訊中心自民國六十四年即開始進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規劃作業，但因受當時電

置中文電腦工作站。民國七十八年在IBM 4381-P02電腦主機上啟用「淡江大學辦公室

腦設備中文處理能力的限制及線上處理能力的不足，只完成了以批次處理為主的英文期

支援與文書處理系統」（簡稱ODPS），開放各一級單位間電子郵件、人事命令、開會通

刊子系統，供圖書館做採購、催補及館藏控制之用。

知、離職手續、法規章程查詢等功能，同時完成全校各一級單位辦公室自動化用中文電

民國七十二年IBM公司推出第一代中文終端機，本校研判中文資料電腦化時機到

腦裝置工作，使影響本校行政作業效率之文件傳遞問題獲得紓解。民國七十九年開始逐

來，乃於該年底與IBM台灣分公司簽約合作，以IBM公司提供的西文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步於全校各二級單位配置中文電腦，同時於二級單位開放「淡江大學辦公室支援與文書

DOBIS/LIBIS軟體為基礎，由本中心與本校圖書館共同合作，用以開發中文圖書館自動

處理系統」
。民國八十一年將「淡江大學辦公室支援與文書處理系統」移轉至IBM 3090-

化系統。民國七十五年完成TALIS（Tamkang Automated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系

15J電腦主機，同時全面改版（簡稱OV），以提昇系統效能。

統，使本校成為第一個全面實施整合性圖書館自動化的機構。

民國八十四年至民國八十五年間，配合本校網路環境的發展，採用視窗環境與

九○年代網路萌芽，開放式架構系統方興未艾，而現代圖書館的功能，已不是只負

Notes開放平台重新開發本校辦公室自動化系統，建立便箋、簡便行文、開會通知、離

責圖書典藏及流通的機構，而是一個居於資訊傳播樞紐的中心。因此新的圖書館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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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網路架構

本校研發的圖書館自動化建邦圖書資訊網路系統CPLINS （ChamPion Library

本校於民國七十九年開始採用FDDI雙環光纖網路建置校園光纖網路主幹，初期先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為一種兼容多種語文書目的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系統。已

於驚聲大樓、商管大樓、行政大樓內建立記號環區域網路（Token-Ring）。至民國八十

經有數個圖書館使用。本校於民國八十五年三月與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真理大學）簽訂

二年陸續完成全校大樓內部記號環區域網路，並開始建立各大樓內部乙太網路

CPLINS授權使用合約，為CPLINS正式上線使用的第一個圖書館。民國八十六年六月至

（Ethernet）。民國八十五年，在新建的圖書館大樓建置ATM（非同步傳輸模式）高速網

八月再陸續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台北市議會、光武工商專科學校等三單位簽訂

路，在工學大樓、驚聲大樓、商管大樓間建置ATM主幹。民國八十八年再於科學館、

CPLINS授權使用合約，同年九月三館同時正式上線。

化學館以及行政大樓間建置ATM主幹，在工學大樓及驚聲大樓建置 GIGA Ethernet 網

對已使用本系統的單位，我們設有CPLINS Help Desk，指派專人做問題解答及維護
工作。於八十八年元月及七月分別各辦了一次CPLINS用戶研討會，邀集用戶齊聚一
堂，討論CPLINS的得失，共同為CPLINS的願景打造藍圖。另於七月舉辦了採購子系統
使用者訓練一天，以多媒體講解及現場實習。

電腦多媒體教材

路。民國八十九年在文學館建置ATM主幹，至此，本校FDDI光纖網路主幹即完全被
ATM主幹所取代。
在對外連線方面，民國七十九年於淡水校園建置9.6 Kbps專線連接 BITNET，此線
路於民國八十一年改為TANet。民國八十三年將連接至TANet專線擴充為64 Kpbs，八十
四年再擴充為T1（1.5 Mbps）。民國八十五年將台北校園至淡水校園之連線改為T1專
線，並新增一條T1專線由淡水校園至教育部。民國八十六年建置台北校園至教育部T1

淡江大學自民國六十四年起即致力於電腦輔助教學（CAI），其間並成立電腦輔助

專線。民國八十七年將淡水校園接教育部之 T1 專線擴充至三條，並建置一條T1專線連

教學委員會，由當時的張建邦校長擔任召集人，以規劃及監督CAI之進行，除甄選教職

接 Hinet，專供連接國外網站使用。民國八十八年將原有接至TANet之四條T1擴充為一

員至美國伊利諾大學研習CAI技術，並輔導及補助各系所教師編製了六十餘種CAI課

條 T3（45 Mbps）。民國八十九年再增設一條T3專線連接Hinet，專供連接國內網站使

程，為國內CAI之先驅。

用。

近年來，由於電腦多媒體硬軟體技術發展迅速，並有所謂的MCAI

二、校外宿舍網路

（MultimediaCAI—多媒體CAI）的興起，為進一步加強電腦輔助教學及科技設備在教學

為了讓居住於淡水校園附近的學生可以擁有每日二十四小時固接式的網路接點連接

上的應用，資訊中心多媒體組特研發電腦多媒體的相關技術並利用電腦多媒體方法，製

本校校園網路，資訊中心自民國八十五年二月起，即著手規劃及實驗各種方案，最後選

作完成多項教材。本校在民國八十五年之後陸續推出此類的作品如芮涵芝老師設計的

擇與中華電信公司共同開發ADSL（非對稱數位用戶傳輸電路）實驗網路。民國八十六

「科學的本質」
､施國肱老師設計的「線性規劃」
、資訊系與資訊中心合作之「資訊概論」
､

年九月開始開放本校學生申請試用，民國八十七年五月與中華電信簽約並正式啟用

企管系老師設計的「管理學」及「企業概論」、統計系老師設計的「統計學」、會計系

ADSL校外宿網。目前本校提供的ADSL校外宿網其下行速度為1.5 Mbps，上行速度為

老師設計的「會計學」、資工系莊淇銘老師設計的「資訊政策與法規」、西班牙文系吳

384 Kbps。

寬老師設計的「堂吉訶德傳」、企管系黃曼琴老師編撰的「零售業管理」等教材。另外

為了提供淡水校園校外住宿同學多樣化的連線選擇，資訊中心再於民國八十九年與

德文系賴麗琇老師設計的「德文形容詞之用法」、企管系吳淑華老師設計的「人力資源

承港公司合作進行開發纜線（Cable）寬頻的實驗網路，並於同年十月開放同學申請使

管理評鑑」及「企業經營遊戲」、英文系陳惠美老師設計的「商業英文—如何書寫英文

用。此一方案亦提供二十四小時固接式的網路，其下行速度為14 Mbps，上行速度為14

書信」等多媒體CAI課程則偏向個人化學習。

Mbps。
三、電話撥接系統
本校電話撥接服務系統於民國八十三年開始啟用，初期僅提供八條傳輸速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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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Kbps的線路，供本校教職員生在家或宿舍，利用接有數據機（modem）及電話線路

組成，共計90個版面，由各單位指定專人擔任版主，負責處理版面上的各種疑難雜

的個人電腦，以撥接方式連接本校校園網路，使用學校提供的各項網路資源以及連上

症，至於站務管理則由學生事務處負責。本校教職員、學生及校友使用時，需以「校級

Internet。

電子郵件信箱」的帳號做為身份認證，每人一個ID。使用本站時，須確實遵守本校網

民國八十四年更換為32條傳輸速度為14.4 Kbps的線路，並新增SLIP、PPP等服務。

路使用管理辦法各項規定。至於非本校人士僅提供訪客（guest）身份，可上站閱覽但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再擴增68條傳輸速度為28.8 Kbps的線路來疏解擁擠狀況。民國八十

無法張貼文章。

六年再將原來32線的數據機由14.4 Kbps更新成33.6 Kbps，以提昇服務品質。民國八十

七、學生網路帳號服務系統：

九年九月將撥接網路速度全面提昇至56 Kbps。
四、Proxy快取服務系統

民國八十年起於IBM 3090主電腦上以申請帳號方式，提供本校研究生各項網路基
本服務。民國八十一年將帳號主機由IBM 3090主電腦移至HP電腦，改用UNIX系統，仍

本校Proxy快取服務系統係於民國八十六年在一台SUN Sparc 20工作站上開始萌

採用申請方式，當時因磁碟容量有限，每人空間僅開放2 MB。民國八十三年再由HP主

芽，起初實驗的性質居多，提供快取服務的硬碟空間只有2 GB，後來由於校內對外連

機移至 PC 主機，取消申請方式，同時提供研究生及大學生每人一個帳號，研究生提供

線頻寬的需求日益增加，為疏緩連外專線的擴充壓力，並發揮Proxy的功效，於是自民

15 MB空間，大學生由於人數眾多，僅能提供1 MB。民國八十五年更換大學部學生帳

國八十七年開始逐年擴充Proxy設備數量，同時配合區分至國內、國外取用資料的流

號主機並擴充硬碟空間，每人空間放大至5 MB。民國八十八年再更換研究生及大學部

量，將Proxy快取服務系統改為階層式的架構，以適度的分散全校忙碌的連線要求。目

學生帳號主機，大學部每人空間擴大為10 MB。民國八十九年大學部每人空間再擴大為

前本校Proxy快取服務系統提供的硬碟空間有535 GB。

15 MB。

五、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本校學生網路帳號除提供一般的Internet電子郵件信箱與POP 3離線取信服務，FTP

為規範本校網路資源之使用、管理及安全維護，資訊中心與學務處於八十七學年度

檔案傳送服務，WWW全球資訊網頁建置服務，News網路新聞以及遠端線上交談服務

首先擬定了「淡江大學網路使用管理辦法」，再會同本校法律專業同仁多次討論，最後

外，同時也是學生接收學校各類重要通知與訊息的地方，諸如學期成績、選課資料、註

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配合此一辦法的實施還同時修訂學生獎懲規則，明定

冊資料以及與老師聯絡的信箱。

同學違反本校網路使用管理辦法時的處理規定。

八、教職員網路帳號服務系統：

六、電子佈告欄系統（BBS）
淡江大學BBS電子佈告欄系統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正式在Internet上啟用，為了讓每

本校教職員網路帳號服務系統建有2,200個帳號，提供全校教職員每人一個E-mail帳
號（信箱）。此系統除提供網際網路上的電子郵件（E-mail）及全球資訊網（WWW）

位師生隨時掌握學校的各種資訊，首創在電子佈告欄系統中開設校務行政版，除了能讓

服務外，亦為接收本校各類公文與通知的地方，以及提供電話撥接本校Terminal Server

學校的重要公告事項，及時的傳送到校園網路的每個角落，同時也讓學生的意見能夠充

時身份認証的依據。

分表達出來，為學生與校方之間搭起良性互動的橋樑。

九、全球資訊網服務系統（WWW）：

淡江大學BBS系統歷經數代版本改良，除擴增功能，例如即時新聞看版、飛鴿傳書

淡江大學全球資訊網服務系統係於民國八十四年開始建立，初期使用SUN Sparc

等，並首創以E-mail來認證，同時突破註冊人數上的限制，並大幅提高系統效益，使本

1000E工作站主機，配合一個擁有20 GB的Disk Array來增進資料之安全性，民國八十六

校BBS系統成為目前台灣各BBS站利用單一系統可同時上線人數最多者，建有92,000個

年八月再增購Sun Sparc 3000E工作站主機，同時擴增硬碟空間至78 GB。

帳號，在同一時間內可提供三千二百人使用。也許是因為本校BBS站為國內大站之一且

本校WWW全球資訊網主網頁除中、英文版之外，民國八十六年底由外語學院製作

未限制校外人士使用，導致本校深受校外人士不當言論之困擾，而不得不將校務行政各

日文、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網頁資訊。在媒體方面，首先於民國八十五年底與

版分離出來，於民國八十九年元月另外成立淡江大學校務行政BBS站，規定只有本校教

淡江時報連線，讓本校最大的平面媒體在網路上同時出版。民國八十六年九月連接淡江

職員、學生及校友才能上站張貼文章。

之聲所架構的Real Audio/Video伺服主機，讓淡江之聲廣播實習電台在每天現場廣播

淡江大學校務行政BBS站是由淡江大學校長室及各一級行政單位、各學院及各系所

時，能同時利用網路提供給所有在網路上的使用者一起聆聽。同年十月淡江新聞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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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淡水地區新聞也放上網路。由於本校WWW全球資訊網是校內各類資訊匯集之

˙電腦研習營：教育局、救國團、中國時報等寒暑假電腦研習活動。

處，為保持資訊的即時與正確，資訊中心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在其上建立了一套網頁

˙師資訓練：教育部、教育廳、教育局各級學校教師電子計算機概論、電腦輔助設

稽核機制。

計、硬體維修、網路多媒體教學應用、資訊媒體製作、學術網路技術管理等進修

十、檔案伺服系統（FTP）：

班等。

淡江大學為加強資訊網路的服務品質，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啟用FTP檔案伺服系

˙行政電腦化人員訓練：教育部、教育局、農田水利會、新竹貨運公司及國中小學

統，使得資訊的交流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服務至各地。至民國八十九年底淡江大學FTP檔

校校長資訊研習及行政人員資訊人才培育訓練。

案伺服站收錄將近813,555個檔案，資料約有290 GB，包括各種程式檔案及學術研究資

˙特殊教育訓練教育部盲用電腦教育訓練進修班。

料，並成為許多國內外FTP大站的mirror site。在許多有志參與整理的同學協助下，本校

˙IBM公司電子商務「AS/400 e-Business School」訓練課程。

FTP檔案伺服站內容豐富，分類清楚，許多國內的知名資訊雜誌，只要提到網路資源服

二、試務自動化

務，大多會參考並引用本校FTP檔案伺服系統的網路資源。

˙二年制工業專科學校聯招（民國六十七年至七十三年）

十一、網路論壇服務系統（NEWS）：

˙大學入學考試聯招（民國七十三年至八十二年）

民國八十六年淡江大學網路新聞（NetNews）伺服站完成建置，由SUN 1000 E主機

˙大學暨獨立學院夜間部聯招（民國七十三年至八十五年）

搭配矩陣式磁碟組成﹐提供網路新聞的服務﹐又稱為「電子新聞廣場」﹐初期收錄500

˙台北公立高級中學聯招（民國七十四年至八十五年）

個新聞群，由台灣大學提供新聞來源。民國八十七年新聞來源改由教育部提供，並增加

˙國立空中大學全修生入學考試（民國七十五年）

5,000個新聞群。民國八十八年再擴充收錄至8,250個新聞群，包括目前全世界參與者最

˙教育廳之師專、師院公費結業生分發作業（民國七十五年至八十年）

多的 UseNet 討論族群。

˙公務人員高普考錄取人員職缺分發（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九年）

十二、校友網路帳號服務系統：

˙省屬銀行儲備人員聯合招考（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七年）

為加強服務校友，本校自民國八十九年六月起提供淡江大學畢業校友免費的電子郵

˙國立藝術學院新生入學考試（民國八十三年）

件信箱帳號；應屆畢業學生，沿用在校帳號（原機原帳號），歷屆畢業校友可直接由網

˙台灣省中小企銀儲備人員聯合招考（民國八十七年）

頁填寫申請表，向大學發展事務處申請，透過此網頁還提供密碼更改功能。

˙北區大學進修教育學士班聯招（民國八十六年至八十八年）

十三、軟體伺服站：

˙各高級中學之大專聯考模擬考電腦閱卷計分統計（民國七十年迄今）

由於本校一向十分重視智慧財產權，每年均需花費巨額經費於購置教學、研究以及

三、技術性服務

行政用電腦軟體，為減輕學校在這方面的負擔，資訊中心經多年的努力，終於在民國八

包含各公私立機構委託完成之各種電腦作業系統之分析設計等工作如：

十七年開始陸續以低廉的價格向各廠商取得軟體的全校授權，並於八十八年十月將這些

˙台灣省勞動力調查研究所之勞動力調查

軟體集中放在軟體伺服站上，供全校教職員下載使用。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之圖書統一採購電腦作業系統

社會服務
在知識社會裡淡江大學基於「服務以致知為主」的理念下，社會服務即視為本校資

˙台北市衛生局藥品庫存管理作業系統
˙台灣區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之交易計算及進貨明細
˙高雄市政府市地重劃電腦作業

訊中心主要任務之一；歷年來較重要之社會服務項目如下：

˙台北市自水廠計費作業

一、資訊推廣教育：

˙公路局北區汽機車牌照稅、燃料稅繳費單計費條碼製作

除本中心針對社會人士所開設之電腦專業訓練計劃外，並接受委託單位特定對象之
專業課程開設如：

˙勞保局被保險人眷屬調查表製作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公告地價表處理

38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三章

˙台電公司核能電廠輻射安全報告資訊整合開發及解決公元兩千年電腦作業危機
─核能電廠輻射安全報告資訊系統轉置計畫
˙教育部八十九年度國中小學教學軟體評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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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行政組織之革新，更名為「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中心設置行政支援組、技術發展組
二組。
行政支援組職掌為財務管理及收支、文書處理及保管、委託訓練開班、行政支援及

˙教育部離島地區遠距教學教師進修網路課程建置計劃

服務等事項。技術發展組職掌為技術開發與建教合作、專案問題之研究與分析、技術講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修測「台北市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編修圖檔」

習與專業訓練、新產品及新工法之引介、科技資訊之收集與服務等事項。

˙農田水利會多媒體網頁製作、數位博物館建置、遙測成果展多媒體簡報設計及網
際網路建立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由資訊中心併入綜合研究發展
中心，視同二級單位，置主任一人，所需經費以自行籌募為原則。「建邦中小企業創新

˙行政院勞委會起重機多媒體教材製作
四、專案研究開發：

育成中心」職掌為延攬中小企業進駐學校及協助創業與創新、引介學校教師與進駐之中
小企業建立產學合作案，並代為申請政府之各項研發補助案、協助教師執行相關產學合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系統：台北市議會、台北師範學院、台北榮民總醫院、淡水工
商管理學院、光武工專等
˙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化作業系統：由教育部委任提供全省私立大專院校自八十
七學年度起使用。

作案。
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之主要工作為：
1.配合本校發展目標，提供各單位研究發展行政支援服務。
2.接受校外機構委託辦理專題研究、工程規劃、科技試驗與技術諮詢服務等事項。

˙行政院農委會：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標準制度建立與推動、遙測與GIS展示及
簡報系統、落實水土保持輔導計畫、天然災害調查模式庫規畫與建置等研究工
作。

3.舉辦專業技術研討會及訓練，提供校內外科技資訊服務。
4.培育新創企業之成長發展，藉由申請政府各類研發補助專案以推動學校產學合作
計畫。

˙民國八十七年初正式成立建邦創新育成中心，同年九月移入綜合研究發展中心

5.其他有關研究發展與服務事項。

茲臚列歷任主管如下：

該中心於七十七年八月自台北校園遷至淡水校園，全力進行改善，以期符合新的發

主管姓名 任期起迄年月

展，務期做到行政配合教學與研究，使研究計畫順利進行。在擴大業務計畫上，隨時提

姚景星

57.8……58.7

電子計算館館長

供研究相關資料，建立專題研究計畫案資料庫及編印計畫案執行手冊上網提供查詢，以

周道揚

58.8……59.7

電子計算中心主任

推動本校跨院、系之整合性研究計畫。

沈一鳴

59.8……83.1

七十一年八月改稱資訊中心主任

施國肱

83.2……88.7

資訊中心主任

或訓練」班，由行政支援組負責辦理，培育廢水處理專責人員，增進其改善廢水之技

黃明達

88.8……

資訊中心主任

能，維護生態及環境。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因學校組織調整，採取不分組編制，而將此

第九節 綜合研究發展中心

自民國七十八年七月起，接受行政院環保署委託辦理「事業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講習

訓練班業務轉移建教中心辦理。
為獎勵本校專題研究計畫績優教師，該中心除每學年度統計教師主持之專題研究計

本校於民國六十五年三月，成立「都市設計與環境規劃研究室」，聘請張世典博士

畫總金額累計達一百萬元以上者於歲末聯歡會時頒贈獎牌外，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增加獎

主持研究工作。其研究發展的目標：一為如何規劃健全都市之發展，一為如何保障都市

勵近五年主持研究案總金額累計達貳佰伍拾萬元以上但未曾獲頒獎牌之績優教師獎。自

居民的生活環境。民國七十二年元月起，該中心升格為直屬校長室之一級單位，以利業

八十六學年度起，增加獎勵每五年主持研究案總金額累計達貳仟萬元以上之績優教師

務之推展。另又承辦董事會指定業務，在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之董事會附屬機構管轄委

獎，以鼓勵全校教師積極從事研究工作。

員會第二屆第一次委員會議中通過辦事細則。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一日起，為配合國家建

此外，為鼓勵教師多參與研究工作，提昇學校整體研究發展，自八十四學年度起，

設之需要，該中心改制為「工程諮詢服務中心」。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起，為因應本

接受國科會補助案繳校管理費之5%，回饋計畫主持人所屬系所，自八十七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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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簽約之一般研究案（國科會案除外）繳校管理費提高1%，作為回饋院系研究發展

張祥德

78.08∼79.02

基金用。

葉彩雲

79.03迄今

呂緒華

77.08∼78.07

丘瑞玲

78.08∼79.07

李靜之

79.08∼88.07

黃鳳娥

77.08∼79.07

葉思德

79.08∼86.07

鄭月琴

86.08∼88.07

該中心所辦理之專題研究計畫（一般案及國科會案）案件數及總經費明細統計如下

技術發展組

表：
75-88學年度接受委託專題研究計畫統計表
學年度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8

一 般 案
件數
總經費
13
10,318,315
17
10,237,000
43
73,949,110
56
56,181,593
53
59,211,595
49
74,946,783
47
102,991,679
38
58,353,023
51
60,304,221
40
49,407,895
60
80,642,752
67
92,530,241
81
141,719,323
67
80,056,742
85
95,220,525

國 科 會 案
件數
總經費
36
14,543,100
45
19,040,600
51
23,178,550
53
27,934,700
71
41,995,000
71
39,266,150
90
38,844,460
114
61,664,500
133
83,001,100
139
61,981,398
175
70,521,975
225
92,010,725
232
103,899,180
216
98,238,700
216
98,238,700

合 計
件數
49
62
994
109
124
120
137
152
184
179
235
292
313
283
301

總經費
24,861,415
29,277,600
97,127,660
84,116,293
101,206,595
114,212,933
141,836,139
120,017,5235
143,305,321
111,389,293
151,164,727
184,540,966
245,618,503
178,295,442
193,459,225

註：一般案係指國科會外一般公民營機構委託研究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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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建教合作中心
本校為革新教育，擴大知識之應用，充分運用本校現有的人才與設備，對公私機構
提供最佳的服務，從而促進國家建設，發揮建教合作的功能，特於民國五十八年七月成
立建教合作委員會，遴聘委員十五人，以商學部主任為召集人。五十九年四月起，分設
推廣統計、工程、視聽教育、科學管理及電子計算等六組，每組設召集人一人，以便分
別積極展開服務工作。六十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建教合作部，主任一職，由校長聘
任，另由校長遴聘建教合作部企劃委員會十一人，建教合作部主任兼主任委員，負責工
作的策劃與督導。民國七十三年，因應本校行政組織之革新，更名為「建教合作中
心」，主任改稱執行長。建教合作部成立之初，設管理、業務兩組，後增設企劃組及
「畢業生就業輔導室」
。各組（室）設主任一人，承建教合作部主任之命，辦理有關業務。
民國七十七年基於未來前膽性業務的考量，將中心組織調整為「推廣教育組」、

自民國六十五年成立迄七十五年八月，該中心歷經張世典、陳信樟、劉明國及謝有
文等四位主管。

「國際合作組」
、「行政管理組」三組，只負責一般推廣教育課程，研究案業務歸綜的中
心，八十八年組織精簡國際合作組裁併至行政管理組，以配合轉校整體的發展。

茲臚列七十五年八月以後歷任主管臚列如下：

功能與導向

主管名稱

任職年月起迄

張詩經

75.08∼77.07

針對環境需求的迫切性，當前建教合作中心以辦理各項非學分之推廣教育、各公私

施國肱

77.08∼79.07

立機構委託之專業訓練、中華語文研習班及海外語言研習團與文化交流為主。面對社會

徐錠基

79.08∼85.07

變遷加遽的時代，無論公私立機構或個人均必須具備前瞻的觀念與態度，亦應有長遠的

周家鵬

85.08∼89.07

策略和計畫，以對社會提供完善教育知識的建教合作中心而言，必然更須具備此一觀

林光男

89.08迄今

念。誠如張前董事長在「預見未來」一書中所言：知識份子的責任「一面是『承先』，
是『繼往』；而另一面是『啟後』
，是『開來』。」
「當代人智慧的透視力是預見未來。」

七十七年迄今秘書及二級主管臚列如下：
單位

主管姓名

任職年月起迄

因此，建教合作中心無時無刻不在掌握國內外環境相互間結構的轉變，隨時調整教育訓

秘書

郝惠蘭

75.08∼78.07

練的內容及方向，以提供社會各界最佳的知識服務。體認社會結構的變遷，環諸當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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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需求，建教合作中心把下列要項視為教育訓練的規劃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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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合作中心73∼89年度收入及繳校金額統計表

1.提供回流教育的機會：競爭白熱化及高學歷化社會的形成，掌握教育機會更形重

學年度

學代辦費收入

繳校金額

要，龐大的有心向學的在職青年無法順利完成接受更高教育的心願。無論就個人、企業

73

10,719,271.0

1,906,644.0

或社會而言，均是莫大的損失。所以，協助在職青年，吸取新知是建教合作中心追求的

74

25,481,771.0

5,077,301.0

75

20,168,176.5

5,200,165.5

76

69,723,565.0

10,018,075.0

77

75,222,630.0

13,344,962.0

握及應用資訊正是現代人的困擾。建教合作中心植基於此積極彙整各種新知和學者專

78

102,429,819.0

24,230,936.0

家，藉由教育訓練、諮詢顧問等途徑適時提供最完整的知識服務，期使企業和個人均能

79

82,545,333.0

18,532,428.5

80

72,812,538.0

18,376,168.0

81

71,317,687.0

19,038,543.0

82

74,286,035.0

20,712,053.0

以最佳的適應力重回產業體系，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亦是建教合作中心所關心的問題。

83

75,715,098.0

21,073,069.0

產業結構及環境條件的快速變化，被迫轉業、主動轉業及二度就業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

84

75,794,290.0

20,923,066.0

85

75,386,395.0

21,082,679.0

目標之一。
2.協助完成終身學習：無論企業或個人均感受到「知識爆發」的震撼，如何有效掌

完成終生教育理念。
3.開展就業契機：人口成長下降，人力資源不足，如何使暫時離開就業市場的人力

象。如何在人生轉捩點上完成有效的再訓練與再教育成為現在人的困擾之一。建教合作

86

87,252,199.0

24,063,552.0

中心所規劃的系列課程將提供有關人士再就業或轉業前的完善準備，以解決企業界所面

87

84,902,695.0

25,319,692.0

臨的難題。

88

97,264,605

36,434,700

89

86,564,059

32,956,286

4.強化企業組織與適應彈性：近年來，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外環境衝擊
下，傳統的企業結構產生了重大的鉅變。這種變化中的經濟環境，一方面帶給企業界的
危機，但另方面也提供了「再生」的契機。如何創造新的企業文化意識，如何重建及培

建教中心自民國六十年八月正式成立以來，歷經主管有戚長誠、施清吉、沈一鳴及
鈕撫民。

植適應動態環境的經營能力，促使組織體系活力化，臻至「永續經營」的目標，已是當

茲臚列出七十五年迄今之中心主管如下：

前國內企業汲汲營營的最重要方向。建教合作中心也冀圖協助公民營單位解決此等問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題，再創新局。

鈕撫民

72/4∼77/7

李德昭

77/8迄今

5.國際化：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修習中文，乃世界潮流所趨，而重視
外文亦即推廣中文之要圖。廿一世紀的經濟在亞洲，台灣成為亞洲營運中心先決條件之

該中心二級主管臚列如下：

一，乃全面的外語專業人才，為使我們的青年學子在未來國際化當中能確實的適應及發

單位

揮，先前的國際交流及語文研習是不可或缺的一項訓練。

秘書

經費統計
茲臚列該中心七十三學年度至八十九學年度學代辦員及繳校金額統計表如下：
推廣教育組
行政管理組

主管姓名

任職起迄年月

黃光岳

77/8∼80/3

楊傳立

80/4∼88/7

林秋琴

88/8迄今

顧敏華

77/8∼86/7

葉思德

86/8迄今

黃光岳

77/8∼80/3

林秋琴

80/4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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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傳立

77/8∼78/7

林光男

主任

81/8∼84/7

夜間部

呂緒華

78/8∼79/2

林光男

主任

84/8∼

夜間教學行政中心

史蓓蓓79/3∼88/7

88.8國際合作組裁併至行政管理組

第十一節 夜間教學行政中心

第十二節 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
本校為審議學生獎、助學金事項，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設置學生獎

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之前身為夜間部，創設於民國五十二年二月一日，為我國各大學

助學金委員會。該會業務原隸屬於訓導處（學務處前身）課外活動指導組，由訓導長擔

校院中第一所新制夜間部。成立之初，為行政作業獨立的夜間部，於七十三學年度改制

任主任委員，各系、所、組主任為委員，由課外活動指導組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自八十

為夜間學院，屬教學單位，以示夜間部由推廣教育轉型為正規教育，上課地點由台北城

四學年度起依照大學法以（84）校秘字第○一六三號函通過修改組織，由副校長擔任

區部遷移到淡水校本部，夜間部系主任由日間部系主任兼任。民國八十年，教育部修訂

主任委員，增列各學院院長為委員，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列席，復經過八十八年九月三

「大學夜間部設置辦法」，本校重新調整組織，將夜間學院更改為夜間部，屬行政單位，

日第66次行政會議依據八十八年六月九日第41次校務會議決議再予修正，而於八十八

夜間十七個學系歸屬各相關學院，修業年限自五年縮短為四年，成為大學第二部，日夜

年九月十日（88）校秘字第二五四七號函公布實施。

課程可互選。民國八十三年元月五日，大學法修正案公布施行後，由於夜間部之設置欠

目前該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督導業務副校長兼任，教務長、學生事務長、會計室

缺法源依據，本校為配合國家教育政策，遂自八十四學年度起，將夜間部更名為「夜間

主任、人事室主任、各院院長、各所所長、各系主任為委員，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列

教學行政中心」，並定位為行政單位。至八十六學年度，為配合大學法之修訂，夜間各

席。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會務。該會之職掌如

系轉型為正規學制與進修推廣教育並行。

下：

八十六學年度起，教育部取消夜大聯招後，本校夜間部除了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

一、學生獎助學金辦法之訂定及解釋事項。

程學系、會計學系及公共行政學系等四學系各一班轉型為進修教育學士班，參加北區大

二、學生獎助學金之籌募事項。

學進修學士班聯合招生外，其餘十七系二十七班轉型為正規學制教育，參加日大聯招。

三、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案件之審查事項。

轉型後之進修教育學士班修業年限由四年改為五年，轉型之前二年接受高中、高職等應

四、其他有關學生獎、助學金事項。

屆畢業生報考，自八十八學年度起只接受畢業一年以上之社會人士報考，上課地點亦由

本校有關獎學金之申請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協助辦理。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料

台北校園遷回淡水校園，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晚上，週六下午、晚上暨週日全天。該
中心目前已完成學校階段性任務，於第六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自八十九年起光榮除
役。
該中心組織，置中心主任一人，承校長之命，綜理中心業務，下置秘書一人，組員
若干人，均由校長指派，承主任之命，處理業務。職掌如下：

亦公佈於學務處電腦資訊網頁上。
茲臚列歷年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主任委員 委員

學生代表

執行秘書 年度

楊立賢

各系、所、組主任

無

曾偉明

七十五學年度

楊立賢

各系、所、組主任

無

虞國興

七十六學年度

一、監督、協調、統合夜間各系及教務、學務、總務等各項夜間業務。

楊立賢

各系、所、組主任

無

郭秋慶

七十七學年度

二、夜間上課情形之督導。

楊立賢

各系、所、組主任

無

郭秋慶

七十八學年度

三、夜間教學視聽器材之支援與管理。

羅運治

各系、所、組主任

無

洪英正

七十九學年度

羅運治

各系、所、組主任

無

蔣定安

八十學年度

羅運治

各系、所、組主任

無

蔣定安

八十一學年度

茲臚列七十五學年度起歷任主管如下：
姓名

職稱

任職起迄年月

備註

羅運治

各系、所、組主任

無

葛煥昭

八十二學年度

施清吉

院長

75/8∼80/7

夜間學院

羅運治

各系、所、組主任

無

葛煥昭

八十三學年度

施清吉

主任

80/8∼81/7

夜間部

張家宜

羅運治、曾振遠、王美蘭、洪欽仁

羅運治兼 八十四學年度

39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張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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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錫壬 理：薛文發

文：畢雁翾 理：黃志璋

工：馮朝剛 商：莊武仁

工：張志平 商：吳國明

管：陳淼勝 外：鍾英彥

管：黃千瑩 外：詹明峰

國：熊建成

國：葉正德

羅運治、徐錠基、王美蘭、洪欽仁

會審議。
自八十七學年度起，該委員會組織情形依（87）校秘字第四○八○號函修正通
過，召集人由行政副校長擔任，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提請校長聘任之；另由董事
羅運治兼 八十五學年度

文：傅錫壬 理：薛文發

文：張家誠 理：劉明雄

工：馮朝剛 商：邱忠榮

工：楊維斌 商：官小鈴

管：陳淼勝 外：鍾英彥

管：林達宗 外：劉家楨

國：楊 棨 技：蔡信夫

國：王保鍵

每學年度平均需審理一百六十個案件，每學年度約召開八至十次會議，該會成立至今總
計已召開過五二八次會議。
該委員會實施採購公開審議制度，不僅首開私校財務公開的先例，且積極發揮了經

葛煥昭、徐錠基、王美蘭、宛同

葛煥昭兼 八十六學年度
文：賈憶萍 理：陳安蕙

工：馮朝剛 商：邱忠榮

工：陳建宏 商：蕭山隆

管：陳淼勝 外：林森鈴

管：蔡明岳 外：葉書蘋

化設備、購置污水防治設備、飲水設備、圖書、電子期刊等，每筆請購金額超過一百萬

國：楊 棨 技：蔡信夫

國：李黎明 技：粘瓊月

元且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皆依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一

學年度起，本校配合政府採購法，舉凡各教學單位使用儀器及設備、推動校務行政電腦

葛煥昭、徐錠基、王美蘭、宛同

葛煥昭兼 八十七學年度

文：王曾才 理：薛文發

文：蘇鈺偉 理：楊璧合

工：祝錫智 商：邱忠榮

工：林芃君 商：羅佳芳

管：陳淼勝 外：林森鈴

管：陳招印 外：馮景照

國：李本京 技：蔡信夫

國：鄭安貴 技：盧文彬

葛煥昭、徐錠基、王美蘭、韓耀隆

葛煥昭兼 八十八學年度

案件數

最低報價總金額

決議金額

議減金額

八十四學年度

132

311,847,844

285,981,380

25,866,464

八十五學年度

152

479,359,576

437,622,768

41,736,808

八十六學年度

133

595,687,912

560,851,837

34,836,075

文：王曾才 理：陳幹男

文：蔡易庭 理：尤天鵬

八十七學年度

213

597,586,946

524,537,078

73,049,868

工：祝錫智 商：邱忠榮

工：陳建宏 商：詹亞菁

八十八學年度

222

399,142,176

361,971,475

37,170,701

管：歐陽良裕 外：林耀福

管：黃秋齡 外：陳政義

國：李本京 技：蔡信夫

國：張雅惠 技：洪耀鑫

由此可見，歷屆委員熱心參與為校樽節的良苦用心，對學校發展的貢獻殊為顯著。

暨各所主任、所長
張家宜

切流程採透明化進行，公開招標作業流程圖表詳附件。
茲表列近五年各學年度採購案件節支議減統計如下：

暨各所主任、所長
張家宜

濟有效運用經費及提高採購品質的功能，更是教授參與校務的具體作法。自民國八十八

文：傅錫壬 理：薛文發

暨各所主任、所長
張家宜

會指定人員暨校長遴聘一級單位主管或教授六至十人擔任該會委員；並得於每學年度改
聘三分之一。召開會議時，得通知有關主管人員或承售商列席。自七十五學年度迄今，

暨各所主任、所長
張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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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煥昭、傅錫壬、王美蘭、羅運治
文：黃世雄 理：陳幹男

葛煥昭兼 八十九學年度
文：陳啟田 理：駱怡伶

工：祝錫智 商：邱忠榮

工：張書敏 商：王志豪

管：歐陽良裕 外：林耀福

管：王鈺婷 外：陳陸舜

國：魏 萼 技：蔡信夫

國：李建龍 技：林鉦智

教育：黃炳煌

教育：高羚瑋

第十三節 修繕採購委員會
學校為期修繕房屋、採購物品之經濟適用，特於民國六十一年設立修繕採購委員
會，專責鑑定貨品，核議物價。凡校內各單位修繕房屋、採購物品等，均應循財務採購
程序，於估價案送經會計處後。關於價格部份其在核定金額以上或交議案件應提該委員

茲臚列歷年修繕採購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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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主任委員
趙榮耀

胡德軍、薛文發、余

任職年度

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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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配合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作業流程

繁、黃世雄、陳敏男、吳憲明、 七十七學年度 洪欽仁

徐錠基、馮朝剛、陳義勝、黃振豊、施國肱
張紘炬

薛文發、余

繁、黃世雄、陳敏男、吳憲明、徐錠基、 七十八學年度 羅淑華

馮朝剛、錢凡之、黃振豊、施國肱、汪于渝
張紘炬

薛文發、余

繁、黃世雄、徐錠基、馮朝剛、錢凡之、 七十九學年度 羅淑華

單，並檢附規格清單

黃振豊、黃明達、張詩經、汪于渝
張紘炬

薛文發、余

繁、黃世雄、徐錠基、馮朝剛、顏三和、 八十學年度

請購單位填寫請購（修）

準 備 招 標 文 件

決標結果陳行政副校長

行 政 副 校 長 核 可

決 標 結 果 陳 校 長

辦理公開招標作業

通 知 廠 商 送 貨

辦理開標決標作業

驗

收

辦 理 決 標 後 作 業

請

款

羅淑華

黃振豊、黃秀玲、張詩經、汪于渝
張紘炬

鈕撫民、黃世雄、徐錠基、葉明國、謝景棠、顏三和、 八十一學年度 賈成慧
何德仁、汪于渝、王美蘭

張紘炬

鈕撫民、黃世雄、王文竹、鄭啟明、謝景棠、顏三和、 八十二學年度 賈成慧
何德仁、汪于渝、董啟崇、王美蘭

張紘炬

鈕撫民、高熏芳、鄭惟厚、宛 同、許中杰、顏三和、 八十三學年度 賈成慧

單 位 主 管 ， 一 級
主

管

簽

核

梁文榮、汪于渝、董啟崇、王美蘭
張紘炬

鈕撫民、馮朝剛、鄭惟厚、蔣定安、陳和琴、顏三和、 八十四學年度 賈成慧
高棟梁、汪于渝、董啟崇、王美蘭、郭瑞芳

張家宜

鈕撫民、馮朝剛、王伯昌、蔣定安、史建中、黃鴻珠、 八十五學年度 賈成慧
顏三和、高棟梁、黃明達、汪于渝、王美蘭

張家宜

鈕撫民、薛文發、施國肱、邱炯友、陳敦基、陳增源、 八十六學年度 賈成慧

會

計

室

核

辦

顏三和、周家鵬、黃明達、王美蘭、蔣定安
張家宜

王美蘭、汪于渝、黃明達、顏三和、陳敦基、薛文發、 八十七學年度 羅淑華
邱炯友、蔣定安、謝景棠、洪欽仁

張家宜

王美蘭、張煦華、黃明達、顏三和、李世忠、董啟崇、 八十八學年度 羅淑華
蔣定安、謝景棠、洪欽仁、胡宜仁

是

是
否依政府採購
法採購？

否

依 本 校 採 購 辦 法
辦

理

採

購

第十四節 學生獎懲委員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係本校於民國八十四年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規定經（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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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秘字第一五四○號函公布成立，該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三人，以副校長（業務督

主任委員

導）、教務長、學務長、生活輔導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相關專業教師若干

張家宜

人，暨各院所推派之教師、學生代表各一人組織之，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之，學務長
擔任執行秘書。

八十九學年度委員名單

張家宜

執行秘書：學務長
當然委員：副校長（業務督

教師代表：

導）、教務長、學務長、生活

文：邱仲麟 黎世威（資傳系）

張家宜

張家宜

商：陳炤良 吳雪梅（產經系）

人，暨各院推派之教師學生代

管：楊傳立 劉庭光（企管系）

表各一人。

許世銘、吳國明、

國：龔宜君 唐振軒（國研所）

教師代表：文：張煦華

鄭偉忠、吳建隆、

國：苑倚曼

技：辛其亮 林鉦智（營建四）
教育：徐新逸 陳韋宏（教科系）

曾小莉

委員共計廿四名

當然委員：徐錠基、羅運治、徐嘉松

吳靜怡、駱志偉、 八十五學年度

專業教師：許志雄、周志宏、陳麗娟

方淑芬、彭慧如、

教師代表：文：陳瑞秀

理：余良杰

林琬雅、黃趙光、

工：鄭東文

商：許英傑

上官志新

管：葉金成

外：張瓊玲

第十五節 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
本校早期人事升遷、獎懲、考績均以專簽方式辦理，為使人事運作符合公開、公平
原則，於七十九年五月四日第卅一次行政會議通過成立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運作，該委

國：郭秋慶
張家宜

由校長聘請相關專業教師若干

專業教師：莊淇銘、許志雄、胡延薇

管：沈景茂

員：十九至廿三人，另

工：郭經華 詹宗正（電機三B系）

外：陳玉秀 劉仲燁（西語系）

商：林金源

輔導組組長。

理：陳惇二 陳杰泰（化學系應化二） 委

年度

外：張國蕾
張家宜

學生代表：

許青福、初視民、 八十四學年度

工：雷英暉

員

專業教師：陳翠蓮、羅運治

當然委員：張家宜、曾振遠、羅運治、徐嘉松
理：吳秀芬

委

當然委員：傅錫壬、常克仁

茲臚列歷年學生獎懲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學生代表

定

主任委員：主管業務副校長

時，得邀請系主任、所長、班導師、輔導教官、學生當事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

教師代表

法

委員兼執行秘書：葛煥昭

該委員會之職掌係研議修訂學生獎懲辦法，並審定學生重大獎懲事項。召開會議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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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職掌如下：

當然委員：徐錠基、葛煥昭、周啟泰

熊鴻斌、陳博正、 八十六學年度

專業教師：許志雄

黃慰國、高國勳、

一、審議職工考績事項。

教師代表：文：張基成

理：陳武斌

謝君毅、粘耿嘉、

二、甄審職員升等事項。

工：王銀添

商：胡登淵

朱光進、沈彥宏

三、評議職工獎懲事項。

管：蔡宗珍

外：李瑞弘

國：許慶雄

技：林宜男

四、校長交議事項。
本會原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副校長兼任，委員若干人，由校長自一級主管中指

當然委員：徐錠基、葛煥昭、周啟泰

黃碧伶、徐瑞鴻、 八十七學年度

專業教師：陳恆鈞

周碩彥、王振瀛、

定外，並就教師及職工遴聘二至三人組成之，任期為一年，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人事室
主任兼任。實際上由校長遴聘委員十二至十三人運作。至八十七年四月廿九日第六十一

教師代表：文：李世忠

理：王國徵

廖煥華、張孝綺、

工：林清彬

商：曾秀美

詹靜宜、魏守熙

管：瞿紹美

外：朱家瑞

國：郭秋慶

技：林宜男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委員人數及組成，並增加教師代表，目前本會置委員十五至十七
人，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資訊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人事

當然委員：徐錠基、葛煥昭、常克仁

連佑仁、沈鴻州、 八十八學年度

專業教師：陳志民、陳恆鈞

王頌文、吳典儒、

教師代表：文：王維綱 理：郝俠遂

曾雅惠、曾彥雄、

室主任及校長遴聘一級主管一至三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二人、職員代表四人、工
友代表一人組織之，任期為一年。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工友代表由校長遴聘。
依規定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審議相關案件，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自七十九學年

工：翁慶昌

商：吳月瓏

管：李青芬

外：孫寅華

度起每年均召開二至五次會議。（79學年度：4次，80學年度：5次，81學年度：2次，

國：王高成

技：謝慧璋

82學年度：4次，83學年度：5次，84學年度：4次，85學年度：3次，86學年度：3次，

姚志成、葉育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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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時報的決策單位。目前該報由校長張紘炬博士任發行人，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博士

87學年度：3次，88學年度：3次）

任主任委員，羅卓君副教授兼任社長及總編輯，並編制有秘書一名、編審一名、組員三

第十六節 優良職工獎勵審查小組

名。於每學年度約有廿五名優秀的學生記者，來自不同的科系，分布各個學院，義務為

為提升服務品質與促進行政革新，肯定與表揚職工在工作崗位上的卓越貢獻，於八

全體淡江人報導各個角落的訊息。

十四年新訂並公布「優良職工獎勵規則」，並依該規則第四條成立「優良職工獎勵審查

自民國八十三年改組以來，將時報定位為行政機關報，強化校園各項活動的報導，

小組」審查各單位推薦之候選人，獎勵名額每學年職員以廿名為原則，獎勵金額每名參

做為學校與全體師生的橋樑，自八十五年起，時報發行彩色版，內容更加充實。基於服

萬元，工友以五名為原則，獎勵金額每名貳萬元，得視預算調整之。並於歲末聯歡會時

務師生校友，時報宗旨如下：

公開表揚。

一、強化校園活動報導
從校慶活動、畢業典禮等學校的重要活動，到一般的學術交流、校內聯誼乃至學生

歷年優良職工名冊
學年度
84

社團活動，皆是時報的報導焦點，這一點一滴的訊息傳達，讓校園平添幾許朝氣。
優良職員

優良工友

江家鶯、吳玲、吳佳玲、楊金財、馮文星、李琳、陳蘭香、黃祖 謝輝、李麗美、
楨、梁光華、葉盧淑娥、丘瑞玲、姜宜山、楊德銘、林素月、丁紹 陳 美 秀 、 李 茂
芬、鄭麗敏、張金鑫、李淑華、蕭明清、葉思德

85

琴、康麗卿

張士厚、李彩玲、姜小咪、鄭昌秋、簡春燕、蔡麗真、吳玉麗、朱 陳麗芝、黃玉、白
家瑛、黨曼菁、江夙冠、潘文琴、陳美代、張素蓉、方碧玲、孫 麗卿、陳耀鳳、陳
扇、伍秀絹、方紫泉、余金堂、沈曉東、李玫欣

86

88

本報所扮演的是一個機關報的角色，不但是師生員工溝通的橋樑，在學校事務的聯
繫上，也藉每週一次的交流而拉近彼此距離。
三、加強校友家長連繫
時報除了於每週報導校友活動及專欄介紹傑出校友之外，每季皆發行校友季刊八萬

陳娟心、馮麗卿、蔡信武、孔令娟、林淑媛、鄭綺亨、陶文宜、陳 張 國 輝 、 陳 敏

三千份，贈閱全球校友，詳盡報導校友活動及動態，讓已經離開校門的校友們，亦能了

漢桂、陳瑞娥、嚴惠英、林美華、吳學昌、黃輝南、陸桂英、劉玉 郎、許金火、翁

解學校發展近況，進而關心學校。同時亦重視與家長的溝通聯繫，除於新生入學時寄發

霞、莊婉虹、龔邦珍、張錦玲、張雪伶、陳慶貞
87

高妹

二、增進師生員工情誼

曾月嬌、郭美玉

游靜芬、何憶萍、葉宜靜、張金鑫、麥秀寶、蔡貞珠、陸寶珠、蕭 李 榮 華 、 紀 彩

新生特刊，介紹本校現況外，並鼓勵家長訂閱，以期能了解學校治學方針。

仁傑、鄭德成、張育民、林淑芬、劉淑媛、李月梅、鄭美珠、張惠 霞、張明川、薛

四、提升學術研究風氣

芬、陳玉枝、林東毅、錢太隆、趙芳菁、葉彩雲

為了提升學術品質，建立本校學術聲望，我們在報導方向上以鼓勵學術風氣，表揚

玉英、白瑞琦

黃千修、周篤敬、賀偉浩、汪明鳳、張小鳳、蔡麗真、呂玉蟬、饒 郭 素 娥 、 吳 秀
淑媛、李美蘭、江惠蘭、鄭傳傑、林錦河、陳砰志、鄭玉梅、張素 真、莊金桃、王
蓉、劉麗雲、張美雀、吳建明、黃國華、鄭月琴、林台月

銘煌、張秀娥

傑出研究成果，特闢專欄「與博士聊天」
、「優良教師專訪」及每週專題……等。
五、發揚淡江文化精神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是淡江人一貫的目標，也同時形成了淡江人的文化，此一
優秀的文化傳承，表現在秀麗的校園美景、開放民主的學風與活潑清新的朝氣上。發揚

第十七節 淡江時報委員會
本校於民國四十二年創立英專週報，同時發行英文報COLLEGE ECHO，陳維綸先

此一優良文化精神，亦為時報最終目標。
由於時報定位為一校園機關報，故報導皆以本校及校園周遭事物為主，並提供師生
發表之園地，其版面規畫如下：

生為第一任發行人，張建邦先生為第一任社長。其後於民國四十六年，改名淡江週刊，

一版，學校要聞版：

民國七十八年再改名為淡江時報。於民國八十三學年度為強化校務發展之宣導，倡導學

包括學校重要新聞、政策報導及社論。是淡江人每週必讀的版面。

術研究風氣暨增進師生員工及校友之情誼，特經四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以（八三）校

二版，專題專訪版：

秘字第1989號函公佈依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成立淡江時報委員會，規

包括深度報導、校友、師生專訪、讀者投書及各單位之宣導專欄，深入介紹本校人

定由行政副校長任時報主任委員，委員由教師、同學、校友、職工組成，每學年改聘委

事物，為一多功能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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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瀛苑版：

主任委員 委員

是師生文藝創作自由發表之園地，亦有報導師生校友動態的「學海跫音」、「校友

林雲山

任職起迄年

張家宜、黃美珍、劉 俐、何俊麟 83.8.1-8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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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楊立賢兼社長

葛煥昭、王 樾、楊立賢、周志宏

動態」及「馬路消息」等專欄，更增加其豐富性。
四版，綜合新聞版：

賴金男、董夢雲、首萍津、馬維楓

包括學生新聞、社團活動報導及活動看板。報導與學生相關之生活訊息及多采多姿

邱進富
邱炯友、吳建中、林盛豐、許英傑 84.8.1-85.7.31

社長羅卓君

目前時報已全面電腦化，從記者交稿到版面編輯及上網作業一氣呵成，編輯軟體採

林雲豹、賴金男、黃逸民、葉紹國

執行秘書倪台瑛

用PAGETYPE出版系統，大大改變手工排版的不便，版面也更加活潑、富變化。由於

黃輝南、黃 玉、萬德群、馬維楓

時報係週報，在學期中每週出報，寒暑假則視狀況不定期出版。作業流程亦以一週為一

蔡如瑋、陳淑卿

的學生社團活動，是同學們最喜愛的新聞版面。

循環，週而復始每週一出刊，每期發行二萬七千份，除放置校內各大樓報櫃供師生免費

張家宜

張家宜

取閱外，並以最快之速度發派至台北及淡水校園各行政及教學單位。

王 甦、李世元、葛煥昭、趙淑文 85.8.1-86.7.31

社長羅卓君

陳吉斯、林若雩、謝福助、黃德壽

執行秘書倪台瑛

廖則峻、許晴美、李季美、林身影

對於記者的栽培方面：

馬維楓、簡良鑑、吳昭宏
王維綱、錢凡之、丘建青、吳月瓏 86.8.1-87.7.31

社長羅卓君

每學期邀請具實戰經驗的新聞人來校演講，以充實記者的專業素養。在漫長的寒暑

廖賀田、陳秀潔、楊煥文、林若雩

執行秘書倪台瑛

假中，並安排兩天的訓練活動，從新聞寫作、採訪經驗談到專題企劃、人物專訪、攝影

謝慧璋、黃德壽、李淑華、李季美

……等課程，提昇記者們的採訪與寫作能力，也就是時報品質的提昇。

林身影、馬維楓、林嘉珮、黃啟明

1.舉辦教育訓練講座：

張家宜

張家宜

2.獎懲規定：
每學期時報社皆依記者獎懲辦法，甄選出優秀記者若干名，予以獎勵；表現不佳的
記者，也以口頭告誡，並加以督促，以保持記者一定的品質與水準。

王建華、余成義、郭經華、梁一萍 87.8.1-88.7.31

社長羅卓君

莊孟翰、陳翠蓮、林若雩、謝慧璋

執行秘書倪台瑛

謝福助、黃谷臣、朱家瑛、王郭素娥
李家德、藍如瑛

3.聯絡情誼：
為增進記者間的情感，我們每兩三個月會不定期的舉辦慶生會活動，也會有家族聯
誼。每年六月驪歌輕唱的時刻，亦辦送舊活動，歡送大四的記者同學。
目前，時報的贈閱戶遍及各大媒體及高中以上學校，使得在校園外同樣可以看到本
報，再加上家長校友熱烈的訂閱。自八十五年起，為配合學校資訊化及國際化，乃同步
發行電子報，因此，無論在世界的那個角落，只要有網路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淡江時報，
淡江時報在成長將近五十年的今天幾乎走進每一個淡江人的生活。
茲臚列歷年時報發行人、時報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張家宜

高異熹、吳俊弘、王士紘、陳玉瓏 88.8.1-89.7.31

社長羅卓君

陳志民、劉 俐、林若雩、邱榮金

執行秘書倪台瑛

柯志恩、黃德壽、曾瑞光、李季美
李家德、藍如瑛

第十八節 表揚好人好事推行委員會
本校為表揚教職員工及學生好人好事之事蹟，於六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依當時本校

時報發行人

任職起迄年

組織規程第廿七條規定，成立「好人好事運動推行委員會」，並同時公布「淡江大學好

趙榮耀

80.8.1-82.7.31

人好事表揚辦法要點」進行選拔。

林雲山

82.8.1-87.7.31

張紘炬

87.8.1-迄今

本會職掌如下：一、推行表揚好人好事運動之計畫事項。二、受理好人好事事蹟之
推薦、查證及評審事項。三、其他有關表揚好人好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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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理申訴、調查、防治、輔導、服務等項目，以能有效應變，迅速處理。

本會目前以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
各學院、體育室及教育發展中心推選專任教師各一人為委員，任期一年。本會置召集人

該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即積極展開具體措施如下：

一人，由委員互推之；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提請校長聘任之。

一、訂定及修訂相關組織規章。例如：修訂人事法規條文涉及「兩性刻板印象」或
「兩性不平等」的文字；在招考新進人員時，以專長、才能取向，並刪除限定性別的文

歷任召集人、執行秘書

字。訂定性騷擾及性侵害危機處理與輔導轉介流程（附後）
。

學年度

召集人

執行秘書

77

蔡信夫

無

78

蔡信夫

無

79

漫義弘

洪欽仁

教育觀念的推廣、宣傳及開設相關主題的輔導團體，並處理性騷擾及性侵害的申訴案

80

漫義弘

洪欽仁

件，由於防範周全，因此至目前為止，並無教職員工生向該會申訴。

81

陳敏男

陳美代

82

陳敏男

陳美代

83

羅運治

徐嘉松

84

張紘炬

盧慶塘

點，由校警全全天候輪值勤務管制站嚴密監控。女生宿舍區守望崗哨每晚十時至次日六

85

羅運治

梁光華

時間值守，負責宿舍區安全的維護。此外，各樓館並裝設防盜保全系統與緊急通報按

86

傅錫壬

江家鶯

87

宛

同

黃文智

88

韓耀隆

劉淑媛

四、蒐集兩性平等教育資料與教材：

89

羅運治

劉淑媛

1.每學年固定向圖書館薦購有關兩性平等書籍，目前有關兩性平等期刊13種，視

第十九節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本校一向重視兩性平權，自八十五學年度以來即開設兩性平等教育的相關課程多門
提供全校同學選修；為使兩性平等教育更加落實，建立無性別歧視環境，以實現兩性平

二、推動兩性平等教育人力資源：
該會除委員外，尚有學輔組全體專兼任輔導老師暨工作同仁二十位，負責兩性平等

三、規畫校園安全環境指標：
由總務處提供校園安全地圖，設置22處校警巡邏打卡點，整個校園內有44個監視

鈕。

聽資料15種、中文圖書377冊、西文圖書403冊與日文圖書24冊。
2.中文系成立女性文學研究室，現有相關藏書2,800冊。
3.學輔組每年亦固定購買相關圖書，提供師生借閱，並經常至台大婦女研究室蒐集
相關資料。

等目標，乃於民國八十六學年度開始籌設委員會，八十七年十二月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正

五、開設課程與教學：

式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於八十八年七月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及國民中小學校園

委請中文系與通識核心課程組開設有關兩性相關課程：

性騷擾暨性侵害處理原則」增設「性騷擾暨性侵害防治與處理小組」，提供教職員工生

87學年度第一學期計開設十三門34學分。

有遭受性別歧視或性侵害情事者的申訴管道。

87學年度第二學期計開設十一門29學分。

該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名，由校長遴聘具備兩性平等意識之本校教職員兼任，

六、定期召開與性別相關議題的輔導研習：

但女性成員不得低於半數。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置執行秘書

每學期均聘請專兼任輔導老師進行兩性相關心理輔導，例如：

一人，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之。另設置申訴專線及信箱，接受申訴案件。於事件發

88年3月舉辦「兩性相處與分手藝術」工作坊四梯次研討班。

生時，編組專案調查小組，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三至五人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專

88年4月舉辦「兩性愛情EQ團體」輔導班，每週一次，共12小時。

業人士參與處理。

89年5月舉辦「兩性關係工作坊」，每週一次，共16小時。

該委員會職掌如下：

89年12月舉辦「親密關係工作坊」2梯次研習班。

一、平時負責本校兩性平權教育、推廣、宣導、訓練等工作方案之審議。

七、積極辦理宣導、輔導活動：

二、性別歧視、性侵害行為發生時之危機處理。

1.八十六學年度獲教育部訓委會補助十萬元舉辦主題輔導週主題為「兩性關係∼為

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本校至淡水國中、正德國中、賢孝國中推動「社區服務∼攜手
計畫」，主題為「兩性平等」。

性侵害防治中心、人本教育組織、人權組織等。

衛生、教育主管單位，如生命線、家庭教育中心、

利機構、醫療機構、學術單位政府之社政、警政、

是

該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定期記錄運作過程與自我檢討實施評估，期能持續改進。

主動提供心理生活導、轉班評估等服務。

轉由學輔組專案輔導

否

穩定

是

受害者情況

生活輔導及諮詢服務

九、定期自行評估執行情形

2.校方應建立該校的社會資源網路，包括民間社會福

八、支援地區學校、積極推廣社區教育

1.即使受害者僅尋求諮詢服務，輔導相關單位，必須

治、全國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機構資料。

追蹤輔導

8.編製八十八、八十九學年度「大一新鮮人手札」，內容增編兩性平等、性侵害防

註：

強正確之兩性觀念。

介入服務

是

否

持續追蹤

諮詢服務及資源轉介

輔導轉介流程圖

定
期
評
估
及
輔
導

註1

校外資源提供

茲臚列歷年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委員名單於下：

狀況穩定否

7.自八十七學年度起迄今，每月均定期張貼兩性平等、性侵害防治等大型海報，加

否

教職員參與，加強教職員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概念。

轉
介
︵
尋
求
專
業
社
會
資
源
協
助
︶

6.印發本校「性騷擾及性侵害輔導轉介」、「危機處理流程」相關資料，提供全校

求助者

詢瀏覽。

者狀況

5.將兩性平等教育網頁掛在本校學務處學輔組網路上，提供校內師生暨各界人士查

定期評估受害

性關係工作坊電影講座一場，全校徵文比賽等。

宿）否

4.八十八學年度承辦教育部「兩性平等教育」專案，內容計有：全校演講二場，兩

需要轉換環

性情感發展歷程與困境，培養和諧健康的兩性互動。

境（轉學轉校、轉

電腦多媒體宣導、海報、徵文、兩性關係手冊與團體輔導班等，協助師生瞭解兩

組、導師、軍訓室

「分手情懷故事多」為主題的多元化的兩性活動，諸如：專題演講、主題書展、

心理輔導

3.八十七學年度承辦教育部訓委會委託大專院校「兩性平等教育」系列活動，以

（校內之輔導及相關單位彼此保持聯絡，並提供技術及資源上的協助）

電影欣賞、主題辯論、關係成長團體與簽名活動等。

介

廣輔導週，主題為「兩性平等、兩性關係」，活動計畫內容有：班級輔導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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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2.八十七學年度獲教育部訓委會補助六萬元協助中原大學舉辦大專院校主題巡迴推

學輔組

愛尋根」
。

處理小組、生活輔導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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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姓名 委員

校園安全設
施設立及維
護

視（警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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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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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起迄年

葛煥昭、洪欽仁、高熏芳、莊淇銘 88.4.30-88.7.31 葛煥昭兼執行秘書
吳嘉麗、葉紹國、許松根、林麗香

警察局及其他
社會執法組織
介入

周新民、林若雩、吳錦波、胡延薇
吳嘉麗

葛煥昭、鄭惟厚、高熏芳、莊淇銘 88.8.1-89.7.31 葛煥昭兼執行秘書
莊武仁、宮國威、林麗香
黃麗莉、林若雩、吳錦波、常克仁

提出申訴（通
報申訴流程）

協
助
現
場
蒐
證
約
談
加
害
人
訪
談
被
害
人

危機調查及協
助蒐證（事件
相關單位）

曹仲立、李 琳、胡延薇
吳嘉麗

葛煥昭、高熏芳、鄭惟厚、施國肱 89.8.1-90.7.31 胡延薇兼執行秘書
陳志民、黃秀玲、劉華夏、方紫泉
黃佑安、黃麗莉、常克仁、王高成

註：
1.流程圖中，各級學校得依各校組織之差異性，調整各模式之負責單位，但應涵括所有
服務內容。
2.危機處理模式中，學校應整合校內外資源，提供就醫資訊與諮詢服務，並協助報警，
另應書面載明通報及保護之工作規定。

參與了解並蒐
集資料
家長輔導及協
助參與
提供治療及醫
療蒐證
追蹤輔導（輔
導轉介流程）

通報上級（教
育行政機關或
社政機關─學
務處）

危機處理小組
（校內常態組織）

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申訴專線：26232424）

通知家長（教
官室）
送醫（衛生保
健組）
危機介入（學
輔組及導師）
引介相關資源
及專家協助，
如緊急安置、
庇護

性騷擾及性侵害危機處理流程
圖

求助者

李 琳、胡延薇

第二十節 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
七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本校成立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宿舍（分為招待所、眷舍、
會文館及松濤女性單身教職員宿舍四種）之分配由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審
核，宿舍之管理由本處事務組負責，檢修維護由營繕組負責。並訂定「淡江大學教職員
宿舍分配及管理辦法」。八十一學年度撤消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宿舍分配事項由總務
處事務組負責簽辦，亦同時修正「淡江大學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理辦法」。八十三學年
度經四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恢復成立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
（一）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副校長兼任之，委員若干人，除總務長為當然
委員兼執行秘書外，其餘產生方式如下：
1.行政主管代表三人，由校長指派。
2.各學院院長
3.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及教育發展中心教師分別推選一人。
4.職員代表二人，由全校職員中互選。
前項教職員代表須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始有候選資格
（二）本會任務如下：
1.討論及決議有關本校教職員宿舍之分配、調整及建議事項。
2.依本校教職員住宿房舍管理辦法，審核宿舍申請人之配住資格與分配程序。
前項教職員住宿房舍管理辦法，由本會訂定呈校長核定後施行。

41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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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導、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

第二十一節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勞工安全衛生法於民國八十二年將大專院校之實驗室及實習工廠，納入法規適用範

五、規劃、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六、實施健康管理。

圍，其中規定，於實驗室及實習工廠之工作人員若超過三百人，需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之

七、提供相關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一級專責管理單位。本校人數業已超過，為因應相關規定故自八十九學年度起成立此專

八、其他安全衛生相關管理事項。

責單位由總務長（洪欽仁）兼任中心主任。近年來，環保署對於校園內環保工作越加要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總務長擔任，委員若干人（至少九人）由校長聘

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及廢棄物處理問題，在學校內更受到校長的重視，因此，本中心

任之，置執行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之，相關教職員工生代

之成立特加入環境保護方面之業務。

表至少達三分之一（含）。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委員由下列人
員組成：

本中心共分三小組：（一）環境保護小組，組長由水環系主任盧博堅教授兼任；

一、相關處院、系所主管及教師。

（二）安全衛生小組，組長由化工系主任黃國楨教授兼任；（三）毒化物管理小組，組
長由化學系主任高惠春教授兼任。另依法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乙名，由營繕組

二、安全衛生人員。

黃順興先生擔任。

三、實驗（習）室、實習工廠安全衛生執行人員。
四、相關技術人員。

第二十二節 安全衛生委員會

五、衛生保健組醫護人員。
第四條 本會每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有關

一、成立背景

人員列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將勞工安全衛生法適用對象加入大專院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
習工廠的教職員工生，並依相關法規需設置一級單位之專責單位，本校因應法規規定，

第五條 本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工作推動

經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由總務長擔任，於八十七年八月卅
一日（87）校秘字第2488號函公布成立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全校安全衛生工作

一、訂定「淡江大學實驗室安全衛生工作手則」

事宜，八十七八十九學年度執行祕書為化工系黃國楨教授。

二、舉辦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舉辦勞工健康檢查

二、任務與職掌

第二十三節 環境保護委員會
淡江大學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確保教職員工生於實驗（習）室、實習工廠、研究室等工作場所作
業之安全與衛生，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設置安全衛生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本會為本校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其職掌如下：

七十八學年度成立環境保護小組，辦理校園環保工作，召集人為校長，副召集人為
總務長，七十八至八十一學年度執行祕書為化學系薛文發主任。
八十三學年度
為加強校園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之推行，八十二學年度進行修訂「淡江大學環境保
護小組設置辦法」並於八十三學年度公布施行。八十二至八十三學年度執行祕書為化學

一、釐訂災害防止計劃。

系陳幹男教授，此段時期因環保小組無專屬人員簽辦（收）公文，相關公文均改由事務

二、規劃、督導各單位之安全衛生管理。

組承辦，再行會簽相關單位及環保小組。

三、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八十四學年度

41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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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為校長，副主任委員為總務長，相關系所及單位之主管為當然委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員，另聘相關教師數名為委員。八十四至八十六學年度執行祕書為水環系許中杰教授。

第六條 本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十五學年度
八十五年十二月核定設置專人承辦環保委員會業務，以有效率處理環保相關事宜，

三、工作推動

員額列於營繕組。

一、每學年舉辦環保教育推廣運動

八十七學年度

二、訂定「淡江大學公共場所禁菸辦法」

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由總務長擔任。
八十七至八十九學年度執行祕書為水環系盧博堅教授。
一、成立背景
近來，由於加速經濟發展，忽略了環境保護，使臺灣地區的自然資源超限利用，生
態平衡嚴重破壞。為配合政府推動環境污染防治及加強本校環境教育，乃於八十五年八
月十二日（85）校祕字第2116號函公布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以整合本校校園污染
防治之輔導，以及推動各單位有關之環境教育工作，並負擔各單位間環境教育工作協
調、整合及追蹤工作，其行政事務仍由環境保護委員會兼辦。
二、任務與職掌

淡江大學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校區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二條規定設置
環境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整合推動校區污染防制工作。
二、推行環境保護教育。
三、協助提升校園環境及衛生品質。
四、環境保護相關預算之編列及執行。
五、提供環境保護相關技術及法規等諮詢服務。
六、其他環境保護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總務長擔任，委員若干人，由校長聘任之，置執
行祕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之。

三、成立「禁菸稽查小組」
四、成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小組」

CK0002-中-04 (1-2-3-4)MAB(5)(6)(清)(7)(再清)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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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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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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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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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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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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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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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徐新逸

84.8至86.7

邱炯友

86.8--------

四、大眾傳播學系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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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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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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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外，並函國科會出面邀請兩位系友回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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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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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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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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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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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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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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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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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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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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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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交通管理學系奉教育部核准更名為運輸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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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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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管研所八十六學年度已有兩岸共同指導之碩士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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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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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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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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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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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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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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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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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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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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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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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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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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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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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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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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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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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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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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茲臚列創所以來之歷任所長於下：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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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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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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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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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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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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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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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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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逸

86.8—88.7

王健華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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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單位之沿革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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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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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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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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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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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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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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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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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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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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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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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i-koel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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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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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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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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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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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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四章

教學單位之沿革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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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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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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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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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單位之沿革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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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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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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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理系及數學系自八十四學年度起至八十七學年度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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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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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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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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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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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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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校舍營建概況

一、商管大樓
改善商、管學院教學、研究及行政空間、環境。商管大樓新建工程於七十四年五月
開工，地下二層地上九層，主要用途作為教室、辦公室、研究室使用，總建築面積七、
一○六坪，七十五年七月完工，總工程費二四二、四七○、○○○元。

商管大樓興建記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秋淡江大學肇基於淡水斯時也國運剝極待復民生困極待蘇
先君驚聲公深思熟慮圖佐中興首要數人蓋因應非常之局須丕變傳統以教而致富由富
而致庶企求速效也爰懸與辦國際水準之大學為目標藉五育而止於至善雖獲黨國元勳
之贊議惟格於形勢政令即設英語專校授專長應急需而紮根對校務之推進則針對國家
之實際順應世界之新潮奮勵爭光閱八年升格文理學院又二十二年正名為大學焉校舍
之設施也初於淡水真理街設本部於台北市博愛路設城區部分兩地授課皆因陋而就簡
也四十二年春選定五虎崗現址興築校本部由余董理決體象天地製融中心依勢造型力
維自然經之營之次第樓宇櫛此連雲化學科學文學工學商船皆有專館蔚為天文人文匯
萃之新構浸成淡北壯麗秀逸之景觀復鑒於台灣地區四面環海發展經濟攸賴貿遷需萬
子千貢馳騁寰宇肩挑貨殖重擔因是五十四年城區部遷移金華街即籌設商學院定為院
址經歷年擴建亦成廣廈也改制大學仍有部份商學管理夜間三學院之學生在此受業雖
有近市塵便往來之利亦無礙於知識之傳授究竟不如使莘莘學子朝夕優游涵濡於天然
景色之中體會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之道更副大學者所以教學者為大人之旨矣為使大學
部學生均能集中校本部接受德智體群美並重之生活教育全部教師課餘仍留校研究兼
為人師則同學間切磋琢磨相得益彰師生間質疑問難教學相長斯樓之建豈可少耶是樓
也耗資新台幣二億五千萬元林董事長添福躬親策劃督導王建築師堅城設計台灣川源
營造公司承建七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奠基七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落成商十一層面積
七一零六建坪位於校園之正北矗立文學工學商船三館之間其用融各院系為一而有助
於師生共同探討謀科際之整合其體則使校園之布署均勻而益臻完美也淡江素負山水
之奇觀登樓四顧青山環拱海濤連天上有青雲如蓋下有郡邑羅列緬懷建置之歷程感創
業之維艱瞻望國家之遠景知學校之任重深盼吾同仁同學藏修其間寄前途於關懷人群
襟抱宇宙致知則精研贊化育開太平之學力行則建樹安國家利世界之功斯樓之築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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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成創校之大願亦再擴充舟進展之新基也勉乎哉勉乎哉。
校長 張建邦 謹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八日三十六週年校慶立

二、麗澤學舍
麗澤學舍新建工程於七十七年八月開工，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總建築面積四三○
坪，七十八年一月底完工，總工程費二○、七二四、○○○元。提供日本麗澤大學之學
生住宿，為利其在校之語文學習，亦均安排有本國籍之本校學生住宿其內。

麗澤學舍興建記
淡江創於二次大戰甫終世人殷望和平之秋研究以世界一家民胞物與為宗育才
以洞曉世變因應制宜為務而期與國際大學連手以轉時輪焉五十七年首與中央學院大
學締盟翌年建會文館備砌磋進而策辦國際性學術會議推行世學計畫盟校卅餘所中麗
澤與我旨同其交也始於六九年中文系校友來訪翌春交換研修往來交融乃於七一年訂
盟七三年日文部省准將所修納入正規學制學程由半年而一年學域由中文而英文日漢
學家向能文而不善語自茲改觀麗大之語文教育聲譽雀起我傳中華文化模式為之一新
為奠永久合作之基麗大特建斯舍本校園之東鄰民居與公園藏修所得舉以證士庶至使
也其前途寧有限量耶
淡江大學 董事長 張建邦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吉日

三、工學大樓
為改善工學院之教學、研究及行政空間、環境，將原五十八年興建之大樓東側擴建
為工學大樓。其規模為：
（一）綜合大樓新建工程原規劃興建地下二層，地上五層，總樓地板面積三、一九
五坪，主要用途為教室、研究室、實驗室及實習工廠使用，總工程費一五
○、○○○、○○○元，本工程於八十年一月完成工程發包，八十年六月奉
示綜合大樓重新規劃，並更名為工學大樓。
（二）重新規劃之工學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一年十月開工，八十二年九月完工，樓
高七層，主要用途作為教室、辦公室、研究室、實驗室使用，建築基地面積
約九四七坪，總樓地板面積約五、七三八坪，總工程費為二九五、○○○、
○○○元。
（三）工學大樓屋頂增建第八樓工程於八十七年七月開工，八十七年九月完工，總
商管大樓

工程費七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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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機車停車場
（一）五虎崗機車立體停車場：為改善水源街因機車停車阻礙通行情形，並提供同
學停車場所，特於校地內興建一座兩層樓之立體機車停車場。
工程內容：機車停車場面積1100坪，停車空間1200輛
起造時間：八十三年二月開工
完成時間：八十三年五月完工
工程費：一三、三六○、○○○元
（二）五虎崗第二機車停車場：鑑於學生機車停車場仍不敷使用，於五虎崗立體機
車場旁新租民地整地供停車用，於八十八年八月完工，總工程費四、二○
○、○○○元。

五、台北校園大樓之修繕工程
工學大樓

（一）七十四學年度更新中正紀念堂設備並全面整修。
（二）七十五學年度暑期全面更新舊大樓一至五樓廁所，男女廁所馬桶各改為二蹲

工學大樓興建記

一坐式，男廁衛生設備選用橄欖色，女廁選用粉紅色，並重配排水管，門窗

本校原工學大樓興建於民國五十八年六月頃以系所遽增原址已顯湫隘不敷使

修改，全面油漆，工程費計貳佰萬元整。

用於是拆其東側之部分房舍及實習工廠擴其建地約一千七百二十坪由董事會斥資新

（三）七十六學年度城區部電話總機室拆銷，各單位改以專線電話，話務員一名調

台幣三億元於八十一年十月一日鳩工營建八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新廈落成仍承其舊名

校本部總機室，代理話務員之工友一名歸建。城區部各單位搬遷及隔間修繕

曰工學大樓斯樓之情形也狀似如意其南與驚聲大樓毗鄰相互輝映如日月之雙壁登斯

工程，工程費計一、六三一、八五六元。圖書館新館閱覽室桌椅移研究學院

樓也可以遠觀淡水夕照大屯晨曦實莘莘學子進德修業之佳境也大樓凡七層總面積為

各研究所使用，十四間教授研究室移至東邊，重新裝修為十間。新大樓地下

五千九百七十一建坪一二樓為實驗室三至五樓為教室六七樓則為辦公室及教授研究

室體育館設備移校本部，該室改作校友文化基金會附設之溫水游泳池。

室於是工學院之所有教學與研究設備悉可容納焉尤盼師生善加利用此完整之硬體設

（四）七十七學年度舊六樓六○八至六一二室拆除，六○一室至六０七室屋頂加蓋

施倍加努力提升軟體建設著重教學與研究加強社會服務再創工學院之新紀元余深以

金屬板，工程費一、一四五、○○○元。城區部大樓各單位電話管線全面更

為工程學域較沈潛於尖端科技之研究若能滋潤以人文精神則可以孕育恢宏博大之氣

新及安裝不銹鋼接線箱，電話重新佈線，加設對講機，便利研究學院、各所

度高瞻遠矚之胸襟故該大樓之設計也委由本校第一屆建築系校友邱啟明建築師主其

及本組之連繫。增設舊大樓火警受信警報系統及檢修新大樓火警受信警報系

事營建則為竟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不僅力求設計之新穎與整體校園之配合尤著重人

統，更新受信總機，並移至總務組辦公室。新舊大樓外牆、花牆、二、三、

性空間之配置務使人文與科技兩種文化薈萃交融發揚我淡江傳統之特色新廈落成之

四樓走廊、二、三樓部份教室重新油漆、更新地磚，舊大樓前後四座樓梯更

日適值本校積極推展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實踐時期則斯樓之興建也實亦我淡江大

新為大型止滑板及兩大樓六樓間之通道改直，變更隔間為五間研究室，工程

學積極邁入廿一世紀之基礎也

費三、二五○、○○○元。
董事長 張姜文錙 謹撰

（五）七十八學年度舊大樓二、三、四樓教室裝設窗型冷氣機廿四台，六○三教室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裝設箱型冷氣機一台，經費共計一、○七五、○○○元。新舊大樓大門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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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及一樓內外四週走廊之地磚更新，工程費一、五二○、○○○元。舊大樓

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改修工程及更新教學辦公設備。新四樓走廊、董

天井作走廊，為不銹鋼架加玻璃纖維浪板屋頂，工程費四四、○○○元。

事會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防設施改修工程及更新辦公設備。新五

（六）八十二學年度配合資訊中心由安居街遷回城區部，增設一五○仟瓦變壓器一

樓走廊、校友聯誼會館、淡江時報委員會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消防

台。新三樓走廊、資訊中心各辦公室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改修工程及

設施改修工程及更新辦公設備。新舊大樓外牆花磚全面整修、油漆及作冷氣

更新辦公設備。

機排水管。

（七）八十三學年度舊大樓地下室、二、三、四樓走廊、各辦公室、教室、研究室

（八）八十四學年度新舊大樓一樓走廊、天井及新二樓走廊、二二二中正紀念堂、
二二三、二二四階梯教室與新六樓六二
一研究室全面土木、水電、電腦網路、
消防設施改修工程及更新學辦公設備。
（九）八十六學年度技術學院各系
辦公室、研究室改修工程，
包括土木、水電、電腦網
路、消防設施、辦公設備更
新等，提供良好之辦公、研
究環境。
（十）八十九年暑期進行台北校園
新舊六樓改建為技術學院各
系辦公室、研究室工程、台
北校園新舊六樓陽台地面及
一樓天井造景工程、台北校
園舊四樓改設五間教室工
程。

六、驚聲大樓、
商管大樓、
文學館以及
科學館研究
室之整修工
程
覺生紀念圖書館完工啟用後，為舒
解老師研究室空間之不足，特將位於商
驚聲大樓

管大樓、驚聲大樓、文學館之各分館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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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覺生紀念圖書館
圖書館大樓新建工程於八十四年一月開工，八十五年六月完工，前棟樓高九層，作
為圖書館使用，後棟樓高十一層，一樓至八樓由教育發展中心使用，十樓為覺生國際會
議廳，總樓地板面積約八、二八五坪，總工程費為八○四、四○○、○○○元。

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新建記
時代變遷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圖書館之興建紙本書籍已非典藏全貌故覺生紀
念圖書館總館之新建非以圖書庋藏之卷帙多而自詡不以閱覽座位之容量眾而為傲蓋

張驚聲銅像

入總館，遺留空間改規劃為教師研究室。位於科學館之原圖書總館空間規劃為教師研究
室、教室等用。
（一）商管大樓八樓及夾層整建為教師研究室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五年
九月完工，工程費為二一、三五○、○○○元。
（二）驚聲六、七樓整建為教師研究室及廁所整建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
五年九月完工，工程費為一七、六○○、○○○元。
（三）文館六樓及夾層整建為教師研究室工程於八十五年七月開工，八十五年九月
完工，工程費為一四、五五○、○○○元。
（四）科學館屋頂增建工程於七十八年一月開工，七十八年五月完工，增建面積三
○○坪，總工程費一七、一六八、○○○元。科學館內部整修工程於八十八
年七月初施工，八月底完工，工程費五九、五○○、○○○元。

七、歐式花園、驚聲銅像整建
本校在校園景觀規劃上十分用心，不但務期美觀，且重風格統整。早期校園綠地仍
多時，以「校園公園化」為建設目標，八十四學年度起以「校園花園化」因應，期望淡
江大學成為一所充滿書香、鳥語、花香的學府。因此，淡江校地雖有限，卻能充分運用
各角落，隨處造景，廣植季節性花卉及維護草皮，遂能發揮功能效率，構成學生良好的
學習環境與生活空間。於八十四年九月初，以歐式花園及驚聲銅像整建為主，十一月初
完工。歐式花園整建之經費為九十萬元，驚聲銅像之整建經費為一二○萬元。

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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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動工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落成啟用斥資新臺幣參億伍仟萬元
樓高七層建坪三千八百五十五斯樓之興建也前與行政大樓合抱成雙璧增輝之勢旁與
舊館銜接彰新舊互補之效內部設備皆具國際水準尤符二十一世紀本校開展第二曲線
之要求從施工監工均由化學系同仁組成營繕小組全程參與鉅細靡遺厥功亦不容忽視
新館之配置地下一樓為多功能教室及化學實驗示範教室一樓為科技中心及精密儀器
中心二三樓為化學專業電子化圖書館及化學教學實驗室四至六樓為專用研究空間而
庭園景觀之布置建材色澤之搭配裝飾採光之設計無一非精心之作新館之落成也必將
使化學系之教學研究邁入新紀元為本校之學術聲望開創卓越的領先地位
董事長 張姜文錙 謹撰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

十、籌建紹謨紀念游泳館

張姜文錙董事長主持覺生紀念圖書館落成

國際電腦網路之連線得收集資訊於千里之外提供需求於一瞬之間虛擬典藏實際取用

紹謨紀念游泳館工程之建築執照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九日獲核准，九十年五月十日開

全日開放已成為未來大學圖書館之新趨勢本館之規劃皆以資訊化為目標網路接續點

工，預定九十一年五月九日完工，一樓為停車場，二樓為更衣、盥洗室及四間教室，三

之設置可提供一千四百位使用者同時上網本校董事會以世界一流大學之圖書館為借

樓為設備維修走道，四樓為游泳池，五樓為看台，六樓為音控中心，總樓地板面積約

鏡歷三年之精心擘畫斥資近十億費時兩年以成樓高十一層面積八千餘建坪全館以純

二、二四二坪，總工程費預計為二五六、○○○、○○○元。

白色為外觀象徵大學教育對學術真理追求之光明磊落對人類社會服務之坦蕩無私登
斯樓兮一覽浩浩淡水河之奔流悠悠觀音山之翠秀實博覽群書廣蒐資料之奧府也必可
促進本校學術研究及教學品質之雙重提昇亦本校邁入第三波資訊時代新的啟航站與
新的里程碑爰為之記歲次丙子年十一月八日
董事長 張姜文錙 謹撰

九、鍾靈化學新館
化學新館重建工程於八十六年十月開工，八十八年六月完工，地下一層地上六層，
總樓地板面積為三、八五五坪，主要用途作為教室、實驗室、研究室、圖書館使用，總
工程費二六八、五○○、○○○元。

鍾靈化學新館興建記
鍾靈之名取義于鍾靈毓秀與張故校長驚聲先生學名鍾鈴之諧音也原館始建於
民國四十六年歷經四度擴建作育英才無數遂為國內化學研究之重鎮然科技日新月異
知識爆發追新舊館已不敷所需民國八十二年復有擴建之議經四年之構思規劃比圖終
由劍橋建築暨規劃事務所徐維志和高世銘建築師負責設計雙喜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

鍾靈化學新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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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籌建紹謨紀念體育館
規劃興建紹謨紀念體育館，目前正由建築師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中，本工程預計九十
二年開工，九十四年完工，地下三層地上九層，總樓地板面積約一四、四七五坪，主要
用途為教室、籃球場、羽毛球場、排球場、社團辦公室、地下停車場，總工程費預計約
八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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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一、校友會沿革（七十六年至八十九年）
本校創校三十七年來，畢業校友已達七萬餘人，分布料於國內外各地，本校林名譽
董事長添福為表揚淡江的傑出校友，於七十六年九月特創設「淡江金鷹獎」，鼓勵淡江
的所有「菁英」校友，第一位是頒贈給研究超導體有成，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頒發的
「康史達克獎」（Comstock），並獲總統接見馳譽國際的物理學家吳茂昆博士（62物理
系，64物研所），這不僅代表了吳博士個人的殊榮，也是本校朝向學術水準國際化的一
次大豐收。同時學校更積極協助校友會推動校友聯繫工作，並由財政副校長張紘炬博士
總其成，校友會會長焦威聯負責執行，期以凝聚力量，發揮出淡江人勇於創新之特質。
校友總會（總會長焦威聯）特於民國七十六年成立「淡江大學文化基金會捐助及組
織章程」，校友基金會並利用母校城區部大樓五樓闢為校友會館，提供校友活動空間及
會議室，並在地下室闢溫水游泳池，服務校友及母校師長。
八十二年二月成立校友聯絡組隸屬秘書處，由陳秘書長敏男兼代，此時畢業校友已
屆八萬多人，從此有一組織進行整合連繫校友的工作。並依人團法向縣市政府登記，成
立全國校友總會為目標。
依內政部「人民團體組織法」，先後成立國內及國外校友會如下：
國內校友會：
高雄市校友會81,06,29依人團法改組，理事長吳登樹。
彰化縣校友會83,10,01成立，理事長為張世良。
苗栗縣校友會83,10,23成立，理事長為林佾廷。
桃園縣校友會84,03,05成立，理事長為（先為劉邦友後由吳克清接任）。
台中市校友會84,06,17成立，理事長為廖述嘉。
台北縣校友會84,06,18成立，理事長為李顯榮。
台南市校友會84,06,24成立，理事長為杜振榮。
海外校友會：
阿根廷校友會81.12.08成立，會長為陳資源。
印尼校友會82.09.02成立，會長為謝國輝。
西班牙校友會83改選，會長為柯孝雄。
八十四年八月學校成立「大學發展事務處」，下轄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校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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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募款推動組，從此校友工作，有一個專責的一級單位，其工作目標為：
一、積極協助成立校友會
（一）地區性校友會
1、國內地區：共計廿三個。
全省廿三個縣市校友會在八十八年十月卅日全數成立完成，本校成為全
國大學院校中在全省每縣市成立校友會的第一所大學。
⑴八十四年八月一日前成立之校友會有：彰化縣、苗栗縣、桃園縣、台
中市、台北縣、台南市、高雄市（改組）
。
⑵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成立之校友會有：台中縣、嘉義
縣、嘉義市、雲林縣、高雄縣。
⑶八十五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台東縣、新竹市。
⑷八十六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台北市（改組）、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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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院：大傳系、中文系、中文所、教資系、歷史系
理 學 院：化學系（所）
、物理系（所）
、數學系（所）
工 學 院：土木系、化工系、水環系、建築系、航太系、資訊系、電機系、機
械系
商 學 院：保險系、財金系、金融所、國貿系、國企所、產經系
管理學院：公行系、交管系、企管系、夜企管系、會計系、夜會計系、統計
系、資管系、管科所
外語學院：日文系、西語系、法文系、英文系、西研所、德文系
國際學院：大陸所、日研所、拉研所、東南亞所、俄研所、美研所、歐研所、
戰研所
技術學院：財務系、國企系、管理系、營建系、建技系、應日系
（三）籌組行業性校友會；
行業性校友會目前計有工地主任班校友聯誼會、教育界校友聯誼會、中華商

⑸八十七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屏東縣、基隆市、宜蘭縣。

管幹部聯誼會、會計師校友會、工業技師校友聯誼會、企業家研究班、淡江人資

⑹八十八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南投縣、澎湖縣、新竹縣、台南縣。

訊協進會等七個。

⑺預計在八十九年成立福建省金門縣校友會。
2、海外地區：共計廿三個。
⑴美洲：加拿大、美東、美中、美北加州、美南加州、美南、美達福區、
美華盛頓D.C.、巴拿馬、智利、巴拉圭、巴西、阿根廷。
⑵歐洲：英國、法國、西班牙、奧地利。
⑶亞洲：日本、香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⑷大洋洲：澳洲。
3、「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與「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
依據全國各地校友會理事長的建議，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四十六週年
校慶前夕，成立「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由陳飛龍校友擔任會
長、陳進財校友及廖東漢校友擔任副會長，有計畫性的將淡江人的力量
發揮出來，並促成學校與校友間相互支援的親密關係。
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台北市、高雄市再加上台灣省十一個縣市校友會
（須超過二分之一），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成立「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由林欽濃校友擔任理事長，統籌全國性校友會活及擔任各縣
市校友會間溝通橋樑之角色。
（二）加強系所友會之健全；

1、工地主任班校友聯誼會
成員為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之工地主任班之校友，於八十五年二月
廿九日成立，八十九年一月九日改選。
歷任會長：李楨楓（85.02-89.01）
陳憲治（89.01∼迄今）
2、教育界校友聯誼會
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成立，推選龔鵬程為會長。
3、中華民國商管協會
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成立，推選彭舜瑋為理事長。
4、會計師校友會
於八十八年七月八日成立，推選羅森為會長。
5、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
於八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成立，推選蔡文雄為會長。
6、工業技師校友聯誼會
於八十九年六月三日成立，推選林自強為理事長。
7、淡江人資訊協進會
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成立，推選黃明達為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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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四行業性校友會外，亦積極促成圖書館界、觀光旅遊以及金融保

Ｅ-mail：viva@mail.tku.edu.tw並請於三天前，電話確認；地址：台北市

險等各類行業性校友會的成立，希望藉由校友會的成立，更可以建立起

金華街199巷5號五樓522室；電話：02-23515123；傳真：02-23918108

緊密的校友聯絡網。

〔二十四小時開放〕
）
。
5、使用者如因故放棄使用時，不得轉借他人使用，並應於使用前三天通知

二、發行「淡江時報校友版季刊」免費寄送所有校友

本處。

配合本處成立，於八十四年八月「淡江時報校友版」創刊，每季發行一次，

6、凡申請使用場地者均有維護公物、保持清潔之責任，場地使用完畢，使

免費寄發全數校友，至八十九年十一月已發行廿二期，每期寄七萬份，共寄一百

用者須會同本處人員清點會場。

五十四萬份。

7、現場張貼物（請勿使用雙面膠帶）需經本處同意，並於場地使用結束後
清理妥當。

三、在台北校園設立「校友聯誼會館」提供場地免費供校友聚會之用。

8、借用期間對本會場或各項設備公物造成毀損，應照價賠償。

八十四年五月廿日校友聯誼會館式於台北校園五樓啟用，提供校友們舒適的

9、凡登記借用場地者，即視為同意本管理規則。

空間，可容納百人的會議廳亦免費提供校友借用，附設吧台的交誼廳則可提供聯

10、請參與活動校友填寫校友資料表，以充實校友資訊庫。

誼、啜茶敘舊的場地。

11、請填寫會館使用報告表，並於會後交回值班人員。

四、建立校友檔案，健全校友資料。
本校校友目前已超過十四萬人，校友資料建檔十分不易，於83年委請資工系

（二）申請成績單及學歷證件
為不克親自來校之校友辦理各項證件之申請。
（三）其他

黃明達老師協助建立校友資料庫，現可掌握百分之五十之校友資料。並利用各種

1、自八十四年起，聯絡各縣市校友會在寒暑假前往探望由在校學生組成之返

管道尋找失聯校友，另於八十八年開始，於本處全球資訊網網頁上，提供校友直

鄉服務隊，鼓勵在校生校友服務社會之熱誠。

接上網登錄校友資料，八十九年一月開始接受校友申請本校教務行政版BBS之帳

2、自八十五年起，寄發淡江時報予大三留學生，並通知當地校友會代為照

號。為配合本校三化中之「資訊化」，開始搜集校友會幹部之E-mail，提高資訊傳

顧。

送之速度並降低成本。並將建立全部校友之E-mail資料。

八十六學年度：日本4人、蘇俄1人、美國1人、法國1人、
德國1人、西班牙1人

五、其他服務校友事項

八十八學年度：日本35人、蘇俄18人、德國20人、法國21人、美國1人、

（一）免費提供校友聯誼會館

加拿大31人
3、自八十七年起，促成縣市校友會與在校生校友會合作，於校慶當天義賣，

淡江大學校友聯誼會館校友使用管理辦法

所得金額作為在校生校友會活動基金。

1、本場地供校友開會聯誼之用（其他活動、集會租用，請洽本大樓一樓總

4、提供縣市校友會新生名冊便於校友會為新生舉辦新生座談會。

務組）。

5、受理並認證校友申請BBS校務行政版。

2、場地分為：會議室、交誼廳。

6、受理並認證校友申請校友永久免費E-mail帳號。

3、提供咖啡、茶包、紙杯（供應冰熱開水採自助方式，交誼廳設有吧台可

二、歷年校友動態

供使用）
。
4、借用場地請於二星期前提出申請並填寫場地借用申請書（可利用傳真或

75.09

校友顏義芳（化學系第二屆）與華實樹脂公司董事長黃慶淵捐款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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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設立「台灣儀器行創辦人林壽禎紀念獎學金」供理學院學生申請。

80,000元給化學系作為清寒獎學金之用。
75.09

校友王慶宗、張紹仁、溫永盛、謝道宏、藍中興等五人，高中七十五年

77.10.31

特種考試第二次河海航行人員甲種三副考試，宋正川（航海系前任助教）
高中七十五年第二次河海航行人員「甲種航行」考試榜首。航海系學生

76.03

77.10.31

76.10.02

77.11.08

烈、陳元音、李保玉、侯登見、游象源、黃天中、魏和祥、莊華敏、鄒

導溫度提高到攝氏零下75度，吳茂昆校友（62年物理系畢，64年物理所）

忠科等十位。

另朱經武的助手何北衡（亦是校友66年物理系畢）九月九、十、十一日

77.11.08

化學系校友會在化學館舉行系友大會慶祝創系30週年。

三天返校與與師生座談。吳茂昆學長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頒「Comstock」

77.11.08

校友總會焦威聯會長以「校友文化基金會」名義捐贈八十五萬元設立
「講座教授」乙名。

林名譽董事長添福設立「淡江菁英獎」表揚傑出校友，第一屆獲得者為

校友總會於八日晚上假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餐會，席開26桌慶祝校

吳茂昆博士。

慶，林名譽董事長添福博士、張董事長建邦、陳校長雅鴻及師長共300人

校友總會（會長焦威聯）推動成立「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校友文化基金會」

與會。

76.10.24

管研所校友會會員大會由邵中和（宏碁電腦公司總經理）當選會長。

76.11.08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會長何惠東代表校友會捐1,500美金作為清寒獎學金，

77.11.23

（71年東語系，75年日研所，目前留學日本）。
78.11.08

學金。

添福頒獎。
78.12.17

校友蔡永興（英專第二屆，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捐贈「電漿激發

79.01.21

副會長。
79.03.03

航海系、輪機系師長校友四十餘人，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座談會，討論支

由文學院紀秋郎教授代表接受，張校友現任台中縣傑人會會長。

援海事博物館開幕事宜（六月六日）館長陳敏男列席，邀請兩系系友返

陳校長雅鴻、林副校長雲山、工學院施院長國肱、日文系陳伯陶教授等

校參加典禮。

訪問日本美國姐妹校途經美國洛衫磯，校友會設宴歡迎並捐美金3,500元

79.08.29

電算系系友會由王揚文（日間部會長）黃華隆（夜間部會長）在凱悅飯

合新台幣壹拾萬元作為母校獎學金之用。

店宴請歷任系主任和工學院院長，並決議籌募新台幣廿萬元為系教學之

校友黃美娟（法文系）、英文四陳建志、法文三劉文英經救國團甄選為中

用。

華民國學生代表南非友好訪問團赴南非訪問三所大學。
77.09.26

淡江新研社OB聯誼會成立，由邱竹林擔任會長，胡朝景（化學系教授）
丁遠超（中央社記者）魏悌香（長頸鹿兒童美語雜誌社總經理）三人為

「嘉惠母校」銀盾。
張榮士、劉碧珠夫婦（65年英文系校友）捐贈新台幣10萬元作為獎學金

金融所伏和靖校友以「台灣地區貨幣市場利率期限結構之實證研究」論
文，榮獲中國經濟學會最佳論文。

分光儀」-價值120萬元，供研究教學之用，張董事長建邦代表學校回贈

77.09.09

第三屆「淡江菁英獎」獲獎校友為葉能哲、焦威聯、陳田仁、黃英雄、
何惠東、楊曦、王孝敏、林丕雄等八位，在校慶典禮上由林名譽董事長

博士所捐贈「淡江講座基金」新台幣100萬元。

77.07.28

日本校友會假東京隋園餐廳舉行忘年會並改選會長由馬耀輝膺任新會長

黃天中校友（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副校長）捐美金2,500元作為清寒獎
三十七週年校慶張董事長建邦代表接受中華民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

77.06.12

創校卅八週年，十位校友獲選為第二屆「淡江菁英獎」陳雅鴻、謝新

由華裔科學家朱經武及校友吳茂昆兩位物理學家領導的研究小組，把超

（79.12.28淡江時報88期報導）。

76.12.05

美國美東校友會（紐約、新澤西州）正式向州政府登記成為合法社團將
參與地方事務。

康史達克獎。
76.09.11

林佾雄校長（1966西班牙學系）現旅居美國德州達拉斯從事貿易事業，
日前返校參觀，捐美金1,000元作為西班牙文系獎學金之用。

考取長榮公司（占錄取名額十分之九）：薛立中、陳振興、吳基銓、許
鈺灝、蔡蓮耀、于台生、林學森、王興益、林守義等九人。

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681

林進二校友（化學系第二屆，現任台灣儀器行董事長）捐贈新台幣壹佰

79.11.04

統計系七十九年系友大會在母校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由會長林樹雄主
持，會中張之洋、陳嘉慶捐電腦，黃德源校友捐五十萬元，謝一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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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卅萬元。
79.11.07

81.11.01

友服務獎。系主任馮朝剛、第二任系主任簡又新（任交通部長）到場致

行，美國、歐洲及國內，校友七百位與會，會議由焦威聯總會會長主

賀。
81.11.04

臨指導。張建邦博士（交通部部長）
、趙校長榮耀博士蒞臨勉勵。
第四屆「淡江菁英獎」得主廿一位，由林名譽董事長添福頒獎：呂明
森、汪國華、吳金生、董

江憲治（夜企管系畢）曾帶領錄蓉、忠勤、台元女籃，獲台灣體育優秀
選手獎。

81.11.08

璋、羅興華、張元松、林敬恩、方幼南、許

耀文、錢家驊、陳進財、王迺鵬、劉日興、朱宗英、王揚文、戴冬生、

80.04.15

航空系系友會成立，江誠榮擔任會長，會中並頒發系友學業獎學金、系

由校友總會主辦的「四十週年校慶校友餐敘」晚七時假凱悅大飯店舉
持，姜董事長文錙、董事林燈、楊塘海、楊玉焜、林山鐘、林坤鐘均蒞

79.11.08

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683

四十二週年校慶，旅美校友籃球隊（盧義信、丁克鍼、黃天生等）與教
職員隊舉行友誼賽，旅美校友隊以二分險勝教職員隊。

81.11.29

西班牙系成立30週年系友於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會議，由會長曾茂

王子世、林貴榮、崔鼎昌、李廷亞、陳麗惠等廿一位。

川、系主任白方濟共同主持，董事陳雅鴻（前任校長）、拉丁美洲研究所

英文系校友陳田垣、陳田仁、陳田稻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設立「金川獎

所長熊建威、巴拉圭駐華大使索羅斯?羅培斯（外交使節團團長）尼加拉

學金」回饋英文系。

瓜駐華大使巴拉雷斯及系友50人參加。

80.06.15

校友總會在商館大樓舉辦「校友迎新荼會」由總會會長焦威聯主持。

81.12.03

化學系系友回饋母校，捐贈系友獎學金五十萬元。

80.06.10

校友藍毓華（現任資訊中心秘書）當選由教育部主辦的「推動電腦輔助

81.12.18

西班牙語文學系第一屆（55年）校友黃瀧元奉派擔任我國駐阿根廷代表

教學有功人員」。

處代表。林校長雲山特於八十二年二月廿一日晚上設宴款待，以表達祝

80.09.29

吉他社校友會成立，由曾在、林正如、詹正隆、林春輝、劉慧啟組成。

賀之意。前任校長陳雅鴻、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熊建成、秘書長陳敏男

80.10.17

宋有福（法文系）、徐伯棻（法文系）、翁禎霞（英文系）、周怡倫（英文

應邀作陪。

系）錄取聯合報記者。
80.11.01

81.12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1982年成立）改選會長由謝中丞當選，校友會人數

吳耀寬校友（80年夜企管系畢）、柯建銘學長（管科所學分班）當選立

達800人。

委。

劉日興（64年土木系校友）當選1992年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82.03.01

八十二年度會計師資格考試，三十位校友取得資格。

會長。

82.03.21

夜企管系校友會於城區部舉行校友會，改選洪再德當選會長，副校長張

楊育才當選紐約區台灣大專院校聯合會會長，美東校友會會長黃敏飛出
版「1991美東淡江校友名錄」
。
80.11.08

82.04.05

華盛頓D.C.校友會會長孫鐵漢來函表示，首府地區約一百五十位校友，盼
母校多保持聯絡。

82.04.15

秘書長陳敏男前往高雄市校友會訪問，代表學校學向校友致意，並宴請

邦友。

會長吳登樹，副會長王茂源、林政男，財務長盧泰揚，財務主委吳敏

留日校友假東京新宿隋園大飯店召開校友大會推舉林敬三（72年電算系

成，活動主委蕭世雄等。

畢）擔任第26任會長。
80.11.18

紘炬、秘書長陳敏男、企管系主任沈景茂均應邀列席。

第五屆「淡江菁英獎」得主12位為：蔡睿智、陳添壽、簡捷夫、陳邦
彥、粘清木、許德宏、魏幼武、趙揚清、孫黎芳、喬培偉、鄭詠元、劉

80.12.15

李顯榮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建築系，北縣十、十一屆縣議員），另外有

82.06.12

數學系校友陳邦彥，任教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返母校演講「有限型曲
線與曲面理論」。

81.06.29

高雄市校友會改組。

81.10.07

謝絜修（大傳系）校友擔任華視主播。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在加州安那罕舉行聯歡會，有四百人參加（共有校友
約800位，成立於1980年）。

82.06.19

張董事長建邦於台北校園邀請校友會會長聯誼餐敘，到會有73人，盛況
空前，計有張詩經、郭俊英、何景賢、胡傳安及黃國華等人到會。

82.07.03

林校長雲山率領秘書長陳敏男及建教中心主任李德昭前往訪問日本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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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由創會會長林丕繼、前任會長林敬三、現任會長林清雲等接待，林

82.08.01

82.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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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03-21

張前董事長建邦、陳董事雅鴻、陳秘書長敏男赴日本及美國、洛杉磯、

丕繼學長捐贈日幣五十萬元指定給日本研究所使用。

聖安尼、休士頓、華盛頓D.C.、巴爾的摩、紐約、芝加哥、舊金山訪問校

秘書處下設「校友聯絡組」，陳敏男秘書長暫兼組主任乙職，以服務

友會，所到之處各地校友會均特別舉辦歡迎會並接受電視報紙專訪。

91,000位校友並積極籌組各縣市校友會。

82.12.21

企管系廖東漢校友（福華飯店總裁）捐贈100萬元作為企管系獎學金。

高雄市校友會會長吳登樹邀請母校師長前往訪問，張董事長建邦率領林

83.01.10

崔麗心校友（75年法文系畢）榮獲兩屆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校長雲山、副校長張紘炬、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秘書長陳敏男、訓

83.03.05

美東校友會改組，張清志擔任會長。

導長羅運治前往，高雄市長吳敦義、議長陳田錨亦參加餐會。

83.03.08

紐約校友會

82.08.23-82.09.04

陳董事雅鴻率秘書長陳敏男訪問東南亞校友

前任董事長呂明森曾任紐約區大專校友聯合會第一屆副會長

08.23-08.25

香港，會長林偉業等人接待

楊育才：紐約區大專校友聯合會第二屆會長

08.25-08.31

馬來西亞，聯絡人陳明新、林魯仲接待

張清志：紐約區大專校友聯合會第五屆副會長

09.01-09.04

印尼，成立校友會，由謝國輝擔任會長

82.10.02

外語學院系友座談會由院鍾英彥主持，張前董事長建邦應邀到場致詞，
鼓勵校友參加聯誼並捐款回饋母校。

82.10.03

82.10.06

83.03.21

化學系13屆B班合捐100萬元
蔚揚實業公司董事周為揚捐100萬元。

83.04.01

管理學院系友座談會由院長陳淼勝主持，秘書長陳敏男應邀列席，報告

校友陳在男、胡啟年以「美國台灣商會聯合會」會長及副會長身份蒙總
統接見，胡啟年表示章孝嚴、戴瑞明為1960年就讀英文系為同學。

學校對校友會組織情況並呼籲校友捐款回饋母校。

83.04.01

日本校友會1994年會長由朱慧珠擔任（夫婿林敬三為1992年會長）

大眾傳播界校友座談會在城區部校友聯誼會館舉行，張前董事長建邦應

83.04.30

南加州校友會年會假環球影城希爾頓飯店舉行，由羅興華擔任13屆會

邀致詞。

長。

82.10.09

國際研究學院校友座談會於城區部校友聯誼會館舉行。

82.10.16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於舊金山希爾頓飯店舉行「淡江之夜」，並改選會長，

紐約校友會：1989年9月成立

由曹一星將會長交由韓郁文（1976機械系）擔任。

休士頓校友會：近10年（約1984年成立）

理學院暨商學院校友座談會於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校長林

芝加哥校友會：1990年成立

雲山主持，張前董事長建邦談「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

洛杉磯校友會：1981年成立

82.10.17

82.10.23

82.11.07

8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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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5.02

時報刊出

工學院校友會座談會於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

83.05.15

夜企管系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洪再德當選會長

持，工學院院長陳治欣、秘書長陳敏男應邀列席。

83.05

校友擔任各縣市、鄉鎮縣轄市長及縣市議員、鄉鎮民代表計有：

文學院校友會座談會於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院長傅錫壬主

南投縣竹山鎮鎮長：許文欽

持，陳秘書長敏男應邀列席報告校友活動及募款推動事宜。

雲林縣莿桐鄉鄉長：陳振恭

第七屆菁英金鷹獎得主為侯建威、陳文章、趙志超、毛靈珩、高新平、

屏東縣琉球鄉鄉長：蔡文明

張守仁、羅森。

台北縣縣議員：金介壽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為慶祝四十三週年校慶舉行慶祝活動，會長王子世表

桃園縣縣議員：曾能芳

示有二百人參加。校友李廷亞擔任南加州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

苗栗縣縣議員：王士毅

德文系系友會在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會長柯遠烈主持，外

台中縣縣議長：林敏霖

語學院院長鍾英彥（德文系畢）應邀列席。

台中市市議員：廖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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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11

南投縣縣議員：許民衡
雲林縣縣議員：陳憲中
83.05.28

83.09.03

83.10.01

書館學會「特殊貢獻獎」。
83.12.18

化學系第十屆校友假北區海霸王餐廳舉行同學會，林校長雲山、理學院

國策顧問王玉雲、前監委朱安雄、立委吳德美、前校長趙榮耀、董事會

王振銘（英專47年）校友所經營之花連美崙大飯店開幕。

周主任秘書新民、秘書長陳敏男、學分班蔡主任信夫等上百人前往參

83.12.20 75

年法文系校友華視記者胡婉玲榮獲「曾虛白先生新聞公共服務獎」
。

加。

83.12.25

江綺雯（60年西語系）（不分區國大），擔任高雄市政府研考會主任委
員。

美北加州校友會（舊金山）校友會改組，林身影任會長、林德茂、金炎
84.01.09

蔡明毅（73保險系）蔡阿炮-獲青商會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薪傳獎。

西班牙校友會會長柯孝雄偕同校友十餘人招待母校赴拿瓦拉大學大三留

美北加州前任會長韓郁文、陳松及現任會長林身影返國，專程拜會秘書

學的學弟妹。

處陳秘書長敏男商談加強校友會活動事宜。

彰化縣校友會成立（台灣省第一個成立）

美中校友會捐款美金1000元為慶祝四十五週年校慶運動會獎勵之用，捐

下午三時假縣立文化中心成立，由張世良（立法委員）擔任理事長，林

款校友為陳再男、王知元、陸偉、孫序彰、徐倫、邵光華及錢懷德等

校長雲山、陳董事雅鴻、趙前校長榮耀、監委陳孟鈴、總統府參議林欽

人。

83.10.10

柯耀宗（71年輪機畢）擔任美商克雷霸公司台灣總裁。

83.10.23

苗栗縣校友會成立，林佾廷任理事長、黃錦榜任總幹事，張前董事長建

83.11.08

校友黃世雄（50年英文系畢） （曾任本校圖書館館長），榮獲中華民國圖

薛院長文發、化學系王主任文竹前往參加。

濃蒞臨參加，與會人數近二百人。

83.11.05

83.12.16

茂源及南部五縣市校友會籌備負責人、高雄市長吳敦義、議長陳田錨、

南、陸錦鳳三人任副會長。
83.09.29

智利校友會第九次會員大會由會長周超雄主持，榮譽會長王代表飛夫婦
蒞臨指導，共有校友及眷屬三十餘人參加。

前董事長張建邦在高雄市校友會，以「全球新體系：經濟國際化展望」
作專題講演，創會會長黃英雄、前任會長莊壽男、吳登樹、現任會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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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2.07

宜蘭縣校友會召集人羅國雄（前宜蘭縣議長）下鄉慰勞本校由學生組成
的基層文化服務隊和宜蘭縣校友會返鄉服務隊，令服務隊備感溫馨。

84.02.18

美東校友會於新澤西州希爾頓大飯店舉行，由董事長朱自立、會長韓怡

邦、陳董事雅鴻、趙前校長榮耀、林校長雲山、董事會周主任秘書新

主持，校友及眷屬共四百人參加，並邀請成大、文大、中原等七校校友

民、秘書長陳敏男、訓導長羅運治、教授賴金男、賴友仁等列席指導。

會會長共襄盛舉。

留校服務校友聯誼會假台北聯勤信義俱樂部舉行，由會長陳雅鴻主持，

84.02

大傳系第二屆校友劉麗惠主播台視晨間新聞。

專任教職員中校友有844位，當天有350人參加。張前董事長建邦蒞臨指

84.02.27

饒世永（華盛頓特區校友會創會會長）、李廷亞（南加州校友會長、南加

導，改選會長由張紘炬當選會長，傅錫壬、周新民任副會長。

州台灣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會長）率領美加地區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負

第八屆金鷹獎得主於校慶上獲頒金鷹，楊朝諭、吳登樹、林砰裕、何弗

責人訪問團回國，晉見李總統登輝，並來校拜會。

國、周秋火、郭美文、朱天文、孫序彰。

84.02.28

第七屆美東校友會年會於新澤西州席卡斯草原地並邀成大等七校校友聯
誼。

83.11.14

校友蔡素芬以「鹽田兒女」獲聯合報長篇小說首獎，獲總統召見。

83.11.15

新任美東校友會會長韓怡偕同夫人毛靈珩女士回校拜訪。

83.11

由母校秘書處主編之「旅美校友通訊錄」出版。

83.11.22

保險系系友會假台北聯勤信義俱樂部行年會由會長江朝峰主持。

84.03.06

唐琪（57年中文系畢）創立經營「花旗蛋糕」馳名中外。

83.12.02

西語系系友座談會。

84.03.05

桃園縣校友會成立，由劉邦友（縣長）當選理事長，張前董事長建邦、

83.12.05

中研所所友會成立由殷善培擔任會長。

84.03.01

王一飛（大陸所第一屆校友）由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主任升任內政部消
防署署長。

陳董事雅鴻、趙前校長榮耀、林校長雲山、董事會周主任秘書新民、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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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陳敏男、會計長王美蘭、管理學院院長蔡信夫等前往列席。

84.07.09

土木系系友大會，由賴汶昌（74年畢）擔任會長。

化學系系友座談會在化學館舉行，由系主任王文竹主持，到會有第一屆

84.07.30

華盛頓D.C.巴爾的摩校友會改組，史超俊（71年英文系）擔任會長，黃幼

系友林健祥（宗瑋公司總經理、化學系國外校友會會長）、卸任會長董國

基任副會長。

璋、新任會長郭利光等卅位校友返校與在校學弟妹座談。

傅迪（63年英文系）由舊金山辦事處副處長調升駐南非開普頓總領事。

王堯世（60年管科所畢業）發明「形聲王碼」獲大陸北京專利局發明專

金炎南（57年法文系）現任北加州校友會副會長身兼舊金山灣區聖荷西

利權十五年。

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台灣同鄉會會會長。

吳西謙校友（44年英專）主持錫安旅行社，獲觀光局「最佳海外旅遊產

84.08.01

大學發展事務處成立

品精選優勝獎」，同時亦獲「一九九四年旅遊業最具紳士風範風雲人物

84.08.03

胡啟年（53年英文系）當選一九九五年南德州年度企業家

獎」
。

84.08.09

楊祖珺（66年英文系）任晚晴協會理事長。

楊聖弘校友（82年歷史系）擔任台北之音電台「台北溫馨一族」節目主

84.08.27

加拿大校友成立由田仲望任會長。

持人。

84.09.01

大學發展事務處發行「月報」
。

土木系師生及系友座談會在淡水校園五虎崗廣場舉行，由系主任祝錫智

84.09.04

財政副校長張紘炬主持「資深校友座談會」。

主持。

84.09.16

台中縣校友會成立，由林欽濃擔任理事長。

夜企管系系友大會於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選出張金溪為理事長，廖

84.09.17

嘉義市校友會成立，由呂明星擔任理事長。

中島、林敏善、鄭松壽為副理事長。

84.09.17

嘉義縣校友會成立，由蔡端仁擔任理事長。

英文系系友洛夫在詩壇成名多年，創世紀詩社特舉辦「洛夫詩作研討

84.09.24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鍾炯煌擔任會長。

會」
，各界學者給予極高評價。

84.10.01

高雄縣校友會成立，由黃隆正擔任理事長。

袁哲生校友（84年西研所）榮獲中國時報短篇小說獎。

84.10.14

彰化縣校友會邀請美研所所長戴萬欽在會員大會上作「中美台關係」專

美南校友會（休士頓）改組由羅明忠（57年建築系）任會長，副會長為
張世燿（59年測量科）。

題演講，慶祝校慶。
84.10.23

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秘書長）

84.10.25

雲林縣校友會成立，由李聰田擔任理事長。

香港校友會會員大會，改選區邁維（79年教資系）擔任會長。

84.10.25

台南市校友會舉行年度大會，並慶祝四十五週年校慶，創辦人張建邦、

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啟用，由前董事長張建邦為會館剪綵，並舉行酒
會。

84.05.22

大學發展事務處舉辦「就業輔導業務座談會」，由財政副校長張紘炬主
持，企業界校友、各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畢業班代表參加。

TOP拓樸校友會會長改選，由張永明將會長職務交給許明雄學長（現任中

8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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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林雲山前往參加。
84.10.29

林良（58年英文系）任國語日報董事長（筆名子敏）並獲（第廿屆國家

日本校友會假東京新宿歌舞伎町舉行慶祝四十五週年迎慶大會，由會長
朱慧珠主持。

文藝獎）
。

84.11.04

馬來西亞校友會假吉隆坡大酒店，舉辦「淡江之夜」慶祝校慶。

84.05.29

資管系系友大會推選黃西田任會長（前二任為陳德榕、簡郁文）
。

84.11.08

海外校友會組團返校參加校慶，美北加州（林身影、陸錦鳳）；華盛頓

84.06.05

智利校友會改組，周超雄（62年公行系）卸任由周麟擔任會長。

特區校友會（沈葆）；香港校友會（林偉業）；美聖安東尼校友會（胡

84.06.17

台中市校友會成立，廖述嘉（75年土木系）擔任理事長。

啟年）等，共計四一五人。

84.06.18

台北縣校友會成立，李顯榮（57年建築系）擔任理事長。

84.11.26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由王茂源蟬聯理事長。

84.06.24

台南市校友會成立，杜振榮（56年商學系）擔任理事長。

84.12.01

產經所所友會改選，由李昆哲接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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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立法委員選舉校友多人當選：李顯榮（台北縣）、劉盛良（台北
縣）、吳克清（桃園縣）、林明義（雲林縣）、柯建銘（新竹市）、杜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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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校友會成立，由賴敏智擔任會長。
89.03.27

（台南市）；不分區：范巽綠、林郁方、鄭龍水、陳一新。

桃園縣校友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補選吳克清接任理事長（原理事長劉
邦友於85.11.21遇刺身亡）
。

84.12.13

校友戴德銘捐款二百萬元設立「簡又新教授獎學基金」
。

86.03.29

花蓮縣校友會成立，由黃文樞擔任理事長。

84.12.16

校友趙揚清由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升任署長。

86.05.01

巴拿馬校友會成立，由陳資源擔任會長。

85.01.11

高雄市校友會舉辦「金融界校友座談會」
，由理事長王茂源主持。

86.06.03

夜企管系友會改選，由黃慶堂接任會長。

85.01.13

台東縣校友會成立，由何三本擔任理事長。

86.06.08

美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段相蜀接任會長。

85.02.01

成立「留學顧問團」業務由大學發展事務處承辦。

86.06.14

邀請英專校友三十位返校參加畢業典禮。

85.03.23

蔡志弘（台北市；教師）、王高（台北市；教師）、林意楨（不分區；校

86.08.17

台北市校友會改組，由羅森擔任理事長。

友）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86.09.13

美東校友會改選，由劉桂瑤接任會長。

85.05.04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友會成立，由陳守讓擔任會長。

86.10.01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陳勝銘接任會長。

85.06.15

馬來西亞校友會成立，由陳明新擔任會長。

86.10.19

高雄縣校友會改選，陳振惠接任理事長。

85.07.03

澳洲校友會在雪梨成立，由畢建海擔任會長，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大學

86.11.01

美中校友會（芝加哥）改選，由嚴祥仁接任會長。

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特別前往參加成立大會。

86.11.04

澳洲校友會改選，由張凱勝接任會長。

85.09.01

新竹市校友會成立，由周介石擔任理事長。

86.11.08

台北市校友會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及完成改組，於太平洋聯誼社舉辦餐

85.09.07

黃宗民接任教資系系友會會長。

85.09.15

校友黃瀧元（一九六六年西班牙文系校友）擔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86.11.08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金炎南接任會長。

85.10.02

商管幹部聯誼會改選，由彭舜瑋擔任會長。

86.11.15

智利校友會改選，由呂國松擔任會長。

85.10.30

大學發展事務處出版「淡江大學募款徵信錄」第一冊。

86.12.20

日本校友會改選，由許麗津接任會長。

85.11.03

江綺雯校友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贈「聖西爾維斯特」司令爵士勳章。

86.12.27

85.11.07

85.12.01

85.12.09

85.12.15

86.02.06

86.03.01

「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成立，由陳飛龍擔任會長。

會。

87.01.24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成立，由林欽濃擔任理事長。
校友多人當選縣市議員鄉鎮市長。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聯誼會」成立，由劉邦友擔任會長。

縣市議員：金介壽（台北縣）；李堃南（基隆市）；張祖琰（新竹

「淡江大學教育界校友聯誼會」成立，由龔鵬程擔任會長。

市）；廖述嘉（台中市）；洪崇雄（彰化縣）；許民衡（南投縣）

美華盛頓特區校友會改選，由張念中接任會長。

鄉鎮市長：郭哲道（淡水鎮）；葉步來（平鎮市）；許文欽（竹山鎮）

金融所所友會辦行年度會員大會，由黃蔚文接任會長。

87.02.01

美南（休士頓）校友會改選，由馮啟豐擔任會長。

校友劉邦友（桃園縣長、十一月廿一日遇刺身亡）出殯，張創辦人建邦

87.03.08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由許福島接任理事長。

率本校同仁致祭。

87.05.17

屏東縣校友會成立，由林居利擔任理事長。

日本校友在東京、新宿、歌舞技町舉行忘年會及會員大會，由林敬三擔

87.05.30

美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胡紹翼接任會長。

任會長。

87.06.21

基隆市校友會成立，由李堃南擔任理事長。

英國校友會成立，由蔡順利擔任會長，我駐英代表簡又新特別前往指

大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由王一飛擔任會長。

導。

87.07.01

校友吳茂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巴西校友會改選，由扈春桂接任會長。

87.07.29

校友陳國和當選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理事長。

69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第二章

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693

87.08.01

校友張紘炬獲聘本校第六任校長。

87.09.06

新竹市校友會改選，由周介石蟬聯理事長。

87.09.26

美東校友會改選，由李保川接任會長。

88.08.28

台南市校友會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杜振榮蟬聯理事長。

87.11.08

中華民國商管協會經內政部核准成立，由彭舜瑋擔任理事長。

88.08.30

彰化縣校友會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張世良蟬聯理事長。

87.11.15

宜蘭縣校友會成立，由羅國雄擔任理事長。

88.09.11

新竹縣校友會成立，由周清治擔任理事長。

87.12.05

校友多人當選立法委員、省市議員。

88.09.18

美東校友會第十二屆會員大會，由許德宏當選董事長，朱自立當選為會

88.08.22

高雄縣校友會改選，由徐永欽擔任理事長。
智利校友會改選，由蕭淑芳擔任會長。

立法委員：台北市－林瑞圖、秦慧珠、陳學聖；台北縣－李顯榮、劉盛

長。

良；桃園縣－吳克清、邱創良；新竹市－柯建銘；新竹縣－邱

88.09.05

澎湖縣校友會成立，由許萬昌擔任理事長。

鏡淳；台中市－黃義交、盧秀燕（眷屬）；雲林縣－林明義；

88.10.16

台北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羅森蟬聯理事長。

高雄市－江綺雯；屏東縣－曾永權（眷屬）；平地原位民－蔡

88.10.20

資工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由黃明達擔任會長。

中涵（教師）；金門縣－陳清寅；不分區－范巽綠、張世良、

88.10.30

嘉義縣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蔡端仁蟬聯理事長。

廖風德、鄭龍水

嘉義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吳嘉義接任理事長。

87.12.19

日本校友會舉辦忘年會同時改選，由朱慧珠接任會長。

美中校友會改選，由倪幼薇擔任理事長。

87.12.25

林敏霖校友（首任台中縣議長）、林久翔先生（校友林佾廷之子；曾任省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葛珍擔任會長。

議員）均獲聘台灣省諮議會議員。
88.01.13

陳孟鈴校友獲總統提名當選監察院副院長。

88.01.30

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訪問阿根廷校友會，一月三十一日訪問智利

88.10.31

台南縣校友會成立，由江仲祥擔任理事長。
（全台灣地區廿三縣市校友會全部成立）

88.11.06

校友會。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林欽濃蟬聯理事
長。

阿根校友會改選，由傅龍接任會長。

88.11.20

俄羅斯研究所所友會成立，由陳昱安擔任會長。

南投縣校友會成立，許文欽擔任理事長。

88.12.04

美國研究所所友會推選劉遠城為召集人。

美南校友會（休士頓）校友會改選，馮啟豐蟬聯會長。

88.12.12

日本校友會改選，由施宛宜接任會長。

88.03.28

巴西校友會改選，由扈春桂蟬聯會長。

88.12.15

劍道校友會改選，由朱建仲當選會長。

88.04.18

張副校長家宜訪問加拿大蒙特婁校友黃嘉辰等10人。

89.01.16

美國德州達福區校友會重組，由汪大衛擔任會長。

88.04.21

張副校長家宜及大學發展事務處陳主任敏男訪問美東校友會。

89.01.29

加拿大校友會會員大會，由黃奇燦蟬聯會長。

88.04.30

張副校長家宜、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訪問美南加州校友會（洛杉

89.03.11

海內外校友慶賀張創辦人建邦榮獲總頒授二等景星勳章特於福華飯店設

88.02.27

磯）
。

宴慶賀，到會校友有53桌，盛況空前。

88.05.23

巴拿馬校友會改選，由陳銘師接任會長。

89.04.07

奧地利校友會成立，由李良才當選會長。

88.06.05

美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于國慶接任會長。

89.04.16

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成立，由蔡文雄擔任會長。

88.06.06

花蓮縣校友會改選，由藍振芳接任會長。

89.04.29

淡江大學校友大學校長會議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張創辦

88.06.26

夜企管系友會改選，由鄭松壽接任會長。

人建邦主持，與會校友校長有張紘炬（淡江大學）、陳振貴（靜宜大

88.07.11

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訪問澳洲校友會。

學）、陳淼勝（南華大學）、葉能哲（真理大學）、龔鵬程（佛光大學）、

88.07.25

南美巴拉圭校友會成立，由許兩傳擔任會長。

黃天中（美國加州阿姆斯壯大學）、郭滕吉（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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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高雄和春技術學院）、張台生（嶺東技術學院）、莊淇銘（八月份擔
任開南管理學院校長）、陳倬民（曾任彰化師範大學校長）、林彩梅（中
國文化大學校長）、何福田（屏東師範學院）、陳雅鴻、林雲山、趙榮耀
（曾任本校校長）
。
美南（休士頓）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朱玉圭接任會長。
89.05.05

數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由林進財接任會長。

89.05.28

高雄市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戴德銘接任理事長。

89.06.02

泰國校友會2000年夏季聯誼會在曼谷舉行歡迎蔡信夫（技術學院院長）、
陳敏男（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前來訪問。

89.06.03

美南加州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李衛亞接任會長。
工業技師校友會成立，由林自強擔任理事長。

89.06.17

淡江人資訊協進會成立，由黃明達擔任理事長。

89.06.18

基隆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張漢土當選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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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七十五年
八月
本校負責大學聯招（日）台東考區、（夜）乙組第二考區，工作圓滿完成。
奉准設立了金融研究所與經濟學系，其中金融研究所為國內財務金融領域中第一個
成立的研究所。經濟學系與原於民國六十九年由夜合作經濟系更名的夜經濟學系合併後
已成為一具日夜間部的完整經濟學系。
一日

「淡江大學世學一號計畫」開始實施。對於未來四年學校發展短程規劃內容

包括：善用資訊科技之大學教育、創新之知識生產、建立研究與服務體系的中心、提高
國際學術地位、創新之大學行政管理、實踐樸實剛毅之校訓等六項。
校長張建邦博士陪同教育部長李煥先生至本校資訊中心巡視大學入學考試分發狀
況。
十七日

本校大傳系陳梅芳同學獲「陳香梅新聞獎」，在中國時報文化中心接受陳

香梅女士親自頒發獎狀及獎金。
廿八日

「中國工程師學會七校會務研習會」一連三天在本校舉行，計有台大、清

大、成大等七校二百多名學員參加。

九月
航海系、輪機系停招，增設交通管理學系、經濟學系，金融研究所設立。
自七十五學年度起，日間部的同學可在夜間部選修輔系或雙學位課程。
三日 「七十五學年度淡海同舟會」在校本部舉行，各社團幹部及負責人二百六十
多位參加。
五日

台灣大學各行政單位主管一行三十九人來校參觀本校「行政電腦化」
。

歷史系主任李齊芳之著作「『王韜』論」獲選刊入本年度由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所出
版的「中國傳統文學指引」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十日
十五日

一連四天進行夜間部新生註冊；十一日至十三日日間部新生註冊。
本校學生專車改由指南客運承辦。

本校擴充資訊教學設備，裝設PRIME 9955 Ⅱ供學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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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大樓竣工。佔地七千一百餘坪，造價約兩億四千餘萬元。學校將商、管、夜間
學院自台北遷回此大樓，並設印刷中心、電腦教學中心、展示廳、實習銀行及驚聲書
城、圖書館等。
本校商管圖書館正式啟用，是為國內首座自動化圖書館。使用終端機查詢書目、借
還書皆自動化，並全日開放冷氣。
十六日 本校校長張建邦因當選北市市議會議長，根據大學法私立大學校長不得兼
任其他職務而提出辭呈。
十八日 本校主辦「第二屆淡江歐洲研究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兩天，主題為「西
歐在太平洋世紀可能扮演的角色：經濟與政治展望」
。
廿六日 第十四次校務會議，會中提案建請教育部准許各外國語文學系學生短期出
國研修外文（至多一年）並酌予承認出國研修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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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編劇獎；夜中文四年級同學蔡素芬則在中央日報與文建會合辦的紀念蔣公百年誕辰
「千萬讀者、百萬徵文」中奪得小說組第一名。

十一月
二日 歐研所二年級郭炳宏、西語系張揚展、蔡孟揚同學獲選參加「第二屆世界青
年會議」，擔任國家代表。此會議本國代表僅三人，皆由本校同學擔任。
學術副校長朱立民、理學院院長魏和祥分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日 董事會第三屆第二次會議，批准校長張建邦之辭呈，另聘淡江校友陳雅鴻博
士任校長。
七日 本校卅六週年校慶，一連三天擴大舉辦運動大會及一連串慶祝活動，計有卅
六週年校慶紀念典禮、淡江大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發表會、吳炫三畫展、商管大樓落成
典禮、董事長林添福在本校接受美愛荷華州州立杜布昆 （Dubuque）大學校長彼得森博

十月

士（Dr. Walter Peterson）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典禮、校慶運動會、校慶趣味競賽、土風舞

四日 航空四邵忠祥同學膺選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學生代表，赴奧地利茵斯堡市出席
國際太空聯盟第卅七屆年會宣讀論文。
五日 研究學院院長張紘炬領軍，前往參加本校姐妹校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

聯歡、園遊會、蘭花展、校慶特別節目放映、校慶禮儀之夜等十二大項。
八日

李副總統登輝先生蒞校賀校慶，在紀念典禮上致詞，並為商管大樓落成剪

綵。

分校七十五週年校慶。八日並轉往另一姐妹校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拜會。亦

二月二十日正成立的「淡江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正式營運。

前往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洽談締結姐妹校事宜。

廿四日

西語系張翰鈞、曾茂川校友分別考取「外交領事及國際領事特考」、「國

七日 董事會召開臨時會議，就校長張建邦辭職及繼任人選一事進行討論。

際新聞人員特考」榜首。前者尚有十二位校友考取：湯繼仁、王清源、林國泰、劉德

本校第七屆優秀青年在新生訓練開訓典禮上接受表揚，頒發獎狀、獎金，共有廿二

立、張華傑、馮光中、黃明瑞、陳順芳、許樂青、林正惠、張揚展、周潔行。後者另有

位同學受獎。

陳弘基、莊輝恩、殷正仁三位考取。

十日 本校法文三陳奐廷、西洋語文研究所四年級王添源獲中國時報第九屆「時報
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及新詩評審獎。中文系肄業校友楊濟平亦獲新詩組佳作。
十二日 校長張建邦在「淡江大學改制後新聘專任教師教學研討會」開幕致詞中，
指示本校建校三大原則、今後發展四大方向以及三大架構，呼籲全校師生戮力以赴。張

圖書館舉辦「人文社會館際合作組織七十五年會員大會」，與會人士包括來自全省
57個會員單位之負責人及代表九十人參加。

十二月

校長指示，三大原則：一、採取公立學校制度的優點、私立學校的彈性；二、配合國家

一日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林雲山調兼學術副校長，專任教授張家宜新聘行政副校

社會發展的需要；三、配合學校本身發展的理想。今後發展四大方向指的是硬體建設、

長，專任副教授周新民升任董事會主任秘書，專任教授傅錫壬兼秘書處秘書長，李德昭

軟體建設、人才方面、課程方面。而三大架構則是觀念、空間及時間架構。

調升出版中心執行長，專任教授施清吉兼夜間學院院長，專任教授張紘炬兼研究學院院

十九日 董事會前常務董事李克承博士公祭。

長，專任教授紀秋郎兼文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蕭傑興兼人事長，專任副教授黃振豊兼

廿一日

會計長。

本學期起，每週二、三、五早晨排定各系分別參加在大運動場的升旗典

禮。
卅一日 夜中文系教授王安祈以「淝水之戰」國劇劇本榮獲廿二屆國軍文藝金像獎

五日 由附中校友會等九個社團發起的「理性、簽名、愛國家」運動發起簽名，抗
議中正機場滋擾事件，簽名布條由訓導長與活動中心總幹事王惠芬同學代表送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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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表示同學對國事的關懷。
七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決議：大一新生期中考試改為教師隨堂考試；並通
過「修讀雙學位辦法」、「修讀輔系辦法」
。
八日 本校副校長趙榮耀、工學院院長余繁、資訊所所長吳憲明及電算系主任劉虎
城，應教育部之邀參加「七十五年資訊月國中生暨大眾資訊巡迴演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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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教務會議決議，自七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取消補考制度，惟考試期間確因特殊情
形應檢具各項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准假通過後，始得補考。
商學院經濟統計研究組裁撤。

紐約聖約翰大學學術交流實際負責人、亞洲學院院長章曙彤博士來訪。

十七日

本校推行「校園倫理」經教育部評核，列為特優，接受公開表揚。

十七日 新任校長陳雅鴻、卸任校長張建邦交接典禮於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董事長

二十日

實習銀行經理易人。原經理盧慶塘因故辭職，改由專任副教授黃振豊兼

林添福監交，二級以上各單位主管、校友會代表、學生代表共百餘人應邀觀禮。是晚並
在國賓大飯店舉行迎新送舊宴會。
第十五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辦事細則」。
十八日 歷史系主辦「第一屆中國近代政治與宗教關係學術研究會」在國際會議廳
舉辦。

代。
成立「淡江大學實習員生消費合作社」
，於同年十一月八日起營運。
廿四日

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總務長、訓導長等單位主管會同淡水交通大隊代

表，針對側門機車違規停放、人潮擁擠、垃圾散置等問題，舉行研討會。雙方決定四月
七日起，嚴格執行違規停車之取締。

廿六日

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批准董事長林添福的辭呈，並通過由董事張建邦繼

任。

廿五日

第十六次校務會議決議由各院院務會議商訂「重點系、所支援項目」及

「教學、研究、行政評估績優系、所獎勵方式」草案後，由學術副校長召集各院院長座

廿七日 由本校區域研究中心承辦之「中加學術暨技術合作協會」成立大會在北市
民航局國際會議廳召開。大會由本校張建邦博士與區研中心執行長芮正皋聯合主持。

七十六年

談，獲得具體方案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工程諮詢服務中心組織規程」、
「資訊中心組織規程」。
廿八日

淡江合唱團參加七十五學年度台灣區合唱比賽，榮獲大專組決賽第一名。

三月
一月
一日

四日
本校出版之「政策與資訊」期刊（PAI），已被收錄在「國際科學百科全書」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簡稱ESS）之中。
五日 屏東私立永達工專校長陳慶懷率該校主管一行十九人到校參觀訪問。

資訊中心應IBM台灣分公司之請，舉辦為期五天的TALIS系統安裝專業訓練

班，IBM公司之香港、韓國分公司派遣工程師前來研習。
七日 第一梯次留學本校的十七位日本麗澤大學應屆畢業生，偕第五梯次來校研習
中文的三十位學弟妹抵校，共同進行畢業暨開學典禮，由校長陳雅鴻主持。

十日 韓國培材大學校長李聖根率該校行政主管及師生一行十一人抵校參觀訪問。

本校獲北區大專軟網男女雙料冠軍。

十七日 本校區域研究中心籌辦的「第一屆淡江加拿大研究會議」在本校國際會議

八日

廳與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參與人士有加拿大各大學教授十四人、國會議員三人及專
程自加拿大來華採訪的記者三人。
十九日 新舊任董事長交接典禮於下午在城區部四樓會議室舉行，張建邦就任董事
長，另聘前董事長林添福博士為名譽董事長。
為響應「世界自由日」、亞盟中國總會邀請韓國民主黨國會議員廉正吉與多明尼加
歐德加參議員蒞校演講，由校長陳雅鴻主持。

商學院金融研究所、國際貿易學系及合作經濟學系舉辦了「金融環境變遷與

因應策略研討會」
。
十一日

姐妹校西德慕尼黑大學校長及副校長夫婦一行四人蒞校參觀訪問。

十二日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率館員一行十五人來校參觀本校執行圖書館自動

化（TALIS系統）的情形。
廿六日

沙烏地阿拉伯文化親善訪問團一行十二人至本校訪問，由校長陳雅鴻親自

接待。
廿七日

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學生修讀雙學位辦法」、「學生修讀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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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碩士學位考試暨授予辦法」、「員工互助規則」、「職工考績委員會組織規
程」
、「職工獎懲委員會組織規程」。
廿八日 化工二王堪模同學二度衛冕大專盃圍棋賽女子組冠軍，李明智則獲該組亞
軍；個人級位組第一名亦由本校朱復昌同學獲得。
廿九日 七十三年自本校英文系畢業的盲生陳國詩校友，榮獲救國團青年獎章，於
青年節在台北市中山堂接受頒獎表揚。
本校獲七十六年度青年盃唐手道錦標賽總冠軍。

四月
五日 本校橋藝社獲七十五學年度北區大專盃橋藝比賽冠軍。
廿七日 國貿三王惠芬等十位同學獲選為七十六學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卅日 「校園安寧與淡水地方首長座談會」假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陳雅鴻
主持，邀集淡水地區有關部門首長及房東代表、師生代表共同召開。針對違規停車、租
賃契約糾紛等問題進行討論。

五月
七十六年國科會研究獎勵費，本校化學系陳發清教授獲優等獎，甲種獎勵以代表作
獲獎的有趙榮耀等六十五人，以專題獲獎的有黃世雄等十六人，乙種有林志雄等六人。
一日 本校選派管研所副教授黃明達、土木系副教授胡銘煌、電算教學中心系統工
程師藍毓華、程式設計員鄭儒鴻赴美進修CAI與CAD/CAM，此一訓練每年皆由學校選
派教職員各兩位參加，為期四天。
自七十三年本校接下大學入學考試新制聯招電腦作業之重責大任，歷經二年之資料
搜集彙整，完成了大學入學考試電腦作業系統（上）（下）二大冊之出版，為新制聯招
電腦作業留下完整的規範紀錄。
十二日 第六屆五虎崗文學獎進行三天的公開評審，各類得獎的一名為：散文類─
─野豬之死（會計二B蔡銘東）；新詩類──演奏（法文二B林雯殿）；極短篇類──
孝感動天（大傳一劉志文）;短篇小說類──不倒之翁（法文二B林雯殿）；報導文學類
一至三名從缺；論文部分一、二名從缺，第三名為中文四B胡常清的「將軍碑之初
探」
。
十六日 七十五學年度輔導工作研討會假驚聲中正堂舉行，全體訓導人員、軍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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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精簡社團活動。
廿日 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假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分三天在校本部及城區
部舉行茶會。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在活動中心舉行第二次投票，企管二初文卿當選。
廿一日

第廿三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請各學院提供最新簡介資料送訓導處，發動

各中學校友會將資料攜回其母校作有力之宣導。
廿三日

淡江青年四十一期參加「七十六年全國青年期刊比賽」榮獲優等獎。

建築系留美校友廖宇膺設計美國第一座愛滋病醫院。其作品為他在德州農工大學攻
讀建築碩士學位的畢業作品，五月底在德州醫院協會於休士頓舉行的會議中展出，年底
並在該協會的年會中再次展示。
廿四日

商學院金融研究所、國際貿易學系及合作經濟學系舉辦了「第一屆合作事

業學術研討會」。

六月
建築研究所碩士畢業生授予學位改為「建築學系碩士」；管理科學研究所畢業博碩
士改為「管理學博碩士」。
七十六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胡德軍兼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劉燦樑兼教研中
心執行長。
九日 七十五學年度大學聯招放榜，本校共錄取三○○○名新生。
十三日

七十五學年度畢業典禮暨遊園會在校本部舉行。各學院並舉行頒獎茶會，

共有三六二八位同學畢業。
統計系楊玉華同學因成績優異，符合大學法規定，成為本校第一位因成績優異而提
前取得學士學位的人。
十五日

第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原則通過重點系所名單及支援、考核、獎勵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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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整；通過修正「職
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
廿二日

第五梯次留學本校的三十位麗澤大學學生，在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結業

式，由林雲山副校長主持。

七月

官、導師及社團指導老師皆參與該會。林雲山與張家宜副校長及各學院院長列席指導，

七十五學年度起擴大暑修開課，未修過者均可參加暑修。

董事長張建邦及師大教研所黃昆輝教授分別作專題演講。會中決議將統一安排導師時

廿三日

教育部長李煥蒞校，參加由本校主辦之「圖書館自動化統發表會」，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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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圖書館自動化方面的推展與成就，極表推崇，並盛讚董事長張建邦對教育熱忱且眼
光遠大。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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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發展，期勉同仁共同努力。陳雅鴻校長期盼加速國際化的腳步。
十七日

大專杯圍棋賽，本校顏光宇及李明智分獲亞軍。

廿二日

監察院七十六年中央機關巡迴監察教育組蔡孝義與陳翰珍兩位委員蒞校巡

察，教育次長林清江亦陪同。本校校長陳雅鴻率一級主管接待，除座談外並安排參觀。

十日 中華民國第五屆比較文學會議在本校召開，在五天的會期中共有國內外學者

廿四日

邰中和任管研所友會會長。

近兩百五十人參加，分為六個小組進行討論，計提出論文多達七十九篇，此項會議於十

卅一日

實踐學社及童軍團代表本校參加七十五學年度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

四日閉幕。

審，獲得學藝性及及服務性績優社團。

廿一日 資訊中心執行長沈一鳴於亞太高等教育主管會議報告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TALIS。

淡水姐妹市Mankato City派三名見習生到淡水鎮公所見習，本校應鎮公所之請，安

九月

排在本校會文館住宿，並安排在國貿系、美研所、麗澤班聽課。

七日 第廿四次行政會議建議訂定「遴選教學優良教師辦法」
。
九日 在美與朱經武博士共同研究超導體的校友吳茂昆博士，今返校發表兩場專題
演講並與物理系所師生舉行座談，吳博士此次係國科會邀請，返國參加九月七、八兩日
在清華大學舉行之「低溫物理研討會」，而於九、十、十一日三天返回母校與全校師生

八日 慶祝本校創校三十七週年，校慶典禮於上午十時舉行，由校長陳雅鴻主持。
計有啦啦隊比賽、大隊接力、校慶溜冰表演、拔河比賽、德奧文物展、校慶蘭花展、園
遊會等活動。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捐贈新台幣一百萬元作為「淡江講座」的基
金，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於校慶典禮中代表接受，並以「嘉惠菁莪」紀念銀盤回贈王

座談並演講。
自七十六學年度開始，碩士論文口試委員以不超過三人為原則。
十一日

十一月

本校榮譽董事長林添福為表揚傑出校友，特創設「淡江菁英獎」，第一位

理事長。
唐手道社榮獲七十六年中正盃唐手道國際邀請賽團體組總冠軍。

頒給研究超導體有成，馳譽國際的吳茂昆博士。除了頒贈獎狀，並特別打造一座「金

廿日 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在驚聲中正紀念堂，接受由董事長張建邦博士

鷹」，不僅與「菁英」同音，在象徵意義上更是十分貼切。此外亦有一筆獎金，吳校友

代表董事會所致贈的「功在淡江」帆船模型一座。當日在場觀禮者有一百餘位師生外，

當場全數回贈母校，作為研究發展基金。

尚有遠從日本來的此座模型製造者本島洋先生。

廿九日 台北縣縣長林豐正先生抵本校，接受本校航海、輪機二系所捐贈的三艘救
生艇。這項典禮由董事長張建邦先生主持，假商船學館舉行，當日到場觀禮的有師生一

圖書館開始提供光碟唯讀記憶體（CD-ROM）的資料庫及電傳視訊服務，電傳視訊

百餘人。
數統三陳子欣同學獲得國泰航空盃網球賽男子組單打冠軍。

是利用微電腦，透過電話網路，檢索電信局電傳視訊中心之資料庫，便利讀者快速取得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資訊。

十月
八日

十二月

五日 英專第二屆校友蔡永興為回饋母校，捐贈「電漿激發分光儀」一部，由董事
新生註冊及訓練舉行兩天。開訓典禮上頒獎表揚七十五學年度本校優秀青

年，有邱裕益等廿三位同學獲獎。此外，學校首度安排新生爬克難坡，由校長陳雅鴻帶
領多位師長及新生四百五十人，徒步登上一百三十二階梯，體驗校訓「樸實剛毅」精
神。

長張建邦代表接受，也回贈「嘉惠母校」銀盾給蔡校友。
六日

討主題是「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
。
廿一日

四日 第十八次校務會議，張建邦董事長應邀致詞，就如何加速本校教學與研究工

中文系主辦「第一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兩天，研
本校聘國際知名CAI專家Dr. Martin A. Siegel教授來校指導，作為期六天的

教學課程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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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日 班代表、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分別在城區部及校本部舉辦四場。

七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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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為一學年。
廿一日

地上，開放同學參觀，並提供同學學習及研究之用。
廿九日

一月

空軍總部捐贈本校一架F一○○戰鬥機，安置於工館及商船學館之間的空
本校校友文化基金會會館及開幕啟用典禮，在城區部五樓舉行。由董事長

張建邦及校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焦威聯共同主持剪綵。校友文化基金會會館設於城區部

十三日 蔣總統經國先生病逝，國喪期間，學生社團在寒訓中有關娛樂性質的活動
一律停止。並自十四日起降半旗，致哀一個月。學校並於商管展示廳設置靈堂，由校長
陳雅鴻親率全體教職員生代表，前往致哀。
十七日 第一屆拉丁美洲會議，由世盟、亞盟及本校區域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在台
北城區部舉行，李總統登輝先生特頒書面訓詞，會中以「中南美洲當前之政經情勢」為
主題共發表論文32篇。
廿一日 陳校長率行政主管到榮總懷遠堂向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行哀祭禮。復於廿四
日率師生一百八十人在寒風細雨中排隊三小時到忠烈祠瞻仰經國先生遺容。
廿二日 姐妹校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教育訪問團一行九人，由校長渥克及兩位副
校長黃天中、Charles B. Love 及太空人史丹福博士等率領，蒞校參觀訪問。
教務會議決議，研究所教授指導研究生論文，以每學年每位教授指導研究生不超過
五位為原則。

五樓，室內溫水游泳池則在原來的體育館。

四月
本校第一位以交換生身分前往哥斯大黎加大學深造，取得語言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的
潘惠珍校友返國。
中文研究所核准成立，正式加入研究所招生考試。
九日

合經三A鄭德珪同學榮獲七十七年台灣省北區七縣市孝悌楷模，是為大專組

二位得獎者之一。在宜蘭市救國團蘭苑接受各界表揚。
廿一日

第二次訓育委員會決議：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將改為全校普選，將於下學

期實施。候選人須經各班級代表或社團負責人五人以上之連署推薦，採無記名投票。

五月
七十七學年度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在二次投票均無人當選的情形下，由訓導長遴選

三月

產生，由建築二陳肇勳擔任。

輪機三翁志宏因參加全國華夏盃擊劍錦標賽，打下第一名戰績，獲選為奧運儲備選
手。

一日

中文系主任龔鵬程所著「文學與美學」一書榮獲中興文藝獎章，另中文系教

授李猷亦榮獲十一屆「資深優良文藝工作者」，此兩獎項皆由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主

圖書館與荷蘭SWETS公司系統連線。
六日

本校企管三A康慧嫺及化學系校友賴明和，當選本年度第十四屆「炬光十大

優秀青年」
。
八日 本校與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建立資訊交換中心，簽約儀式在台北福華飯店的
第四屆中瑞合作會議上，由本校歐洲研究所所長邱大環博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洲
研究中心副主任Mr. Ake Von Sydow 代表雙方簽約。
九日 日本麗澤大學第七梯次卅八位留學生的始業式及第二梯次四十位留學生的畢

辦，在台中市「文藝節慶祝大會」上頒獎。
三日

經濟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Dr. Maxwell J. Fry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五日

第七屆五虎崗文學獎評審結果公布，各類得獎的一名為：散文類──人生札

記（夜中文三A許翠琴）；新詩類──婚禮（水利四陳哲鵬）；小說組──蚊子的飛舞
（中文三B林宏祥）
。
七日 夜日文四陳玉敏、日文三廖品參加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主辦的「全國大學生
日語演講比賽」獲一、二名。

業典禮，一併在驚聲中正紀念堂展開。典禮由張董事長建邦親自頒發證書，校長陳雅鴻

第四屆法語教師教學研討會假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張建邦董事長應邀致詞。

主持，學術副校長林雲山、文學院院長紀秋郎、文學院各系主任及該校事務長小泉喜

十日

七、建設委員宮田鎌一皆出席，並邀請教育部次長施金池先生及日本交流協會久保田部

瓜地馬拉總主教貝納多斯（Penados）及主教孟瑞沙（Manresa）蒞校參觀。

長蒞會致辭。由於歷屆以來，麗大同學學習意願高昂，自第七梯次起，研習課程自一學

十二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國會議長孟多亞率訪問團蒞校。
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會議分十二、十九、廿日三梯次以酒會方式舉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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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鴻校長主持。
十六日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獲選出任世亞盟新任理事長。
金融研究所邀請Dr. James A. Gentry（IB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Finance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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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一日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施國肱兼工學院院長暨綜合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專任
教授張詩經調任人事處人事長，李德昭調任建教中心執行長，專任教授鈕撫民兼出版中

十八日 第廿七次行政會議，會中綜合建議，到各高中訪問宣傳，可將本校簡介之

心執行長。

錄影帶寄送受訪學校自行放映，往訪教授最好是受訪學校之校友。並加強發揚「校園倫

十九日

理」精神，增進在校學生之向心力。
十九日 本校校友也是旅美傑出物理家吳茂昆博士，在本校張建邦董事長的陪同下
晉見李總統登輝先生。李總統對吳校友多年來從事超導體的研究成果，深表嘉勉，同時
也祝賀他最近獲美國國家科學院頒發的「康史達克獎」
（Comstock）。
廿日 吳茂昆博士回校進行兩場演講，第一場在校本部驚聲中正紀念堂，以「超導
體、淡江與我」為題；第二場在城區部中正紀念堂，題目為：「簡介高溫超導體」
。
廿五日

七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決議：恢復日間部大一新生期中考試與

二、三、四年級同時舉行。

持。麗澤學舍的興建地點在科學館後方，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可容納九十人，總工程
費為新台幣一千七百五十萬元，預定於今年校慶當天落成啟用，供麗大留學生及本校日
文系學生住宿。
廿四日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交流處負責人德柏（Mr. John Hedberg）及教務

處主任許洛德（Mr. Max Schroder） 蒞校參觀訪問。

九月
日間部銀行系改稱財務金融學系，水利系改稱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夜間部銀行
系改稱財務金融學系，工商管理學系改稱企業管理學系。中文研究所設立。水資源研究

六月

所改名「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

七十七年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化學系魏和祥老師獲優等獎，甲種獎勵以代表作獲獎
者有廖述良等四十五人，以專題獲獎者有陳幹男等十三人，乙種有羅孝賢一人。
十二日 本校第九屆畢業生畢業典禮暨遊園會同日在校本部舉行，各學院並舉行頒
獎茶會，共有三六七○位同學畢業。
廿七日

由麗澤大學出資興建的「麗澤學舍」，舉行動土典禮，由陳雅鴻校長主

圖書館舉辦「現代化資訊科技在圖書館之應用研討會」，五天的研討會計

有一五○人參加。

七月
本校南加州校友會捐贈母校美金三千五百元作為獎學金，由校長陳雅鴻親自接受。
本校化學系第二屆校友林進二，為繼承其尊翁林壽楨先生遺志，捐贈「台灣儀器行
創辦人林壽楨先生紀念獎學金」新台幣一百萬元，供本校運用孳息，獎掖理、工學院品
學兼優之學生。林壽楨先生生前熱心教育，早在民國四十九年林進二入本校就讀時，即
捐贈本校化學、物理及生物等儀器標本乙批，時值十三萬餘元。
廿三日 美國阿拉巴拿州立大學新任校長巴杜羅（Dr. Louis Padulo）偕該校董事會
秘書兼校長特別助理希斯（Mr. John Hicks）蒞校參觀訪問。

三日

七十七學年度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閉幕。

五日

日本公私立大學留學生顧問牧野和孝一行廿七人來校訪問。

廿日

本校學術副校長林雲山設宴款待日本麗澤大學第七梯留學生。今年開始，麗

大的學生來校修課由原來的一學期延長為一學年，此為第二學期開始，學校特安排餐
會。

十月
本校奉准於七十八學年起設立二博士班：資訊工程研究所、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
所；一碩士班：拉丁美洲研究所及一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英專時代第一屆畢業校友謝新烈，在所創的百齡基金會中，每年提供十五萬元，做
為獎學金，獎助本校清寒優秀同學。
四日

今起一連舉辦八場「大學教師教學方法系列專題講座」，邀請學者專家作系

列講座，由全校專任教師參與聽講。
八日 第二十次校務會議，董事長張建邦會中指示：今年開始推動辦公室自動化，
希望在1990年至1991年完成，以配合本校成立四十週年校慶。
十一日 日間部及轉學生註冊。十一、十二日新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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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學年度優秀青年獎於新生入學輔導開訓典禮中，由董事長張建邦親自頒發，
共有美研所黃乃琦等十九位獲獎。
十四日 在漢城舉行的第十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我國的學者代表團共有十二人參
與，由本校王甦教授領隊。共發表論文十篇，其中本校教授就佔了六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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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愛荷華州杜布克大學校長貝德博士，為表示對該校最傑出校友、本校名譽董事
長林添福的敬意，設立林添福博士獎學金，全額補助前往杜布克大學進修。
十二日

基層文化服務隊榮獲教育部七十七年度全國推行社會教育有功社團，獲獎

的社團多為社會上之慈善或教育性質之團體，學校社團僅本校得獎。

十五日 第四屆全國大專新生盃圍棋比賽經兩天苦戰，本校獲團體組總冠軍。

廿三日

教務處與資訊中心設計的MIS系統完成，將於七十八學年度全面實施。

廿一日 監察院七十七年度中央巡察僑政組蒞校巡察。

廿八日

第五屆美國研究會一連三天在城區部舉行，本屆會議的主題為「美國對亞

廿四日 中文系慶祝建系卅週年，展出「中文系卅週年特展──文字之美」
。

洲的外交政策：鑑往知來」。外國學者三十五人與本國百餘位學者共同參加此一盛會。

廿七日 美國教育部官員及教育專業人員訪問團一行九人來校訪問。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及校長陳雅鴻分別擔任大會的主席及副主席。

卅日 七十七年中正盃唐手道國際邀請賽，本校再度蟬聯冠軍。
本校商管學會獲教部甄選為七十六學年度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獲獎金一萬元及

圖書館與美國OCLC館際互借系統連線。

獎牌一面。

十一月
本校公共行政系主任孔秋泉捐資八萬元成立兩獎學金，獎掖公行系同學：孔博士秋
泉獎學金及孔夫人楊人熙女士獎學金。
圖書館與教育部「國際學術網路系統（BITNET）
」連線。
四日

十二月

本校自行研發的圖書館自動化TALIS系統榮獲教育部頒發「圖書館自動化研

究發展工作獎」，獎金一百五十萬元。由教育部長次長林清江於本校驚聲中正堂頒發給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總統府資政李國鼎應邀致詞，並邀到圖書館、資訊界學者專家
及大專院校校長等三百位嘉賓蒞臨觀禮。會後並將參觀圖書館為校慶舉辦的自動化
TALIS系統徵集及叢刊系統功能展示會。
六日 李總統登輝伉儷蒞校參觀校慶蘭花展，並勉勵同學要有理想、抱負、更要有

十四日

論的提案，應早作準備工作，提高工作效益。
十五日

士則作主題報告。
本校校友阮大元教授，為回饋母校贈送本校書刊三百四十五冊。
十八日

淡江菁英獎，並致賀辭。此次獲頒菁英獎的校友有陳雅鴻、謝新烈、陳元音、李保玉、
侯登見、游象源、黃天中、魏和祥、莊敏華、鄒忠科等十位。
校慶校友餐敘晚會上，校友總會焦威聯先響應董事長張建邦之號召，以「校友文化
基金會」之名，捐贈八十五萬元設立「講座教授」乙名；此項講座之目的在聘請國內知
名學者來本校任教，這是本校邁向國際水準的重要計畫之一。
校慶運動大會舉行兩日，紀政小姐親臨致詞。法文系邱幗嫦破全校跳遠紀錄。

美中國建學術聯誼會為表彰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在台北市政及辦理教育

上的成就與貢獻，特頒贈行政及教育成就獎牌一面。
廿一日

台灣航空公司與本校航空系建教合作，捐贈美製西斯納（CESSNA）206

型堪用小客機一架，供航空系同學實習課程及教學使用。典禮由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
福、校長陳雅鴻、台灣航空公司董事長劉漢河、總裁鄧紹唐及立法委員紀政聯合剪綵。

七十八年

化學系建系卅週年舉行兩日活動，包括系友大會、慶祝酒會、系史展及多項趣味活
八日 創校卅八週年校慶，張董事長及林名榮譽董事長於慶祝大會上頒第一、二屆

一九八八國際計算機會議在校本部舉行，本屆研討的主題為「超級計算機

與超級電腦」大會由董事長張建邦主持，並由總統府資政李國鼎作專題演講，張系國博

使命感，認識國家當前處境，為國家社會服務。
動等。

第廿八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請各單位經常保持橫的連繫，凡需提會討

一月
廿日 本校與世盟、亞盟、太平洋文化基金會、東南亞研究學會、中加學術暨技術
合作協會聯合舉辦「太平洋地區研究會議」，會議進行兩天，分別於校本部及城區部舉
行。開幕典禮由董事長張建邦主持，兩天的會議共有七場討論會，主持人分別為章孝
慈、魏鏞、蔣緯國、薛琦、馬英九、高希均、江炳倫。
卅一日

七十七學年度員工動員月會暨春節聯歡會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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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年國科會研究獎勵費，本校朱立民、魏和祥獲優等獎，甲種獎勵以代表作獲

二月

獎的有王士紘等五十八人；以專題獲獎者有王明蓀等十二人，乙種有羅孝賢等八人。

本校土木系及土研所所籌設的「大氣邊界層風洞實驗室」，於二月完工，為國內公
私立大專院校唯一能從事大氣擴散、結構氣動力研究的風洞實驗室。
本校成立「淡江大學環境保護小組」由總務長陳敏男召集，以改善學校環境，提升
十四日 本校化學系教授簡素芳與馬偕醫院主任林媽利研究出的「以酵素法改變血
型」技術，在晚間由國科會召開記者會宣佈這項研究成果，隨後新聞局也召開記者會。
研究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林明義因獲教育部羅致派往西德工作，辭職照

准，所長缺由專任副教授鄒忠科兼任。新舊所長在今日交接。

三月
七日

一日 立法委員紀政來校主持商管學會所舉辦的校園馬拉松比賽。
二日 本校中文系主任龔鵬程率同本校九位本校專任教授前往北京參加一項大型的
兩岸紀念五四運動學術研討會。並到北京大學、北師大、人民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研究
分院作多場演講。

生活品質。

十六日

大事記 711

由日本麗澤大學出資興建的麗澤學舍於二月底竣工，落成典禮於校本部舉

行，第八梯次開學典禮及第三梯次留學生的畢業典禮也一併舉行。由於適逢本校與麗澤
大學締結姐妹校十週年，特別在會文館舉辦慶祝酒會，董事長張建邦、副校長林雲山、
張家宜、趙榮耀及麗澤大學廣池幹堂伉儷、教育部官員、日本交流協會久保田部長、亞
東關係協會等貴賓皆與會。
廿二日 台北市議會圖書館和本校圖書館電腦自動化系統（TALIS）完成連線。
三十日 圖書館以電話撥接方式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訊中心「科技
性全國資訊網路系統（STICNET）
」連線。

四月
七日 第廿九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校園安全為本校全體同仁的責任，希望大家

八日

建教中心假商館展示廳展出為期一週的「美日澳大學介紹展」。邀請到美日

澳三國共計七百多所大專院校前來參展。並有五位澳洲大專校長蒞校說明。
十三日

經濟系主辦的淡江講座邀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經濟學教授富來（Maxwell

J. Fry）博士主講。
十五日

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企二B劉愛雯當選。

十六日

教育部楊永清、紀登斯及劉昌博三位督學蒞校進行兩天視導。

本校金融研究所及企管系聯合邀請伊利諾大學教授堅崔（Ｄr. James A. Gentry）來
校進行淡江講座，至十九日共四場演講。
十九日

七十七學年度社團評鑑揭曉，中工會、商管學會、證券投資研習社、合唱

團、夜女聯、慈幼會等獲特優。
本校大傳系學會發起簽名活動支持中國大陸青年爭取自由，並將聲明書傳送給中國
大陸的「北京校自治聯合會」
，以表達支持之意。
廿一日

由慧炬雜誌社主辦的大專青年佛教演講比賽，本校包辦前四名，依次為：

日文一許惠晴、電子二林大棟、夜企一林淑真、應物一黃德賓、會計二陳文義（並列第
四名）。
廿四日

教務會議訂出逾期退選辦法。

廿五日

「淡江大學與淡水鎮首長聯席會議」下午三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多加注意；利用體育課訓練女生防身術，應是很好的作法，但其學習成績應列入體育成

本校同學所組成的「學生活動中心爭取合理房租促進會」在大門拉起抗議布條。該促進

績，促使認真學習。

會並於五月卅一日及六月一、二日分別舉辦遊行，並於二日向鎮公所遞交抗議書。

廿四日 社團負責人酒會於下午在松濤羽球館舉行，由陳雅鴻校長親自主持，一級
主管都應邀參加。
卅日 中文系王仁鈞教授榮獲中興文藝書法獎，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頒獎。

五月
旅美校友張寶生當選美國一九八八年傑出青年。張校友是在本校獲碩士、博士學位
後，再於一九八七年修得美國西北大學電腦博士，旋即受邀到俄克拉荷馬大學任教。

二十屆大專盃柔道賽中航空二雷治中、中文三徐娟琦分獲金牌。除此並獲一銀、兩
銅。

六月
一日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就任交通部長，張董事長原為台北市議會議長，五月
卅日內閣改組，李登輝總統任李煥為行政院長，次日發布政院各部會首長令，於今日交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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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中共軍隊在北平天安門對要求自由民主又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血腥屠殺，一
天之內，死傷數萬人。消息傳來，本校全體師生，無不義憤填膺，共同商討發表宣言，
一致全力支持大陸民眾爭取自由，並譴責中共政權。一群署名「中國人」的同學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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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任期屆滿，聘為西班牙語文學系講座教授。新舊任校長、副校長交接典禮在城區部四
樓會議室舉行，由董事長張建邦親自監交。
廿四日

本校日文系教授林丕雄以外國學者身分得日本岩手日報學術文學獎，赴日

中心設置靈堂，並全體佩帶黑紗，以致哀悼，連日來往祭的同學，包括日夜間部，人數

受獎。頒獎會上林丕雄教授以「漂泊詩人──石川啄木的世界」為題，發表長達四個小

約兩萬人。

時的演講。

七日 一千三百餘位同學參加抗議中共血腥暴行並哀悼學運中死難同胞的大遊行。
下午三時三十分自本校出發的隊伍，並在淡水鎮上與淡水工商隊伍會合。同學在書卷廣

八月

場搭起自由女神像，由活動中心總幹事陳肇勳帶領，大家高呼口號，並唱「龍的傳

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由熊建成博士擔任所長。

人」
、「歷史的傷口」等歌曲。遊行經中正路、大忠街，回返活動中心，約一小時。

一日 七十八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趙榮耀任校長，專任教授張紘炬兼財政副

九日 由全校師生發起，亞盟協辦的「血灑天安門，日落北京城」聲討大會，晚間
六時三十分假書卷廣場舉行。本校李瑞騰、王文進、周志文、王樾、李子弋、龔鵬程、
華僑謝忝宇、亞盟秘書長及大學生、研究生代表皆發表對中共暴行的譴責。
十日 上午一十時由校友文化基金會舉辦迎新校友茶會，並提供摸彩餘興。
十三日

「淡江大學電腦管理教學（TKCMI）系統發表會」上午在驚聲國際會議

校長，學術副校長林雲山休假一年，專任副教授黃天中兼研究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漫義
弘兼秘書處秘書長，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海事博物館館長。
日文系林志盛等十一名畢業校友，於八月份通過日本交流協會甄試，獲得赴日公費
留學獎學金。
十四日

淡江大學與中韓文化基金會合辦「第十一屆中韓學者會議」在校本部舉辦

兩天，此次會議主題為「戈巴契夫的改革運動對東北亞的影響」
。

廳舉行。
董事長張建邦及校長陳雅鴻號召師生，積極響應萬人簽名聲援大陸學生民主改革。
這項活動分別在淡水校本部、城區部展開。
廿二日 「從五四到新五四」座談會，由中文研究所主任龔鵬程等教授和同學面對
面交流，諸位教授講述親身觀察大陸學運的心得，引起在場同學的熱烈迴響。
廿三日 歷史系舉辦「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際會議廳一連舉辦三天，

九月
本校教授協助完成編纂花蓮縣志及淡水志。此兩文獻前者由申慶璧任總編輯，全校
十三位老師協助，歷時四年完成；後者由申慶璧、白惇仁、龔鵬程協助淡水公所，歷時
八年完成。

主題為「中外思想與文物之交流」，共有來自美國、日、香港與國內的廿四位學者發表

本校增設公共行政學系。

論文，國內專家亦有百餘人與會。

拉丁美洲研究所設立。

廿四日 第廿一次校務會議，商船學館改修為海事博物館，全部工程預定於十月底
完工，並於十一月八日剪綵啟用。
廿六日

圖書館一連四天舉辦「網路時代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研討會」，計有八十人

參加。

七月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電腦教學中心併入資訊中心。
二日

七十八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會開幕，並於六日閉幕。

九日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上午九時三十分在校本部舉行，由趙校長親自主持。

邀請資策會副執行長周誠寬博士以「電腦在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為題，發表演
說，並分組進行研討。

十四日 由本校中文系主任所領隊的「淡江大學教授西北考察團」一行五人，考察

第廿二次校務會議中，趙榮耀校長表示「世學一號計畫」實施情形，正由世學二號

路線為西安、蘭州、西寧、敦煌、烏魯木齊等地，並與各地的文教機構展開交流座談及

計畫委員會進行檢討。預計在次年暑假依據檢討結果並配合本校傳統與特色以及當前國

訪問。

家的需要，世界學術的發展趨勢，展開另一個為期五年的「世學二號計畫」。

卅一日 董事會聘趙榮耀博士為校長，張紘炬博士為副校長。第三任校長陳雅鴻博

十一日

七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上課。新生訓練及註冊同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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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本校與姐妹校日本麗澤大學簽署「麗澤大學日語系學生留學淡江大學」協
議，由該校副校長松田和夫、日文系主任北村甫和本校校長趙榮耀共同簽署。
廿五日 董事長張建邦在研究生的開學典禮上應邀致詞，勗勉同學除掉心中的牆，
吸收新知。

位主管及淡江時報五位編輯、十二位記者與會。
八日 創校卅九週年校慶，林添福榮譽董事長於慶祝大會上頒第三屆淡江菁英獎，
並致賀辭。此次獲頒菁英獎的校友有八位，分獲金鷹獎一座：葉能哲、焦威聯、陳田
仁、黃英雄、何惠東、楊曦、王孝敏、林丕雄。

校長趙榮耀、建築研究所所長王紀鯤、建築系教授謝景鋒代表中國工程師協會出席
「世界工程組織聯盟」大會及技術會議。

淡江週刊更名，在一○五二期之後，於校慶當日更名為淡江時報，並改為雙日刊，
每逢二、四、六出版一大張。
十一日

十月

宜江大學工學院建校用地簽約儀式在宜蘭礁溪國小大禮堂舉行。本校校長

趙榮耀博士率本校各級主管及各學院院長、教授、學生及校友代表等前往觀禮；宜蘭各

二日 本校應物系三年級張瑞明代表國家參加在香港舉行的邀請賽和十一日在北平
舉行的亞洲盃擊劍錦標賽。
四日 第十二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本校龔鵬程、王甦、王仁鈞教授應邀出席，並
發表論文。

界機關學校團體首長、民意代表、地方人士、鄉民代表等千餘人到場觀禮。由前董事長
張建邦以宜江工學院創辦人的身分與礁溪鄉鄉長陳德治共同簽署讓售鄉有林地供宜江大
學工學院作建校用地的協議書。發起人：林燈、林昭文、林坤鐘、楊玉焜、楊塘海、張
家宜、簡文雄等人也在協議書上簽字。宜江大學工學院校址設於礁溪鄉林美山，佔地六

五日 「十四屆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在本校校本部舉行兩天。由本校土木研究所
及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主辦。由本校校長趙榮耀主持，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陳龍吉蒞
臨致詞。

十公頃，背山面水，景色怡人。預計於民國八十一年參加聯招。
十八日

本校副校長張紘炬在十八、十九兩日，就「宜蘭縣民對宜江大學工學院設

校的重視度」於宜蘭縣境進行民意測驗，結果顯示近九成宜蘭縣民表示關心。

「學生租賃民房事宜座談會」下午在會文館會議室舉行，會中學校、學生代表、鎮
民代表出席討論房租飆漲因應之道，但因出席不踴躍而未達預期效果。
十一日 七十七學年優秀青年選拔，經評定由金融所一年級劉寶桂等十六名同學獲
獎，特別安排在新生入學輔導開訓典禮中舉行頒獎。
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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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合作經濟學系主辦的「第二屆合作事業學術研討會」在城區部舉

行，中興、文化、逢甲三所大學協辦。會中農委會主委余玉賢以貴賓身分致詞。

十一月
土木系郭瑞芳副教授將教育部所頒七十七年度特優教師獎金十二萬元，悉數捐作土
木系圖書獎學金，嘉惠同學。
一日 第卅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本校已朝向辦公室自動化，舊的作業方式應予
革除，一切應科學化並簡化表格。
二日 班代表會議針對本校同學支援六四事件的捐款，進行用途的討論，這筆高達
五十二萬餘元的捐款，最後經決議全數捐給本校圖書館。
五日 本校唐手道社在七十八年度中正盃唐手道邀請賽中表現優異，在中、日、美
三國選手的激烈競爭下，在七個量級中，獲四個量級九項獎牌，獲團體總冠軍。
六日 由訓導長楊立賢邀請淡江時報編緝及記者召開記者招待會，共有訓導處各單

本校教研中心主辦「廿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研討會」於城區部二樓中正紀念堂舉
行，開幕式由本校董事長、交通部長張建邦及台灣省議會議長高育仁主持。
十九日

我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首屆國際會議在伊州香檳城舉行三天。此次會議由

伊大政治系主任于子橋及本校美研所所長李本京共同主持。
廿七日

校友吳茂昆博士應理學院之邀來校演講。吳博士時任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應邀於理學院週會演講。
本校及台灣電視公司共同主辦「宜江之夜」義賣晚會，募得五百八十萬元，全數捐
作宜蘭殘障基金。
廿九日

本校手球、羽球、籃球、排球代表參加全國大專盃比賽授旗典禮在大操場

司令台舉行，由校長趙榮耀親自授旗。
卅日 名為「超越另一個自我」的工學院八系運動會展開，有躲避球、拔河、大隊
接力及腕力大賽等比賽項目，由中工會統籌舉辦。
學生活動中心設立學生「眾聲園地」專用看板，提供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行政單位
溝通的另一管道。

十二月
七十八學年度成立「學分進修輔導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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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

裂之認知與反應」一文，經美研所推薦，獲得中國政治學會傑出論文獎，在政大公企中

本校樸毅社會工作團榮獲教育部七十八年度全國推行社會教育有功社團，在國立華

心頒獎表揚。

僑中學中山堂接受表揚。
五日 圖書館假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書鄉之旅」展覽。
十三日 研究學院管科所學生陳炳宏，成功破解城區部學分班電腦所感染到的三種
病毒，獲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頒發「研究學院創意獎」
。
十七日 金融研究所伏和靖的畢業論文榮獲中國經濟學會最佳論文。該論文的題目
為：「台灣地區貨幣市場利率期限結構之實證研究」
，其指導教授為莊武仁博士。
十八日

美眾議員戴里安（Marvin Dymally）應美研所之邀，以「當前美國政治情

勢」為題，來校演講。
商學院邀請Dr. George M. Von Furstenbe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廿九日 趙榮耀校長邀請全校教職員工參加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辦的「教職員工聯
誼茶會」
，以慰勞同仁一學期的辛勞，聯絡彼此感情。

七十九年
一月
圖書館與美國「研究圖書館網路系統（RLIN）
」連線。
資訊中心完成教育部委辦全國大專校務行政電腦化資訊管理系統。
十五日 國內首次舉辦的「盲用電腦教育訓練」在本校展開兩梯次的課程。這項訓

廿一日

本校新研社歷屆校友假台北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行「淡江大學新聞研習社

OB會」成立大會暨聯誼茶會。
「理想的國際開發援助」國際研討會，由本校區域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反共聯盟
中華民國總會、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中加學術暨技術合作
協會聯合主辦。共邀請七國二十位蜚聲國際的學者與會。本校趙榮耀校長、董事長也是
交通部長張建邦、世盟趙自齊理事長皆蒞開幕典禮致詞。

二月
一日 增設海事博物館，專任副教授陳敏男為館長。
十一日

圖書館舉辦「全國九所師範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業務研討會」七天，計有

85人參加。
廿三日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留學生第十梯次開學典禮及第四梯次留學生畢業典禮

假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共有十二位學生畢業、四十四位同學來校研習中文。
廿六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系教授葛芮珀（Dr. Doris Graber）女士應美研所之邀

來校演講「傳播媒體對美國的影響」。
廿七日

合經系創系二十週年慶，在展示廳辦成果展，並舉行躲避球、拔河、歌謠

大賽及禮儀之夜。

三月

練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辦，本校資訊中心承辦，教務處盲生資源教室協辦。受訓對象

本校化學系、大眾傳播學系、電子計算機科學系各獲教育部頒一百萬元獎金。三系

為目前就讀各大專院校的盲生、啟明學校教師及就業於設有視障圖書資料中心的工作

經教育部核定，在全國三十三個系所中脫穎而出，根據「獎助私立大學院校四年中程方

者。本校對視障者教育與電腦教學推廣，均開國內風氣之先，又獨力開發「盲用電腦中

案」獲得一系所一百萬元獎金。

文點字系統」，對視障者有很大的影響。
十九日 七十八學年度動員月會暨春節聯歡會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趙榮
耀主持，會中並有頒獎。頒發本校優良教師、教育部頒發教學特優獎、教育部服務獎、
淡江之光功在大黌獎及服務資深獎。
七十八學年度好人好事代表在動員月會上接受表揚，共有六位同仁獲獎：土木系副

二日

七十八學年度全校導師與訓導工作研討會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三日

七十八學年度行政人員講習會分三日及十日在校本部舉行。趙校長以「新速

實簡」勉勵全校同仁。
五日

由廿七位來自各服務性社團的同學自願參與「交通秩序社會服務隊」，協助

警察指揮淡水地區交通。

教授郭瑞芳、訓導處秘書葉長青、英文系助教張岑如、大傳系技佐劉德潤、總務處張國

六日 本校國樂社參加台灣區大學組國樂合奏比賽獲優等。

輝先生及國貿系田德勝同學。

企一A張玲華同學車禍重傷，全校師生熱烈捐助，金額達一百一十一萬餘元。

廿日 本校美研所博士班第一位畢業生戴萬欽的畢業論文「甘迺迪政府對中蘇共分

十七日

本校黃美序、丁洪哲兩位老師獲聘為國家劇院戲劇評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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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展開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等訴求，本校學生亦參
與。校長趙榮耀於廿一日率理學院院長胡德軍、工學院院長施國肱、研究學院院長黃天
中、董事會周新民主任秘書等多位師長前往探視，希望同學們重視身體健康。抗議活動
歷時六日，在李總統接見學生代表之後，於廿二日告結束。
十九日 理學院三系運動會，展開七項競賽。

大事記 719

卅日 西班牙國會議員訪華團來校訪問。

五月
英文系七十二年畢業校友陳麗惠成為國內第一位民航機女駕駛員。
四日 第卅一次行政會議，會中董事會贈送與會同仁「二千年大趨勢」一本，此書

廿日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校長Dr. Jerald C. Walker一行三人來訪。

對全球政經文化等各層面在未來的轉變方面有很詳盡的分析與預測，有助大家建立正確

本校歷史系與文化、東吳大學史學系聯合舉辦「第二屆史學學術論文研討會」於東

的世界觀。

吳舉行。本校歷史系主任鄭樑生帶領歷史系三十位同學與會。
商學院邀請陳乃虎博士（Professor of Finance,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cine）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廿二日 「國家那裏生病了？」座談會在活動中心展開，六位老師與研究生共同檢
討月中靜坐抗議活動的得失。
廿八日 「學生憲章」進行全校複決，由於投票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不具效力，
此憲章包括四章四十八條，為學生自治會最高單行法規。
廿九日 七十九年全國優秀青年選拔，本校有五位同學當選，青年節慶祝大會上，

八日 菲律賓聖多瑪士大學校長一行來訪。
九日 趙榮耀校長前往日本、美國等多所大學訪問，同行有學術交流委員會秘書李
瑞弘、圖書館館長黃世雄、視聽教育組主任裘錦天、理學院院長胡德軍、建築系教授王
堅城等人。走訪日本亞細亞、麗澤、美國史丹佛、伊利諾、舊金山、南加州、柏克萊等
大學，於廿八日返台。此行主要是為年底本校主辦的「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校長會議」
做邀約，並參觀各校的總圖書館，做為本校籌建圖書館的參考。
十六日

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物理二李漢澤、歷史二江政寬兩人角逐，最後由江

政寬以二三八一票當選，投票率為百分之二十點一。

由活動中心總幹事劉愛雯代表受獎，會後並晉見李登輝總統。其他四位得獎同學為合經

十八日

社團評鑑結果揭曉，商管學會、啟明社、登山社、二齊會獲特優。

系張庭憲、國貿三許進益、經濟三孫嘉隆、電子四陳俊達。

本校夜統計四方文娟同學榮獲環球中國小姐第四名。

卅一日 本校校長趙榮耀應桃園縣縣長劉邦友邀請，率團訪問桃園縣，洽談該縣都

十九日

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第一位女博士鍾靜高分通過口試。

市規劃、縣志撰寫等事宜。同行者有工學院院長施國肱、歷史、水環、電算、建築等系

廿一日

美國明尼蘇達州Mankato State University 的副校長Dr. Richard A. Crafts等

教授多位。會中決定專案委託本校歷史系周宗賢教授為桃園縣撰寫縣志。
由出版中心所舉辦慶祝四十週年校慶「校慶標幟設計比賽」，由企管一劉昌昇同學
獲第一名，機械三姜海寰、夜法文一胡發祥分獲二、三名。

四月

十六日 蘇聯消息報記者皮里斯特史金來校訪問。
十七日 教育部督學李廣智、鍾永琅、朱大松蒞校視導。
由中文系主辦「兩岸關係前瞻」研討會由本校戰研所教授李子弋教授主

持。列席的有校長趙榮耀、中文系教授龔鵬程、周志文、歷史系教授王樾及應邀列席的
校友、時任立委的吳勇雄。
廿八日
問。

廿二日

圖書館使用美國OCLC「線上目錄檢索系統（EPIC）
」。

廿三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邀請國貿局副局長吳慶堂來校演講。

廿四日

本校舉辦校園國是座談，彙集同學的意見，轉送六月廿八日在台北圓山召

開的「國是會議」
，以表達大學生對當前國家的看法。

十一日 美國會助理訪華團十二人抵校訪問。

廿六日

一行四人來校訪問。

美國華盛頓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祖•諾曼博士（Dr. Joe Norman）來校訪

廿九日

研究所碩士班放榜，十八所共錄取三九八名。

六月
三日

本校英文系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合辦「第十四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在城區部舉行。
六日 由本校商船學館改建的全國第一所海事博物館舉行開幕典禮。名譽董事長林
添福、董事長及交通部長張建邦、長榮海運公司總經理張國華共同剪綵，參加貴賓約有
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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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七十八學年度畢業典禮暨遊園活動在校本部舉行，典禮由校長趙榮耀主持，
本校董事長及交通部長張建邦博士蒞臨致詞。
廿六日 美國史丹福大學副校長Dr. Rosse等一行六人蒞校訪問。

大事記 721

數學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自七十九學年度起實施夜間學院學生選修日間部課程六學分。
工學館部分建築及實習工廠拆除。
保險系師生於系大會中通過成立「急難救助基金」
，以協助臨時發生變故的同學。

七月

六日 七十九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由校長趙榮耀主持。交

五日 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新聞秘書Dr. Robert T. Manskert 等一行十人來校參觀。

通部部長、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在致詞中期勉同仁應對淡江邁向世界學術水準的目標全

廿三日

力以赴。

本校化學系陳發清教授代表我國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八屆IUPAC

國際有機合成會議，我國學者僅四人與會。
卅一日 七十九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林雲山兼學術副校長休假期滿銷假，專
任副教授張家宜兼行政副校長留職停薪，職務由校長兼代，專任教授曾振遠兼教務長，
專任教授羅運治兼訓導長，專任副教授洪欽仁兼人事長，專任副教授張詩經調任總務
長，專任教授龔鵬程兼文學院院長，專任教授陳治欣兼工學院院長，專任教授徐錠基兼
綜研中心執行長，專任副教授莊武仁兼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沈一鳴兼資訊中心執行長
休假一年，職務由副執行長汪于渝代理，專任教授陳淼勝兼學分進修班輔導處主任，專
任教授鈕撫民兼驚聲書城總經理、淡江時報社社長。文學院院長龔鵬程留職停薪，由專
任教授陳長房兼代。區域研究中心、出版中心裁撤。一級主管交接典禮於國際會議廳舉
行。

八月
本校陳長房、李佩華、林震安、虞國興、羅孝賢等五位教師獲第廿九屆科學與技術
人員研究及進修獎助，將分別在國內外做進一步的進修及學術研究。
一日 七十九學年度調整部份行政組織。區域研究中心、出版中心裁撤。
八日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第十二團一行十一人蒞校訪問。
廿九日 電算系系主任胡咸及日、夜間部校友會會長王揚文、黃華隆於中山堂宴請
各屆系友代表及歷任系主任及工學院院長，在凱悅飯店聚會。系友籌募二十萬元基金，
支援母系。

九月
「太平洋邊緣國家的興起及海峽兩岸的未來與發展」座談會在城區部舉行，由研究
學院院長黃天中主持，邀請大陸傑出人士中山大學經濟系陶在璞教授及國內多位學者專
家共同參與。
蘇聯研究所設立。

廿二曰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在本校城區部舉辦專題研討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之省思」，校長趙榮耀前往致詞。
七十九學年度行政人員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校長趙榮耀在致詞中勉勵同仁提高行
政效率，日新又新。隨後並邀請高信譚教授演講。
廿五日

瑞典國會議員海嘉德博士（Dr. Birger Hagard）夫婦應外交部邀請來校訪

問。
廿七日

西班牙國立語文學校校長德多瑪斯（Jose Maria de Tomas Push）及夫人隨

同外交部歐洲司第一科科長王啟文來校訪問。

十月
本校建築系校友林貴榮獲選十大傑出青年。林校友於六十五年畢業，六十八年赴法
攻讀博士學位，並於七十二年順利取得學位，並成為我國首位在法國開業的建築師，他
並於七十三年返回母校任教。
五日

第廿四次校務會議在城區部舉行，校長趙榮耀籲同仁建立校園群體關係新觀

念。
七日

本校機研所陳開平及航空系耿華同學，以「交談式電腦繪圖技術在網路產生

之應用」研究論文，經中國航空太空學會推薦，參加在德國舉辦的「國際太空聯盟」年
會學生會議。
八日

本校海事博物館與洛杉磯海事博物館締結姐妹館。

本校歐研所專任教授芮正皋博士應邀參加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並由歐洲文化中
心主辦的「歐洲與世界」國際會議。芮博士為兩岸唯一受邀參加的中國學者，並接受葡
國元首索阿雷斯總統晚宴款待。
卅日

史丹福大學教授，一九八三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亨利陶比（Henry Taube）

博士應國科會邀請來華訪問，並於本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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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傑出成就，給予肯定和讚許。頒贈儀式由伊大校長艾肯柏瑞親臨主持。

十一月

十三日

Faulkner）來校參與一九九○亞洲國際關係研討會，並應邀至化學系演講。

經濟四張嘉隆同學獲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全體參加亞洲國際關係研討會的外籍學者由校長趙榮耀、美研所所長李本京陪同，

一日 新聞局長邵玉銘應拉丁美洲研究所之邀來校演講。
四日 統計系七十九年度系友會大會在校本部舉行。會中頒發感謝狀予張之洋、陳

於十三日及十四日拜會了李登輝總統及行政院長郝伯村。
本校電算系主任胡咸獲選為「美國電腦協會」（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嘉慶、黃德源、謝一鵬等捐款校友。
桃園縣校友由桃園縣長劉邦友擔任召集人，在縣長公館舉辦聯誼餐會，共有七十餘

Machiancery）台灣地區的負責人。
十五日

校友參加。
五日 本校德文系四年級周心怡獲大學小姐第一名，代表我國參加第十三屆世界大
拉研所舉辦兩場座談。上午秘魯快報社論總主筆Taime de Althaus Guarderas

於城區部舉行一場秘魯現勢短評座談會。下午則舉辦「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渥大

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貝勒教授，應本校英文系與西洋語文研究所邀
廿六日

蘇俄真理報記者尼古拉（Ｎikolai T. Sevtkov）至蘇聯研究所訪問，並參加

下午該所舉辦的座談會。
七十八學年度優秀青年選出六位：吳東融（拉研二）、孫嘉隆（經濟四）、曾文瑞

維奧．帕斯文學作品及思想學術座談會」
，並匯集會中發表之7篇論文，出版專輯。
七日 本校校友總會主辦「四十週年校慶校友餐敘」在凱悅飯店舉行，當天共有七

（保險四）
、曾恆裕（機械四）
、賴義文（資管四）
、孫初偉（會計三）
。
本校中文系教授林玫儀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頒七十九學年度中山文藝創作及文藝

百餘位校友參加。會中並安排第四屆金鷹獎頒獎典禮。
八日 本校慶祝創校四十週年，舉辦慶祝大會、校慶運動大會及園遊會。總統李登
輝先生特頒「弘道育才」賀詞予以勗勉。行政院等五院院長也各致頒賀文誌慶。大會由
校長趙榮耀主持，本校前董事長，時任交通部長張建邦、姐妹校日本中央學院理事長平

論著獎。
廿七日

美國國會助理趙倩如小姐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觀，並針對目前中美的高等教

育問題，與本校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本京交換意見。
卅日 大韓民國駐華大使韓哲洙先生一行三人蒞校參觀，同時並接見韓國留學生，

山善司、六四天安門領袖吾爾開希、校友總會會長焦威聯應邀致詞。
第四屆淡江菁英金鷹獎選出廿一位校友：呂明森、汪國華、吳金生、董（

日研所教授張漢裕博士榮獲第十三屆吳三連基金會社會科學獎。

請，以「當代文學新視野」為題來校演講。

學先生小姐選拔。
六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化學系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福克納博士（Dr. Larry R.

）

璋、羅興華、張元松、林敬恩、方幼南、許耀文、錢家驊、陳進財、王迺鵬、劉日興、
朱宗英、王揚文、戴冬生、王子世、林貴榮、崔鼎昌、李廷亞、陳麗惠。至此學校共選
出四十位金鷹，象徵學校四十年來，培育人才的豐碩成果。
本校斥資億元購買IBM3090 電腦，並建立第一期校園光纖網路主幹及大樓區域網

對於本校熱心照顧韓籍學生，表示感謝。

十二月
會計系系友慶祝創系廿五週年，同時祝賀該系長青教授沈樹雄七十大壽，假國賓飯
店舉行系慶，系友並捐六十萬獎學金予會計系。

路，於今日啟用。資訊中心並舉辦「三○九○大型電腦暨校園網路啟用剪綵及辦公室自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獲准開設。

動化業務展」。

教資系校友高考成績斐然，錄取名額超過全部錄取人數三分之一，高考圖書管理科

十一日 七十九年大專盃男子籃球聯賽在本校開打。
本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國際會議，在圓山飯店舉行，由大會榮譽
主席張建邦主持，應邀參與的中外學者有一百三十餘人。大會邀請美國眾議員艾克曼，
為主題「美國國會在亞洲事務中所扮演之角色」演講。
本校前董事長、時任交通部長張建邦在本校伊利諾大學所舉辦的國際會議的開幕典
禮上，接受伊大所頒贈的「伊利諾大學傑出成就獎」，以對張建邦博士多年來促進國際

四十二名額中本校即佔了十五名。
本校西洋語文研究所所長陳長房、化工系葉和明、數學系譚必信三位教授獲國科會
優等獎助。此外另有三十六位老師獲甲等研究獎助。
響應資訊月，管理學院成立資訊顧問室，委任資管系管理，為全校師生服務，專門
解決師生在學習電腦上的疑難雜症。
本校副校長張紘炬博士蟬聯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學會理事長。本校榮任該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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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取消手續費，加退選後即不再接受學生退選。

自七十九學年度起，本校訂本月為「教學品質月」，教務長曾振遠揭示六大

八十年

工作重點，以落實本校世學二號計畫「學術優異，品質保證」的總目標。並配合舉辦師
生徵文比賽。
三日 「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校長會議」在本校舉行三天。共有十一個國家包括國

一月

內共三十餘位大學校長參與，會中並發表十四篇論文。開幕典禮上，副總統李元簇博士

圖書館連線Internet。

應邀致辭，會期中辦五場討論會。會中成立「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院校聯盟」，選出本

四日 「大陸政策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於城區部舉行，由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校校長趙榮耀博士為第一屆理事長，韓國延世大學校長朴永植博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市
大學傑若．華克博士（Dr. Jerald Walker）、菲律賓地拉沙列大學校長安德魯．岡薩勒博
士（Dr. Andrew Gonzalez）三位為副理事長，並公推聯盟創始人張建邦博士為永久理
事，本校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並獲選為秘書長。
本校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Oklahoma City University，簡稱O.C.U.）締結姐妹
校，並舉行簽約典禮。
四日 圖書館舉辦「教職員著作展」及「學術網路資料展」在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

究所主辦。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蒞會致詞。
第卅三次行政會議，會中臨時動議決議「宿舍協調委員會」成立後，積極修訂「職
員宿舍管理辦法」
，使之更合理。
九日

莫斯科市議員訪問團一行九人來校訪問，並於城區部四樓與俄研所師生進行

座談。
二十日

本校圖書館TALIS系統與交通部圖書室連線。

廿三日

由研究學院主辦「一九九一年淡江大學友好訪問團」於寒假期間訪問菲律

賓及中國大陸各著名大學。

三天。
九日 本校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專任教授曾振遠博士與該所研究生劉佳興碩士合著
之論文，榮獲中國農業工業學會論文獎。

三月

校長趙榮耀接見本屆大學小姐就讀本校德文系的周心怡，嘉勉其為校爭

七十九學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第二期研究獎助費核定，本校譚必信、葉和

光。周心怡獲得大學小姐榮銜後，代表我國參加世界大學先生小姐選拔，再獲才藝特別

明、陳長房獲優等獎，施清吉教授等卅三人獲得甲種獎助費，蔡明月等二人獲乙等獎。

十二日

本校大傳四黃慧敏等四位同學以「雙城新記」參加八十年全國大專短劇競賽，獲得

獎。
十四日 第五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在本校舉辦，由本校化研所與環保署環境檢驗
所共同主辦。環保署署長簡又新蒞會指導。
第卅二次行政會議決定，本校成立「淡江大學計算機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財
政副校長兼任，由資訊中心執行長兼執行秘書，以充分發揮IBM 3090電腦系統的訓練
及推廣工作。
保險系師生於系大會中通過成立「急難救助基金」
，以協助臨時發生變故的同學。
廿一日 歷史系主辦「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計有中美日蘇荷五國
一百七十餘位學者參加。會議由校長趙榮耀主持，並邀請輔大校長羅光博、佛光山星雲
大師、國史館館長瞿韶華等貴賓在會中致詞。
捷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高利克博士（Ｄr. Jozef Marian Galik）蒞校參觀
訪問，他是首位到本校來參觀訪問的東歐漢學家。
廿八日 教務會議通過夜間部學生可選修日間部學系為輔系。並廢除選課逾限制度

團體獎第二名，日文三蕭憶純並獲最佳編劇獎。
二十二屆大專運動會中，本校代表隊獲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冠軍。
二日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和「亞洲與世界社」等單位合辦「後冷戰時

期之國際新秩序──中華民國之角色」研討會。
四日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情報協力中心（簡稱CICC），贈予本校三菱OFFICE

COMPUTER MELCOM 八十機種一式，並將由菱華公司派員來校支援。
七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主辦「中南美洲時事座談」，邀請主管中南美洲業務的外交

部常務次長程建人先生來校參與。
十八日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江政寬發佈公告，將學生活動中心改制為學生會。但

訓導處表示，學生會預計於草擬章程、選舉學生代表，並由學生代表三讀通過章程後，
自八十學年度實施。
十九日

本校英文系徐憶萍同學獲「第八屆趙麗蓮博士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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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日 本校與英國桑德蘭科技大學（Sunderland Poly technic）締結姐妹校，本校校

廿四日

委內瑞拉前總統艾雷拉一行三人來校訪問。

長趙榮耀及桑德蘭大學學術副校長歐卡露博士（Dr. Michael O’Carroll）在本校簽約。中

廿六日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於廿四日向行政院長郝伯村提出辭呈，職去交通

英教育推廣顧問社（Sino-British Education Services）負責人Dr. Patrick O’Reilly到場觀

部長一職。校長趙榮耀親率教職員工生及校友代表多人前往張前董事長寓所慰問探訪，

禮。

並面陳慰問函，代表全校師生歡迎張前董事長回校，繼續領導全體教職員生。
廿二日 文學院院長龔鵬程，擔任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辦理留職停薪，遺缺院

長一職由英文系主任兼西語研究所所長陳長房兼代。
廿五日 本校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合唱團台灣演唱會在本校演出，校友尤榮坤
亦表演自彈自唱組曲。
廿七日

第卅四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今年本校承辦夜大聯招，教務處、總務

處、資訊中心、會計處均參與工作，此乃本校之責任，並可視為明年承辦日大聯招之熱
身工作，請大家全力以赴，以維校譽。
廿九日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江政寬（歷史二）等十人，獲救國團頒發「大專
優秀青年」
。

訓育委員會通過學生會長及學生議員選舉辦法，每四百人將產生議員一名。
廿七日

中文研究所舉辦「文學與美學」研討會，本校教授陳文華、龔鵬程、顏崑

陽及香港學者蔣英豪、黎活仁等皆與會。
淡江時報發起「送書到大陸」捐贈活動，呼籲師生及社會人士慷慨捐書，協助大陸
學術機構及學校正常推展，改善其生活水準。
廿八日

管理學院院長蔡信夫和教育研究中心執行長劉燦樑赴大陸訪問復旦大學管

理學院，並與其簽訂合作交流意向書。

五月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核准成立，於八十學年度首次招生。

四月

本校唐手道社獲唐手道青年盃邀請賽總冠軍。

英文系友陳田垣、陳田仁、陳田稻捐贈新台幣一百萬，做為「金川獎學金」的基
金，回饋母校。
本校會計校友參加七十九年會計師甄試，陳美華等二十八人錄取。

夜間部電算系四年級曹定智獲教育部核定，提前一年畢業。
大專盃跆拳比賽，本校企管系一年級黃令儀奪得金牌；夜機械一許斐婷奪得羽量級
銀牌；化工三陳宏銘獲雛量級銅牌。

六日 校長趙榮耀、副校長林雲山及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三人應邀參加廈門大學七

一日

日本研究所邀請日本帝塚山大學教授伊原吉之助博士來校講學十天。

十週年校慶活動，趙校長代表本校致贈「教澤廣被」的匾額及本校校旗給廈大，並在會

二日

國樂社由該社指導老師張勝和帶領社長等五位同學，將歷年來的獎狀、獎牌

中致詞。此為台灣第一個訪問廈大的團體，趙校長是第一位訪問廈大的台灣校長。
十一日 本校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締結姐妹校，斯大校長強生博士（Dr. Inge Jonsson）
特來校與本校校長趙榮耀共同簽約。
十四曰 本校英文系主辦之第二屆全國大專院校中英文翻譯比賽，本校同學囊括冠
亞殿軍：第一名陳希林、第二名張東平、第四名李立平。
十八日

本校與宏華科技公司簽訂合作協議，設立「大地資訊系統（GIS）研究

室」。此舉為配合「六年國建」及本校「世學計畫二號」，藉以發展地理資訊系統及航
空測量等方面的研究。
廿三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於台北城區部舉辦「第二屆拉丁美洲學術研討會」。外交

部次長程建人、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高立輝應邀致詞。薩爾瓦多、巴拿馬、巴拉圭、多
明尼加駐華大使、智利及墨西哥商務辦事處等多國代表皆參加。會中以「拉丁美洲政治
經濟現況與我國之關係」為主題，發表論文九篇。

獻給學校。
十五曰

本校「電腦實習費問題」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通過將大學部電腦實

習費改按科收費。
廿日

斯德哥爾摩大學羅多弼教授（Torbjorn Loden）來校洽商兩校研修交流事

宜。
廿四日

社團評鑑結果揭曉，商管學會、啟明社、登山社、國樂社、交管學會、女

聯會六社團獲特優。
廿七日

「第一屆亞洲航空學術會議」由本校歐洲研究所與荷蘭萊登大國際航空、

太空研究所及中華航空發展基金會合辦，並在本校城區部舉行。由外交部長錢復及交通
部代部長馬鎮方主持。亞洲地區共五十餘位學者專家與會。
廿九日

訓育委員會通過「眾聲園地管理辦法」，並將由師生共組「言論審議委員

會」負責審查異議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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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日 首次學生會聯合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由一號候選人蔡志成
（財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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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八十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傅錫壬兼文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王樾兼淡

以二四九七票當選、二號李杰玲（合經二）則以二○○四票落敗，總投票率24%。議員

江時報社社長，專任教授沈一鳴兼資訊中心執行長休假期滿銷假，建教中心執行長李德

則有三十一人參選，卅人當選。

昭兼代學分進修輔導處主任。
本校調整部份行政組織：教育研究中心裁撤、夜間學院改為夜間部、海事博物館改

六月

隸圖書館。

本校資訊中心秘書藍毓華獲選教育部主辦之「推動電腦輔助教學有功人員」。
數 學 系 譚 必 信 教 授 ， 日 前 獲 美 國 數 學 界 權 威 期 刊 「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聘為該刊副總編輯，是為我國第一位獲此榮譽者。
七日

芬蘭國立赫爾辛基大學校長歐里爾基．勒朵博士（Dr. Olli Erkki Lehto）暨

夫人蒞校訪問。
十日 學生議會選出正副議長，國貿系江浩然膺選議長、財金系林慶東為副議長。
十九日

電算系一連四天主辦「第二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學術研討會」，邀請知名

學者探討ICAI、多媒體輔助教學等主題。
廿三日

中文系及中研所合辦第四屆「中國社會與文化研討會」，研討主題為「戰

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共有十四篇論文發表。

本校國際研究所李子弋教授、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國貿系湯慎之教授受邀

至大陸社會科學研究院參加「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九日

八十學年度大學暨獨立院校日間部聯招放榜，本校錄取三六四○名新生。

十二日

本校與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簽訂學術交流計畫。簽約儀式在本校國際

會議廳舉行，由校長趙榮耀主持，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中代表本校與新南威爾
斯大學副校長Dr C. Fell簽約。
十四日

美國國會助理兩訪華團分兩階次來校訪問。

廿一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蘇聯政變的原因與影響」研討會在城區部舉

行。
廿八日

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應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之邀，在城區部演講「兩岸

關係」。

七月
三日 本校與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共同舉辦「國際水資源電腦應用研討會」在本校舉
行，來自二十四個國家的百餘位學者參與盛會。
第廿五次校務會議，會中校長報告下年度將裁撤「教育研究中心」，臨時動議通過
成立「校務規劃與發展委員會」
。
九日

七日

由本校教授、學生組成的「一九九一暑期淡江大學友好訪問團」赴大陸訪

問，由趙榮耀校長擔任總團長。期間本校與廈門大學校長林祖賡及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谷
超豪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
十二日 本校實驗劇團以「小婦人」一劇獲大專院校話劇比賽總冠軍，並另獲六項

九月
溜冰場改建籃、排球場。
本校魏和祥等四十二位教授獲國科會獎助。其中四十一名獲甲種研究獎助，一名獲
乙種獎助。
學生自治會確立組織架構，設財政、文化、行政、活動、福利五部門，下設委員會
若干。
教育部學則修訂，自八十學年起，「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的學分數，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二分之一，應令退學。」

大獎：最佳指導教授丁洪哲、最佳導演孔繁芸（法文系校友）、最佳演技石義環、許怡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設立。

雯（均為大傳二同學）、最佳舞台設計張景嵐（企管三）、黃章捷（土木二）、最佳燈光

物理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設計蘇英超（土木二）。

十一日

廿九日 日本私立大學教授訪問團一行廿四人來校訪問。

八月
教務資訊系統經過三年的規劃、設計、測試，正式啟用。

八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

因應教育部開放役男可報考夜間部大學聯招，有三十六位同學未及時與同班上課，
准予日間修課一學年。
十二日

八十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開幕，主題為「如何提振校譽」，校長

趙榮耀在開幕致詞中表示，要提振淡江校譽需靠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學校將加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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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對本校的向心力，繼續推動淡江四十一年來所孕育的特色及傳統。
十六日 德國各大學外籍學生事務處處長一行十八人至本校參觀訪問。
十七日

第卅五次行政會議，會中主席報告：裁撤「教育研究中心」。海事博物館

歸圖書館管轄。配合教育部對夜間部新設置的辦法，夜間部改為行政單位。
廿六日 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學生自治聯合會規程及議會組織法。

IBM公司委託本校資訊中心自十月份起對其客戶舉辦一系列觀摩活動。本校

七日 學生自治會連續三天舉辦社團負責人期初座談會，號召各學會會長分學院選
出院代表，組織「院代聯會」，下屬於學生會院務委員會，但因出席人數不足而告吹。
八日 本校八十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開訓典禮。七十九學年度優秀青年李嘉崑（大
傳四）等十七位同學在活動中心接受表揚。
九日 本校機械工程研究所葉泰昆、練文志兩位研究生的論文入選一九九一年國際
太空聯盟年會，參與微重力單元組，發表論文。
本校學生代表五十名參與「淡水鎮各界慶祝中華民國八十年國慶大會」，會

中由大傳二蘇嘉庭恭讀總統國慶賀詞，並由資管系賴信仁同學作專題演講。
十一日 日本研究所邀請日本現任眾議員、前運輸大臣佐藤信二來校演講「中日外
交關係」
，中日雙方各界人士二百餘人共襄盛舉。
俄研所與亞盟秘書處、中華民國海線交通安全研究會合辦「美蘇最近核武裁減行動
對中共之影響研討會」。
十五日 中文系與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合辦「第一屆中國文化變遷發展討論會」在
捷克舉辦三天。參與研討會的中文系教授由中文系主任王文進帶隊，並發表八篇論文。
十八日

美國蒙特利國際研究學院校長葛德（Dr. Robert Gard）及該校教授溥岳

（Dr. Bullard）來校訪問。
廿日

究所系統分析組改為資訊管理研究所。八十一學年度起招生。
廿三日

教務會議通過「淡江大學博士學位侯選人資格考核審定實施要點」，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合格，經會考一次仍不合格者，應予退學。
廿八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阪南大學經營情報學科教授二塚正也博士演講。

問。並對修未來學的同學作了四十分鐘的演說。

舉辦多場辦公室自動化系統（OA）的說明及研討會。

十日

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改為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管理科學研

蘇聯理工研究學院資深研究員兼太空教授魯布喬夫（Lev. N. Lupichov）至本校訪

十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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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國大專劍道邀請賽中，本校代表隊勇奪三項冠軍：女子組榮獲

「得分賽」及「過關賽」雙料冠軍，男子組則獲「得分賽」冠軍、「過關賽」季軍。
廿一日 工學院電腦輔助工程（CAE）實驗室啟用。由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及校長
趙榮耀博士聯合剪綵。
研究學院八十學年度開學典禮，前董事長張建邦以「哈佛、史丹佛二校教育史」為
題，發表專題演說。
廿二日 本校獲教育部核准增設一博士班、三碩士班：西洋語言研究所博士班、化

卅日 校長趙榮耀、日研所所長張炳楠、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至日本亞細亞大學慶
賀五十週年校慶。順道拜會帝京大學、麗澤大學、中央學院大學三所姐妹校。

十一月
資訊工程系研究所歐再意同學論文獲宏碁電腦公司所舉辦的第五屆龍騰論文獎，其
指導教授王士峰亦同獲殊榮。
第一屆北區大專院校羽球邀請賽，本校代表隊勇奪冠軍。
五日

建教合作中心接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開設對日貿易班。

六日

第廿六次校務會議，本校與廈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草約」，成為台灣

第一所與大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的大學，為淡江的學術交流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七日 數學系邀請密西根大學教授，亦為本校校友陳邦彥演講。
第五屆金鷹獎得主魏幼武應工學院之邀回校演講。
八日 本校慶祝四十一週年校慶，舉辦慶祝大會暨運動大會、園遊會等多項活動。
開幕典禮由校長趙榮耀主持，本校姐妹校日本中央學院大學，亦派遣國際交流委員代表
岡田康司、大久保皓生、秋山正夫等三位教授前來祝賀。
第五屆「淡江菁英」金鷹獎選出，並於校慶典禮上頒獎。十二位傑出校友當選：蔡
睿智、陳添壽、簡捷夫、陳邦彥、粘清木、許德宏、魏幼武、趙揚清、孫黎芳、喬培
偉、鄭詠元、劉邦友。
前董事長張建邦應伊利諾大學校長艾肯柏瑞的邀請，出席在芝加哥香城所舉辦的
「第三屆伊利諾──淡江大學國際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說。本校美研所所長李本京、國
貿系主任黃志文、經濟系主任柯大衛皆發表論文。
海博館展出最新的航艦模型──美國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
。
本校與捷克國立布拉格經貿大學締結姐妹校，並正式與日本中央學院大學簽訂學術
合作交流續約。典禮在本校淡水校本部國際會議廳舉行，由研究學院院長學術交流委員
會主任委員黃天中主持，本校校長趙榮耀、日本中央學院大學教授岡田康司及捷克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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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經貿大學校長史達芬•謬勒（Stephan Muller）代表簽約。

八十一年

國際貿易學系黃志文主任及經濟系柯大衛主任參加芝加哥香城所舉辦的「第三屆伊
利諾─淡江大學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廿二日

蘇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院長馬立克西托夫（Aplew V. Meliksetov）及該

一月

校助理校長留契科夫（Vyatcheslav D. Lyu-Chikov）來校拜會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博

教育部核定本校設立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分為文化教育組及經濟貿易組。

士，商談學術交流事宜。

八十學年度第二學期本校因學業成績不及格勒退者達三百五十一人，退學率一．

廿五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邀請我國前駐巴拿馬大使，時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宋長志來
校演講。

五%。
廿四日

卅日 第九屆「大中盃」全國大專院校中文系球類競賽，本校勇奪男籃、女籃、男

第卅七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成立外國語文學院，及裁撤研究學院，各所

分別併入相關學院。

排三項冠軍，女排則居亞軍。

二月
十二月
八十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第二期本校卅一位教師獲獎。其中譚必信一人獲優等
教育部對八十一學年度各私立大學院校的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審查，結果本校以積點
四點在六個等級中列為第五級。
三日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事務處長馬克斯•史克洛德（Max Schroder）率領

獎，獲甲等獎助有杜文謙等廿四人，獲乙種獎助有二人，而獲專題計畫甲種獎助者五
人。
大專盃教職員籃球錦標賽本校獲男丁組冠軍。

該校教授團一行八人訪校。其中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副董事長尼爾遜夫婦（Mr.

一日

And Mrs. Nilsson）
。

十七日

七日

波蘭波茲南經貿大學副校長Dr. Romuald Zalewski和英國桑德蘭科技大學校

長Dr. Mike O’Carroll來校商討學術交流計畫。
十一日 第卅六次行政會議，討論實習銀行之實習功能及成效，最後決議儘快尋求

專任副教授黃振豊辭兼會計處會計長，由專任教授王美蘭兼任。
我國第一部「國防白皮書」出爐，本校戰研所於當日下午即舉辦一場座談

會來研討其內容。由校長趙榮耀主持，戰研所林郁方、紐先鍾、政大、中央研究院等多
名知名人士參與。
廿八日

法國前總理巴赫（Raymond Barre）應歐研所之邀來校演講。

一般之銀行接替本校實習銀行之營業。
十五日 全國大專羽球賽，本校獲女子甲組冠軍及女子乙組殿軍。

三月

留日校友會在東京新宿隨園大飯店召開校友大會，推林敬三校友任第六屆會長。

根據教育部七十九學度公私立大學文學院英文組評鑑報告指出，國內十四所公私立

十六日 第二屆學生議員候選人登記截止，僅廿六人登記候選。

大學英文系所中，本校英文系師資結構之專任教授人數、有博士學位之教師比例及師生

十八日 本校與俄羅斯共和國國立遠東大學締結姐妹校簽約典禮在福華飯店舉行。

比例皆名列前茅。七十七年至七十九年間獲國科會獎助之專題研究成果之人次，本校高

由本校校長趙榮耀與該校校長庫里洛夫．佛拉基米爾．伊凡洛維其簽約。
廿六日 第二屆學生議員選舉，投票結果僅十一人當選，下學期將辦第二次選舉補
足名額。

居第三位，僅次於台大及清華。
化工系為落實高素質的教學，正式報部於下學年起夜間部減收一班。
教育部及財政部關稅局訪視「八十學年度教育部獎勵購置重要儀器設備及免稅進口
教育研究用品」，本校在廿二校的評比結果中，各項成績皆列「優等」及「佳」的等
第，在綜合大學中，僅本校無缺點。
十一日

學生會行政部門與議會對立越演越烈，十八位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欲

「罷免」會長蔡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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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系主任Peter F. Nardulli來校演講。

八十一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本校共有吳家銓等十三位同學獲此殊榮。

學生議會第三次臨時會以十七：○通過「行政彈劾案」
，彈劾學生會長蔡志成。

德文四連震黎同學榮獲政大主辦的「全國大專攝影比賽」金牌獎，本校亦獲團體獎

十三日

學生議會針對罷免蔡志成的行動，舉辦「問政說明會」，並請同學簽名支

持罷免行動。

一日

廿日 美國杜克大學工學院院長道爾博士來校演講。
廿一日 第十三屆全國大專院校化工盃球賽，本校勇奪總冠軍。
廿三日 三軍大學一行十人由校長汪多志上將率領來校參訪。

為配合教育部高教司全面廢除各級學校附設實習銀行之決議，本校實習銀行

今日停止存款，並預計於七月卅一日停止營業。
四日

智利皇家大學狄亞士校長經外交部安排參觀本校拉研所，期間並拜會學交會

主委黃天中，表示有意與本校建立姐妹校關係，並提供獎學金予本校同學。
十四日 薩爾瓦多共和國駐華大使巴納馬（David E. Panama）應美研所之邀來校演

四月

講。

本校在「第十八屆全國大專盃溜冰錦標賽」中，榮獲男女團體綜合錦鏢總冠軍，英
文四洪文峰個人並奪得三項冠軍。
九日

第五名。

本校姐妹校俄羅斯遠東大學校長Dr. Vladimir I. Kurilov來校訪問三天，研議

兩校間俄語教學合作事宜。
十二日 學生自治會正副會長選舉辦法三讀通過。採正副會長搭檔競選的方式，有
效票總數應逾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五。
全國四校德文系聯合舉辦萊茵盃比賽，本校獲戲劇表演第一名。
十六日

為配合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週年紀念，特舉辦「中華民國第三屆拉丁美

洲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本校拉丁美洲研究所主辦，校長趙榮耀主持，外交部次長程建
人、拉丁美洲九國駐華大使、代表應邀出席；該會主題為「拉丁美洲現在情勢與未來展
望」
，有來自廿六個國家的五十餘位學者發表四十七篇論文。
十八日

本校與墨西哥自治大學於台北城區部四樓會議室舉行締盟姐妹校簽約典

禮。應邀觀禮外賓有出席第三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拉丁美洲地區多位外交官
員、大學校長及學者。
卅日 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副院長巴扎洛夫博士暨夫人，應俄研所之邀蒞本校演

十六日

「俠與中國文化」
。與會者除國內文、史學者之外，尚有來自香港、大陸及捷克等地的學
者多人，並邀請國內武俠小說名家臥龍生、諸葛青雲等與會。
商學院舉辦「第三屆合作事業學術研討會」
。
廿一日

五月
由吉他社舉辦的第七屆金韶獎舉辦決賽，水環三彭康麟獲得獨唱、重唱（與謝寶
光、蔡政憲合作演出）、創作三組冠軍。而交管一林生祥首次參加就入選三組的前三
名，被譽為黑馬。
本校劍道代表隊參加於海洋大學舉辦的「八十學年度大專盃劍道錦標賽」，勇奪大
男乙組得分賽、過關賽及大女乙組得分賽三項冠軍。大女乙組過關屈居亞軍。

第二屆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暨第三屆議員選舉，會長選舉票數未達選舉人

數額的百分之十五，選委會宣佈此次會長選舉無效。議員方面，四位候選人皆當選，但
人數仍舊不足，將另行補選。
廿九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校長石本三郎等三人特地來校簽訂學術交流續約，同時

自該年五月起雙方同意相互交換一位留學生。

六月
第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揭曉，中文四李嘉瑜、西研二吳榮福、英文四呂莉君、電子
四陳致光分獲散文組、小說組、極短篇組及新詩組之首獎。
一日

遠見雜誌六月號針對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理學研究所師生所作的聲望調查顯

示，本校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三研究所在私大中排名第一。
十一日

講。

中國文學系、所召開「第五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本屆主題

首度獲准來台，亦是本校歷史上首次來訪的大陸大學校長──復旦大學華

中一校長來校訪問。
十三日

八十學年度畢業典禮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

十九日

第廿七次校務會議，會中決議合併「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委員會」及「校務

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名稱訂為「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
。
廿日 今起公行系舉辦三場學術演講，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亞爾傑博
士（Dr. Chadwick F. Alger）擔任主講人。
廿二日

圖書館與OCLC聯合舉辦三天的「網路資源應用研習會」，計有圖書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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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界人士197人參加。

七月
八十一學年度日、夜間部大學聯招閱卷工作由本校主持，圓滿達成。

八月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林雲山任校長，專任教授芮涵芝任學術副校長，專任教授劉燦
樑兼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專任教授鈕撫民兼總務長，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秘
書處秘書長，專任教授林光男兼夜間部主任，專任教授傅錫壬兼文學院院長及淡江時報
發行人，專任教授陳元音兼外語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黃天中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專
任教授陳淼勝兼學分進修輔導處主任，專任教授盧慶塘兼驚聲書城總經理。
資訊管理研究所成立，首次招收十八名研究生，成為國內私立大學中第一個成立資
訊管理研究所的學校。
新成立「國際企業學研究所」，隸商學院；將英文、德文、法文、西語、日文等
系、俄羅斯研究所、西洋語文研究所自文學院分出，成立外語學院。商學院合作經濟學
系改名為產業經濟學系。
因應系所合一的原則，增設國際研究學院，將七個區域研究所納入其中：歐研所、
美研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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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大陸研究所。由黃天中博士任院長。
圖書館建立總館及各分館圖書安全系統。
十三日 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代表本校赴美國加州洛杉磯海事博物館，與其締結
姐妹館。儀式由該館館長Dr. W. B. Lee與林添福博士共同主持。洛杉磯市政府首長及華
僑知名人士均應邀觀禮。

九月
圖書館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評選為接受部份行政機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
本校為32所入選中唯一之私立單位。
化學工程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
組、經濟貿易組設立。
西洋語文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蘇聯研究所更名為「俄羅斯研究所」
。
合作經濟學系改稱產業經濟學系，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改稱資訊工程學系。

大事記 737

廿八日

本校共七位教師獲教育部表揚為教學優良教師。名單為：王久烈、顏三

和、韓光榮、李又剛、楊育鎂、黃憲堂、賈昭南。
廿三日

本校歐研所舉辦「第三屆淡江歐洲研究會議」在本校舉行，將邀請十六位

來自德、法、奧、比、西、義、匈、波、瑞典、瑞士及國內著名學者參與。會中發表二
十二篇論文。

十月
一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冷紹烇教授來
校演講三場。
二日 大傳系設立之「淡江之聲」學術實驗電台，通過交通部的審查，初試啼聲，
展開模擬播音作業。
十二日

舉行八十一學年度新生訓練暨開學典禮，八十學年度優秀青年資工三吳育

儒等十六位在典禮中受獎。
十六日

第二十八次校務會議通過課程改革方案，將來「核心課程」將取代通識課

程，以更多元的面貌提供同學選修。
廿二日

姐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副校長Dr. O’carroll伉儷來校訪問。

廿五日

淡水鎮鎮長盃棒球錦標賽在本校操場點燃戰火，鎮長陳俊哲開球揭開序

幕。

十一月
國科會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期研究獎助名單公布，本校共有林雲山等三十九位教師獲
獎助，且本校教師皆獲甲種獎助。
教育部公布獎助八十一學年度私立大學各校院改善師資經費，本校以二千五百八十
餘萬元居首。
七日 四十二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艾肯
柏在大會上以貴賓身分致賀詞。會上並頒贈第六屆「淡江菁英」──金鷹獎予十二位校
友，由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親自頒贈，得獎校友為林丕繼、盧信義、曹國俊、陳在男、羅
國雄、謝中丞、丁克鍼、黃天生、馬紹屏、陳信旭、陳慶男、楊育才。
舉行工學大樓開工典禮及剪綵儀式，由校長林雲山、董事會董事楊玉焜、陳雅鴻、
校友會會長焦威聯、金鷹獎得主陳在男等共同剪綵。
八日 本校與伊大合辦的「第四屆國際會議」在台北舉行，這次的主題為「九十年
代中美關係之展望」，共有二十多位外國學者前來與會，本國學者有八十多人。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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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錢復應邀就這次的主題發表演說。

八十二年

十五日 商學院舉辦第一屆產業經濟事業學術研討會。
廿二日

俄研所與亞盟秘書處、亞洲與世界社合辦「中俄關係新階段研討會」，共

有十多位國內外學者參與討論。
姐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學術副校長Dr. O’Carroll伉儷蒞校訪問。

一月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在美國維吉尼亞州接受雪蘭多大學頒贈「一九九三年傑出

廿五日 中文系邀請大陸雲南社科院何耀華院長來校演講。

教育家獎章」，表彰其在教育國際化之貢獻，並特別贊許他增進了美國與遠東地區之間

廿九日 西語系慶祝創系三十週年，於城區部二樓中正紀念堂舉行創系三十週年畢

的學術交流。

業系友大會，由時任校友會會長，亦是北市政府新聞處處長曾茂川及西語系主任白方濟

本校前校長趙榮耀於去年獲總統提名，今年一月經國民大會同意，當選監察委員。

主持，邀請本校前校長現任董事長陳雅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熊建成教授及該系

中研三江淑君榮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八十一學年度中文特優學生獎學金十五萬

多位教授、中南美多位駐華大使、代表出席。
卅日 由拉研所主辦之「一九九二中華民國中南美文化週」在城區部展開序幕，本
校校長林雲山、海地大使塞拉瓦、巴拉圭大使羅培士、西班牙商業辦事處主任路培基等
人、外交部部長程建人及各界人士皆蒞臨剪綵。以「陽光、熱情、中南美」為主題的文
化週活動，乃外交部及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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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教務處訂本月為教學品質月，從五日至十八日實施全校點名，以了解教學情形，做
為提昇教學品質的參考。結果今年的出席率為78.9%，比去年提升了7.7%。
十二日 本校美研所與文化大學美研所合辦「美國總統與國會專題研討會」在文大
舉行。
十四日 為疏解學生選課壅塞現象，實施電腦選課（上學期代選本系必修課程，下
學期代選全學年課程）。
十七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國際交流委員會長岡田康司、圖書館課長相馬一幸、學
術情報課長佐藤弘信來校，並致贈本校個人電腦設備一套，並簽署備忘錄。
卅日 淡江時報舉行交接儀式，正式由大傳系接辦。由前任社長王樾將印信移交大
傳系主任趙雅麗，由校長兼發行人林雲山監交。而大傳系已於九月起接辦，由大傳三的
同學負責編採工作。在編務上，大傳系已於九月分接辦淡江時報，由四開報改為對開
報，每週發行一大張。

元。此獎項全國僅有十名碩博士入選。
六日 第卅九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成立「募款委員會」
。
八日 清華大學行政單位人員一行三十餘人由該校計算中心主任領隊來校參觀本校
行政業務電腦化的狀況。
十五日

教育部高教司公布「八十一年至八十四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訪視報告」，報告中指出，本校師資與東海、東吳並列一級，而學術研究與推廣教
育亦與中原及東海並列一級。

二月
本校榮譽教授唐啟琨將生前所藏四部叢刊、二十五史、資治通鑑等共四百餘冊捐贈
本校中文系所。
八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改以線上作業，平均15∼20秒完成一位學生註冊，效
果良好。
十二日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李競白先生一行六人就「私立大學院校理工學院八十

學年度獎助充實儀器設備、圖書館改進方案」到校訪視。
十六日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在本校舉行第七梯次留學生畢業典禮及第十六梯次開

學典禮，共有十三位日本學生回台參加，接受學位頒贈。由林雲山校長主持典禮，日本
語文學會理事蔡茂豐博士、亞東關係協會藍清漢皆為貴賓。
十七日

訓導處對上任學生會會長蔡志成處以「定期停學」處分。訓導處是以「擔

任學生會會長，帳目不清，經訓育委員會決議，限期送據複審，該生拒無回應」為由，
處分該生。
廿一日

校長林雲山設宴款待西語系校友黃瀧元，其於八十一年十二月派往阿根

廷，新任我國駐該國代表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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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中國圖書館學會六位學者來校參觀，並與本校教育資料科學系、所師生、
圖書館同仁就海峽兩岸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服務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舉行座談。成員
包括北大圖書館館長庄守經教授、中科院圖書館館長史鑑教授等。
廿四日 美研所邀請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周煦來校演講。
廿五日 「核心課程方案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決定將於八十二學年擇一學院先
行嘗試開課。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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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校演講。次日並由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及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陪同晉見李登輝總統。
十九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國際交流部大久保皓正委員及教務事務部秋山正夫部長

蒞校，會晤校長林雲山，並與本校學術交流委員會協商兩校互派交換生事宜。
廿二日

中研所與日本九州大學哲學系合辦「中日研究生討論會」閉幕，會中發表

五篇論文。
廿四日

中央部會聯合訪問小組由教育部曾江源主任委員領隊訪問本校。

日文系邀請日本筑波大學語言學教授草薙裕專題演講。
第二十四屆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中，田徑代表隊個人單項成績獲二金（男子一千五

一日 首次電腦線上加退選。

百公尺──夜會計蘇信旭、女子四百公尺低欄──英文三陳淑英）、一銀（女子一百公

國科會八十一學年度第二期研究獎助費審定，優等獎獲獎人葉和明、施淑女、譚必

尺低欄──英文三陳淑英）、三銅（女子一萬公尺──教資四林雅萍、女子四百公尺低

信、何俊麟，本校共有三十四位獲甲種獎助，其中以「代表作」獲得獎助者有水環所施

欄──交管一張美智、女子二百──金融所二蔡曉玲）；團體比賽獲得女子四百公尺接

清吉教授等廿九位；而電子系俞再鈞等五位，則以「專題計畫」送審獲獎助。另有資工

力銀牌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第四名。

系王英宏等二位講師獲乙種獎助。
日文系共有楊清雲等八位同學獲日本交流學會獎學金，是全國獲該項獎金錄取最多
的學校。
三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主辦「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業務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
前董事長張建邦完成伊利諾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返國，本校校長林雲山親率師生前往
接機。
八日 圖書館假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網路資訊服務展」
，為期六天。
十日 本學期首次教務會議。
十一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教育部長馬拉恭女士（Sra. Jasqueline Malagon）蒞拉丁美
洲研究所訪問。
十五日 中央研究院邀請大陸傑出科學家來台訪問，中國科學院王佛松夫婦、吳文
俊夫婦、陳創天夫婦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谷超豪夫婦蒞校參觀。
十六日 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邀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加州大學教授施伯樂
（Dr. Robert A. Scalapino）來華訪問六天。施教授除發表系列演講，並於廿日由本校前
董事長張建邦先生與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兼大陸所所長黃天中陪同晉見李登輝總統，晤談
中曾就兩岸關係交換意見。
十七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舉辦系列講座，分三場舉行，分別邀請宏都拉斯駐華大使
巴拉宏拉、巴拉圭駐華大使羅培斯、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高立輝、多明尼加總領事及哥
斯大黎加公使講述該國之政治、憲政體制及政經概況。
十八日 大陸研究所邀請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史卡拉匹諾（Dr. Robert A. Scalapino）

廿五日

日本目白大學校長高橋進博士訪問本校日文系所。

化學系客座教授守田忠義前往東京出席日本化學年會，代表本校發表論文，林雲山
校長感謝其對學校的貢獻，為其舉辦一簡單的歡送會，並致贈紀念品。
廿八日

本校十三位同學入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由美研三時序東代表至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受獎。
卅日 德國慕尼黑大學校長史太曼博士蒞校訪問。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留職停薪復職。

四月
本校交管二林生祥以「觀音的故鄉」獲第十屆大學城全國大專創作歌謠比賽第一名
暨最佳作詞獎，水環系彭康麟作品「情僧」獲第四名及最佳作曲獎。
本校歷史系畢業校友，亦任職本校軍訓室之少校教官洪錫銘，當選八十一年全國好
人好事代表，獲頒「八德獎」
，以表彰其對於盲用電腦軟、硬體開發上的貢獻。
八日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蒞校參觀。
十三日

香港漢榮書局石景宜董事長捐贈本校陸研所圖書六千冊以表支持本校對兩

岸事務人才之培育，校長林雲山特設午宴款待。
本校日研所講座教授林金莖，接任外交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十四日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梭里斯校長夫婦及副校長米蘭達夫婦蒞校訪問，商討交

流事宜。
教育部推廣教育訪問團到校訪視「七十九至八十一學年度辦理推廣教育資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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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包括周逸衡委員、張一蕃委員、高教司王俊權專員、陳素琳小姐。
廿日 德文系舉辦三場淡江講座，邀請德國哈根大學Prof. Dr. Ulrich Schoedlbauer蒞
校演講。

拉研所邀請外交部中南美洲青年領袖友好訪問團（由中南美洲各國青年代表組成，
約30人）於本校校本部國際會議廳舉辦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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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面對面的討論。

廿三日 美國資深華裔物理學家袁家騮應物理系之邀來校演講。

第廿九次校務會議訂定「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組織規程。

日本核化權威齊藤信房博士夫婦來校拜會。

廿日 八十位專任女教師籌組女教師聯誼會，公推體育室李頤老師、會計系黃登滿

廿四日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水田清子董事長及水田宗子副校長蒞校訪問，雙方並簽
訂草約。

術座談會，邀請包括前駐蘇聯大使參事陳岱礎等國內專家與會。
第二十四屆全國大專盃柔道錦標賽，本校獲女子組第三名、男子組第四名。

五月

廿七曰

學校決定由八十二學年度起，學校電腦實習室的實習費將按科收費，已繳費者由資
訊中心核發實習證，憑證使用，不再全面收取實習費用。
大傳系十週年慶祝會，製作十週年系慶T-shirt，並邀請畢業系友回系於觀海堂舉行
慶祝餐會。

委內瑞拉天主教大學烏嘉德（Luis Ugalde）校長訪問本校城區部，並對拉

研所師生發表演說。
廿八日

八十一學年度第二次訓育委員會決定將八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自治會費

及學生活動中心餘款，全數移作友愛互助基金；會中並決定對前任學生會會長蔡志成處
以「定期停學」的處分。

五日 工學院八系舉辦就業輔導座談會，分今明兩天舉行，邀請中興顧問公司總經
理謝季壽、IBM公司總理錢大群及該系校友會會長與會。
十日

老師為非正式組織的籌備會正副召集人，為此組織催生。
俄研所於城區部舉辦「從錢復『南聯北進西和』策略看如何增進與俄羅斯關係」學

廿六日 第八屆金韶獎英文系四A洪文峰在獨唱、重唱、創作組都奪下冠軍。

淡江講座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客座教授亞歷山大．彼德羅夫蒞校作三場演

講。

廿九日

西語系主辦「中華民國第一屆西語教學研討會」在本校舉行。輔仁大學、

靜宜大學、政治大學及政戰學校教授皆與會，共發表七篇論文。
本校夜經濟二蘇信旭在全國中正盃田徑公開賽暨國際友誼賽中，於八百公尺及一千
五百公尺項目雙破全校紀錄。八百公尺項目並獲第四名佳績。

由於教育部授權各校自行印製畢業證書，本校購置新設備，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在教
務處舉辦的啟用典禮。
十四日 「國際研究學院八十二年畢業所友座談會」於城區部舉行。
十五日

日文系公布首批赴日本麗澤大學交換學生名單，正取共十五名，備取九

名，預計中旬赴日展開一學期的課程。
中文系主辦「第二屆宗教文化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十四篇。來自北京大學
哲學系陳鼓應教授是唯一來自彼岸的學者，並發表兩篇論文。
十七日 教務處進行教學評鑑，校長臨時決定停辦，希望於明年交由「教育品質管
制委員會」執行。
十八日 第十七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錦標賽在本校舉行。是本校首次舉辦全國性的劍
道比賽。本校連續第四年獲冠軍，不僅在大男乙組拿到團體得分賽、團體過關賽冠軍，
在大女乙組也拿下雙料冠軍，並獲團體總錦鏢，為歷年來成績最輝煌的一次。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城區部舉辦「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情勢展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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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日 大專盃男子籃球聯賽，本校男子隊獲亞軍。
卅一日

社團評鑑結果公布，六個社團獲特優：輔義團、商管學會、合唱團、登山

社、產經學會、日女聯社。

六月
一日 俞景蘧、王建兩位督學蒞校視導，本校提出希望在師範教育法中對於私校學
生給予從事教職的機會。
本校獲大專盃網球錦標賽大男乙組季軍。
二日 大專盃教職員籃球錦標賽，本校女子組及男子組皆獲冠軍，男甲組第四名。
四日 德國哥丁根大學校長許萊伯教授（Dr. Hans Ludwig Schreiber）暨該校東亞研
究所所長羅志豪教授（Dr. Erhard Rosner）來校訪問。
六日 海博館三週年館慶。
十二日

畢業典禮及遊園會在校本部舉行。

本校校友文化基金會舉辦「校友迎新茶會」
，歡迎應屆畢業校友加入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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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三天的「圖書資訊服務研習會」共有22所私

立大學校院圖書館，四十位圖書館從業館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工程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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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一日 印尼校友會成立，選出首屆會長謝國輝。本校董事陳雅鴻及秘書長陳敏男亦

十八日 第廿九次校務會議，訂定「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組織規程。

參與成立大會，此外兩人並走訪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推選陳明新為吉隆坡聯絡人、

廿九日

林魯仲為檳城聯絡人）、印尼等地會晤校友。

俄研所舉辦「俄羅斯與台海兩岸關係研討會」，與會俄國學者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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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亞西司羅致遠司長並親臨致詞。

十日 第四十一次行政會議，決議請芮副校長召集相關單位研議各單位辦公室空間
使用標準，並通過本校「淡江大學畢業學位證書及證明書管制要點及核發辦法」，由教
務處保存空白證書等，由文書組用印，由研教組、註冊組負責印製。

七月

十三日

本校本學年度續接辦日夜間部大學聯招閱卷組工作。

學期優秀青年，共有何穗華等二十四人獲獎。
十五日

八月

舉行兩天新生入學講習，計有三千一百七十三位新生參加。會中並頒發上
新工學大樓啟用，樓高七層，主要用途作為教室、辦公室、研究室、實驗

室使用，建築基地面積約947坪，總樓地板面積約5738坪，總工程費二億九千五百萬

俄文系首次招生五十名額。
夜公行系林君翰同學暑期在成功嶺大專生集訓中，在一千八百多名受訓學生中脫穎
而出，在學五旅中以全旅結業總積分第一名的表現，獲行政院長連戰親自頒獎。
「電子工程系」改名「電機工程系」。教育部並核定「電機工程研究所」明年度成
立。

元。
十九日

本校第三屆企業經營研究會選出新任理事長陳國和，同時舉辦「中華民國

第一屆企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邀請企業界洪敏昌、孫道存、沈慶京等發表論文，學術
界黃志文、陳義勝、李又剛、張紘炬、蔡信夫等則重點評述。
廿二曰

哥斯大黎加社會甲組冠軍排球隊，應全國大專體總的邀請來台進行體育交

商學院奉准成立產業經濟研究所。

流，並至本校進行一場友誼賽。哥國大使、全國體總代表、本校校長林雲山均到場觀

二日

賽。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薛文發兼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陳淼勝兼管理學院院

長，專任教授鍾英彥兼外語學院院長，專任教授蔡信夫兼學分進修輔導處主任，專任教
授熊建成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九月
國科會八十二學年度第一期獎助費，本校共有三十九位教師獲獎。以代表作送審
者，甲種有曾一平等廿六人、乙種有邱仲麟等三人；以專題計劃送審者，甲種有鄭啟明
等十一人。
本校奪得大專盃象棋比賽第一名。

廿七日

外交部與本校歐研所共同舉辦「歐亞學術研究會議」，校長林雲山因公出

國，由副校長芮涵芝主持，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應邀致詞。來自德國二十位學者專家與
國內代表齊聚討論東亞與歐洲地區的發展。

十月
日本交流協會提供留學獎學金甄試，本校日文系今年共錄取十三名，佔文科錄取名
額二十五名的一半以上，其中八名為在校同學，十三名為畢業校友。而前六名中，本校
就囊括四個名額，第一名為李郁蕙、第二名曹凌君、第四名簡美馨、第六名蔡雅娟。

文學院及工學院大一新生先行試辦核心課程。

二日 外語學院系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八十一學年度校內教學優良教師計有王健華、林丕雄、黃柳男、顏政雄、廖惠珠、

三日 管理學院系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梁德昭、鄒忠科、陳敏男及黃台心九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金三萬元。
產業經濟研究所設立。
增設俄國語文學系、電子工程學系改稱電機工程學系。
八十二學年度起學校共規劃有四間電腦專用教室，均配有三槍投影機、電腦、大銀

六日 大眾傳播界校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八日 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治籌備會成立大會舉行，選出民初學會樓仰恩
同學為籌備大會主席。
「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於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由本校與其合辦，本校教授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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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雲山博士率領共計發表十篇論文。
九日 國際研究學院校友聯誼餐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十六日 本校圍棋社參加台灣新生報所舉辦的第九屆新生盃全國大專圍棋比賽，獲
團體組及段位組冠軍，級位組亦獲第四名，為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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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美國Monterey Institu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校長Dr. Robert G. Gard 來校訪
問。
七日 本校慶祝四十三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及校慶運動會在運動場舉行，典禮由校
長林雲山主持，大會並施放五彩氣球，十分熱鬧。兩位來自美國的姐妹校校長：曼卡度

商學院舉辦第二屆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

大學校長Dr. Richard R. Rush及Dr. Robert G. Gard也上台致詞祝賀。此外曼卡度大學教授

十七日 理學院暨商學院校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當場有理學院校友捐款，

金太平、哥斯大黎加大使高立輝及來台參加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的廿四位學者均受

共募得七十三萬元。
工學院校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電機系校友捐款二十萬元。

邀為典禮貴賓。
校慶大會頒發第七屆「淡江菁英」──金鷹獎予七位校友，由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親

十八日 一九九三年國際分析化學研討會後會驚聲中正堂舉行，會中邀請四位國際

自頒贈，得獎校友為：海山高工校長侯建威、高雄市銀總經理陳文章、台北市會計師公

知名學者：Prof. M.V. Novotny、Prof. M. Morita、Prof. S. Terabe、Prof. M. L. Gross蒞大

會理事長羅森、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張宗仁、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系中國語文部主任趙

會發表專題演講。

智超、三德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高新平、大通房地產貸款公司毛靈珩。

廿二日 舉行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皆致詞，學術

舉行新工學大樓落成典禮，由前董事長張建邦及董事長張姜文錙主持剪綵。

副校長芮涵芝、行政副校長張家宜、財政副校長張紘炬分別以「對本校學術活力現狀之

海博館慶祝校慶展出「密蘇里 （Mighty Mo）」戰艦模型，及近五十艘各國船艦模

評析及對提升學術活力可行途徑之探討」、「全面品質管理與教育行政」、「淡江大學

型、海事設備及相關資料。姐妹館美國洛杉磯海事博物館館長Dr. Lee亦到校發表演說。

的社會評價調查」作專題報告。
學生自治會籌備會原定今日召開大會，因出席人數不足而改為討論會。
廿五日 海博館展出「密蘇里戰艦」模型。
廿九日 八十二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新聘七十一位
專任教師參加。校長林雲山致詞希望新聘教師融入淡江大家庭。

十一月
本校與華信銀行合作發行淡大認同卡──「淡大卡」，每一筆消費將回饋母校千分
之二，作為教育經費，為國內首張由學術機構與銀行合作發行的信用卡。
二日 大陸學者一行廿四人來台參加本校舉辦之「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高等教育學術
研討會」
，由前董事長張建邦先生及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大樓貴賓室接待。
三日

第三十次校務會議，會中學生代表指出新建工學大樓門口之磁磚因天雨路

滑，帶來危險，請加鋪止滑材料，以保障師生安全。
四日 「第一屆廿一世紀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在城區部二樓開幕，除前董事
長張建邦及校長林雲山的致詞外，大會名譽主席武善謀教授及主席郝克剛教授致詞，並
介紹大陸廿五位與會學者。陸委會副主委焦仁和也在閉幕典禮上致詞。
五日 四十三週年校慶全國秋季蘭展一連三天在本校活動中心舉行。
加拿大Bishop’s University副校長來訪。

校慶園遊會在新工館大樓前展開。
校慶運動大會男子徑賽兩項（四百公尺接力、一千五百公尺）破大會紀錄、一項
（五千公尺）破全校紀錄、一項（一百公尺）平全校紀錄。
大傳系校園實習媒體「淡江之聲」在早上十一點正式開播，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按下
開播按鈕，頻道為FM107.9兆赫。當日除實況轉播開播典禮，亦配合校慶製作長達三個
半小時的現場節目。
南加州校友會舉辦郊遊及校友聯誼活動。
十日

美國姐妹校Mankato State University校長Dr. Richard R. Rush 蒞校訪問，並續

簽署姐妹校合約。
教務會議通過取消學生上學期成績不足四十分不能修下學期課程之規定，亦取消學
生全學年選修課程，僅修一學期，不列入畢業學分之規定。
十一日

美國Oklahoma City University校長Dr. Jerald C. Walker 來校訪問。

十四日

林校長伉儷應哥斯大黎加官方邀請，由國際研究學院熊建成陪同，訪問該

國。並順道訪問本校在墨西哥的姐妹校墨西哥自治大學。
十六日

香港名出版家石景宜先生贈送圖書館大陸出版之圖書5,461種，共6,225

冊。
廿二日

外交部邀請來華訪問的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班哲曼內閣辦公廳副

主任白森柏格來校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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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日 陸軍官校馬登鶴校長率該校相關主管一行十三人來校參觀訪問。
廿八日 德文系系友聯誼會在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行，會中由系友會會長柯遠烈致贈
外語學院鍾英彥院長傑出系友紀念牌一面，贊揚其學術的成就。並舉辦義賣及樂捐活
動，共募得十一萬五千六百元。

十五日
研討會」。
十六日

「第七屆舖面工程研討會」在本校舉行，共發表六十篇論文，其中九篇為

大陸學者發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授Dr. Michael I. Darter 接受土木系所邀請，

卅日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徐利治受邀至本校航空系演講。

來校任貴賓，並發表演講。
十七日

十二月

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吳立鵬及財務系副教授包季鳴來商學院訪問

及演講。

本校出版之「淡江學報（Tamkang Journal）」
、「淡江數學（Tamkang

Mathematics）
」

及「國際資訊管理科學（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正式被收錄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建立之「中華民國科技期刊論文資料庫」內，有
助於本校學術地位之提升。
保險系友在高普考中大放異彩，應屆畢業系友陳嬌蓮、李雅萍、林雅惠囊括保險人
員前三名。而錄取總人數亦高達十名。
德文系劉孝曾、簡志安、黃小萍同學甄試通過，獲德國文化中心提供赴德國哥德學
院（Goethe Institute）短期進修獎學金。
本校公共行政學系出版「法政學報」，定期（一年一次）刊登法律、政治與行政等
學術論文。

廿日 由教育部邀請來台的委內瑞拉教育部教育委員主席貝那維來校演說。
廿一曰

本校企管系畢業校友，時任福華飯店總裁的廖東漢先生捐贈一百萬元給企

管系作為獎學金，由校長林雲山代表接受。
廿四日

文學院邀請來台參加研討會之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陳平原先生及日本東京大

學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至本校舉辦一場「中國小說研究概況及其展望」
第四十二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本校加入「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廿七日

本校南部學術中心於高雄市淡江大學企管顧問公司成立。前董事長張建

邦、校長林雲山、前校長陳雅鴻、趙榮耀均南下剪綵。在同一地點並舉行高雄市校友會
八十二年度校友大會，改選理監事，由淡大企管顧問公司負責人王茂源任新會長，共有
三、四百位校友參與活動。

一日 以前董事長張建邦為團長、董事陳雅鴻為副團長、秘書長陳敏男為隨團秘書

八十三年

的訪問團於一日至廿一日至日本及美國訪問海外姐妹校及校友。共訪問了日本麗澤大學
及美國南加州洛杉磯、聖安東尼、休士頓、華盛頓特區、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的
校友。
二日

大陸復旦大學鮑季鳴教授及吳立鵬教授來校參加本校舉辦「兩岸管理教育

美國頗具知名度的場論專家──明尼蘇達大學物理教授細谷裕教授（Y.

Hosotani）應國科會之邀來華訪問，理學院物理系亦邀請至本校演講。
三日 拉研所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交流座談會」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中
南美洲多國使節、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余玉照與會。
七日 歐研所邀請波蘭知名教授蓋博易（Dr. Kabaj）教授來校短期講學。

一月
二日

美國中美文化教育代表考察團一行十二人由團長Mr. Dennis McDonald及顧

問胡志偉先生率領至城區部參觀，並代表致贈加州參議院、加州眾議院及洛杉磯市市長
Mr. Richard J. Riordan之感謝狀給本校建教中心。感謝建教中心自民國七十五年來每年
舉辦海外語言研習，送學生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洛杉磯分校做短期進修，促進中美文化
交流。

九日 由外交部安排的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一行九人蒞校訪問。

六日 日本化學界泰斗野副鐵男來校演講。

十一日

八日 美國東北密蘇里州立大學校長Dr. Russell G. Warren 來校參觀訪問。

本校手語社贏得第七屆大專盃手語比賽手語歌冠軍，手語演講也獲第四

廿六日

名。
十三日 實施電話選課。
八十二學年度體育課程之教學形態有重大改變，對於日間部三、四年級之體育採興
趣選項之教學方式進行，並採電腦線上選課方式來控制每班之上課人數。

成功大學航太所陸鵬舉教授陪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前任校長及教授一行四

人，來校與航空系師生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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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本校寒假中辦理「全國高中生社會學科研習營」，參加學生一五○人，教育部來函
嘉許成果卓越，並邀本校次年續辦。
國科會八十二學年度第二期獎助費，優等獎本校共有葉和明、鄭啟明、盛慶（王
來）、楊維楨、林丕雄、譚必信、何俊麟等七人，甲、乙種獎助共廿八位教師獲獎，以
代表作送審者，甲種施清吉等二十三人，乙種蔡振興等二人；以專題計畫送審者甲種有
高思懷等三人。
一日 資訊中心執行長沈一鳴退休，由專任教授施國肱兼任。
十七日 今天起開始辦理電話註冊，這項新措施是本校實施教務電腦化的新作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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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訪問，安排的學校包括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十二所大陸高等教育大學及
學院。

四月
十八日 公路局長陳世圯、立法委員嚴啟昌來校對工學院學生週會演講。
廿二日 太空計畫室副主任戎凱、中正理工學院客座教授王中烈應航空系之邀來校
演講。
廿六日 教育部陳文章等三位督學來校定期視導。

五月

一，學生電話接通後約40∼55秒可完成註冊，不僅節省學生到校註冊的時間，也減輕

四日 哥斯大黎加科技學院院長Mr. Arturo Jofre Vartanian蒞校訪問。

學校行政負擔，開創國內大學教務新猷。

二十日

女生宿舍安裝電話設備，今日上午九時舉行啟用典禮。

廿一日 林校長接待日本東海大學校長松前達郎、川島協教授、新構想協會理事三

廿一日

本校主辦八十三學年度視聽障礙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委員會。

浦紘一先生、日本對外文化協會專務理事尾鄉良幸及理事黑田和一郎先生等一行五人，

廿三日

林雲山校長宴請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安排蒞校訪問之大陸留美學者

蒞校聽取本校概況簡報並座談，會後並安排校園參觀。

三月
八日 本校活動中心地下室空間經改裝後啟用，並命名為「五虎崗廣場」
。
十一日 第四十三次行政會議，會中主席指示，淡江時報以「委員會」模式來執行
報刊業務，在其組織章程尚未通過校務會議前，暫以籌備會形式運作。
十四日 淡江時報自本學期改組為淡江時報委員會，聘專任副教授楊立賢為委員會
執行秘書及時報社社長，今日起每逢週一出版，發行一大張。
十六日 德文系邀請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德文系夏瑞春教授展開為期三天的淡江講
座，主題均與文學有關。
德國漢堡大學副校長Dr. Gunther Engelhardt 夫婦蒞校訪問，林校長設宴款待。
十八日 林校長設宴款待來台參加「兩岸天然物化學研討會」之大陸學者李廣義、
于德泉、朱光美、馮孝章、吳克美等五名教授。
廿五日 八十三學年度起大學考試中心首辦推薦甄選考試，本校今日僅大傳系參加
考試，考試科目為小論文、性向測驗及面試三種，錄取五名。
廿六日 管理科學研究所師生今日前往大陸，與上海交通大學及復旦大學二校商管
系所從事學術交流活動。
廿七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文、外語、國際三學院教授組成的十人訪問團，赴大陸作

訪問團一行三十人。
廿五日

第四十四次行政會議，訂定「重點系所設置規則」、「時報委員會組織規

程」及「訪問研究員聘任規則」
。
廿七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航空太空中心主任林渝寰來校發表學術演講，介紹國內航
太工業現況。
廿八日

商學院舉辦應用經濟學術研討會。

三十日

學術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校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辦法，未來學生出國修習

學分，只要主辦的單位提出具體計劃書，經學交會審核，校長核定即可進行。
三十一日

本校新建立體機車停車場完工啟用，訂名為五虎崗機車停車場。

六月
六日 海事博物館四週年館慶，同時為新船「不列顛尼亞號」揭幕。
十日

俄羅斯研究所邀請蘇聯前駐北平總領事列達夫大使（Andrei M. Ledovski）

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兼今日報編輯維納格拉多夫（A. Vinogradov）來台訪
問。並參與十四日在城區部四樓會議室舉辦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回顧」研討會，與
台灣之學界人士進行討論。期間並蒙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外交部次長陳錫潘、新聞
局長葉天行、陸委會副主委蘇起接見，並對本校俄研所學生演講。
校務會議通過，成立一級單位「校友事務處」，加強畢業生就業輔導及專司校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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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事宜。
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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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境內第七所姊妹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中華民國之影響」座談會在城區部國際會議廳舉

辦，主題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對中華民國經貿之影響。與會人士包括：
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Miguel Angel Solano Lopez 墨西哥商務辦事處副主任Tomas
Sibaja。

七月
十三日 林雲山校長設宴款待蒞本校演講之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丘應楠博士及美
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林天送。
廿七日 中文系邀請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謝重光生至本校參觀訪問，並與中文系
簽署交流意向書。
廿八日 中文研究所第三屆研究生岑子和於撰寫論文期間因病去世，其父岑摩岩捐
贈新台幣一百萬元成立「岑子和同學文教基金」
。
圖書館假工學院CAE教室舉辦「W3研習會」。

八月
八十三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馮朝剛兼工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黃鴻珠兼覺生
紀念圖書館館長。
83學年度起，財金系與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合辦「金融人員學分進修班」，開設
「金融市場」、「銀行管理」、「財務決策理論」等課程。
一日 理學院、物理系及化學系於驚聲大樓中正堂合辦「一九九四年台灣國際超導
研討會」
。
六日 「化學系第一、二屆系友募款座談會」下午於理學院會議室舉行，由校長林
雲山主持，會後並於淡江餐廳餐敘。
十七日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圖書館館長暨電算中心同仁共六位蒞校參觀本校圖書館
自動化的軟、硬體設施、功能、實際運作情形及圖書館應用電腦網路情況。
二十三日 國防語文學院四位負責圖書館業務之教官上午蒞校參觀圖書館各項設施
及實際作業情況。
二十五日 副校長芮涵芝代表校長林雲山，晚上於來來飯店接待由外交部安排來華
訪問之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團一行十人。
二十九日 本校與日本東海大學在驚聲大樓國議廳舉行締結姊妹校簽約儀式，由校
長林雲山與東大校長松前紀男簽署。東海大學是本校與國外大學締約的第三十九所、日

三十日

美國曼卡度州立大學（Mankato State Univ.）副校長Dr. Lewis L. Jones一行

三人來校訪問，討論有關英文系三年級學生赴該校修習學分一年事宜。

九月
八十二學年度校內教學優良教師計有物理系蕭秀美、英文系郭德士、大傳系吳怡
國、德文系鍾英彥及共同科楊繼美、陳瑞貴六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金三萬元。
會計學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電子電路組、通訊系統組設立。
八十三學年度核心課程於「中國文學欣賞」已施行至理學院，則共文、工、理三學
院施行。
商學院舉辦「第二屆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
。
二日

第四十五次行政會議，訂定「募款委員會組織規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
七日 外語學院西語、法文、德文、日文四系七十四名大三學生赴外國留學修習學
分一年。
八日

日本姐妹校亞細亞大學Shinkichi Eto校長、Kenji Saga教授及Tadashi

Yamamoto先生上午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大樓十二樓貴賓室接見，並設午宴款
待。
九日 八十三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四十三位新聘專
任教師參加，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皆致詞，教務長曾振遠、人事長洪欽仁、主
任秘書陳敏男分別以「全品管政策下之教務工作方針」、「大學教師之義務與權益」、
「淺談淡江大學的行政體系」作專題報告。
十四日

三軍大學電腦兵棋中心人員一行九人由宋文上校率領蒞校參觀訪問。

十六日

美國Oregon State University圖書館編目館員李廣慧女士蒞校參觀圖書館編

目作業及網路運用情形。
廿七日

尼加拉瓜教育部長Dr. Humberto Belli Pereira伉儷來校訪問。

卅一日

教育部自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授權本校自行審核各系所新生入學資

格、轉學生轉學資格、退學、因重病延長休學及畢業生更改姓名、年齡等業務。

十月
一日 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立法委員張世良任首任理事長。
四日 國防語文學校俄文正規班八十四年班教官、教授及學員一行共十五人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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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該系阿直馬穆多娃老師之「大二俄語」上課情形。
五日 歷史系邀請法國歷史科學學會副主席約翰．皮耶．馬丁（Jean-Pierre Martin）
以法語演講「羅馬的興衰」
。
逢甲大學航空系主任梁德及方俊、袁建中二位教授拜訪航空系，梁德主任並發表專
題演講，介紹國內外之飛機引擎研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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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舉辦「第二屆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
三日 由教育部、內政部、僑委會及職訓局組成之訪問團蒞校座談，會中就僑生之
課業與生活現況提出報告與討論。
四日

德國科隆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Dr. Thomas Scharping應教育部國際文

教處邀請來校訪問，並舉行一場演講，講題為：「德國統一：社會心理問題」
。

六日 日本科學院院士野副鐵男教授暨杉山宏教授蒞校舉行研討會。

第三十二次校務會議訂定「研究教授設置規則」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規則」
。

七日 日本文教大學國際交流部長宮本倫好及前國際交流部長尹京野重滿教授蒞校

五日 本校「在校服務校友聯誼會」改組，張紘炬當選會長，周新民、傅錫壬為副
會長，並立即舉行交接典禮。

訪問。
十一日 CALA（Chinese-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會長斯周濂女士蒞校參
觀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運用情形。
十二日 工研院機研所副所長蘇評揮博士於航空系演講，內容為汽車工業在航太工

六日 本校四十四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前董事長張建邦、名譽
董事長林添福及多位董事親臨大會；另有法國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姐妹校校長沃羅諾
夫博士、俄羅斯國家科學院院士齊赫文大使、巴拉圭大使索拉諾．羅培士伉儷、多明尼
加公使谷薇芝女士、尼加拉瓜公使多雷斯先生、巴拿馬共和國商務代表張莉安女士及中

業上之應用。
十四日 英國姐妹校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前副校長Dr. O’Carroll伉儷蒞校訪問。

華民國貿易協會秘書長韓松林先生等國內外貴賓應邀共襄盛舉。

十五日 「八十二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委員蒞校評鑑座談」在校舉行。

八日 外語學院第一份以六種語文出版發行之刊物──外語月報創刊。

十七日 法文系主任吳錫德邀請法國在台協會新任法語專員睿德（Jean-Noel Juttet）

九日 美國貝勒醫學院楊朝諭教授應化學系邀請來校訪問。

蒞校訪問並參加法文系系務會議與系上老師會晤交談。
十九日 教務會議通過：「淡江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
二十日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Dr. Rudolph A. Marcus應邀至

本校參觀訪問，並舉行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二十三日 苗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林佾廷擔任首屆理事長。
二十四日

瑞士聯邦技術學院洛桑分校Merk教授，參觀本校並商談學術交流及交

換學生等事宜。
二十六日 中文系邀請越南漢喃研究所院長潘文閣先生對中文系所學生舉行漢學研
究學術座談。
二十七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及郭崑謨、唐明月、盛海音、陳春宏等五位委
員蒞校訪視募款作業。

十一月
俄研所邀請俄羅斯科學院齊赫文院士來校擔任淡江講座，其為俄羅斯漢學界國寶級
大師，並且兼任歷史學會會長，演講題目為中蘇外交關係（1932-1950）
。
二日

本校產經所與中國生產力中心簽約續辦「不動產營運管理研究所學分班」，

開設「不動產營運管理」
、「建築實務與法規」、「財務規畫與管理」等課程。

十二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商管兩院教授代表及畢業校友十三人，前往大陸訪問大陸

十所著名大學。
十五日

上海文薈圖書館館長徐君文教授蒞校參觀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圖書館

光碟系統、圖書館應用電腦網路情形及海事博物館。
十七日

南開大學副校長金桂玉、蘇州大學化學系教授陸忠娥、南開大學化學系教

授王積濤、北京化工研究所教授鄭美鳳、鞍山鋼鐵學院教授田正華五位教授來校訪問。
十八日

北京社科院研究員賈芝先生應中研所邀請蒞校參觀訪問，並做專題演講，

題目為「從民間文學的新發覺探索中華民族的文明」。
拉研所邀請外交部中南美洲青年領袖友好訪問團約三十人，於校本部舉辦座談會。
十九日

上午英國樸資茅斯大學語言中心召集人Mr. David Palmer前來為英文系學

生舉辦留學說明會。
二十日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選出王茂源擔任理事長。
智利國防部空軍次長Jorge Heine應拉研所邀請蒞校演講。
二十一日

U. of Mass. 美國科學院院士Prof. R. S. Stein蒞校演講。

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歐洲問題研究所所長葛利葉博士（Prof. Stefan Griller）應歐
研所邀請來訪，並間舉辦三場演講。
匈牙利前總理倪梅士（Dr. Miklos Nemeth）來校訪問，並舉行小型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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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學院來校參觀行政作業電腦化情形。
二十二日

教育部來校舉辦「大學校務發展座談會」，由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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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望」舉行座談會。
麗澤高中學生一行約廿人在該校宿舍總務主任青木丈幸先生率領下拜訪本校。
二十二日

慶祝建校四十四週年暨推動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全校海報設計比

廿四日 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山田辰雄博士應日文系之邀蒞校演講。

賽，得獎作品評定。國際化第一名統計系李昀叡，資訊化第一名建築系王盛祿，未來化

廿五日 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小組成員共九位蒞校參觀本校圖書

第一名統計系李昀叡，綜合三化第一名建築系林冠華。

館自動化系統權威控制作業現況。
廿七日 產經系舉辦「淡江大學第二屆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
。
廿八日 艾森豪獎金得主Dr. Jerry Collins Davis伉儷蒞校訪問。

圖書館自動化經驗，並參觀資訊中心及圖書館。
二十三日

廿八日 第四十六次行政會議，會中通過：為充實本校學術會議論文之館藏，凡由

拉研所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交流座談會」，參與人士有哥斯大黎加共

和國駐華大使Rafael Cob Jimemez、多明尼加共和國駐華大使Ciro Amaury Dargam
Cruz、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Miguel Angel Solano Lopez、海地共和國駐華大使Sonny
Seraphin、 巴 西 商 務 中 心 代 表 Renato B. Denys、 西 班 牙 商 務 辦 事 處 秘 書 Ricardo
Blazquez、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余玉照、外交部中南美司參事陳顯祥、外交部駐阿根

本校舉辦之學術會議，由主辦單位提供兩套論文集供圖書館典藏。
二十九日

瓜地馬拉外交部次長Salomon Cohen Orantes應拉研所邀請蒞校，闡述瓜地馬拉對中
華民國加入聯合國之支持。

八十四年

陸研所邀請陸委會文教處科長王小蓉女士針對「兩岸文教交流現況與展望」

舉行座談會。
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組織規程」第一至第十二條條文。
十二日 歷史系邀請中研院院士何丙郁教授演講「數術與北宋國防之關係」
。
十四日 臨時校務會議續會通過校長遴選辦法，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十六日 陸研所邀請新聞局綜計處處長兼大陸小組執行秘書吳水木先生針對「從新
聞角度看兩岸互動關係」舉行座談會。
「八十三學年度大學校院教務主管聯席會議」在校舉行，計有各校主管三百五十人

陸研所邀請教育部文教處副處長兼大陸小組執行秘書陳樹坤先生針對

「當前兩岸文教交流問題之探討」舉行座談會。

廷代表王允昌。
七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駐華大使Ciro Amaury Dargam Cruz應拉研所邀請舉行演

講，講題為「分析多明尼加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現今關係」。

十二月
三日

上海圖書館副館長吳建中、蔡正鶴及顧問王源等三人應邀蒞校訪問，研討交流兩岸

一月
中文系參加「第十二屆古典詩詞創作聯吟大會」奪吟唱組冠軍。
美國北加州淡江校友會在當地灣區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校友聯歡晚會。會中新會長
進行交接，林身影新任會長，並頒獎予熱心服務於社區的傑出校友傅迪等人。
總圖書館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坐落於學生活動中心右側，前棟樓高九層，作為圖書
館使用，後棟樓高十一層，一樓至八樓由教育發展中心使用，十樓為覺生國際會議廳，

與會。
中文系邀請文學創作者小野先生至校演講，講題為「童話、電影、夢」
。

總樓地板面積約8285坪。預計八十五年九月啟用。

十七日 美研所舉辦慶祝成立廿週年茶會，場面盛大熱鬧。

八日

本校日文系系主任林丕雄出任「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

十九日 商學院邀請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魏國強博士來校任淡江講座。

十二日 校長林雲山設宴於驚聲大樓貴賓室款待蒞校訪問之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

二十日 拉研所邀請委內瑞拉教育部教育委員會主席Luis Manuel Penalver Gomez來

團一行八人；該訪問團返美後特來信致謝並附由國會議員所撰寫呈送我國眾議院之「表

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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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國會意願」決議案，表示支持我國政府維持在聯合國之席位的訴求。該接待不但提升

實質交流。

本校之聲譽，且亦成功地推展國民外交。

二十一日

陸研所邀請交通部參事兼大陸小組執行秘書洪以遜先生針對「淺論通航

十七日 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物化學系副教授周三和（化學系系友）利用回國休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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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化學系邀請來校訪問，由吳嘉麗教授接待對全體師生演講並交換心得。
廿日 法文系組滑雪團到法國，由法籍老師孟尼亞、舒毅寧帶隊，赴白朗峰度過兩
週滑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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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日本德島文理大學生藥研究所所長淺川義範應化學系之邀蒞校演講。
十八日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孫福良一行五人參觀本校實驗劇場，由文學院院長傅

本校獲「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男長青組季軍，女子組第四名。

錫壬及秘書丁洪哲接待。孫福良副院長為大陸著名的莎士比亞戲劇權威，當天並由實驗

為慶祝本校與哥斯大黎加大學締結姐妹校十週年紀念，拉研所與哥大合辦「中華民

劇團演出小品劇迎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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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與會學者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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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篇論文。
廿四日 教職員歲末聯歡會於活動中心舉行，會中頒發教師專題研究計劃績優獎、
校內優良教師、國科會研究獎助、教育部教師服務獎章、職工服務獎等六獎項。
廿七日 清華大學材料中心主任吳茂昆教授應理學院邀請來校訪問，由院長薛文發
親自接待。

廿二日

俄羅斯科學院物理所教授許克洛夫斯基（Prof. Eugene Shklovsky）至本校

推展學術交流，並主持三場淡江講座。
校課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廿四日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與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兵學研究所聯合主辦「亞
太情勢與兩岸關係研討會」假三軍大學舉行。

三月

二月

八十四學年度全國各大專院校第一次辦理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本校推薦報

本校為獎勵核心課程授課老師撰寫教科書，訂定「淡江大學獎勵核心課程出版教科
書辦法」
。

名者三○三人，錄取一○七名。其中甄試進入本校研究所有五十八名，進入國立大學者
共四十五人。

八十三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助費審定，本校共有五十四位獲補助，其中優等獎助有
葉和明、譚必信兩人獲得；甲種獎助有祝錫智教授等五十位。另有劉長輝等四位講師獲
乙種獎助。

一日

董事會策定「淡江新S形曲線」，說明本校經一九九五到二○○○年的發展

方向。經林雲山校長在第四十七次行政會議中發布，指出將積極尋求第二校區之校地。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成中英博士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講，講題為「美

專任教授曾振遠新兼教育發展中心籌備處主任，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大學發展事務

國價值觀之新趨勢：倫理與利益之平衡點」。

處籌備處主任，專任教授程嘉彥兼體育室籌備處主任，專任教授林光男兼夜間教學行政

日研所邀請日本著名之社會學教授中村睦男先生蒞校演講及座談。

中心籌備處主任，專任教授蔡信夫兼學分進修教育中心籌備處主任。

夜公行二梁銘華當選學籌會主席。

四日 美東校友會年度大會在紐澤西州舉行。
七日 日研所教授於敦化南路中日關係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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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行學術交流座談會。
十日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教育協會訪華團」一行八十人由協會貴務理事兼團長長
谷正義率領蒞校訪問，林雲山校長於國際廳主持簡介，由日文系主任林丕雄、張瑞雄老
師、孫寅華老師等協助學術交流委員會接待。
花蓮校友會於花蓮學苑舉辦懇親會，校長林雲山親臨致詞，花蓮縣長王慶豐亦到場
祝賀。校友、學生及學生長共三十餘位與會。
十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專程蒞校參觀訪問之日本中央大學青山則雄校長
等一行三人，簡報後就有關交換留學生事宜舉行座談。
十五日

中華航空公司飛安室雷治中工程師來訪，由航空系宛同主任提供飛安資

二日 歐研所舉辦「當前歐洲聯盟發展的評估與展望」研討會，由台大政治系蔡政
文教授及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擔任引言人。
三日

八十三學年度學生自治籌備會第一次大會舉行，選出公行系梁銘華為召集

人。
四日 宜蘭學術中心成立，於羅東鎮舉行剪綵儀式，成為本校第三處學術中心。剪
綵儀式由張建邦博士作專題演講。
上午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應英文系之邀蒞校演講之德國Wuppertal大學正教授
Dr. Guenther Wohlfart。
管科所舉行新春聯誼茶會，包括所友會會長蘇亮共近五十人參與。王堯世校友捐出
他自行發明的「形聲王碼」中文輸入法軟體一百套，於商管學會資訊展中義賣，所得全
數捐給管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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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 桃園縣淡江校友會於桃園縣府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選舉桃園縣長劉邦友等
十五人為理事、謝秋雄等為監事，並選出劉邦友為首任理事長。
八日 墨西哥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歐海達伉儷及該院亞非中心白佩蘭主任蒞臨本校參
觀訪問，並舉行演講。
九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行成立大會，張家宜為首任理事長，已有二百廿八人加入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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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並設午宴款待。
廿二日

大陸學者郭炤烈先生（上海台灣研究會會長）、章念馳（著名歷史學者、

清代文人章太炎之孫，深具文史學身家背景）、嚴安林為大陸新一代的經濟學者與陸研
所師生於城區部六○四教室舉行座談，由楊開煌教授與張五岳教授共同主持，與會同學
對時勢及兩岸關係問題熱烈發言；其中以「江八點」為主要討論重點。
學術審議委員會第六十七次會議，遴選出數學系譚必信、物理系何俊麟、化工系葉

十日 校長林雲山接見專程蒞校指導本校研究生之日本科學院院士野副鐵男教授，

和明三位教授為研究教授。

九十三高齡的野副教授學識淵博，而其為提攜後學不遺餘力，更不辭遠道來台，尤令人

廿三日

感佩。

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員隨善民博士至航空系舉行學術演講。

十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見蒞校參加
「中日兩國大學研究生學術交流座談會」
之日本青年訪問團，並於會中致歡迎詞。
十四日 本校為推廣社區資訊服務，贈送鄧公國小五部電腦。
十六日 機械系邀請美國奇異總公司研究發展機械工程師薛文珍女士來校演講，會
後並與該系教師交換研究心得。
本校接受行政院環保署及美國環保署委託，與中華民國遙測學會合辦「地理資訊系

中科院副研究員周鵬程博士至航空系舉行學術演講。

學生自治會籌備會第一次說明會僅十人出席，場面冷清。
廿四日

工研院電通所副研究員簡丞志博士至航空系舉行演講，由該系全體老師陪

同共進午餐。
六十位高中生參加本校八十四學年度甄試入學考試，參加甄試的科系有：大傳、資
管、化學、航空、公行五系。
廿五日

馳名全球學術測驗培育機構美國格博倫（Kaplon Education Center）在台

統與環境保護國際研討會」在央圖國際會議廳揭幕。本校副校長張紘炬、環保署署長張

中心設於本校城區部，啟用儀式由總統府資政謝東閔及本校財政副校長張紘炬、格博倫

隆盛皆致詞，美、加、日、澳等多國學者兩百餘人與會。

教育中心副總裁德弗．克萊倫（Dave Cleland）聯合剪綵。

十七日

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教職員退休撫卹辦法」，自八十四學年度起，教職員

全國大專院校國術錦標賽，本校奪下一亞一季一殿及第六名的成績。

年滿六十五歲即應退休，教授符合延長服務條件者最長可延至七十歲，副教授可延至六

廿七日

留日校友會會長朱慧珠偕夫婿，亦為前任會長林敬三回校拜訪。

十六歲，職員則不得延長服務。並通過「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優良教師可獲得永

廿八日

德國波昂大學（Univ. Bonn）與我簽署「一九九五年淡江大學德文系學生

久聘任。
十八日 「化學系系友師生座談會」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座談由系主任王文竹主
持，系友三十餘位參與，其中包括本年度金鷹獎得主周秋火。

赴德國波昂大學研習條約」。由波大外事處主任柯利高．里希特女士與本校德文系賴麗
琇主任共同簽署。胡柏校長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演講，講題為：波昂大學
「發展研究中心」
與「歐洲統合中心」與亞洲國家進行學術合作之意義，由德文系郭名鳳老師擔任即席翻

二十日 校長林雲山應法國姐妹校孔泰大學之邀率外語學院鍾英彥、法文系主任吳

譯。校長胡柏博士（Prof. Dr. M. Huber）及其夫人、副校長盧次博士（Dr. R. Lutz）和

錫德赴歐，探視留法、西、德等五十四位留學生。並會見波昂市長、德國聯邦教育廳

外事處主任何利高．里希特女士（Mrs. Krickau-Richter）等四位外賓由國際文教處賴碧

長、法國孔泰地區法院院長等人，不但在學術上主動出擊，亦拓展了實質的外交關係。

姬小姐陪同蒞校。

廿一日 日研所與中日關係研究會合辦，於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會議室舉行「亞洲
經濟圈之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日方加瀨英明、清水信次、山本善心等十
多位學者專家，中方有日研所師生、中日關係研究會會員等五十餘名學者專家與會。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編輯趙梅女士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講，講題為「中國社
科院美國所簡介」
。
副校長芮涵芝於貴賓室接待蒞校訪問之瓜地馬拉共和國籃迪華大學校長梅得諾伉

女教聯會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推選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為理事長、會計長王
美蘭為副理事長、黃登滿為監事長、倪台英為秘書長。
廿九日

八十四年優秀青年陳家祺等十二人獲全國各界慶祝青年節大會表揚。

全國大專籃球聯賽，本校女籃贏得冠軍。
卅日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副校長張家宜代表校長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韓
國姐妹校慶南大學訪問團一行十三人，該團由朴在奎校長領隊，簡報及座談後並於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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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午宴款待。
本校教務處與建築系受教育部委託共同進行「學生聯合宿舍可行性研究案」提出中
期研究報告，認為淡海新市鎮的聯合學生宿舍將可提供包括本校在內的三所學校居住。
學生自治會籌備會第二次說明會中，公行三蔡嘉裕提「淡江大學全校學生代表大會
草案」
，將於學生事務會議中討論。
卅一日 日文系第四梯次留學生在該系系主任的帶領下，分赴日本四所大學：麗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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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討會以「海峽兩岸高等教育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化」為主旨，大陸學
者發表五十一篇論文，台灣發表七篇。
夜企管系校友會舉辦第四屆第二次系友大會，選出張金溪校友任理事長。並由張金
溪演講「兩岸經貿關係」，並舉辦摸彩，約百位校友參加。
嘉義市校友召開發起人會議，籌組校友會，推舉呂明星等十二位校友為籌備委員。
十日

德國萊比錫大學（Univ. Leipzig）外事處主任伯樂博士（Dr. Poller）與德語

大學、津田塾、城西、城西國際大學。此行卅一位同學全數獲得日本國際教育協會的留

外語教學中心主任昆恩博士（Dr. Kuehn）來校拜訪德文系賴麗琇主任，洽商學生暑期

學生獎學金每人每月十萬圓生活費，及回程五萬日元的機票費用補助。

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德文事宜，雙方並就學習之課程及抵修學分事宜達成共識。隨後

「台灣在亞洲」學術研討會於美國伊利諾大學舉行，由該校與本校、中央、中山大

並與建教中心執行長李德昭與主任史蓓蓓協商有關學費及研習期間接待及住宿事宜。

學合辦，前董事長張建邦應邀以「台灣──亞洲之星」為題發表演說。美研所所長戴萬

十一日

欽、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所長賈昭南均於會中發表論文，前美研所所長李本京亦為此會貴

來校演講。
十二日

賓。

美國A. O. Smith CO. Milwaukee, WI主任工程師楊勝明先生應機械系之邀
美國伊利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于子橋教授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

講，講題為「美國政情發展」。

四月

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團第二團十位團員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參觀訪問，並與美研

本校全球資訊網（www）正式運作。
美研所博士班一年級何子祿、八十二年畢業所友吳萼洲博士，自全國三百位菁英中
出線，雙雙獲選參加美國在台協會主辦的兩岸三地「美國研究班」活動。
四月份發行的天下雜誌報導，企業最歡迎的大學畢業生排名中，本校在眾多私校中
名列第一，為企業之最愛，而在全國公私立大學總排名中，位居第六。
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在行政會議中報告，擬定「管理學院兩岸學術交流計劃」，內

所教師及博、碩士班同學們舉行座談。
陸研所辦研討會，由楊開煌教授與張五岳教授聯合主持，與會學者李家泉先生在兩
岸皆負盛名，傳媒均以其「保守」色彩強烈為重點；蕭敬女士在經濟社會有深入研究；
而戴文彬先生則對農業、政治方面涉獵甚深。
十三日

教育部軍訓處處長宋文率軍訓處同仁來校視導。

十八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大陸大學校長訪問團」一行六人，

容包括：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海峽兩岸共同指導碩博士生論文、短期進修觀摩、大陸

除舉行簡報及座談外，並於貴賓室設午宴款待。該訪問團成員計有：北方工業大學校長

註冊會計師考試輔導、期刊交換等。

仇春霖、北京工業大學校長蔡少甫、中南工業大學校長何繼善、上海工業大學副校長方

國科會自然科學簡訊第七卷第一期中剖析，本校理學院共有九人獲得八十三年國科
會研究獎勵，奪下私大首魁。

明儉、北京科技大學校長楊天鈞及中國地質大學校長程業勛。
十九日

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團第六團十二位團員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參觀訪

本校核定數學系及物理系為八十四學年度重點系所。

問，由美研所所長戴萬欽負責接待，並在工學院會議室與美研所教師及博、碩士班同學

一日 女教職員羽球隊在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羽球球賽中，創下十年連續奪得冠軍的

們舉行座談。

紀錄。男子組則摘下第四名。
五日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與壽山文化基金會、中華危機管理學會合辦的

「一九九五台北國際危機管理研討會」於本校城區部舉行，發表三篇論文。閉幕典禮
中，監察委員也是本校前任校長趙榮耀蒞會致詞。
九日 「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高教研討會」於中國大陸西北大學舉行，本校由前董事
長張建邦及校長林雲山率團前往，並致贈西北大學孔子銅像，呼籲雙方共同發揚中華文

廿一日

哥斯大黎加文化青年體育部部長Mr. Arnoldo Mora暨夫人應西語系及拉研

所之邀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藝術管理。
美國聯邦眾議員席理德、法雷歐馬維加眾議員及美屬薩摩亞副總督桑尼亞一行六人
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參觀訪問，發表演講，講題為「美國與亞太之關係」，並與美研所
師生舉行座談。
廿四日

本校與廈門大學校長簽署「廈門大學與淡江大學學術交流協議書」。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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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林祖賡是隨「大陸國家教委會直屬重點高校校長訪台團」來台訪問之際，與本校校
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正式簽定，本校與廈大於四年前曾簽署草案。
中華民國直昇機發展協會理事長馮濟民將軍至航空系舉行演講，介紹直昇機飛行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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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 of the Year Awards）
。這個獎項是全美最重要的發明獎之一，深受工業界重視。
一日

英國AA建築學院Zaha Hadid教授應建築系邀請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演講，

講題為「Zaha, After the Reak」，Zaha教授為當代非常著名之解構主義大師，曾獲得多次
國際競圖首獎。

廿五日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任許世旭先生至校演講，講題為：「中國文學史中
之常與變」
。

生對研究生進行專題演講，講題：拉丁美洲股市回顧與展望。

薩爾瓦多大使巴納馬（Mr. David Ernesto Panama）暨兩位該國畫家來校演講，題目
為：「薩爾瓦多的畫」。
全國大專網球賽中，本校男網奪男乙組殿軍。
管科所邀請神通電腦處長吳金水及大陸杭州大學研究部主任王重鳴博士蒞校演講。
廿七日 莫斯科國際大學校長亞果金博士（前蘇聯教育部長）應「世界自由民主聯
盟中華民國總會」邀請來華訪問並接受本校邀請蒞校參觀，國際學院熊建成院長、俄研
所楊棨所長陪同拜會林雲山校長就教育、政治等問題交換意見。
加拿大卡加利大學、魁北克社會研究學院及約克大學之研究學院院長來校訪問。
廿八日 上午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鄭又平博士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
講，講題為「國際政經新趨勢」
。
中文系主辦「第五屆文學與美學學術研討會」在本校舉行。
廿九日

自五月一日起拉研所舉行一連串之專題演講，一日即邀請富達基金會襄理王進彰先

吉他社主辦的第十屆金韶獎決賽，在活動中心舉行，台北之音、TVBS等

媒體均來校轉播。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由余繁教授等共同開發國產「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第三
代，並正式量產。由教育部先行轉送三十部到全省大專院校、盲人院等單位推廣使用。
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歡度二十週年慶，百餘校友齊聚，除發表七篇論文，並將歷
屆四十七位畢業博士論文摘要集結出書。該所老師監察委員趙榮耀、校長張紘炬都出席
大會，榮星企業葉正雄贊助論文集出版費用二十萬元。

五月
本校TOP校友會由張永明交接給第四任會長許明雄，在國軍英雄館舉行餐會，副校
長張紘炬、秘書長陳敏男均出席會場。
資訊中心開放五千個電腦網路帳號供師生申請。
攝影社參加第五屆大專盃攝影比賽，不僅得到二十個個人獎項，並得到象徵最高榮
譽的獎盃一座。
化學系系友徐基東研發出一種殺蟲劑，獲美國頒贈「年度全國發明獎」（National

三日 大陸七位心理學家來校訪問，並舉辦學術座談會。成員包括：華東師大時蓉
華教授、北京社心所所長馮伯麟等。
六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第一副總統（即第一總統候補人）荷瑞薩諾蒞校訪問，校長
林雲山於驚聲大樓國際廳接待。
九日

拉研所邀請墨西哥辦事處簽證領事寧耀Eduardo Ni~no先生來校專題演講，講

題：墨西哥文化與風俗。
資策會航電發展室資深工程師馮允棣博士至航空系專題演講「十年航管計畫與未來
導航系統」
。
十日 資訊中心展示七項成果，包括本校多媒體光碟雛型系統、建邦圖書資訊網路
系統、虛擬實境研發等項目。由資訊中心主任施國肱主持，向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
雲山、副校長張紘炬、芮涵芝報告成果。
教務會議通過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可直接修讀博士學位」一案，學業成績只要在全
班二分之一內，並經教授兩人以上推薦，都可以提出申請。此外亦通過體育課改採「專
項選課」，打破年級限制，供同學選擇。
第廿六屆全國大專運動會中，本校代表隊獲桌球大乙女子冠軍。
十二日 大傳系邀請台北之音廣播電台台長徐璐小姐至本校演講，講題為「從文字
到聲音──一位女性傳播工作者的經驗告白」
。
歷史系舉辦「臺灣史國際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兩天，邀請俄羅斯學者布羅
夫教授、費世文教授、Barbara Brooks教授、張格物教授發表論文，會中同時邀請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康豹評論鄭志明教授所發表之「盧勝彥與靈仙真佛
宗」、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李弘祺，評論張格物教授「The State of Taiwan Studies in
United States：An Overview」
。
十五日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姐妹校美國曼卡度州立大學金太平教授，並商談
兩校之學術交流事宜。
十六日 校長林雲山應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建設促進會邀請，向該會建設發展委員會
以「大學教育之前瞻」為題，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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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拉研所邀墨西哥辦事處主任羅沙雷（Gabriel Rosales）先生來校演講，講

題：「墨西哥之政經概況」
。
南加州大學中國及比較文字教授張錯先生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從文
字到文化之現象與走向」
。
教育部委託本校工學院主辦的「第二屆國際工程教育研討會」在圓山大飯店舉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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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航太中心企劃推廣組長金憲博士至航空系專題演講「我國航太工業之競爭策
略」
。
社團評鑑結果公布，八個社團獲特優：中工會、蘭友會、花友會、樸毅團、溜冰
社、商管學會、登山社、產經學會、吉他社。另有廿九個社團獲優等。
廿七日

校長林雲山參加上海復旦大學十週年校慶，並於「廿一世紀高等教育面臨

天，邀請教育部長郭為藩、國科會主委郭南宏任主席，並邀約成功大學校長吳京及日、

的挑戰」國際研討會中以「台灣高等教育的前瞻性與淡江之三化政策」發表演說。此研

德、香港十五位學者來台，發表論文四十三篇。

討會邀請該校世界各地之四十餘位校長參與及大陸地區三十一所大學校長與會，林校長

本校管科所三位同學：莊博仁、尚郁慧、戴毓慧赴美國加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研修
學分，舉行授旗儀式，預計一個半月後返國，。
十八日

本校首樁學生申訴事件，在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中受理，國貿一A三位同

學同時提出申訴，認為學校在期中考時以「考試舞弊」將他們處大過兩次，處理不妥。
但申訴結果僅一人保留，將再召開會議判定，另兩生不被接受。
第廿六屆大專院校柔道錦標賽，本校奪得大女乙組團體季軍，產經三林樹龍亦得大
男丁組第二級亞軍。
十九日 大傳系邀請新藝城影藝公司編劇蔡康永先生至本校演講，講題為「編劇的
創意來源」
。

廿九日

資管系慶祝建系十週年，舉辦「歷屆校友回娘家」活動，約有百位校友回

校參與。推選新任系友會會長，由南山人壽業務經理黃西田當選。
卅日 學術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校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辦法，未來學生出國修習學
分，只要主辦的單位提出具體計劃書，經學交會審核，校長核定即可進行。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博士來校演講，講題為「如何培養大學生應有的世界觀」。
北京中國醫學科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叢浦珠教授應化學系之邀，來校作為期四個
月的研究訪問。
管科所邀請匯豐銀行經理李基存、資策會人力規劃師劉錚、日立公司業務經理李鐘

位於城區部五樓的校友聯誼會館啟用，舉辦酒會。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
山、董事楊玉焜、前校長趙榮耀等共同剪綵。
廿四曰

為此研討會中唯一來自台灣的的校長，並為第四度造訪該校，受到矚目。

美國前耶魯大學建築系主任Paul Rouddloff先生應建築系邀請於城區部中

亮等三所友回校舉辦所友座談會。

六月

正紀念堂演講，講題為「建築與設計基因」；魯道夫先生為現代主義之啟蒙者，其所設

管理學院派遣張堂賢等六位教師至上海交通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計之作品有多棟在建築史上留下紀念性之價值與地位。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熊建成代表本校與北京大學簽署學術交流意向書，預定於本校校

美研所舉辦「台灣與美國當前關係」座談會，除該所專兼任教師及學生外，同時亦
邀請到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陳毓鈞及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林正義等精研中美
關係問題之學者專家前來參加。
校長林雲山於臨時行政會議中指示，自下學年度起，立體停車場改為免費使用、大
四體育課及大二軍護課改為選修。他並指示本校七種國際期刊須精益求精，致力提升水
準，躋身國際瀚林，且應以季刊形態出現，一年至少出刊四次。
廿五日

拉研所邀請智利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研究員Francisco Rojas在驚聲大樓國際

會議廳舉行專題演講，講題：「拉丁美洲區域安全」
。
校長林雲山於校長室親自頒授林壽楨、周秋火、曾正仁獎學金給得獎同學。
廿六日

浙江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中國古代早期長篇小說的綜合考察」
。

慶日正式簽署協議書。熊建成院長是接受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的邀請，赴北大
參加其建院十週年慶祝大會。
一日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張庭國教授在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作專

題演講，講題為「科技波濤衝激下的圖書資訊業」，參加人員有圖書館同仁、教育資料
科學系所師生等。
美國德州大學Arlington分校航空系教授Frank Lu博士及成功大學航太試驗中心鍾光
民副研究員至航空系參訪，由宛同主任接待。
四日 本校於台中成立學術中心，以推動學分班教育及校友服務等為工作重點。
五日

大傳系舉辦「建教合作暨就業輔導座談會」，邀請台中全國電台總經理林俊

杰先生、高雄大眾電台總經理袁志業先生、淡水家連家有線電視系統總經理林錦銘先
生、節目部經理王俊灌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政大之聲」電台指導老師侯志欽先生至本

76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校參觀；下午聽取大傳系各教學實習媒體簡報並商談與大傳系未來建教合作事宜，晚上
則針對大傳系同學進行就業輔導座談會。
六日 海事博物館四週年館慶，同時為新船「不列顛尼亞號」揭幕。
第一屆兩岸數學研討會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結合兩岸數學專家，發表四十六篇
論文。有包括前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等十四位大陸學者參與。

大事記 769

台中市校友會在台中市議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市議員廖述嘉為首屆理事長、嶺東
商專副校長張台生為名譽理事長。
十八日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成立大會」於校本部國際廳舉行，現任立委的李

顯榮當選理事長。
廿三曰

美研所李本京教授及博士班候選人容繼業、王亮、吳珊珊通過考選，代表

七日 法文系第一屆赴法留學的十七位同學返國，系主任吳錫德親自到機場接機。

我國出席在舊金山舉行之慶祝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會。為台灣唯一來自私立大學的代

第卅三次校務會議公布物理系與數學系為重點系（所），並訂定「學生獎懲委員會

表。

組織規程」
。
九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溪口校區黃文宏教授，應教資系邀請至本校驚聲中正堂發
表演講，講題是「Information and Networking」。
美研所、俄研所、產經所、金融所、國企所研究生一行廿六人，由美研所戴萬欽率
領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進行暑期進修。
十日 校長林雲山於學生活動中心主持畢業典禮，共六四一二名畢業生踏出校門，

廿四日

「台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成立，現任立法委員的杜振榮當選理事長。

廿五日

拉研所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七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國際學術

研討會」，為期四天，計有國外學者七十一人，國內學者八人參與盛會，共發表論文七
十八篇。翌日由校長林雲山於圓山飯店設晚宴款待貴賓。
廿六日

圖書館WWW伺服站正式上網，主機位址為http://www.lib.tku.edu.tw/。

廿八日

第四十九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學校贈送博士畢業生證書封套，董事會指

包括九位博士、四○一位碩士、及六○○位學士。台北縣長尤清及日本文化振興會棧勝

示：請各單位加強新S形曲線理念，實施並定期檢討，使教學、研究、行政等各方面更

正理事長率團一行廿三人蒞臨盛會，並致贈本校日幣廿萬元表示慶賀之意。

進步、更創新，讓淡江再達新高峰。

校務會議通過，成立一級單位「大學發展事務處」，加強畢業生就業輔導及專司校
友聯繫事宜。

廿九日

由教育部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的「新新圖書資訊研習會」，一連三天除

本校圖書館全體同仁參加外，另有人員一七二人參加，會中共同探討新型圖書資訊的應

商學院邀請澳洲Monash University楊小凱博士來校任淡江講座。

用，以及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祈使能為讀者提供更積極、便捷的享用國內外各項圖書資

十一日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於本校舉行，由本校與北京中國

訊服務。

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合辦，計有廿一位大陸學者來台與會，發表十六篇論文。本校也將提
出十篇論文。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蒞校參觀之世界童子軍總部秘書長傑克．莫里隆博士等一
行五人。
十五日 教育部劉奕權、朱振昌、王建三位督學蒞校定期視導，由校長林雲山親自
主持簡報及陪同參觀淡水校園，下午並舉行綜合座談；次日並至城區部座談及參觀，由
副校長張紘炬主持。
校長林雲山接見蒞校訪問之美國伊利諾大學英文系副主任Dr. Wright。

七月
九日 土木系改選系友會會長，由太亞興業公司董事長賴汶昌新任。
十九日

英國勞斯萊斯（Rolls-Royce）引擎公司駐台代表Mark Tyack先生至航空系

介紹其公司各式引擎性能，並贈送教學錄影帶及書籍。
廿日

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亞太資訊部門負責人王行仁先生蒞館訪

問，本校圖書館特與其交換該中心新進之研究計畫案Internet Resources Cataloging
Project（InterCat）有關事宜。

十七日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於本校城區部五樓會議廳及淡水

中國大陸研究所師生卅二名，組成「第一屆赴大陸研修團」，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天，由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商學院、北京對外經濟貿易部國際經

暨陸研所所長熊建成帶隊，赴大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作為期三週的經濟貿易與文教實

濟合作研究所及中國大陸研究所聯合策劃。共計發表論文十八篇，本校有賈昭南、林志

習。此舉在本校為第一次，在全國更是首創。

鴻、張五岳、蔡進丁、林景春等教授發表論文。張前董事長暨林校長蒞會致辭並於董事
會貴賓室設宴款待與會貴賓。

廿二日

本校假高雄女中第一會議室在兩日之內舉辦三場高雄地區家長座談會。由

校長林雲山親率一級主管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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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日

校長林雲山接見蒞校訪問之美國姐妹校曼卡度州立大學英文系主任Dr.

Solo及金太平教授之夫人，中午並設宴款待。

大事記 771

表演獲好評。
十八日

「中華民國第七屆比較文學會議」於校本部舉行，主題為「文學與法

律」，邀請國內外近五十位學者與會。所發表的卅一篇論文收錄於本校享譽國際的「淡

八月

江評論」季刊中。

俄文系派遣二十名留學生赴莫斯科大學修習學分，為期一年。

廿四日

外語學院六系一百四十位留學生，接受前董事長張建邦的授旗，展開留學

資工二王順民因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擊劍項目中的軍刀代表隊表現優異，獲軍刀個

生涯，至此，外語學院已全面完成大三留學的政策。包括英西德法日俄，分赴美國麥肯

人賽第七名，軍刀團體賽第六名以及銳劍團體賽第六名，獲選參加八月中旬在日本福岡

特州立大學、西班牙拿瓦拉大學、德國波昂大學、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日本麗澤大

舉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學、城西國際、城西大學、俄國莫斯科大學。

本校五十三年畢業於外文系的校友胡啟年，當選「南德州年度企業家（South Texas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
，並取得參加「全美年度企業家」評選的資格。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應總統李登輝之聘，出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一日 八十四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專任教
授傅錫壬兼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專任教授程嘉彥兼體育室主任，專任教授蔡信夫兼學分
進修教育中心主任，專任副教授張家宜兼副校長暨淡江時報委員會主任委員，專任教授
林光男兼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主任，少將沈天賦兼軍訓室主任，游象源晉升秘書室主任秘
書。
實施新訂組織規程，各學院相同性質之研究所歸併於學系。訓導處更名為學生事務
處；軍訓處更名為軍訓室；秘書處更名為秘書室；人事處更名為人事室；會計處更名為

廿六日

中部地區家長座談會連續兩天在台中一中舉行兩場，由校長林雲山率一級

單位主管等親自與家長面對面溝通。
廿七日

本校加拿大校友會在卑詩省成立，選出五十九年化學系畢業校友田仲望為

首任會長、五十三年畢業的莊宏哲為副會長。
廿九日

本校與日本東海大學締結姊妹校，是本校與國外大學締約的第三十九所、

日本境內第七所姊妹校。

九月
教務處啟用「申請表件自動販賣機」，可申購中、英文成績單、中英文畢業證書、
學生證等九項服務。

會計室；夜間部更名為夜間教學行政中心。撤銷共同必修科。配合職稱規定，秘書長更

淡江大學優良職工獎勵辦法出爐，每學年將有二十名職員、五名工友獲表揚。

名為秘書室主任、人事長更名為人事室主任、會計長更名為會計室主任、總教官更名為

傳播研究所、運輸科學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控制系統組設立。

軍訓室主任、各中心執行長更名為主任、各組主任更名為組長。

教務會議決議學生選課學分數上、下限修訂為：上限由廿二學分修訂為廿五學分，

新增大學發展事務處、教育發展中心兩個一級單位，前者由陳敏男任主任，下設畢
業生就業輔導組、校友聯絡組、募款推動組；後者由專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傅錫壬兼
任，下設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教育學程組、教學科技組、未來研究組。
淡江時報社改隸行政副校長室，由副校長張家宜兼任淡江時報委員會主任委員。專
任副教授羅卓君兼任社長暨總編輯。本日出版校友季刊第一期，定每年二、五、八、十
一月份一日出版，寄發海內外校友。
圖書館視聽教育組改隸教育發展中心，圖書館另成立非書資料組。
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應教育部之邀，蒞校訪問之澳洲雪梨大學校長

Danald McNicol伉儷。
六日 本校實驗劇團與國立台灣藝術學院、文化大學戲劇系、華崗藝校戲劇科四校
應周凱劇場基金會之邀，參加「台北市青少年戲劇參訪團」，赴中國大陸北方四省巡迴

一至三年級下限十六學分修訂為十五學分，四年級仍維持九學分，並自八十四學年度起
施行。
學分進修輔導處根據教育部的建議，更名為「推廣教育中心」
。
一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美國佛羅里達州國際大學校長墨迪克伉
儷。
六日

本校副校長張家宜取得史丹福大學教育行政學博士，校長林雲山於五十次行

政會議中致贈金盤一面，以示祝賀。
本校八十三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共有五位獲選，由校長在五十次行政會議上，公開
表揚，每名得獎勵金額十萬元及獎牌一座。五名教師為：教育資料學系副教授李世忠、
數學系教授楊國勝、產經系副教授蔡進丁、管研所教授歐陽良裕、西語系外籍老師伊斯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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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外語學院西語、法文、德文、日文四系九十名大三學生赴外國留學修習學分
一年。

廿四日

教育發展中心邀請美國Dr. Robbins教授至本校訪問，特別由歷史四黃啟棚

同學陪同Dr. Robbins伉儷至臺北古城一日遊。

八日 課程委員會決議：大二軍訓、大四體育改選修，均不列入畢業學分數內。
十一日 早稻田大學總長（校長）奧島孝康率領常任理事（副總長）山代昌希，總
長秘書伊藤功等來訪。允諾將派該校常任理事牛山積教授來校洽談學術合作事宜。
本學年新聘專任教師四十位參加校務座談會，由校長林雲山主持，並安排三場專題
報告。
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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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日 「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於校本部國際廳舉行，會中邀請十位大陸重點大
學知名學者來台，與本校教授共計發表二十四篇論文。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蒞校拜會之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教授中西先生。
廿六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辦慶祝教師節聯誼茶會，並賀該會理事長張家宜獲史丹

福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
法國波提耶（Poitier）大學校長亞蘭．塔諾（Alain Tranoy）及副校長約

翰．浮漢尼（Jean Frebe）蒞校訪問參觀，與法文系師生商討交流的可行性。
十四日 大陸東南九所師範大學校長訪問團來訪，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與校長林雲
山聯名於貴賓室設晚宴款待。該訪問團由江西省江西師範大學校長李佛銓率領，團員計

學籌會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會議，羅運治學務長公布將自己擔任總召集人，課指組組
長葛煥昭為副召集人，課指組員鄭德成、黃貴珍為執行秘書，全力推動學生自治會的成
立。會中並通過多項工作計劃及方案。
廿七日

西班牙阿卡拉（Alcala）大學校長蓋拉博士Dr. Manuel Gala蒞校訪問，由

有山東省山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孫天麟、南京市南京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王臻中、上

本校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副校長張家宜主持簡報；會後，在西語系系主任王秀琦陪

海市上海師範大學副校長陶本一、安徽省安徽師範大學校長沈家仕、浙江省浙江師範大

同下拜會林校長，並就未來之學術交流事宜進行討論。

學校長駱祥發、湖南省湖南師範大學校長張楚廷、福建省福建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胡紹樵、廣東省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顏澤賢。
教師評議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大會，推選出賴金男副教授為主席。
十五日

八十四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舉行兩天，研討主題以「組織再

造」、「未來化」、「教學科技」三個為重點。前董事長張建邦在開幕致詞中表示，台
灣的高等教育將進入「質」的競爭，我們要用最優秀的人才來進行這場競爭。
十六日 「台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在台中縣議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國大代表林
欽濃為首任理事長。
十七日

「嘉義縣、市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嘉義市理事長呂明

星、嘉義縣理事長蔡瑞仁。
十八日 本校教育學程獲教育部核定，於本學期開設三班，每班五十人，今日起報

「九五年德文系新生座談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廿九日

「第六屆全國法語教學研討會」舉行兩天，邀請包括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語言中心主任Michel Lacaill在內的七十多位學者專家進行研討，發表十一篇論文。法國
在台協會雷歐大使並在大會上致詞。

十月
淡江視障資訊網路啟用。
國科會自然處統計八十五學年度各校數學、物理、化學三系所通過的研究計劃案，
本校理學院三系居私校之首。經費補助高達兩千三百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元。
大二軍護及大四體育由不計學分改為一學分，但只列入每學期學分數，不計入畢業
學分。

名。
管科所於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辦新生座談。

一日 淡江時報社長由原副社長兼總編輯羅卓君接任。

廿一日 新生訓練及開學典禮在活動中心舉行。八十三學年度優秀青年俄研所二年

高雄縣校友會於高雄圓山大飯店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校友黃隆正任理事長、陳振惠

級顧明禮等十七位在典禮上接受表揚。
德國薩蘭德斯大學（Uniuarsitat des Saarlaundes）數學及自然科學院院長白克
（Becker）教授夫婦，由國科會補助來校做為期九天的學術研究訪問。
廿二曰
長。

尼加拉瓜教育部長貝吉博士來校訪問。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蒞校拜會之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入學中心鈴木課

任副理事長、蕭金柱為總幹事共同推動會務。
六日 本校捐贈二十部三八六電腦給三芝四所中、小學，由本校資訊中心主任施國
肱代表捐贈給鄉長花村祥。
本校外籍生輔導組組長邱竹林率僑生參加由「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文化交流
港澳訪問團」，與港澳校友舉辦六場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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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北部地區家長座談會在本校驚中正舉行兩場，座談由林雲山校長親自主持，
一級主管等出席。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板橋地區校友聯誼會」，八十多位校友在永福樓進行
餐敘，選出陳雲程為板橋地區聯絡人。
十日 本校師生代表一九六人參加國慶大典。本校校友金炎南，以美國南灣台聯會
會長身分回台參與校慶，他亦是南加州校友會兩度高票當選的會長。
十一日

加拿大魁北克公共事務暨合作處首席顧問Mr. Jean Goyer及加拿大魁北克

教育顧問Mr. Ren Milot蒞校訪問參觀，除觀看本校簡報並參觀法文系法文讀本教學情
形，與法文系教師座談，主題為本校法語教學現況。
十三日 大陸西南五省社科院五位學者來訪，團長為雲南社科院院長何耀華先生擔
任，其他團員分別為西藏社科院院長平措次仁、四川省社科院院長劉茂才、廣西社科院
院長詹宏松、雲南社會學學會副秘書長湯世煒等先生，由中文系主任高柏園陪同參觀本
校，與中文系所同學進行座談會，主題是「少數民族文化研究」。
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取消修習學分數的限制，教務會議重新討論學分修習的上下
限，決議大一至大三為十五至廿五學分、大四為九至廿五學分。
十四日 本校與北市十所中學簽訂合約，未來將派遣教育學程修業期滿的同學到這
些學校上課。校長林雲山特別於台北市滿順樓設宴，感謝其對本校的支持。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永和地區校友聯誼會」；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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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四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夜間部以「正規學制」
、「進修推廣」兩類並存。
廿一日

中文系與淡水鎮公所合作舉辦「學術下鄉」活動，自十月至翌年五月，預

計辦理十三場演講，第一場由鄭志明教授主講「台灣的占卜與神算」
。
廿三日

美研所舉辦「柯林頓與江澤民之會談」座談會，邀請前駐美公使、現任外

交部顧問的陳岱礎、政大國關中心嚴震生研究員等與本校師生共同研討。
舉行化學館改建說明會，定下月底進行競圖評比，預計明年七、八月動工。
廿五日

「雲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斗南鎮雲林水利會，舉行成立大會。崇先高

中董事長李聰田獲選理事長。
台南市校友舉辦年度大會，校長林雲山亦當場和家長們座談。
廿七日

佛光大學籌備處校長龔鵬程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論治學方法之理念」。
由本校資工系黃明燦等四位同學，接受淡水鎮公所委託研發成功的「淡水觀光導覽
系統」啟用。
卅一日

本校產經學會榮獲教育部大專院校特優社團肯定，於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受獎，由該會會長陳孟俊代表領獎。

十一月
二日 本校與生產力中心協議，開設不動產管理學分班。
武漢大學物理系何建鄂教授應物理系邀至本校演講，講題為「量子力學基礎問

年度大會。
十六日 教資系邀請神達電腦公司資訊三處專案經理吳秀珠小姐至本校演講，講題
為「管理資訊系統之實務經驗談」。
十七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航空太空中心工程師楊仲及楊俊英先生至航空系致送八十
五年度經濟部航太專案審查資料，由宛同主任接待。
十八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圖書館主辦的「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十二次

題」
。
歐洲聯盟歐洲議會議員訪華團一行四人應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之邀訪問歐洲研究所，
首先與張維邦所長、法文系吳錫德主任及老師會談。並由Anne Andre Leonard女士作一
場演講：「歐洲多元化及歐洲議會文教、青年事務及大眾媒體委員會之運作」。
三日

日本國際理解學會一行十五人至本校拜訪，安排於城區部校友會館發表論

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共有六八個單位一七○人參加，校長林雲山、教育部電算中心

文，由日本研究所林丕雄所長、張炳楠教授、張瑞雄教授帶領研究生接待並參與論文發

曾憲雄主任均致辭。

表討論。

十九日 教資系邀請全景工作室負責人──吳乙峰先生至本校演講，講題為「紀錄
片工作與社區教育」
。
拉丁美洲研究所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座談會」，邀請外交部中南美司司
長潘秉璠、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陳樹坤與本校師生座談。
廿日
問。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庫斯博士應邀至本校參觀訪

五日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教授哈里洛夫（V.R. Khalilov）應物理所的邀請蒞

校作為期一個半月的訪問。
七日

台翔航太公司副總經理程剛先生應航空系邀請至本校專題演講，講題為「飛

機製造概論」。
八日 創校四十五週年校慶運動大會，於運動場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並接受代
表教育資料科學系學會之徐國朕會長致贈深具「樸實剛毅」意義之樟木雕刻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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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司司長簡耀輝亦蒞會致辭慶賀。
慶祝大會於下午假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董事長張姜文錙、前董
事長張建邦、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及各董事、前校長趙榮耀等均親臨；總統李登輝先生亦
蒞臨致賀辭，肯定本校之辦學成果。
校慶慶祝大會中，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親授第九屆「淡江菁英」金鷹獎，計有優秀校
友金開鑫、郭藤吉、胡啟年、沈葆、李顯榮、柯遠烈、陳源勳七人獲選。
海博館舉行「富士丸」模型船揭幕典禮，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前董事長張建邦、校
長林雲山蒞臨致辭。
前董事長張建邦率領董事、師生、校友代表等向本校創辦人張驚聲先生銅像獻花致
敬。

大事記 777

廿一日

匈牙利前總理倪梅士來校訪問。

銘傳學院來校參觀行政作業電腦化情形。
廿二日

教育部來校舉辦「大學校務發展座談會」，由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主

持。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私立大學院校圖書館業務座談
會」，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余玉照、私校協進會會長及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到場致詞，本
校圖書館館長黃鴻珠在會中專題報告。這次業務座談有廿二所私立大學院校圖書館工作
人員參加，計逾一百人。
廿四日

中文系舉辦「台灣民俗田野調查論文發表會」，由各大專院校學生參與發

表論文，共有十七篇。所發表論文全部收錄於「文化台灣」刊物，分春秋兩季發行。

「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奠基上樑大典」舉行，由與會貴賓為新館奠基，由董事長張姜

廿六日

建築系主辦「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八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

文錙為新館上樑，總統李登輝亦為新館奠基題字「維新勵學」，且加以揭示。典禮後，

廿八日

中國大陸研究所與北大人學研究中心學者舉行「兩岸關係的演變與展望」

設宴一五○桌，款待全體貴賓、教職員工及返校校友們，李總統亦沿桌敬酒致意。

座談，由所長熊建成主持，與會人士包括該所楊景堯教授、人學研究中心主任黃楠森、

五十六年測量科畢業校友高新平，為紀念其母李綢女士，分期捐贈一千萬元成立

人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志尚、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趙家祥、毛澤東哲學思想研

「高李綢獎學金」
，在校慶大會上，由前董事長張建邦親自接受兩百萬元支票，並頒發感

究會副會長宋一秀、中文系董學文、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武兆令、中

謝狀。
九日

國人民大學楊瑞森、認識論研究會會長夏甄陶、首都師範大學王銳生、清華大學林泰、
愛丁堡大學物理系G. S. Pawley教授應物理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Parallel Computers-the Future for Computational Physics」
。
十日

第卅四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改學生申訴規則，條文中增加「申訴以一次為原

則」
，但仍保留「有新證據可再提申訴」的規定。
十一日 美國Drexel大學科學及藝術學院院長Canavan博士來訪。
十二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商管兩院教授代表及畢業校友十三人，前往大陸訪問大陸
十所著名大學。
十四日 莫斯科大學理論物理系V. R. Khalilov教授應物理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
為「The QED Vacuum in the Pressence of Strong Electromagnetic Fields」
。
成功大學航太所邱輝煌教授應航空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二十一世紀航空技
術之展望」
。
俄國莫斯科大學副校長柯志諾夫（Valerij V. Kozlov）暨莫斯科大學外辦處主任志維
列夫（Nikolai I. Zverev）蒞校訪問參觀，由副校長兼國交會主任委員張家宜在國際會議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帶來一份學術交流草案，表達與本校交流的意願。
十八日 美研所師生聯誼茶會在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行。
廿日 靜宜大學、逢甲大學、正修工專三校教務單位組成廿人訪問團蒞校參觀。

黑龍江大學副校長曹林、深圳大學社科部主任余其銓等人。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亦與
會。
廿九日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程邦達所長應航空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IDF所學所思」
。
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廖炳惠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法國當代
文學理論及其在中國文學上應用之可能性」。
薩爾瓦多企業經濟學院教授Claudia Samayoa來華研習中華文化，由本校提供住
所，拉研所負責接待，並安排至各機關參訪，與本校數位教授會談，其來訪之目的以文
化交流為主，返國前並與本校行政副校長商談雙方學術合作事宜。其於十二月廿六日離
華。
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ESIT）教授吳賀（C.G. Ouvrard）應法文系邀請來校
演講「翻譯與代碼轉換」。

十二月
本校與上海交通大學合辦第三屆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兩岸共發表四十餘篇論文。
本校校長林雲山率領二十人訪問團，共發表十篇論文，並與上海交大簽訂學術交流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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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訪問團並拜會復旦、上海財經大學，協議共同指導研究生論文事宜；並與桂林旅遊
高等專校、桂林工學院、廣西師範大學等教授接觸，評估學術交之可能性，亦與上海的
企業家座談。
化學系系財務委員會通過募款使用辦法，並於本學年開始實施，是本校第一個對募
款使用定有明確辦法的系所。
理學院出版三系教師自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以來的教學、研究論文目錄，三系
共五十四位教師發表三百六十七篇論文，平均每人六．八篇，成果豐碩。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熊建成受邀參加美國華府國建聯誼會一九九五年學術研討會，於
會中就「從學術眼光看大陸政策」發表專題演講，並擔任兩岸關係座談會之引言人。
學生事務處提「端正學生讀書風氣，遏止考試作弊辦法草案」，內容有七大項，欲
杜絕學生作弊。
建築系四年級同學參加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主辦的大稻埕市民會館設計比賽，在全部
五個獎項中，本校囊括三獎：第一名陳文彬、第二名陳朝雄及佳作陳宇哲。
教育部核准本校成立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航空太空研究所碩士班、東南亞研究
所碩士班。自八十五學年度開始招生。
日文系三年級汪雅櫻、日研所二年級黃彥達分別獲選日本姐妹校津田塾、亞細亞大
學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交換生。
一日

本校教務長曾振遠獲教育部選拔為「傑出資訊人才」，於世貿大樓接受資訊

月大會之頒獎表揚。此次選拔共有十位當選，曾教授是以從事本校資訊化環境之規劃、
開發、設計及建置先後達二十餘年，並完成教務行政全面自動化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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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林芳玫，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B316會議室演講，講

題為「羅曼史與大眾文化研究：同情與批判的辨證」。
法國法語教學理論暨實務權威戴必瑟（F. Debyser）來校以「歐洲各語言角色與觀
念之評估」為題，應法文系之邀來校演講。
七日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林海青副教授應物理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Pairingina Generalized Hubbard Model」。
九日 日本亞細亞大學新任校長服部正中、西侯昭雄教授等一行人來訪，校長林雲
山於國際廳接待，中午並於貴賓室設宴款待。
本校獲全國大專盃羽球賽男子乙組冠軍，女子甲組則得殿軍。
本校攝影社航空三楊兆華等六位同學在第六屆北區大專盃攝影比賽獲得六獎項。社
長楊兆華更獲彩色組及黑白組雙料銀牌，駱怡州、舒家寶各獲黑白組銅牌，潘世偉、劉
國賢也有佳作及入選的佳績。
十日

本校管科所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張春桃（時為統計系副教授）、碩士班畢業

生羅啟峰之論文分獲「八十四年全錄文教基金會學術論文獎助」
。
十二日

大學發展事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承辦的留學顧問團舉辦三場留學講座，

提供同學留學資訊。
十三日

上午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Dr. James A. Robinson應美研所

邀請至本校發表演講，講題為「美國1996年大選展望」。
成淵國中校長陳添丁來校拜訪，表希望與本校外語學院合作，支援其外語學程師
資。

第三屆立委選舉，本校有十三位校友、三位推廣教育中心結業校友投入選

應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邀來華訪問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加魯

戰，共有十位校友當選，計有：台北縣李顯榮、桃園縣吳克清、台南市杜振榮等三位校

山茲博士（Dr. Garouchiants, Youri）、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及人類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科

友當選區域立委；以及范巽綠、林郁芳、鄭龍水、陳一新四位校友獲選為不分區立委；

西科夫博士（Dr. Kossikov, Igor）、同所資深研究員安查巴澤博士（Dr. Antchabadce,

另外，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結業的校友台北縣劉盛良、新竹市柯建銘、雲林縣林明義三位

Youri）及「俄羅斯之聲」電台國會記者馬倩可（Ms. Matsenko, Lioudmila）女士一行四

當選區域立委。共十位校友當選。

人訪問俄羅斯研究所並與該所師生座談。

二日

四日

教資系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長史考特．布朗（Scott W.

Brown）至本校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演講主題有關「教育科
技」
、「師資培育」。
前監察院院長、總統候選人陳履安來校，應健言社之邀，以「人際溝通」為題，進
行演講。
五日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李建二率十六人訪問團來校，參觀本校教務電腦化以及
教務行政的實施情形。

總統府資政、前國民黨副主席，也是總統候選人林洋港，應國際關係研究社邀請，
以「國政重要構想」為題演講。
十四日

「第一屆海峽兩岸航太研討會」在本校舉行，林雲山校長親自主持開幕

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鄧學鎣代表大陸學者致詞。
本校校長林雲山代表本校與中國時報周刊社社長杜念中簽約，將該週刊的新聞轉載
於本校視障資訊網路的BBS站上。
十五日

本校募款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訂定自八十五至八十九年的募款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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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一億元。會中並通過臨時動議，未來募款指定用途亦可指定行政單位使用。
十六日 西語系系友會在YMCA城區部舉辦系友年度聚會，遴選出系友郭美文為籌
備會會長，郭校友為卅二屆十大傑出青年，並由陳碧芬、周必勝分別擔任總幹事及副會
長。

大事記 781

廿六日

健言社邀請總統候選人高玉樹蒞校演講，講題為：「當前政黨政治的發展

趨勢」。
八十四學年度行政人員全面品質管制（TQM）講習會舉行，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
主持，教品會執行秘書劉燦樑、交大教授曾仕強發表專題演講。

第十三屆全國大學聯吟比賽在政大舉行，本校代表隊吟唱組獲最佳舞台設計獎、夜
中文四曾金城榮獲七絕全國狀元。創作組亦有多位獲優等及佳作。
十七日 校長林雲山赴夏威夷發表論文，廿三日返國。

歷史系邀請大陸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芝聯以「漫談法國大革命」為題，於上午十
時假L308教室發表專題演說，之後並與該系專任教授聚餐就西洋史教學進行意見交
流。

航空系主辦「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八十四年度年會暨第三十七屆學術研討會」，會中

校長林雲山接見英文系參加短劇比賽的同學，他們在一九九五年全國大專院校英語

邀請中研院韓光渭院士、航太學會林汽寰理事長、史坦福大學退休教授趙繼昌博士、航

短劇比賽中，以「陽光早晨（The Sunny Morning）」浪漫喜劇表現優異，獲團體組冠軍

發中心王石生副主任及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PI）航空系主任Dr. Bernard Grossman等多

榮銜，並囊括最佳導演（李立萍）及兩名最佳演員獎（梁郭士訓、汪純）。

位學者專家出席致詞，或作專題演講。
校長林雲山及化學系高惠春教授前往夏威夷參加「一九九五太平洋地區國際化學會
議」
，並發表兩篇論文。
十八日 教學評鑑問卷更新，於本週進行問卷調查。
大陸江西省海外聯誼會文教交流團一行五人來校訪問。
廿二日 慶祝建校四十四週年暨推動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全校海報設計比賽，
得獎作品評定。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應物理學會之邀，來校演講，講題為：「中國情結的迷
失」
。
廿八日

編輯王俊義，與系內專任教師進行座談。
廿九日

培養榮譽心，實施榮譽考試為目的。

八十五年

長、李國強院長、羅尚賢副院長，並致贈紀念品。
「日本天皇儀式與臺灣殖民統治──一九二三年日本皇太子（昭和裕仁）巡啟臺灣」，計
有歷史系師生百餘人參加，會後並於淡江海產餐廳舉行歡迎茶會。
廿三日

中文系所七同學同時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特優學生獎學金」。七

位同學為：中文所陶玉璞、陳旻志、中文四王彥玲、黃連忠、林素玫、曾守正、鄭幸

第五十一次行政會議討論杜絕同學作弊的方案，決從兩方面下手：近程加

強防杜為手段，務使期末考作到「零作弊」；長程則以端正讀書風氣、袪除作弊觀念、

副校長張家宜接見蒞校訪問之東南四省社會科學院學者王鳳賢研究員、董承耕院
歷史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人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到校演講

歷史系邀請大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愛萍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一月
本校樸毅社會工作團及其前任團長陳政暉分別獲一九九五年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
會選為第三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社團及幹部」
，並獲總統接見。
十日

聯合報系、TVBS和大陸所在城區部中正紀念堂主辦「亞太營運中心：臺灣

政經發展的新出路」，這項活動比照TVBS電視臺「2100全民開講」節目方式進行，分

雅。
法文系主任吳錫德率楊逸夫、侯義如兩位外籍教師參加「全國法語電腦輔助教學」
（EAO）研討會，會中本校交換教師楊逸夫並擔任現有教學軟體評估專題報告。
教育部委託日文系主辦「國際化時代之日本語教育國際研討會」在本校校本部舉
行，三位來自日本的伊東俊太郎、黃色瑞華、後藤剛副教授，以及來自韓國的許文基副
教授，使研討會生色不少。
廿五日 校長林雲山親赴桃園中正機場迎接蒞校指導化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之日本科
學院院士，東北大學名譽教授野副鐵男教授。

臺上討論、台下發言與開放叩應三部分進行。
前董事長張建邦接見參加英語短劇比賽獲得冠軍的同學們，對他們傑出的表現，表
示嘉勉。
十三日

「台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台東縣民眾服務站成立。何三本校友膺選為

理事長、林自強為總幹事。
十六日

大陸西北工業大學與本校簽訂交流協議書。該校校長戴冠中蒞校與本校校

長林雲山於國際廳代表兩校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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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湯洪高教授並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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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田昌幸先生及本校赴日留學生班委員長安藤靖治先生率團來台。廿七日於驚聲中正紀
念堂由校長主持開學典禮，兩位貴賓均蒞會致詞。

十八日 本校成立留學顧問團，協助同學解決各項留學問題，由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邀集各輔導教師舉行座談，討論實施要點，選出林志鴻為第一召集人。
廿一日

校長林雲山於學生活動中心主持「僑生春節祭祖典禮暨餐會」，前董事長

張建邦博士亦蒞臨，教育部僑教會主委曾江源、蒙藏委員會處長陳又新、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會長張希哲及北市多校大學輔導室教師等貴賓蒞臨指導。
廿九日 本校姊妹校韓國慶南大學資訊中心主任朴圭石先生等三位貴賓蒞臨參觀訪

廿七日

日本國際學友會理事長五十嵐耕一、校務主任大柴學、日語教師德田裕美

子一行，經由亞東關係協會安排蒞校參觀。
本校航空系畢業旅美校友陳敬所領導的「華益社」，接受美國佛利蒙市頒發「本月
優秀非牟利機構獎」
。

三月

問資訊中心，本校展示簡報電腦作業系統。下午並邀貴賓參加該中心舉辦的本學期業務

化學工程系韓光榮教授捐出一百萬元成立韓德榮獎助學金。

簡報及年終餐敘。隔日並由校長林雲山接待並致送紀念品。

大專院校八十四學年度國術暨太極拳推手錦標賽中，本校代表隊榮獲四金三銀七

卅日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電算中心蒞臨參觀訪問資訊中心，並觀摩該中心多媒體、
校園網路及校務系統。

銅。
本校圖書館獲故宮博物館贈送四套圖書，總價十二萬七千餘元。
法文系系務會議上通過建議案，每學期由專任老師樂捐二千元，指定該系專用。

二月

會計師考試放榜，本校共有鄭毅鋒等廿九位校友、同學高中，錄取率十分之一，為

八十五學年下學期勒退人數經統計，計有三百六十一人。其中理學院淘汰率高達

歷年最高者。
教育部核准本校成立航太所、東南亞所。

4.9%。
教務處實施將學生期末成績傳送至學生E-mail帳號。
專任副教授陳霖生兼秘書室主任秘書。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協辦「管理科學碩士學分班」，於園區舉
行始業式。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全校學系所實行單位合一。

二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都克博士（James J. Stukel）來訪。

一日

五日 商學院與美國Mankato State University簽訂學生出國修習學分合約書。

中國大陸研究所舉行「兩岸教育與律師法律制度比較研討會」，邀請中國政

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學院院長懷效鋒教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宮曉冰副所長，以及中
華民國律師協會楊金國秘書長來台參訪。

六日

第五十二次行政會議，請副校長張家宜召集各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成立專案小組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余玉照到校視導，並讚揚本校實施「三化」教育的成效。

研議，提出夜間部轉型具體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報部審核，希望於八十六學年度實

秘書室主任游象源屆齡退休，由原秘書室秘書陳霖生升任。

施。

本校日文系邀請日本文部省所委託的漢字能力檢定學會，至本校舉行檢定考試，日
文系一人通過二級、九名通過三級檢定。
二日 歲末聯歡會於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節目部分由教務處主辦，並頒發八十四
年度資訊人才獎給曾振遠教授，及獲得八十三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助優等的葉和明、譚
必信兩位教授、服務屆滿四十年的盧慶塘教授及教師服務獎章、卅七位專題研究計劃績
優教師獎等。
七日 比利時魯汶大學外語翻譯學院院長戴衛曼克博士等來訪。
廿六日 麗澤大學第二十三梯次留學生抵校，此次留學生班由麗澤大學日文系主任

九日 管科所新春聯誼茶會在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管科所頒贈「企業
薪傳管理專題獎牌」感謝熱心回校擔任講座的十位校友：洪寶彩、葉照雄、吳餘勝、劉
啟志、葉正雄、張耀輝、陳煥明、謝一鵬、黃世祿、蔡泳波。
台灣省會長盃溜冰錦標賽中，本校代表隊獲三冠王，單人花式方面，獲男子自由
形、女子組基本形、綜合形冠軍，競術方面也有佳績。
十一日

大傳系與淡水地區有線電視公司「家連家」簽約，將淡江新聞於該頻道播

放。
十二日

日本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郭煥圭教授拜訪日本研究所，在驚聲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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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堂演講「臺灣與國際現勢」
，並與研究生交流討論。
十五日

美國研究所邀西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James A. Robinson來校演

講，講題：「美國對臺灣安全政策」
。
日本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學校長荒井聰子博士、留學生課課長入部兼治副教授及國際
語言文化學部連清吉副教授（中文系校友）來校訪問，由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家
宜副校長接待，文學院院長、四系系主任與中文系專任教授陪同進行座談，討論未來學
術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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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土木工程技術系、傳播學系、電機工程技術系；夜間部將轉型為「正規學制」十八
系卅四班、「進修推廣」九系九班；日夜間部及研究所學位證書修改統一由校長及院長
署名。
廿八日

本校學務處組員陳惠娟及航空四劉崇錦獲選為本年度社會優秀青年，在青

年節大會上接受表揚。
卅一日

大專盃球類錦標賽，本校排球男子組獲第一級亞軍及大學組冠軍，女子組

獲第一級季軍及大學組冠軍。足球獲乙組第四名、橄欖球獲乙組第八名。軟網女子組冠

林雲山校長率各院院長向董事會提出開設二技學院的評估報告。
美研所在城區部舉辦「美國與台灣安全座談會」
。
十六日 前天津師範大學校長，時任南開大學資深教授高靜先生應俄文系之邀，抵
台展開為期三個多月的講學活動，也安排了每周四小時的俄文教學課程，對學生的助益
頗大，同時對兩岸學術交流也有正面的意義。
化學系邀請Production Manager Polyscience Inc.宋大成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如
何利用網路查詢化學研究資料」
。
本校交通管理系及運輸科學研究所舉辦第五屆校際運輸學術聯誼研討會，邀請交通
部次長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長張家祝博士蒞校發表專題演講。
十九日 教育部來文，大學可以跨縣市設立分校，允許宜江工學院改為淡江蘭陽校
區，校本部、城區部都將改稱淡水校園、台北校園。
廿日 麥田出版社總編輯陳雨航先生應歷史系邀請，至本校進行演講，講題：「我
們對歷史書的想法與作法」。

軍、高爾夫球獲女子乙組個人冠軍、籃球獲女甲一級第三名。

四月
本校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辦理國中小學教育電腦化系統先導發展計畫，由工學院陳
治欣任主持人，工學院九位教師及研究生一同開發，選定江翠、土城、三芝三所國中，
先行試教。
甫自本校陸研所畢業的陳威如，榮獲中國經濟建設研討會主辦之論文比賽第一名。
一日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熊建成赴巴西，參加聖保羅大學所舉行的第五屆「拉美協
會」國際學術會議，並探訪校友。熊院長在會中以「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人文科學
研究」發表演講。
六日 校長林雲山博士於春假期間遠赴日本仙台市參加「一九九六日本仙台國際有
機反應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兩篇。與其共同主持專題的台北護專教授黃添銓、本校化
研所博士候選人林世智皆赴會發表。

廿三日 本校有六位教師校友當選國代，三位教師為：戰研所專任副教授王高成、

七日 歷史系邀請美國北德州大學副教授羅瑞博士（Dr. Bullitt Lowry）至本校舉行

通核組兼任講師蔡志弘、水環系專任副教授林意楨；三位校友為：商學系校友林居利、

淡江講座，進行三場演講，講題分別為：「現代歐洲研究的新趨向」、「第一次世界大

英文系校友陳瑞麟、公關班校友鄭新助。

戰的原因與爆發」
、「由世界史學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

廿六日 中國大陸研究所於臺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展望

八日 「台灣與四鄰學術研討會」在中央大學舉行兩天。由本校美研所、美國伊利

研討會」，由所長熊建成教授主持，會中邀請民進黨籍張旭成立法委員、政治大學東亞

諾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財團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所邱坤玄教授，以及淡江大學大陸所潘錫堂教授、張五岳教授、林若雩教授、楊景堯教

合辦，進行八場討論。

授參加，多家媒體到場採訪，場面盛大熱鬧。
「第五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在本校淡水校園舉行兩天，由本校資訊中心、
教資系、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學會承辦。會議重點為電腦教學科技與教育改革。
廿七曰

臨時校務會議決議，增設二年制技術學院，為國家培植更高級的技術人

才，決定以現有基礎，配合社會的需要，開設十個技術學系：企業管理系、國際貿易營
運系、財務金融營運系、會計技術系、資訊管理技術系、建築工程技術系、應用日語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假台北校園以「伊大在台校友會會長」的身分，宴請來台參加
「台灣與四鄰學術研討會」的八位學者及在台校友，並獲伊大在台校友推選，再度續任
伊大在台校友會長。
九日

雲南社會科學院之研究員史軍超先生到校參觀。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因公前往英、法等歐盟國家考察，所到之處都有校友前往接
機，並參與旅法校友會的成立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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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德國馬德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校長Prof. Dr. Werner Georg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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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大傳系邀請美國CNN有線電視網主播湯姆米堤爾、美國廣播公司ABC電

Schaal及外事處處長Mr. Thomas Komm應教育部之邀請蒞校參觀訪問，表達願與本校學

視主播詹姆斯勞裏、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主播詹姆斯麥傑思，及日本產經新聞社支

術交流的意願。

局長山本秀也，參加該系於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之「一九九六淡大國際傳播研討

清華大學教授姚秀彥應歷史系邀請，至本校進行專題演講，講題：「歷史的斷代─
─以先秦史研究為例」。

會」，主講「國際媒體如何報導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
廿二日

俄羅斯研究所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合辦「俄羅斯與亞太經濟科技合

十二日 一九九六自動控制研討會暨兩岸機電及控制交流學術研討會在淡水校園舉

作國際研討會」，邀請了前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現任對外經濟貿易研究所所西達亮

行兩天。由電機系及自動控制學會主辦，會中邀請兩岸四百多位專業人士參與，一百一

（Sitaryan S.）院士，現任俄國國家投資公司副董事長、曾任建築營造部部長的伏爾曼諾

十六人發表論文，其中三十四位來自中國大陸。大陸西安理工大學、合肥工業大學、華

夫（B. A. Fourmanov）博士，科學院遠東所副所長米亞斯尼科夫（Wiasnikov V.）院

中理工大學、西安交大自動控制系、清華大學電機系等五所大學院校表達與本校交流的

士，科學院經濟部學術秘書安諾索娃（Anosova L.）博士，和拉脫維亞政府中國問題顧

意願。

問斯塔布洛娃（Staburova）博士等五位外賓來台就開會議題，以英、俄、中三種語言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與旗標出版社簽約，該社提供其出版的所有書籍，轉載於視障資
訊網路上。
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協同該校主任秘書呂鴻德等行政人員一行六人，到本校台北校
園建教中心參觀。
十三曰 北區大專羽球邀請賽，本校男女組皆獲冠軍。
十四日 高雄縣市及嘉義縣市的校友會聯合舉辦參觀活動，由嘉義縣市校友帶領高
雄校友參觀龍發堂。
十五日 歷史系邀請天津市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蒞校，進行一場演講，講題：「清
史史料的介紹與應用」。
十七日 化學系邀浙江大學化學系徐元植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電子磁共振發
展的回顧與瞻望」
。
旅法校友會在花都香榭里榭大道旁的福祿居大飯店成立，並投票選出許耀文校友為
會長、張顯耀為秘書長。
十八日 歷史系邀請天津市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蒞校演講，講題：「譜牒學的價值
與應用」
。
化 學 系 邀 請 Univ. of Hawaii劉 繩 熙 教 授 至 本 校 演 講 ， 講 題 ： 「 Texture on
Manipulating Spectroscopic Properties of Rhodesian, Bacteriorhodopsin and Sensory
Rhodesian through Substrate Engineering」。
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舉辦四次研討會，邀請資深優良教師蒞校與同學交換心
得。今日邀請台北市私立復興國中校長李柏，演講「廿一世紀教師應具備之基本素
養」
。
台灣省科學振興會由胡均發會長帶領，一行廿人至本校參觀訪問。

發表論文。
西安理工大學校長陳治明先生等一行七人，蒞淡水校園洽談姐妹校相關事宜，由工
學院院長馮朝剛率同電機系主任及教師接待，達成初步共識，相互允諾將對締結之合約
及相關細節作更周延之準備後，再進行簽約儀式。
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發出學生會會長及議員選舉公告，將選出學生會會長一人、
議員九十七人。學生會會長由全校投票產生，議員則由各學院自行選舉產生。
廿三日

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奉董事會指示，會同教務長曾振遠及宜蘭同鄉會總

幹事簡文雄的陪同下，拜會宜蘭縣長游錫堃，游縣長允諾撥借礁溪鄉三國小六間教室做
為二技學院的臨時校舍。
廿四日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舉辦兩場「八十四學年度大學教學法研習會」，三年

內之新聘教師皆須擇一參加。
教資系專任副教授計惠卿，獲選為「教育部推動中小學電腦輔助教學暨資訊教育有
功人員」於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開幕式中接受表揚。
廿五日

美國研究所邀請美商博今律師事務所律師Perkins Coie及陳文俊先生至本

校演講，講題：「亞裔美國人與法律」。
教資系邀請英國學者Dr. Margarer Cox來校與教資系碩士班研究生及系內專任教師
進行座談及演講，講題：「Modeling and emulations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化學系邀請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r. Harry B.
Gary至本校演講，講題：「Electron Transfer of Metalloproteins.」
。
廿七日

西班牙語文教學研討會在台北校園舉行，政大、靜宜、輔仁、文藻語專、

政戰學校皆來校與會。會中根據「西文教學經驗」進行意見交換，共計有八篇論文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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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 「古蹟及歷史建築使用與發展研討會」在台北校園中正堂舉行，由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本校建研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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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Academia學院廣谷校長來訪並座談。
十一日

歷史學系為慶祝創系三十周年，特舉辦北部大專院校歷史系籃球邀請賽，

夜企管校友會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校友聯誼活動。

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基督書院等八

廿九日

所院校歷史系組隊參加。比賽於本校籃球場舉行，該系籃球隊在何永成教授指導下榮獲

由盲生資源教室所架設的「淡江視障資訊網路（T.K. BirdNet）」及盲用電

腦設備，於「視障資訊系統與網路應用研討會」中發表。配合立即轉譯系統、無字天書
輸入法等軟體及金點一號等盲用電腦系統，讓盲生優游於電腦與網路的世界就像明眼人
一樣方便。

冠軍、東吳大學獲亞軍、季軍則由基督書院獲得。
本校代表隊參加大專院校第二十七屆運動會，機械四蘇建豪獨得田徑八百及一千五
百公尺兩面金牌，企管二韓聖文獲女子跆拳道中乙級銀牌、女桌亦獲大女乙組第二名的

卅日 北區大學院校輔導主任工作研討會議暨校際觀摩在本校淡水校園舉行，約一
百位學者專家來校座談。會中安排兩場演講，由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鄭石岩、本
校未來學教授陳瑞貴主講。

佳績。
第七屆北區大專盃攝影比賽，獲一銀（保險三劉國賢）、二銅（航空三舒家寶、英
文一蔡嘉純）等十七個獎項。
十二日

五月

第十一屆金韶獎決賽於活動中心舉行，創作、獨唱及重唱等三組冠軍由產

經四蕭永恩、法文系一A陳慶玲、池惠娟、陳淑瑩、邱競慧、化工四李俊毅獲得。

國科會研究獎勵費獲獎名單公布，本校有八十一位老師獲獎，人數之多，歷年僅
見。其中獲甲種獎勵者有王人牧等七十六位；獲乙種獎勵者有邱仲麟等五位。
本校核定化學、土木兩系為八十五學年到八十八學年的重點系所，至此，理學院三
系已全數納入重點系所。
一日 化學系邀請Dr. A.M. Berezkovski至本校演講，講題：「Elementary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Solvent Influence on Condensed Phase Chemical Dynamics」
。
二日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資訊教授楊家興先生，應教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
「教學科技在隔空教育下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三日 日本研究所於國際廳舉行「亞洲太平洋時代之日本」國際會議，由日、韓等
十四位學者，包括慶應大學山田辰雄、麗澤大學鈴木幸夫、城西大學渡邊好章等及國內
六位學者，共同發表論文。
四日 校長接見蒞校參加「亞洲太平洋時代之日本」國際會議之日本早稻田大學國
際部副部長中原道子教授，並就兩校未來之交流交換意見。
戰研所所友會成立，選出陳守讓為會長、沈萍為副會長、秘書長為古今書廊負責人
賴俊義。

環境保護委員會展開環保週，委託水環系學會、大地環保工作團、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舉辦多項活動。環保署署長陳龍吉、校長兼委員會主任委員林雲山共同剪綵。
工學院邀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徐鑑君博士來校擔任「淡江講
座」
。
十四日

盲生資源教室至宜蘭縣慕光盲人重建中心開設盲用電腦系統訓練課程，為

期十週。
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率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及教務長曾振遠、會計長王美蘭、
總務長鈕撫民等宜江工學院籌備人員至宜蘭舉辦「宜江工學院、本校蘭陽校園建校聯合
說明會」，說明本校從籌辦宜江工學院乃至現今積極於宜蘭設立分校的始末，獲得鄉親
支持。
十五日

歷史學系邀請前聯合報副總編輯、臺灣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劉振志先生蒞

系演講，題目？「史學科際整合研究的新途徑」、「歷史學與戰略學結合的探討」。
十六日

大阪府界交流協會會長加藤均博士蒞校演講。

十七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由工學院聘請蒞校講學之講座教授徐鑑君博士，並致送

紀念品。

商學院舉辦第三屆淡江大學全國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

美國美利堅大學副校長琳達．尼爾森率國際學院院長顧德曼一行三人來校訪問。

八日

十八日

歷史系邀請美國北德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瑞（Bullitt Lowry）舉辦三場淡

江講座。
九日
贈紀念品。

管科所及會計、統計系林展榮等十六位同學，於台北校園接受校長林雲山

授旗，預計於暑期前往美國加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修學分。
校長接見由法文系聘請蒞校講學之埃爾高（Marc Argaud）講座教授，並致

研究所碩士班放榜，本校共錄取六百一十四名。總錄取率為11.2%。
八十四學年度大專盃柔道錦標賽，女子組武修謙奪得個人組第四級冠軍、男子組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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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德則獲個人組第六級第四名。
十九日 法語系以「托拔斯」一劇，於第三屆全國法語劇展中，奪下團體組總冠軍
的名次，亦獲最佳道具及最佳服裝獎。該劇由該系法籍教師儲善平、實驗劇團丁洪哲任
指導老師，畢業校友林君榮任導演。
廿日

化學系邀請3M公司亞太地區經理黃鯤雄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科技管

理到企業管理3M經驗」
。
廿一日 巨鯨多媒體公司莊承文先生，應教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教資人
在多媒體領域發展之現在與未來」
。
廿二日

化學系邀請一九八一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德霍夫曼（Prof. Roald

Hoffmann）至本校訪問並演講，講題：「A Chem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Bonding at Surface」
，當天由張前董事長及校長設午宴款待。
數學系邀請美國Sam Houston State Univ.蘇華仙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Difference Two Similarity Classes」。
廿四日

中文系舉辦第七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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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

音樂工作者黃政德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唱歌弄曲

學台語」。
日本麗澤大學由大澤俊夫副校長率團，一行七十餘人，組成體育、文化交流訪問團
共七十五人蒞校訪問。本校與麗澤大學學術交流十五週年慶祝大會，於國際廳舉行，該
校副校長並代表廣池幹堂校長致送本校「倭漢比較律疏」等圖書五冊。另有日本交流協
會文化部主任西村洋一郎隨團前來，麗澤大學球類代表隊與本校校隊進行友誼賽，社團
代表也分別與相關性質之社團進行交流。
廿九日

大陸航空工業總公司教育局秦天放局長、西北工業大學劉元鏞副校長、南

昌航空學院陳立豐院長等一行七人，至本校訪問座談，航太系師生近百人參加座談。
卅日 中科院天劍計劃副主持人漢宣德博士至航太系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我國
飛彈發展簡介」。
歷史學系邀請第二屆畢業校友、現任韜略集團總裁張安樂先生假鍾靈中正堂舉行演
講，講題為「我在淡江的日子」
。
卅一日

美國密蘇里大學副校長Dr. Harold Jeffcoat教授，及新聞學院廣告系主任Dr.

包括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笠征、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潤華、加拿大阿爾伯達

Won H. Chang教授來訪並在大傳系上發表有關三化演講，講題為「多媒體與新聞」，並

大學東亞系副教授梁麗芳、捷克查理大學東亞系教授雷威安、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任

拜會校長及張家宜副校長，商洽學術交流事宜。

許世旭等五位；國內學者，包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

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由該校校長龔鵬程率領其行政首長一行二十人來校訪問。

瑞騰、彰師大國文系教授游志誠、中正大學歷史所教授龔鵬程先生等四位來校與會，本

社團評鑑選出八個特優社團及廿九個優等社團。特優為：中工會、美工社、登山

次會議主題為「近、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變遷」
。
歐研所邀三位歐洲執行委員會工業總署資深行政官員來校座談，主題為「歐洲聯盟
及亞太關係的演進」
。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研究所部分議員選舉，二號交管系簡良鑑及公行系許麗萍以六成
七的票數當選。議員部份，研究所選出三名，不足額四名將擇期補選；而各學院名額未
全部選出。
廿五日 歷史學系舉辦三十週年系慶系列活動──「淡水耆老座談會──淡水與淡
江」
，邀請陳根旺等十五位淡水耆宿蒞校座談，會後並邀請與會人士於觀海堂餐敘。
陸研所假救國團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二屆「大學院校兩岸關係發展論文
發表會」，會中除該所師生參加外，另邀請政大東亞所、中山大陸所、東華大陸所及文
化大陸所，共五所大陸研究所研究生與會參加，會中並有陸委會大陸事務工作小組吳榮
鎮專員。共計發表論文十一篇，其中本校發表五篇，出席人數共達六十二人之多。
廿七日 歷史學系邀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洪萬生以「十九世紀中國數學家的社會地
位與角色」為題發表專題演說。

社、鋼琴社、啟明社、蘭友會、國貿學會、溜冰社。

六月
教育部核定本校自八十六學年度可進行籌設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應用統計學研
究所碩士班，並將教育資料學系調整為「教育資料科學系」及「教學科技系」
。
本校航空四黃基珍獲「八十五年優秀工程學生獎」
。
教務處開放成績語音查詢，並續以E-Mail傳送。
一日 大專象棋比賽中，本校日文三薛建明獲個人乙組冠軍，代表隊並獲團體乙組
冠軍、甲組第五名。
本校大眾傳播系主任張煦華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傑出校友獎。該校副校長
傑考特博士及新聞學院廣告系主任張元鎬博士專程來華頒此獎。
高雄市校友舉辦理監事聯席會及校友聯誼活動，會中副校長張家宜應邀專題演講，
題目為「高等教育之行政管理策略」。
二日

物理系舉辦系友返校活動，約有一百五十餘位校友及家屬參加。系友大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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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廳舉行，會長吳茂昆推薦物理系副教授李明憲為總幹事。下午吳茂昆及鍾自強
校友各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四日

數學系邀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暨美國科學院院士Prof. Hyman Bass至本校演

講，講題為：「Group Action on Trees」，當天由數學系胡守仁主任設宴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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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學生會會費，於註冊時一併繳納。
十五日

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八十四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學生計有博士班十

名、碩士班四七四名及大學部五八四八名。典禮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家長代表由國立歷
史博物館黃光男館長蒞臨致詞。

資訊中心網路組組長方鄒昭聰接受農田水利會頒為「資訊優良人員」
。

建築系於國父紀念館舉行之一年一度系展，由校長林雲山致辭並剪綵。

五日

校長林雲山獲選為台灣省科學振興會新任理事長。

由化學系與國科會研究中心合辦「一九九六年分析化學研討會」，會中邀請

美國新墨西哥州大學Joe Wang博士參加，Joe Wang博士並由化學系林孟山老師陪同參觀
本校海事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
六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機械系吳子偉教授至航太系舉行專題演講，講
題為「飛機設計之電腦化技術」
。
海事博物館舉辦六週年慶攝影回顧展。
七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應化學系之邀，蒞校演講之新墨西哥大學教授Joe Wang博
士。

本校「馬來西亞校友會」於吉隆坡成立。其後選出六十九年畢業校友陳明新任第一
屆會長、七十六年合經系畢業校友許木興為副會長、梁志興（七十九年中文系畢）為秘
書、徐瑞珠（七十三年電算系畢）為副秘書。
十七日

教育學程公布錄取名單，共有一百五十位錄取，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四。

十八日

校長林雲山出席由教育部委託本校教育發展中心於台北校園舉行之「中小

學教學革新研討會」並致辭。
總館圖書館完成第一階段的驗收，將於次月十日起，陸續進行搬遷。

八日 學生議會召開會員大會，選出代議長建築三吳昭宏。
本校航太系三年級學生林峰民於第一屆大專院校篆刻聯合比賽中，奪得初級組冠
軍，此外尚有入選佳作的佳績。

本校董事林山鐘辭世，享年八十二。本校由前董事長張建邦率領師生代表約六十人
前往公祭。
廿二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十八名教授所組成的訪問團赴大陸，出席「第一屆海峽兩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第十五屆大會選出五十六年商學系畢業校友繆雙慶為新任會長。

岸經貿學術研討會」，並與對外經貿大學簽訂交流協議書。此行並拜會大陸對外經貿部

十日 學籌會公布當選議員名單，議員共一百零二席選出八十席。

台港澳司、北京國際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學院、廣東工業大學等，廿

十一日

八日返國，期間職務由副校長張紘炬代理。

校長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校長亞斯提本

（Dr. Manuel A. Esteban）夫婦，並就本校英文系學生赴該校修習學分、繳交學費之優惠
事宜交換意見。
數學系所舉辦兩場研討會：「應用統計研討會」及「函數微分之近期發展研討
會」，由中研院統研所教授趙民德、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教授周修義、美國布朗大學約
翰．馬瑞巴瑞特（John Mallet Paret）主講。
十二日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葉朗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蒞校訪問並座談，座談講
題為「中國美學之發展近況與展望」
。
巴拉圭「週日雜誌」總編輯葛羅莉亞．薩利納斯（Gloria Regina Salinas）女士接受
新聞局之邀請，至拉研所參訪，與王秀琦所長會面，並參觀本校之各項建設。
教育部督學孫德彪、宋新民、彭火炎先生蒞校訪視，校長率相關主管於國際廳進行
綜合座談會。
十三日 教育部三督學訪視本校台北校園，由副校長張紘炬主持。
十四日 第卅五次校務會議中表揚優良導師，共有邱仲麟等卅一位。會中並通過將

廿五日

化學系邀請任教於美國天主教大學化學系暨中研院院士丘應楠教授至本校

演講，講題為：「Jahn Teller,Renner Teller and Gemi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廿六日

副校長張紘炬代表校長，於台北校園五樓會議室主持由教育部委託辦理之

「美國大學外籍生顧問座談會」，並致送紀念品。

七月
香港校友會改組，由七十五年電算系畢業的梁永全任會長。
一日

物理系邀請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物理系羅紅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Wavefunction Mapping Using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s」。
副校長張家宜赴澳洲雪梨大學參加「第九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
此行並拜訪姐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另也與旅澳校友會面。
大陸研究所派遣廿八位研究生，於暑期赴大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研
習兩週。商學院首次派遣七位大三同學至美國姐妹校麥肯托大學修習學分一學期。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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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院七系亦續辦大三留學。
三日 澳洲校友會於雪梨成立，六十三年機械系畢業校友畢建海出任會長，張凱勝
（七十一年土木系畢）任副會長。副校長張家宜、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專程前往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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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八十五學年度於本校南部學術中心開辦「金融研究所學分班」，開設「金融
市場」、「投資決策分析」及「財務理論」等課程。
萬通商業銀行自八十五學年度起，每年自盈餘提撥新台幣壹拾萬元整，捐贈本校商
學院設置獎學金，共計十名，每名一萬元整。

四日 臨時行政會議修正「職工任免待遇服務規則」：病假由「一年兩星期」改為
「一年三星期」
。
十日 美國研究所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三月危機後美國與台灣安全
關係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問題資深研究員沙特博士、伊利諾大學助
理校長卡內特博士、中國時報駐美國辦事處主任傅建中主任、蒙特瑞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傅岳博士、喬治城大學國家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費乃爾副研究員、美利堅大學教
授賴蔻伍教授、周煦博士、葛敦華將軍、吳玲君博士、戴萬欽博士等十位發表論文，並
請外交部程建人次長先生發表主題演講，上下午討論會，則分別由邵玉銘教授及李本京

一日 八十五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徐錠基兼教務長，專任副教授周家鵬兼綜
合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專任教授邱忠榮兼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楊棨兼國際研究學院院
長，專任副教授莊武仁兼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專任教授蔡信夫兼技術學院院長，專任教
授曾振遠兼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專任教授盧慶塘兼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本校自八十五學年度起成立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原航空系更名為航空太空工程
系。
二日 本校連續兩天舉辦台南、嘉義地區學生家長座談會，對於家長建議均當場解
答或責成相關單位研究辦理，期盼由面對面溝通能使家長更瞭解學校之用心與努力。

教授擔任主持人，出席討論的學者專家共有九十餘人，包括魏鏞、陳明、吳玉山、翁明

日間部大學聯考放榜，共錄取三九二二名新生。

賢、林若雩等。

八十五學年度夜大聯招，本校承辦北區第二考區及閱卷組工作，校長獲聘為副主任

十二日 桃園學術中心成立，與桃園縣龍潭鄉國際美語村合作，落實推廣教育。揭

委員。

幕典禮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共同主持，，桃園縣長夫人洪玉英、台灣省議會

六日 本校經教育部核准成立二年制技術學院。

議長亦是校友代表劉炳煌及健行工專張校長皆應邀觀禮。

七日 二年制技術學系招生會議召開，會中討論有關招生及命題方式，並決議考試

十四日 國際企業研究所一年級陳世昌及夜電機三李峰名代表本校參加「一九九六
年世界未來學年會」
，並獲本校會議期間食宿及來回機票免費的補助。。
廿四日 化學系邀請University of Utah化學系的Prof. Joel S. Miller至本校演講，講
題為：「Molecular Based Magnetic Materials」。
廿五日 德國Braunschweig Technical大學飛行研究所Gunther Reichert教授由航太系
馬德明老師邀請及國科會資助，至本校訪問並舉行兩場專題演講，講題為「飛行力學近
況發展」及「現代直昇機技術」
。
烏克蘭大學校長古別爾斯基及國際關係處處長貝赫蒞校訪問。
廿七日

本校建教合作中心接受德國FOM大學委託，在台北校園展開兩週的學術

活動，是為該校第一個海外研習團。

八月
本校日文系畢業校友十人通過日本交流協會考試，獲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名單
為：林美秀、李孟紅、梁蘊嫻、陳欽隆、羅婷婷、廖秀娟、陳志勳、羅玠旻、蔡珮菁、
程久鈞。

科目為：國文、英文、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管理學三選一。報名日期訂於八月十
九日、廿日，考試日期為九月一日。
物理系邀請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陳創天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非線
性光學材料的分子設計」。
八日 北區大學暨獨立學院夜間部聯招監試會議於驚聲大樓中正堂舉行，校長林雲
山出席勉勵同仁認真執行監試工作，期能繼續維持零缺點之優良紀錄。
教育部核准本校開設二年制技術學系，本學年度及八十六學年度各開三班：企業管
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財務金融營運系。
十一日

校長林雲山親赴本校負責之八十五學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夜間部聯招乙組

各考區總巡迴，計巡視了師大附中、仁愛國中、中山女高、景美女中、建成國中、石牌
國中等六所學校並以飲料慰勞監試人員之辛勞。
十二日

化學系邀請University of Ljubljana的Prof. Dr. Anton Sebenik至本校演講，

講題為：「Living 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 with Infesters」。
本校發布人事命令，專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傅錫壬辭去教發中心主任照准，由原專
任副教授兼商學院院長莊武仁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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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院、所長會議於台北校園五樓會議室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會中張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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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為跨世紀的贏家。

炬副校長致辭，期勉教學、研究再提昇；執行秘書曾振遠專題報告「淡江大學系所評估

商學院首次派在校學生前往美國Mankato University修習學分。

模式構想」及各院、所長以及圖書館、資訊中心均分別報告其現況及未來展望。之後，

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日本淑德大學長谷川良昭理事長、長谷

校長主持綜合座談並回答會中所提相關問題。

匡俊校長及佐藤貢悅副教授一行三人。

技術學院佈達及推廣教育中心及交接儀式，由林雲山校長主持。前董事長張建邦亦

四日 化學館改建工程徵圖評審會議，歷經初審結果報告、提案討論、評審、計分

蒞臨致辭，闡述淡江第三波之理念，且全程與會並對當日之問題作原則性指示，會後設

排名及拆封校驗等流程，最後評選出由徐維志與高世銘建築師合作之設計圖得第一名。

晚宴慰勞與會人員。

六日

第五十四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教職員工敘薪辦法」，修正通過「學術審議

廿六日 校長於來來飯店設晚宴款待來華訪問之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一行十一人。

委員會設置辦法」，並為配合系、所名稱之調整，決議凡於本校組織規程中明訂系所合

廿七日 校長主持夜間部轉型暨增設系所座談會。

一者，請將所章繳回文書組註銷，且重申二級單位不得對外行文。

九月

九日 八十五學年度「教育部訪視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會議」於國際廳
舉行，高教司司長余玉照及審查召集人翁政義教授所率領之審查委員蒞校訪問。由教品

本校傅錫壬等卅四名教師獲得「八十五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會執行秘書曾振遠、會計室主任王美蘭共同簡報，而各審查委員所提之問題也均由在座

本校放寬研究教授申請資格。將原「三年內曾獲得國科會研究傑出獎或二次國科會

相關主管一一說明。

研究優良獎」之規定放寬為近四年內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或連續獲甲種研究獎勵
者。

十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召集人副校長張紘炬、外語學院院長
鍾英彥及外語學院各系主任、教師代表一行十二人赴大陸，出席「第一屆兩岸外語教學

資工系教授共同編纂「資訊概論」教材。

研討會」，並分別訪問了天津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十八日返國。校長赴大陸期

本校八十四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中文系陳廖安副教授、數學系黃柳男教授、化

間，職務由副校長張家宜代理。

學系王啟銘教授、機械系張式魯教授、保險系黃素霞講師及日文系黃憲堂副教授，六位
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東南亞研究所、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設立。航空工程學

十四日

陸研所邀請北京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沈衛平、辛旗、鮑立銜、尹斌

等四位大陸學者前來座談演講。
十九日

「八十五學年度新聘教師座談會」於國際廳舉行，由林雲山校長主持，張

系改稱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增設二年制企業管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財務金融營運

前董事長建邦亦蒞臨致詞。會中分別安排淡江組織文化及管理模式、教學評鑑與系所評

系。

估、淡江之教務支援教學概況、大學教師之義務與權益、媒體教室使用介紹等專題報

商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奉准分成產業組織組及管制經濟組。

告，分別由院長傅錫壬、執行秘書曾振遠、教務長徐錠基、人事室主任洪欽仁、教科組

一日 本校新竹學術中心啟用暨八十五學年度學分班開學典禮，假新竹科學工業園

黃維綱與黃雅萍老師主講，期盼新進教師能了解本校之文化、傳統經營理念及管理模

區菊苑舉行，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共同揭幕，校內師長及學分班學員約百餘
人參與盛會。
新竹市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新竹客運董事長周介石校友擔任理事長。前董事
長張張建邦、董事陳雅鴻、監委趙榮耀、副校長張家宜、副校長張紘炬、主任秘書周新
民、院長馮朝剛、院長蔡信夫、本校多位老師及大學發展事務處同仁等均前往共襄盛
舉，場面熱烈。
淡江時報報導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宣布：自九月一日起，淡江正式進入「第三波」
的時代。他要求全體師生員工校友，全面動員，開電腦資訊時代的淡江，在激烈的競爭

式，以及早適應淡江之環境，了解自身之權利義務及應注意事項，充分發揮所長。
廿一日

歐研所舉行「第四屆歐洲研究會議」兩天，主題為：「世界經濟全球化與

區域化：台灣創業家的新利基」。共邀請了六位歐、日學者於會中發表論文，會後並由
該所老師及學生陪同參觀故宮博物院及北海岸。
校長於工學大樓會議室接待蒞校訪問之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校長Dr. Rafael Puyol、副
校長Dr. Carlos Seoane及劉定一主任等，並與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教師們座談。
校長於學生活動中心主持八十五學年度新生入學講習，會中介紹各一級主管及系主
任並致辭勉勵新生充份利用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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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推廣教育中心結業生結業典禮於國際廳舉行，校長林雲山親自主持。
廿三日

技術學院教師評審暨兼任系主任津貼座談會，由校長主持，副校長張紘

炬、張家宜、人事室主任洪欽仁均與會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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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 俄研所邀請俄羅斯貴賓六人（耿恰爾議員、巴拉索夫議員、多羅非也夫副局
長、偉柯娃長秘書長、那列拖夫顧問、羅曼諾夫研究員）蒞校訪問、於該所與師生舉行
座談並參觀本校新圖書館、海博館及淡水校園。

總館圖書館實際開館使用。這座建坪八千餘坪的九層樓建築，是國內最新的電子圖

七日 中國時報劉會明協理、時報出版社王慧玲專員、中國時報電子報中心李淑華

書館，館內備有一千四百個節點，自習室二十四小時開放，二樓設置無障礙資源室，設

小姐、中國時報新聞連絡中心李蜚鴻副主任、時報周刊多媒體事業部褚鴻運副總經理等

有網路點，供視障讀者上網使用。

一行，由美研所戴所長陪同，蒞臨參觀總館各項設施。

八十五學年度起技術學院首度招生，新生一百五十三位今天入學。
淡江時報改以電腦組版，自三○七期起以一、四版彩色發行，並製作電子報，以服
務讀者。
廿四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立命館西川長夫教授蒞校訪問，於該所舉行演講並由研究
生陪同參觀校園及紅毛城。
廿五日 烏克蘭基輔大學副校長古貝兒斯基及國際交流處處長貝赫蒞校訪問，創辦
人張建邦接見兩位貴賓，談及兩校學術及教學問題。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學生開學典禮，麗大中文系主任三瀦正道及日文系松本教授率
領該校學生參加，本校由副校長張紘炬代表校長主持儀式。
廿六曰 教育發展中心、新圖書總館舉行啟用暨喬遷慶祝酒會，前董事長張建邦、
校長林雲山亦蒞臨致賀。

九日

美國密蘇里大學校長Richard Wallace一行五人訪問淡江校園，拜會林校長、

張家宜副校長、大傳系主任張煦華，商討國際學術交流計劃事宜。
十日 本校一百九十六名師生代表由常克仁等教官帶領，前往總統府前廣場參與國
慶典禮。
十一日

校園花園化簡報於商管大樓三一六室舉行，會後於同地點主持化館改建工

程簡報，創辦人張建邦列席指導。
營造業工地主任訓練班開訓典禮於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
十七日

本學期第二次議員大會召開，由於法規委員會裁決第一次議員大會所選出

之議長、副議長當選無效，重選出俄研所王保鍵任議長、經濟四張維真任議會秘書長，
並有十三位議員補宣誓。
廿一日

陸研所邀請六位大陸學者前來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主題為：中國大陸經

國研所邀請英國赫爾大學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the University

濟問題。成員包括：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張萬欣、首都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世英、

of Hull）教授Dr. Eric J. Grove於國研所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參觀本校新圖書館、淡水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合會研究室主任吳嘉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成

校園後並拜會創辦人張建邦商談兩校交流事宜。

勛、全國台灣研究會聯絡部副主任李國林、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助理研究員張黎宏

十月

等。
廿二日

高雄樹德技術學院籌備處李老師，蒞臨參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教務處統計八十四學年度全校因學業因素遭退學的人數銳減為二三五人。

台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美術班約一四○人，蒞校參觀總館及海事博物館。

溜冰社參加第廿一屆全國大專盃溜冰錦標賽，再創佳績。參加廿四人共獲得廿四項

陸研所邀請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謝遐齡教授、哲學系劉放桐，以及南京大學社會科學

獎項，冰舞項目前三名都由本校獲得，第一名為石三平、朱素芬、第二名楊文賢、楊郁

處童星教授，蒞臨本校參訪座談。討論主題為：「中國大陸社會問題研究」。

文、第三名江本鈞、黃慧雯。前兩組同學還獲得雙人花式溜冰的第三名和第五名。此

廿三日

校長於文學館會議室主持預官初選會議。

外，中文二B陳嘉凌總共獲得五個獎項。

廿四日

日本東海大學姊妹校校長松前紀男先生一行四人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

二日 莫斯科國際大學教授安德洛索夫蒞校參訪。

國際廳接待。由於該校所有的「望星丸」號海洋調查研習船，正進行世界一周海洋研習

三日 董事會決定，討論多時的理學大樓興建案將暫緩，改將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化

活動，停泊於基隆港，校長特別率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及一級主管等，登船參與該校

學館，原址改建為六層新大樓，並仍以「鍾靈化學館」命名。
四日 本學期第一次議員大會舉行，四十五位議員宣誓就職，選出土木四黃鈺琳擔
任議長，中文四陳章鴻為副議長。學聯會提出預算及人事案，議會通過部分部長人選。

舉辦的歡迎酒會。
廿八日

校長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美國麻州大學安城校區校長Dr. David K.

Scott夫婦暨助理副校長Dr. Barbara Burn等一行四人，並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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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系邀請美國加州舊金山藝術學院海外部主任Racha Lee蒞系，由張煦華主任接
待並安排演講，題目為「留學生涯規劃」
。
國父孫女孫穗芳女士，應文學院之邀來校以「祖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為我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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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決定自八十五學年第二學期開始開放教育學程的選修，未
經甄選的學生亦可選修該課程，但須繳交學分費。
圖書館加入全國科技資訊網路會員。

千萬年的理念」演講，孫女士時任孫逸仙和平教育基金會主席，於會中致贈親撰之「我

一日

的祖父孫中山先生」一書給歷史系。

英文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古拉丁語教授Dr. Bengt Lofstedt講授淡江講

廿九日 校長暨夫人應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姊妹校之邀赴日，出席該校建校卅週年慶
祝活動，日文系張瑞雄主任陪同前往。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大三在學生短期留學貸款」
。

座，來訪期間英文系接待前往參觀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中華工藝館等。十一月七
日返國。

「暗戀淡水，四十情深」中文週及中文系四十週年系慶活動，邀請中文系「岑子和

三日 校長林雲山應駐德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之邀，自日本返台後，於中

同學文教獎助金」發起人岑摩岩先生及「金色淡水」總編輯蔡葉偉先生，至本校商館展

正機場轉機赴德國，出席中華民國與德國大學校長會議（HRK）年會，並拜會德國

示廳為系列活動剪綵，並由文學院傅錫壬院長、中文系高柏園主任、「紅樹林有線電視

「聯邦教育、學術、研究、科技部 （相當於台灣的教育部 ）」、德國學術交流協會

台」節目部主任張允政、淡水鎮山葉音樂教室負責人黃政德先生陪同參觀展覽。

（DAAD）主席Prof. Theodor Berchem，並與德國波昂大學校長Prof. Dr. Max Huber會

卅日 聯合報專欄作家、中文系系友吳娟瑜女士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驚聲中正堂演
講，講題為「當X碰上Y──相愛容易相處難」
。

十一月
本校首次遴選出優良職工廿五名，由教務處李琳秘書等二十位職員及李麗美等五位
工友獲選。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公布名單，計有三十名教授、四十三名副教授、三位講師獲獎。
本校九位同學、校友考取外交、新聞特考，囊括外交人員德文、西文、法文、俄文
以及新聞人員西語組榜首。歐研所考取五位同學校友為：德文組榜首朱麗玲、西文組榜

面。會議座談外，於十一月五日下午應波昂大學校長之邀與駐德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文化組組長林明義晤餐，並參訪波昂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且探訪本校赴德修學分之德文
系學生座談，於七日返國。校長出國期間，職務由副校長張紘炬代理，
化工系舉辦系友座談，共有百餘位校友參與。
歷史系系友聯合餐會在圓山飯店舉行。
由國貿系自八十五學年度起籌備的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所友會，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
召開成立大會。
四日 「淡江第三波」全校海報比賽成績揭曉，法文系董家宜、日文三高祥文、夜
資訊二林欣毅獲前三名。

首潘淑杏、法文組榜首顏嘉良及法文組林志峰、英文組陳錦玲。俄拉研所考取的兩位是

五日 副校長張紘炬於葡苑餐廳主持與台北文教記者會餐活動。

西文組榜眼陳慧芬、西文組劉聿綺。高中新聞人員西文組榜首為西語系校友陶志偉。俄

中央大學中文系曾昭旭教授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愛情哲學」
。

研所張秀滿為外交特考俄文組榜首。

四十六週年校慶資訊展開幕。

中文系開設「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
，即日起開放全校師生借閱。
本校運輸科學研究所十二屆畢業校友許玉琴、交管系今年畢業校友劉俐良、林秀
芬、陳冠龍、郭淑珍、楊益瑞，高中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交通行政職系交通行
政科」
，全國僅十三個名額。
教資系所高普考傳捷，圖書博物管理職系圖書資訊管理科高考，全國十一個名額，
本校校友佔兩席：吳嘉雯、徐淑琳。普考四個名額，本校佔三名：王蓉瑄、詹雅婷、陳
秀慧。
本校日文系四年級鄧慧雲、楊惠雅獲選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姐妹校交換生，將至
日本津田塾大學、亞細亞大學留學一年。

會計室及資訊中心聯合舉辦「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座談會」，應邀參加
者包括教育部會計處會計長楊德川、電子計算機中心官員及全國私立大專院校會計主管
約九十人。
美研所以「美國總統大選與中美關係走向」為題，邀請國內多國專家進行座談。
六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學、亞細亞大學、麗澤大學等姐

妹校劍道社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活動，由日文系主任及教師協助接待。
第卅六次校務會議公開表揚本校八十四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會中並通過組織規程
增列技術學院；授權秘書室就現有本校之增設單位、委員會、會議等之設置規章，仍以
「組織規程」為名者，修正為「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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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副校長張紘炬代表校長出席由推廣教育中心、技術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合

辦，於台北校園舉行之「兩岸財經法律制度」學術研討會，並於開幕典禮上致詞。
淡江大學教育界校友聯誼會、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聯誼會及世界淡江大學校
友會聯合會舉行成立大會。會中選出南僑化工董事長陳飛龍（五十一年外文系畢）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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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士大使等外賓及十五所姊妹校校長暨教授代表、政府官員，教育部長官等各界人士數
百人。連副總統致詞時盛讚本校新建全國第一座以資訊化、數位化、電子化為特色之宏
偉建築具遠見與特色，可供一千四百位閱讀者同時上網，證明了「資訊」確實已經成為
了人類跨入廿一世紀文明的智慧寶庫。

界校友會第一屆會長，及七位副會長：南僑化工總經理陳進財、新加坡三德公司總經理

四十六週年校慶蘭花展於覺生圖書館總館二樓大廳舉行。

高新平、福華飯店總裁廖東漢、美東校友會葉仲麟、美國南加州洛杉機校友會會長繆雙

十樓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慶祝酒會。

慶、日本校友會長林敬三、現任立委李顯榮。教育界校友聯誼會由南華管理學院校長的

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國交會邀請德國波昂大學圖書館館長Dr. Schott及外事處主

中文系校友龔鵬程擔任，校友總會聯誼會則由時任桃園縣長的會計系校友劉邦友擔任。

任Mrs. Krickau-Richter來校訪問，由德文系賴麗琇主任接待，陪同參加校慶活動，並參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院校協進會在本校舉辦電子計算機中心業務座談，與會代表四十

觀德文系辦公室圖書設備。波昂大學提供德文系學生1997年暑期獎學金一名，德文系

人。

回贈紀念品。
本校技術學院、公行系、推廣教育中心於台北校園舉辦「兩岸財經法律制度」學術

研討會，邀請兩岸學者發表十篇論文。
八日 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大會，於大操場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
持，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創辦人張建邦亦蒞臨會場，且本校十五所姊妹校校長夫婦、國
際交流事務主管、教授代表等，及各界貴賓、校友、教職員工生千餘人參加，場面熱烈
而隆重。
慶祝大會中，由名譽董事長林添福頒發第十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獲獎者計有陳

美研所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助理校長Dr. Roger E. Kanet蒞校，由所長戴萬欽及博士
班學生負責歡迎接待，除參加校慶典禮等活動外，並陪同參觀校園及安排其他活動。
全國公私立大學中首座廿四小時無人銀行在本校舉行啟用典禮，由副校長張家宜及
中國信託總經理駱錦明共同主持。
圖書館、文學院、教發中心、大發處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圖書館資訊的蛻變及其對
教育衝擊研討會」
。
教資系廿五週年系慶，舉辦系友座談會。

銧、許明雄、朱自立、黃隆正、陳松、江綺雯、蘇亮及林文淵等八名；並由創辦人張建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舉辦第一屆「國防科技展」
。

邦分別頒發捐款卅萬元以上者「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狀」乙紙、銀盤乙面，及募款壹

海事博物館新入藏「自由輪」模型船。

佰萬以上者感謝狀乙紙、銀盤乙面。獲頒捐款獎者計有三德大飯店董事長高達雄、新加

九日 中文系以創系教授許詩瑛的冥誕十一月九日為系生日，今年歡度四十週年，

坡三德公司總經理高新平、賽仕電腦公司總經理曾其祥、中國信託城中分行經理吳英
俊、南山人壽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楊美芬，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東華書局負責人卓鑫

舉辦系慶活動及酒會。
十一日

校長林雲山博士在第五十五次行政會議上，提出全校邁向第三波短程計

淼等七人；獲頒募款獎者計有蔡信夫院長、王美蘭主任、吳錦全主任、廖述源主任、林

劃。從行政、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四方面提出具體方針，期勉全體同仁熱心參與、積

丕雄教授等五人。會中，校友會陳會長飛龍亦代表校友們致詞表達感謝母校教育之恩，

極支持、全面革新。

翁惠敏校友亦致贈陳木泉陶藝雕刻作品「射日」乙座，作為慶賀。
本校與台北市成淵高級中學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簽約儀式。
本校與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締結姊妹校之簽約儀式，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由校長林雲山主持，蒞校慶祝之姊妹校貴賓均出席，為本校第四十一個姐妹校。
連戰副總統蒞臨主持本校新建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落成剪綵、啟鑰典禮，並由董事長

十三日

香港理工大學郭恩慈博士與該校學生共十二人至建築系參觀。建築系林主

任率同系上教師八人與該校師生舉行座談會。
十六日

電機系邀請英國Glasgow University教授De LaRue，因Prof. De LaRue之專

長為光電元件，由莊主任率同該系光電相關老師陪同進行專題演講。
十八日

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接待蒞校訪問之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王福

張姜文錙為大樓興建記碑文揭幕，與會貴賓尚有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考試院院長許水

祥及烏克蘭基輔大學教授Snitko Elena Stepanovna、Malikova Lecya Tarasovna一行三人，

德、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謝隆盛、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考試院副院長關中、前國防部部

並致贈紀念品。

長宋長志、體育總會會長郭宗清、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夫婦、巴拉圭駐華使節羅

廿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Dominguez Hills分校國際行銷主任Ms. Zepur Solakian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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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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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化學系教授王文竹也獲視聽媒體製作獎。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大原盛樹來校訪問。

本校羽球校隊參加民生盃羽球賽，獲大專女子組冠軍、男子組亞軍。

廿一日 建教中心舉辦第四梯次「公共工程品管工程師訓練班」開訓典禮。

本校訂定「獎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辦法」，鼓勵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綜研中心遷至騮先科學館二一八室，舉行喬遷新居湯圓午會。
「兩岸雖然相隔，如何能相容共處」研討會在台北校園舉行，由本校陸研所與兩岸
工業協會合辦。
本校全國校友聯誼總會會長亦為桃園縣長劉邦友，不幸遭兇殺，校長林雲山親至桃
園致祭。
廿二日

學生生活費、機票等。
本校電機工程博士班、應用統計碩士班、教育科技系碩士班將自八十六學年起招
生。
企管四陳雅麗參加由智謀雜誌主辦的第一屆「票選台灣最佳大學生」，從一百零八
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初選第一名。

化學系邀請孟斐斯田納西大學醫學系的鄭光川教授至校演講，講題為：

「T Cell Receptor and Modern Molecular Immunology」
。

一日 本校七十四年德文系畢業校友翁惠敏獲選日本文化促進協辦單位理事，為台
灣獲此榮銜第一人。

商學院邀請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授田國強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金融所所友會舉行，選出黃尉文為新任會長。

廿四日 第三屆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在台北校園展開，由產經系主辦。

產經所所友會舉行，選出李昆哲為新任會長。

產業經濟系邀請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田國強教授在本校舉辦三場淡江講座。

校長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約旦王國Mutah大學校長Prof. Dr.

廿五日 大陸中山大學科學技術學院副院長譚祥金先生應教資系黃鴻珠老師邀請來
校演講，講題為「大陸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的現況與變革」
。
俄羅斯研究所邀請大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倪家泰來校講學三個
月，並進行論文指導工作。
廿六曰 德簡書院負責人王鎮華先生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我有一顆
名珠」
。
本校僑輔組組長邱竹林接受教育部表揚，選為「八十四學年度輔導僑生績優人
員」
。
化學系邀請華盛頓大學范揚政先生到校演講，講題為：「Advanced NMR Detected
EPR of Metalloenzymes」。
廿九日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藤井省三教授應邀蒞校演講，講題為「北京．上海─
─近代中國文學的雙城故事」。
本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舉行兩天，會中發表三項專題報告：「淡江再
造」、「學術卓越與品質管制」與「教學與電腦網路和多媒體結合」，分別由行政副校
長張家宜、副校長張紘炬及教品會執行秘書曾振遠提出。

十二月
教資系獲中國視聽教育學會評為「優良視聽教育團體」，獲最優秀的「獎牌獎」，
該系教授計惠卿並獲視聽教學媒體製作──電腦輔助教學獎牌及優良視聽學術論著紅帶

Abdulrahman Attiyat，並致贈紀念品。
四日 八十四學年度優秀青年於活動中心舉行的班代表座談會中，接受表揚，由徐
秀美等十七人獲獎。
五日

上午陝西歷史博物館科學研究處處長王世平教授應歷史學系邀請至本校演

講，共舉行二場，講題分別為五日在驚聲中正廳的「陝西古代陶俑」與六日在EA315室
的「漢唐時代的騎兵」，演講期間安排其住宿於會文館。
化學系邀請周原朗教授演講，講題為：「Borates; Photochemistry, Photophysics and
Materials」。
六日 本校校長林雲山率化學系主任王伯昌等十三位教師，參與中華民國化學學會
年度年會，並發表廿九篇論文。
九日 由教育部、內政部、外交部、僑委會、陸委會、勞委會所組成的「中央訪問
團」一行十五人，由教育部僑主委曾江源率領來校訪問，與僑生們座談。
本校財金一年級王一新同學獲得「孫運璿財經獎學金」，獲校長接見。該獎學金由
中國技術服務社設置，全國只有五個名額。
十一曰

日本市議員加藤均博士來訪本校日研所，於驚聲六○一室演講。

數學系邀請美國Univ. of Iowa數學系主任林伯祿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Some
Forming Properties in Banish Spaces」，會後並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討論數學課程
規劃並參觀圖書館。
第五十五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置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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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由副校長兼任。修正「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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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舉辦本校工友、技工、駐衛警察轉任職員儲
備考試。設置「淡江大學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推動「迎向第三波創造校園
新風貌」工作計畫。「取消暑期例假日收發室值班」案試辦一學期再評估檢討。
十二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蒞校短期講學之大陸學者倪家泰教授，並致送紀念品。
十三日 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森澤徹先生來訪本校。
十四日 加拿大校友會舉行校友大會，選出五十七年國貿系畢業校友黃奇燦為第二
屆會長，六十三年銀保系畢業的黃台英、六十七年西語系畢業校友蔡鴻文為副會長。
十五日 高雄市校友會召開年度大會，近百位校友參與。
十六日 上午十時日本日立總合研究所蔡林海博士至日研所發表演講。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博士Dr. Ted Frick及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博士Dr. John Deller受教資
系之邀，由教學科技組王健華組長、教資系徐新逸主任及教育發展中心莊武仁院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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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本校教授也是日間部第九屆畢業的江正雄為副會長。
廿三日

教育發展中心未來學研究組展開「新未來──文化與價值

New Futures-

Cultures and Values」系列活動。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辦「秀色可餐」活動，吸引三百名教職員參加。
廿四曰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捐款設立陳正炤獎學金之化學系校友朱知章教授，並致

贈紀念品。
台北縣政府提撥壹佰萬元委託本校學務處辦理，於淡水捷運站廣場舉行之「耶誕除
夕社區舞會」。
南華管理學院教務長袁保新教授應中文系邀請演講，講題為「道家思想與存在主
義」
。
廿七日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傅應川應歷史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戰爭準

則與戰史研究──談戰爭史實的解釋問題」。

並安排於教育發展中心二樓演講，演講題目為「教育科技與教學革新：Linking K-12

學務處舉辦災害防救與防護團常年訓練。

School on the Web」及「動機理論在高等教育之應用」
。

外語學院舉行大三出國留學檢討會，檢討大三留學實施三年以來的各項事務。

拉研所邀請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卓．西索納科
（Alejandro Sisonenko）來台舉辦淡江講座。
十九日 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國松昭教授應邀蒞校至日文系演講，會後並與日文
系文學組教師座談。
物理系邀請中國科學院電子顯微鏡實驗室研究員彭練矛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Quantitative Electron Diffraction and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礁溪鄉鄉長吳正連、鄉代會主席吳宏謀、副主席魏仁吉及六位代表、鄉公所職員一
行十四人蒞校參訪，校長林雲山陪同創辦人張建邦於覺生國際會議廳接待，並於驚聲大
樓十二樓貴賓室設宴款待。
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校長林彩梅率領行政主管等一行九人蒞校訪問。校長
陪同創辦人張建邦於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後棟九樓接待，並於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舉行座
談。
廿日

廿八日

美研所辦聯誼茶會，為李本京教授慶生。

卅日 校長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接待蒞校訪問之北京大學榮譽校長劉詩白夫婦。
歷史學系邀請系友會會長徐秀榮於觀海堂餐敘，並頒發各班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學
金每名壹萬元，共計三名。
化學系邀請英國Sueesex大學的徐文光先生至校演講，講題為：「Carbon Nanotube
and Nanotechniques」
。
卅一日

本校與十八所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簽訂教育學習合作簽約，簽約後並安排參

觀教育發展中心、圖書館、資訊中心等單位。
數學系邀請美國Iowa State Univ.統計系教授Prof. John Stufken至本校演講，講題
為：「Orthogonal Arrays：Selected Results and Some Open Problems」
，會後並與系上教
師交換研究心得。
本校與淡江中學等十八所台北縣、市公私立中學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契約儀式，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決議：夜經濟三A黃麗雯因無直接證據，故撤消其考試

並致贈紀念品。

舞弊大過兩次的處分。建築一石千泓因行為疏忽而非舞弊行為，亦撤消其考試舞弊大過

八十六年

兩次的處分，但仍以違反考試規則論處。
廿一日 驚聲古典詩詞吟唱社參加全國大專詩詞吟唱比賽，獲吟唱組第四名，創作
組中文所卓福安等多項作品入選。
日夜電子、電機系舉行第一次理監會議，選出夜間部第二屆畢業校友陳國森為會

一月
十三日

國立中山大學「校訂共同必修科目及通識課程規劃研議小組」委員劉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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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等一行五人至本校訪問，並了解本校核心課程規劃之歷程概況，以便做為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借鏡。
八日 教育部公布八十五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劃評鑑結果，本校在
廿五所接受評鑑的大學校院中，整體評鑑排名第四，教學與輔導、計劃擬訂與執行兩項
第一，研究為第二。
十四日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教育部長Dr. Eduardo Doryan Garron夫婦蒞校訪問，校

長林雲山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七日

教育部假本校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一天的「大學校長會議」。該會議

由吳京部長主持，為歷年來首次在私立學校舉行者，計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長及教育
部相關主管蒞校與會者，約有一百二十名。中午，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應邀專題演
講，創辦人張建邦亦出席會場，並致歡迎詞。
十九日 教育部首次舉辦的大專女生成功嶺集訓，本校報名的卅八位女同學經教育
部核定，共有十三位女同獲准參加，今天前往成功嶺報到，二月五日結束，共三個星
期。
二十日 學術副校長張紘炬、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管科所所長陳海鳴、會計系主
任王美蘭及王國綱教授五人組成的訪問團，前往中國大陸，與長沙工業經濟學院及武漢
市中南財經大學兩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廿九日返國。
夜間部轉型後的首次聯招，聯招委員會召開第一次聯招委員會議，決議由本校主
辦，考試日期訂在八月十一、十二日。
本校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南港高工吳文憲校長一行八人來校訪問教育學程組，安排參
觀教育發展中心多媒體教室設備、圖書館自動化及資訊中心電腦設備。
廿一日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辦理，僑生春節祭祖典禮暨師生聯誼餐會，由校長親
臨主持。
第五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成立「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專案小組，「研議同
仁休假規定」專案小組由副校長張家宜擔任召集人。
廿三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四十三名會員由理事長張家宜帶領，前往暫遷址於三峽的
八里愛心教養院參觀，並捐贈二萬元。
廿四日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開會討論，對於資訊系講師金琍琍提出，學校對
其不續聘之不服申請，作成決議：認為申請人所陳述屬實並有理由，學校應暫時繼續聘
任。這是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成立後，對維議教師權益做出第一次貢獻。
廿五日 東南亞研究所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第一屆南海戰略與兩岸關係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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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日

「八十六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於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第一次會議，由本校校長林雲山主持，會中決議聯招會之名稱、參加聯招
之校系、招生對象之資格及考試科目等。
西語系邀請西班牙兩位西語教學學者：University of Barcelona的Prof. Dr. Miquel
Llobera以及University Pompeu Fabra的Prof. Dr. Ernesto Martin Peris至台北校園演講，講
題為：「第二外語之教材製作及教學理論」；輔仁大學西語系多位教授亦到場聆聽，並
針對此題進行討論以交換意見。

二月
六日 英國校友會在倫敦湖南餐廳成立，選出任職於長榮英國公司的總經理葉順利
校友擔任理事長。我國駐英國代表處代表簡又新（曾任本校航空系主任、工學院長）應
邀列席。
十五日

由教育部主辦、本校承辦的北區大學博覽會，今起三天在台北市中正紀念

堂廣場舉行，共有來自全省五十八所大專院校參展，由教育部長吳京及本校校長林雲山
主持開幕儀式，李登輝總統亦蒞臨參觀。
廿日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圖書館館長及同仁共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各

項設施。
長榮管理學院副校長徐福棟及總經理賴其鵬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一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各單位圖書館同仁共十一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各項設施。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M.I.T. 教授Richard Stanley來校發表三場
演講，並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Richard Stanley教授係獲「國科會重要科技人士」
之邀請來台訪問。
廿五日

新聞局邀訪之八十六年「中南美文教記者團」一行十一人至本校淡水校園

參訪，與拉研所及西語系師生座談，以增進中南美各國朝野人士瞭解我國傳統文化及教
育發展概況，會後並參觀校園。記者團成員包括委內瑞拉「加隆尼郵報」副社長Mr.
Echenique等十一國之電視媒體與報章雜誌從業人員。
政治大學總務處、電算中心、圖書館、商學院等單位人員共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各項設施。
國防語文學校教官共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各項設施。
日本麻布大學校長中村經紀一行三人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贈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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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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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救國團主辦，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協辦之「一九九七年第七屆日本大學生訪華研

大陸研究所邀請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秘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研究員阮
銘，來校與陸研所所長張五岳博士合開「大陸黨政研究」課程，為期一年。

修團」一行十五人蒞校訪問。該團團長為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董事物集女重幸先生，成
員分別為慶應大學等參加中文演講表現出色的十名同學。

廿六日 徐匯中學校長及師生共四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各項設施。

十日

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訪問本校，日研所特別安排「日台關係的展望」座談會。

女教職員聯誼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舉行理監事改選，副校長兼現任理

廿七日 管理科學研究所邀請大陸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席酉民博士，今日蒞
校作為期三個月的講學及指導研究生論文。
廿八日 台灣大學圖書館同仁共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區各項
設施。

事長張家宜蟬連理事長。
十一日

黎明基金會施元榮秘書長及同仁共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化學系邀請周原朗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Synthesis of Supramolecular Polythers:
Molecular Devices and Sensers」
。
十三日

三月
一日

松濤、自強女生宿舍今起每天晚上十一時至早上六時實施門禁刷卡制度。

天津理工學院齊世聞副院長、張敬宇教授及郭樹勛先生三人，由中國兩岸

民間交流協會秘書長寇健明先生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泰國校友會在泰國曼谷成立，選出五十一年外語系校友賴敏智擔任首任會

十四日

烏克蘭基輔大學校長 Prof. Victor V. Skopenko偕夫人暨外事處長Prof. Bekh

長。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飛龍、我國駐泰國代表處代表許智偉（曾任本校

等 三人蒞臨參觀，校長林雲山陪同創辦人張建邦於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貴賓室接待，隨

教授、主任秘書）前往列席指導。

後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簡報。

三日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陸軍官校圖書館秦忠平館長及王福彬少尉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副校長Dr. Hamid Shirvani 及其助理 Dr. Li-Wen Lin 二人下午二時蒞校訪問座談，由學術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中師生共四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五日 大陸研究所上午八時卅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岸大學院校研究生教

四日

法文系徐鵬飛主任與法國國民議會文化、家庭暨社會委員會主席卜駱柯

（Mr. Bruno Bourgbroc）先生於法文系會面，並安排教學參觀，及與法文系學生座談。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成功研發「104查號服務」，使盲用電腦能與中華電信公司的主
機連線，讓盲生也能從事104查號台的工作，本校並與中華電信及愛盲基金會合作，提
供盲用電腦設備及代訓視障朋友操作，並首次招考選出視障及左手肢障的陳娥驥參加訓
練。但事後電信局改變策略，並未錄用。
六日 「八十六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由
校長林雲山主持；成淵中學等十八所教育實習合作學校之校長及其所屬主管行政機關亦
派員出席會議。本校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均出席會議，會中並通過八十六學年度教育
實習教師整體輔導計劃。
中央大學圖書館洪秀雄館長及同仁共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日

教育部第一次舉辦八十五學年度「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學程訪問評鑑」，教育

育學術研討會」，兩岸學者專家約五十人參加，會中針對兩岸研究生培養、學位授與及
聯合培養研究生、互派研究生、互派訪問學者等課題，進行探討。
十七日

北美大學外籍學生顧問訪華團Dr. Noami F. Collins一行共十人，蒞臨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環保委員會於新工館大廳舉辦「八十五學年度學校及社區環境保護教育推廣運
動」，由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儀式，環保署署長蔡勳雄蒞臨剪綵致詞，並參觀環保知
識、環保攝影、電動機車等展覽。
十九日

大傳四熊婉君代表本校參加大專盃高爾夫球賽，榮獲女子組個人第一名的

佳績；男子團體組亦獲第四名。
廿日 布拉格查理大學東亞系包捷教授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一日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第三波：教育改革及教學革新研

討會」，約八十人與會，教育部中教司副司長曾坤地蒞會致詞。

部官員及教育學程訪評委員一行十人至本校進行教育學程辦理成效訪視，由校長林雲山

廿四日

主持業務簡報及綜合座談，並由本校相關行政單位主管及教師陪同，安排參觀教育發展

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凝態物理組Mike Payne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為「First

中心教學科技設 施及圖書館自動化設施。

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等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Principles Simulations of Grain Boundary Sliding and Dynamical Simulations of Meta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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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

Zepur Solakian教授下午二時蒞校，於L501室與本校師生舉行一場座談會，會後參觀覺

歷史學系假本校淡水校園覺生紀念圖書館臺灣史資料區舉辦「臺灣本土化系列活
動：淡水學──淡水憶舊」，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校長林雲山博士主持開幕剪綵典禮，
臺北縣議員楊燦煌、滬尾文物館負責人莊武男先生、觀音山出版社負責人楊蓮福系友應
邀蒞臨參觀。
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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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紀念圖書總館。
桃園縣校友會晚上七時，假桃園市龍和餐廳補選理事長，由現任立委、六十六年教
資系畢業校友吳克清任理事長。
廿八日

外語學院與大陸大連外國語學院合辦「第二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上

午九時起在驚聲國際廳舉行，大連外國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天
津外國語學院四校之校長、副校長及教授代表十人與會，共發表四十五篇論文。
商管學會於五虎崗廣場舉辦「第十四屆淡江大學資訊展暨淡水鎮資訊展」，淡水鎮
代鎮長盧慶忠亦蒞臨致詞。
大連外國語學院日本語學院院長陳岩教授及漢學院院長徐甲申等二人，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外交部邀請之哥斯大黎加基督社會聯合黨總統候選人Dr. Miguel Angel Rodriguez
Echeverria夫婦與前哥國外長Dr. Bernd H. Niehaus夫婦、前總統府部長Mr. Rolando Lacle

台灣海洋大學教務處、圖書館及電算中心同人共十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第四團一行共十一人，由外交部秘書張鈞宇陪同蒞校參觀，學
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美研所師生亦在場參加座談。
廿九日

花蓮校友會下午二時在花蓮美侖飯店舉行成立大會，會中選出六十一年化

學系畢業校友、現任東華大學教務長的黃文樞擔任理事長。
本校中文四余政勳等十三位同學獲選八十六年救國團甄選大專優秀青年，今日參加
全國各界青年節表揚大會，接受公開表揚。

四月

Castro夫婦共六人，至本校淡水校園訪問，並發表演說，講題為「哥斯大黎加之現

十日 海洋大學圖書館楊文彬館長及同仁共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況」
，藉此使拉研所與西語系學生瞭解哥國現階段之政、經、文、社狀況。

物理系邀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物理系Ronald Kantowski博士至本校與老師做有關

歷史學系邀請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第二學群長大濱徹也教授蒞校講座，以「近代日本
的構圖」為總主題，共舉行三場演講，分別從政治、文化、宗教等三個層面來介紹剖析
近代日本的真正面貌。三場講題分別為：「日本國民國家的形成」、「近代日本的民眾
圖像」
、「追求精神的革命」。
廿六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務長張煥發教授一行共五人上午十時由中壢高中校長
戴博文陪同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簡報。
河南省昇達經貿管理學院侯恆院長與河南省文教相關官員一行六人，拜會校長林雲
山，表達邀請本校商管兩院教授至該校講學的意願。
天津外國語學院院長錢自強、遼寧教育研究院院長鄧曉春、大連外國語學院院長汪
榕培及英語學院院長趙忠德等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重力場論研究的短期合作，並於十五日做專題演講，講題為「The Effect of Mass
Inhomogeneities on Determining the Cosmological Parameters」。
本校劍道社男女劍道代表隊應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姊妹校之邀，由校長林雲山率領前
往日本出席劍道親睦會，十三日返國，開創校以來社團國際交流之首例。
位於圖書館五樓，本校新設的非書資料室正式啟用，由創辦人張建邦、副校長張家
宜、張紘炬共同剪綵。
十二日

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率領該校一級主管一行廿二人蒞校訪問，由本校學術

副校長張紘炬主持座談會，一行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後，下午一時，中原大學於本校驚
聲國際會議廳召開行政會議。
大傳系舉辦的「1997淡江大學國際傳播研討會」上午九時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邀請陳占平教授來校訪問三個月，陳教授任教於美國

舉行，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式並致詞；創辦人張建邦闡釋「三化──國際化、

喬治亞大學廿年，並擔任統計諮詢中心主任六年，有非常豐富的統計實際應用經驗。訪

資訊化、未來化」結合國際傳播的效果。整個活動包括兩場主題演說、七場研討會，由

問期間將發表五場演講，並與本系老師進行學術合作交流及與博士班學生進行研討。

美、加、英、日、韓、俄、港及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共同研討。

廿七日

台灣大學圖書館吳明德館長及同仁共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道明格致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s Hills）Mr.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師生共三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三日

建國中學學生共七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四日

台北校園圖書館整修後重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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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本校由創辦人張建邦代表，下午一時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與力霸友聯衛
星電視台董事長王令麟及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迪恩．米爾斯（Dean Mills）簽
訂三方合作備忘錄，備忘錄的主要內容包括：三方交換課程、交換學生、記者訓練及密
蘇里協助友聯衛星電視大樓設計、在美設立新聞中心、辦事處等合作事宜。
十七日 德國波昂大學資訊研究暨語音學系之系主任Prof. Dr. Winfried Lenders夫婦
於赴日本東京講學之際順道來台，由靜宜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育中心主任Dr. Josef
Szakos陪同前來本校外語學院，瞭解與本校交流之情形，並於十八日訪德文系，與賴主
任洽談本系波大留學生之語音訓練課程。
資訊中心接受農田水利會委託，主辦「農田水利會會長暨主管人員業務電腦化研討
會」
，在本校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
十八日 教育部軍訓處副處長及蒞校督考人員一行共十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非書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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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供外籍師生使用，未來蓋宿舍時亦可列入考量。
廿六日

本校桌球等五項體育校隊選手，參加在嘉義中正大學舉辦的八十六年度全

國大專運動會，共獲得兩項團體亞軍、游泳接力第八及個人組第十三獎項。
廿八日

本校淡水校園商館展示廳舉辦「文學週：臺灣本土藝術瑰寶──交趾燒」

展覽。廿九日下午一時由副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剪綵典禮，並邀請製作交趾燒師傅葉星
佑先生至現場示範捏陶過程。
本校八十五學年度行政人員全面品質管制（TQM）研習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上、下午各一場，由副校長張家宜主持，會中邀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劉漢容進行
專題演講，題目為：教育的全面品質管制，之後舉行綜合座談。
廿九日

航太系主辦「1997海峽兩岸航空太空模擬技術研討會」，大陸北京仿真中

心蔣酇平主任及王東木總工程師等一行八人來校參加。
本學期「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並頒發八十五學年度

廿一日 成淵高中師生共四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優良導師獎，計有卅位導師獲頒獎金五千元及獎牌乙面。會中並分別邀請邱耀初教授及

廿二日 美研所上午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美國利益與江澤民訪問莫斯科」

張光正校長作專題演講。

研討會，與會學者有外交部陳岱礎顧問、前國防部葛敦華次長、國民黨陸工會陳明副主
任、政大社科院周煦院長、台大政治系陳志奇教授、美研所李本京教授及戴萬欽所長。
廿三日 陸軍3331部隊軍官團一行六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四日 化學系邀請大陸廈門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至校演講，講題為：「物理
化學的前沿領域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
廿五日

非洲塞內加爾共和國新聞部長兼政府發言人Serigne Diop上午九時卅分蒞

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CAI發展趨勢座談會」與會人員共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
區及電腦資訊設備。
「台灣省高級中學八十五學年度圖書館輔導北一區讀者利用指導研習會」與會教師
共六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第十屆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發展趨勢研討會」分兩天於本校淡水校園及台北校
園舉行，校長林雲山及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學會理事長趙榮耀共同主持開幕典禮。
第五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同仁的休假天數應以每年平均可休天數計算，凡八十二
年至八十五年接到休假通知書，應以個人未屆滿休假年份，採用新辦法同級每年可休假
天數計算，支領不休假獎金的上限仍以原來可休天數的三分之二計算。修訂「淡江大學

三十日

警察專科學校圖書館主任及同仁共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月
八十五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本校共有七十三人獲獎，甲種有鄭啟明等六十八
人，乙種有伊斯奎等五人。
八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評鑑首次以選擇題答案卡式之紙張做評鑑，並增加體育
科目，其評鑑題目由體育室自行設計。
一日 本校教職員服務證改用磁卡設計，今日起出缺勤紀錄皆以刷卡方式顯示。
化學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的Handy F.R.S.教授至本校舉辦「理論與計算化學研討
會」，由該系林志興及王伯昌老師負責招待。
教育部長吳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教育部吳京部長與本校師生座談會」，會中
就「大學自主」、「教授治校」、「學生生涯規劃」三項主題討論。
本校巴拿馬校友會在巴拿馬市最著名的中餐廳龍鳳酒樓舉行成立大會，會中五十餘
位校友及眷屬一同參加，推舉西語系五十五年畢業校友陳資源任會長。
二日 日本德山大學校長淺野一郎伉儷上午九時卅分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座談，隨後參觀資訊中心、圖書館。

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並更名為「淡江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為解決

日本筑波大學院長伊藤朗博士夫婦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外籍生住宿問題，現階段請學務處提供校外宿舍資料，由國交會選定地點，由學校包租

五日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獲得行政院八十六學年度為殘障者「職務再設計」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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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分別得到視障及肢障兩項獎項，共獲獎金二十萬元，下午二時由洪錫銘教官與盲
生資源教室張國瑞代表，前往台北市政府受獎。
七日 化學系邀請法國Louis Pasteur大學的Jean-Francois Biellmann教授至校演講。
八日 保險學系主辦的「保險與危險管理學術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校
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財政部保險司司長鄭濟世做專題演講，題目是：「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之規劃與實施」
，三場論文發表共有九篇論文要發表。
十日 歷史系於本校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臺灣開
發史」，並於九日晚間假圓山飯店柏壽廳宴請論文發表及評論等學者。此次會議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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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二日

化學系邀請英國Glasgow大學化學系的Joseph D. Connolly 教授至本校演

講，講題為「Natural Produc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
廿四日

校 長 林 雲 山 與 東 南 亞 所 教 授 麥 留 芳 赴 加 拿 大 皇 后 大 學 （ Q u e e n ’s

University）
，參加「第五屆中加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廿六日

歐研所邀請前蘇聯戈巴契夫總統特別助理暨新聞發言人葛拉契夫（Andri

Serafimovitch Gratcher）蒞校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主題為「從俄羅斯觀點看歐洲整合
過程」。

場，共計發表九篇論文，與會學者來自不同的領域，整合了臺灣史方面的各種研究成

水環系與電機系獲學校核定，榮獲八十六至八十九學年度之重點系所。

果，會議圓滿成功，頗受各界好評，會後論文集交由國史館出版。

廿八日

十三日 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訪視會議」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來訪的委
員有鄭丁旺、林清江、李亦園、馬水龍、陳文村、劉維琪。教育部此行係為健全私立大
學校院建立嚴謹之教師審查與評鑑制度，並藉此檢討授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落實自審
期程。訪視委員對本校教師獎勵、教師審查、教師評鑑制度健全，均表贊許。
上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顧問顧明教授及東方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嚴家棟教授，蒞
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四日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前校長野村東太博士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覺生國際
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五日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姊妹校校長Mr. Gustaf Lindencrona伉儷等一行五人下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校長Dr. Thomas Mitchell及該院教務長Dr.

Andrew Mayes下午三時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
談，會後參觀資訊中心、海博館、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九日

瓜地馬拉馬洛京大學（Universidad Francisco Marroquin）校長Dr. Fernando

Monteroso夫婦下午三時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
談，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參加一九九七第四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的五位大陸學者，由銘傳管理學院教
務長林進財及黃旭男教授陪同蒞校參觀。

六月

午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廳主持簡報及座談，座談中對於與本校中文系合

本校核定水環系及電機系為八十六學年度重點系所，獎助年限四年。

辦學術研討會有熱烈之討論與共識。

二日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承辦八十五學年度「輔導大專視、聽障礙學生資源教室專

由教育部委託本校研發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系統完成開發，今日起至廿八日，
分別於北、中、南三區進行七個場次的研討會，有86所大專院校參加。

業人員知能研習營」，今、明兩天在台北校園及山海觀渡假山莊舉行，主題為「以科技
資訊提昇資源教室功能」，由現於各大專院校擔任輔導視聽障學生的六十名老師參加。

西語系假本校台北校園之校友聯誼館舉行「第四屆西班牙語教學研討

六日 拉研所假淡水校園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中華民國第五屆拉丁美洲國際

會」，由系主任王秀琦主持。會中邀請全國西語教學家靜宜大學沈拉蒙教授等十二位發

學術研討會」
，校長林雲山博士主持開幕典禮，海地Sonny Seraphin大使、亞洲地區西語

表論文，並有三十多位西語教師出席針對論文進行討論。

教師協會韓國主席I-Bae Kim博士致開幕詞。與會學者以「拉丁美洲與亞洲太平洋地區

十七日

二十日 台北市新生國小籌備處校長劉美娥、永樂國小校長陳福源、指南國小校長
陳順和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管科所舉行「管理學院管科所短期留學授旗典禮」，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共
有八位管科所一年級的研究生，取得赴美姊妹校作暑期進修的機會。
廿一日

美國葛蘭德凡利大學（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商學院院長 Dr.

Emery C. Turner夫婦一行共五人下午三時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合作關係與未來發展之展望」為主題，展開四場論文發表會議，並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
論，共發表十二篇論文。
十一日

智利京伽必耶密斯塔大學主任希內斯（Dr. Jesus Gines Ortega）夫婦一行

二人，由外交部中南美司顧問陪同參觀本校拉丁美洲研究所，並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
會。
第卅七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校長遴選辦法」，詳訂遴選委員會各類委員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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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修正「淡江大學組織規程」，各學院、系、所改由「附表」型式呈現。修正「淡
江大學辦事細則」，本校規章分為：規程、設置辦法、設置要點、規則、細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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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學則七種；除辦事細則及增設非大學法所訂之中心或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外，

一日 八十七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副教授葛煥昭兼學生事務長，專任教授林森鈴

「設置辦法」、「設置要點」、「規則」、「細則」均經行政會議通過；「辦法」報請校

兼外國語文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黃德壽兼體育室主任，專任副教授洪欽仁兼秘書室主

長核定，但法令另有規定或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審議通過「淡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任秘書，專任副教授宛同兼人事室主任，專任副教授莊淇銘兼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

設置辦法」。修正「淡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更名為「淡江大學教師

秘書。

申訴評議辦法」。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待遇服務規則」部份條文：兼課、兼職需專案
核准、新訂助理教授基本授課時數為九小時。
十三日 第三屆學生會正、副會長共有三組人馬競選，由土木系于懷垣、機械系林
益全當選。
貴賓、各校友會理事長、系所校友會長及學生家長應邀蒞臨觀禮。今年共有6438位畢
業生，典禮中頒發畢業證書及表揚獲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共一百二十二位
優秀畢業生。

「九七後海峽兩岸三地之關係」國際研討會，為期兩天，共邀集了台灣、香港、新加
坡、泰國、美國等各國學者專家及國內企業人士與會，各方討論熱烈，總計約二百七十
十四日

文學院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承辦「暑期圖書館專業學分班」，教育部中教司

許泰益科長蒞校指導致詞，勉勵學員在六週課程中要確實學得圖書館專業知識。
中文系舉辦「第六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中國文化中的審
美意識」，邀請大陸、日、韓、美、香港等地廿一位學者參與研討。

數學系以「重點系計劃」，邀請國際知名代數數論專家賓州州立大學數學

系李文卿教授至本校訪問，舉辦系列「數論研討會」
，並與該系老師研討切磋。
十八日 美研所於台北校園舉辦「馬歇爾使華五十週年與美國未來對華政策」國際
研討會，邀請當時駐軍中國的艾勒將軍及俄國大使列達夫等歷史見證人及學界人士約四
十人與會，並有國內外人士發表八篇論文。
廿三日

東南亞研究所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國際會議廳舉辦

人共襄盛舉，會議成果豐碩。

十四日 畢業典禮上午九時假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創辦人張建邦、本校董事及各界

十六日

四日

西研所聘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英文系教授夏普絡（Dr. Michael

Shapiro）來校開設為期五週的暑期密集課程，開課內容為「文藝復興時期戲劇」，開課
對象為西研所碩、博士班之同學及其他有興趣之同學。
廿四日 哥倫比亞巴蘭幾亞自治大學校長Prof. Dr. Mario Ceballos夫婦蒞校參觀，
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廿五日 台灣區域研究院梅可望院長暨越南高級資訊網路專家學者訪問團一行十人
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七日 澳洲伯斯Curtin科技大學法商學學院院長Prof. Douglas N. Yorke一行七人蒞
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後參觀資訊中心、海
事博物館及圖書館。
物理系邀請全世界最大的科學計算軟體公司MSI英國研發部門首席研發科學家
Victor Y. Milman博士至本校擔任「淡江講座」並進行技術上的交流。

十九日

學務處配合教育部「相約在大學」計劃所舉辦之「捷運到淡水、相約在淡

江」活動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參加之學生與家長對本校優美之
校園、圖書館及教學設備留下深刻印象。
廿五日

本校美研所戴萬欽等四位教授前往北京，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舉

辦一場名為「美國歷史暨社會」之學術研討會，共發表四篇論文，會後前往上海復旦大
學美國研究中心舉行一場座談會。

八月
教務處網站成立。
本校承辦八十六學年度夜大聯招，圓滿達成任務。
建築學系舉辦「樹林裡的熱帶魚──建築夏日營」，有一百多名高中及大學學生到
建築學系工作一週，並在台北誠品書店舉辦成果展覽，此次活動之經費由三寶建設公司
支應，其中有四名師資由日本延聘。
一日 物理系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克雷恩教授來校訪問，與該系薛宏中老師、李明
憲老師和中研院計算中心林誠謙主任確定了合作方向。
本校第一屆「短期海外留學生獎學金」，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在
廿五名申請同學中，由夜英文二董翠屏及西語二蕭士泰兩位同學獲得，每人將可獲得獎
學金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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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中華醫專圖書館蔡主任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區空間規畫及非
書資料服務。
六日 本校西語系三年級徐靜儀同學獲得巴拿馬政府提供全額獎學金，今日赴巴拿
馬大學研習一年。這項甄選由教育部主辦，全國僅兩個名額。
七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經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物理系柯恰亮教授來校與該系楊棨
老師進行超導理論的合作。
九日

物理系和同步輻射中心合辦「X光吸收光譜國際研討會」，邀請D. Sayers教

授、B. A. Bunker教授、T. K. Sham教授、A. Fontaine博士、N. Kosugi教授、T.Yokoyama
教授、J. Crain博士至同步輻射中心和本校做專題演講。
十一日 圖書館界耆老沈寶環教授自美返國，由台灣分館林文睿館長、陽明大學圖
書館廖又生館長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六日 本校為與學生家長增進良好溝通機會，讓家長們更了解本校教育理念，今
起舉行北、中、南三場家長座談會，今日於屏東市仁愛國小、十七日於南投縣草屯鎮老
人活動中心、卅日於宜蘭市蘭陽女中。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八十五學年度結業典禮上午十時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
六十八位結業同學從校長林雲山手中接下結業證書。
十七日 台北市校友會上午十時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召開會員大會，選出新任
理事長羅森，正式改組成立新一屆校友會。
十九日 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楊宗英先生、自動化研究室主任鄭巧英小姐，
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日 外語學院各系及國際貿易學系、公共行政學系三年級學生出國修習學分授旗
典禮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由創辦人張建邦及校長林雲山授旗，約有一百卅餘
位同學成行；會中並頒發短期海外留學獎金二名，每名三萬元，分別由西語系蕭士泰同
學、英文系黃翠屏同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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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本校八十五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歷史系邱仲麟講師、數學系張慧京副教授、水
環系盧博堅教授、產經系莊孟翰副教授、資管系黃明達副教授及英文系杜德倫副教授六
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本校增設教育科技學系、二年制應用日語學系、營建工程技術系、建築工程技術
系、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設立。
夜間部停招，轉型為進修教育學士班，計有：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會計
學系、公共行政學系。為因應轉型後，日間排課之需求加大，八十六學年度之排課時段
增加12:05∼12:55，以增加教室空間之使用效率。
商學院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奉准分成A組及Ｂ組。
一日

烏蘇里克市市長Mr. Vladimir Vedernikov夫婦及遠東大學校長Mr. Vladimir I.

Kurilov夫婦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並座談。。
四日

屏東師範學院圖書館陳館長暨編目組組長，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王渝生教授應歷史學系邀請蒞校參觀訪
問，同行並有臺灣綜合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長龍村倪教授，並拜會學術副校長張紘炬。
第五十八次行政會議通過：依教育部公布新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職員薪級表」，
增加新設職員職務等級及助理教授薪級。
六日 靜宜大學圖書館蔡館長及同仁等一行廿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九日 八十六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於國際廳舉行，共有五十三位專任教師參
加，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前董事長張建邦亦蒞臨致詞，會中安排五場專題報告。
十一日

台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委員廿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本校國際研究學院與大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共同舉辦的「一九九七世界新格局與

廿三日 技術學院與台北國際青商會共同主辦「跨世紀台灣經濟研討會」
。

兩岸關係研討會」，今明兩天於上海舉行，本校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楊棨帶領十位教授

廿五日 台北縣淡水鎮新興國小教學組組長及圖書館教師等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前往參加，雙方共發表十八篇論文。

念圖書總館。
廿八日 交通大學孫春在教授暨圖書館組主任等共七位，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及請教有關遷館事宜。
卅一日 淡江大學台北、桃園縣市新生家長座談會上午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
長林雲山主持，會場座無虛席，學生與家長參與踴躍，反應熱烈。

十二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安排參加「ASCA網際網路資訊資源與技術應用」

研習會之亞洲地區九個國家之學員十八名暨工作人員二名，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本校姊妹校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交流部部長及課長蒞校訪問，由日研所協助接待，
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上午日研所協助接待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藤教授等人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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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創辦人張建邦於
會中提出本校未來發展藍圖，在公元二千年前後，淡水校園將有三幢新建築物出現，蘭
陽校園將迅速在礁溪矗立，覺生紀念圖書館將成為全國最迅速、最完整的一流圖書館，
而淡江大學勢必超越甚多的國立大學而成為全國最優私立大學中的翹楚。
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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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建築學系邀請荷籍國際知名建築師Herman Hertzberger來系演講，並與學生討論作
品。

今起一連三天分六梯次舉行「八十六學年度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並由

一日 化學系邀請在天然物化學及有機機能化合物化學有豐富研究經驗之日本東和

校長林雲山、副校長張家宜、張紘炬及一、二級單位主管率領新生走上一百卅二階的克

大學東洋研究所所長竹下齊博士蒞校擔任「淡江講座」，來訪期間舉行三場演講，並與

難坡。

該系師生進行學術交流及研討。

二十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蒞校作為期兩週的集中講學課程「日
本社會福祉論」。
廿二日

本校新版學生證發放，除基本的身分識別外，同學可憑證刷卡進出圖書

館、資訊中心電腦室上機實習，而住在女生宿舍的同學亦可以學生證刷卡進出。
廿三日

東華大學圖書館同仁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育部軍訓處處長宋文及暨台北縣各大專院校總教官等廿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館。
二日 東南亞所本學期開設「東南亞國家專題講座」課程，邀請數位國內外專家、

本校為了能合法使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由教育部審核通過，發給本校

學者及政府官員蒞校演講，並由該所師生陪同參觀校園及圖書館。二日中國時報巡迴特

「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執照」
，是全國私立大專院校中，第一個取

派員徐宗懋先生，講題為「馬哈迪與馬來西亞」；九日外交部外交人員講習所所長劉伯

得該項執照的學校。

倫大使，講題為「菲律賓可提供給我們的機會」；十六日澳洲Giffith University亞洲與

廿五日 教育部委託圖書館舉辦的「八十六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

國際問題研究所Ms. Nancy Viviani，講題為「Australia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聯席會議」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電子化期刊及索引、摘要服務的新架

廿三日外交部常務次長鄭文華先生，講題為「我國的東南亞政策」；三十日考試院銓敘

構」，計有七十三所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或代表及列席人員共有一一二人出席，會議由

部部長邱進益先生，講題為「新加坡的政治與外交」。

校長林雲山主持。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盧慶塘應大陸東北大學之邀訪問該校，順道拜會北京清大，
清大方面非常熱忱的希望促成兩校學生交流，並研擬出初步辦法，如該校每年提供大學
部學生四十個、研究所二十個的交換生名額。
廿七日 教發中心通識與核心課程組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卅分於覺生國際會議廳召
開核心課程教學研討會，邀請全校擔任核心課程的教師一同切磋及交流，有近二百位教
師參加，並邀請考試院考試委員林清江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再由學術副校長兼核心課程
協調會總召集人張紘炬主持兩場各學門教育目標與教學示範，並舉行綜合座談研討。
廿九日

本校BBS站（蛋捲廣場）自八十三學年度開站以來，其版本經過本校資訊

三日 八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刪除學務長、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教師代表改為教授代
表，並修正代表人數。
四日

電機系邀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電子及電機工程系迪

拉陸教授（Richard M. De La Rue）來校短期講學，六、七日、九日於驚聲中正堂舉辦
三場講座。
五日

教育部在本學年度試辦大學綜合評鑑，各受評鑑學校需組成「自我評鑑委員

會或小組」，因此，本校於今日舉行的行政會議中成立「八十六學年度評鑑專案委員
會」
，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擔任主任委員。

中心的三次改良，目前本校的BBS站已成為國內第一個能夠同時上線超過一千人的電子

六日 校長林雲山與工學院院長馮朝剛應邀參加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四十週年校慶活

佈告欄系統，本校BBS站系統上線人數的上限為一千六百人，這亦是目前所知在TANet

動，九日則應邀訪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並簽署兩校合作協議書，十日順道參訪天津南

學術網路上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冠。

開大學。

三十日 台中市立文心化中心圖書組同仁共卅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越南國立社會科學及人文中心之北美研究中心的Dr. Do Loc Diep所長及Dr. Nguyen
Thiet Son副所長來校訪問，雙方並互贈出版品。

七日 民生教育基金會安排參加兩岸尊師重教研討會之大陸各省教授廿五人，蒞臨
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台灣科技大學圖書館楊館長暨同仁一行五位，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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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教授宮島達夫及武藤見吾等八人至本校舉辦交流見

習，以實習老師的身分，擔任日文系會話課的老師。
校長林雲山、學術副校長兼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紘炬、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等一行八人前往姊妹校訪問十天，此行共參訪日、韓、俄共八所姊妹校及日本名校早稻
田大學，並會商進一步的學術交流事宜。
十四日

本校首度舉辦全校性「辦公室資訊化應用競賽」，除教師及一級單位主

管、工友可自由參加外，全校所有職員皆須參加。
十五日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克勞德州立大學（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研究院院

長紐立斯（Dennis L. Nunes）博士來校訪問，由工學院院長馮朝剛接待，雙方商討學術
交流可能性，會後陪同參觀覺生圖書館、海事博物館及校園。
技術學院下午四時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本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院務會議，
會中決議將在下學期試辦日語課程，由同學自由選修。
化學系邀請美國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Tames G. Traynham博士蒞校發表演
講。
十六日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同仁及東吳大學教授等一行四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總館。
十七日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師生一行卅人，由本校公行系師生陪同，蒞臨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本國際教育協會專務理事河野秀夫先生率領的日本六十九所大學教職員代表訪問
團一行七十七人蒞校訪問，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於 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該
訪問團成員，分別來自日本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及日本之財團法人內外學生中心、
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全國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總聯合會，訪問團規模龐大。
中文系舉辦一年一度的「台灣民俗田野調查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到數位知名學
者進行專題演講，如懷寧傳播公司導演彭啟原主講「人物採訪」、中央日報長河版主編
張堂錡先生主講「『白馬湖作家群』的遺風餘韻」、彰化師大國文系趙衛民先生主講
「作家與自然」
，另外國花葉金枝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蔡葉偉先生則針對「田野調查在
淡水鄉土教育資源上的運用」進行專題演講。
十八日 西語系邀請宏都拉斯及薩爾瓦多兩國共九位成員之舞蹈團，假本校學生活
動中心，表演極富中南美洲傳統特色之舞蹈。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八十六年會員大會暨現代化檔案管理研討會」
與會人員一行卅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管科所博士班畢業生聯誼會下午六時假台北福華飯店舉行成立大會，師生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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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共聚一堂，會中選出第一屆會長吳再益，副會長為梁德昭。
二十日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總務長鈕撫民及體育室主任黃德

壽等組成的考察團，到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參觀該校新建體育館。
廿一日

中南財經大學校長汪行遠所率訪問團一行四人蒞校訪問，行政副校長張家

宜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三日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對外關係室主任Dr. Ivan Filby暨該校教授Mr.

John Murray下午二時卅分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T305室主持座談會。
廿七日

菲律賓學術與研究圖書館學會會員一行廿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美利堅大學全球首都計劃華盛頓項目主任大衛．伯朗教授（Dr. Brown）蒞校訪
問，本校創辦人張建邦接見，商談兩校建立姊妹校事宜，並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總務長鈕撫民及體育室主任黃德壽等組成
的考察團，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參觀。
女教職員聯誼會訪問團由該會理事長，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帶領，上午十時探訪八里
安養院，除致贈慰問金三萬元外，並當場選購近一萬元的手工藝品，將在校慶日義賣，
收入將做為女教職員聯誼會會務基金，並轉贈慈善機構。
廿八日

文化大學圖書館陳館長率建築師及圖書館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卅日

美國加州州立長堤大學美語語言機構助理執行長Ms. Teresa Ross來訪，此行

目的在研擬明年暑假建教中心組團赴該校作短期語言課程之計劃。
由本校創辦人、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現任總統府資政張建邦擔任總策劃之
「國家安全戰略叢書」三冊已全部修訂完畢，今日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與麥田出版
社舉行出版簽約儀式，預計於明年元月出版發行。

十一月
三日

美研所所長李本京接待來訪之美國伊利諾大學副校長Dr. Larry Faulkner、助

理副校長劉炯朗教授及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于子橋教授等三人。
四日 元培醫專圖書館同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日 俄研所受國關中心合作交流組委託，招待俄國學者訪問團，由該所彼薩列夫
所長、劉克甫教授、歐安得副教授及學生十多人舉行茶會並座談，會議由國際研究學院
楊棨院長主持，外賓計有華盛頓國家安全理事會資深研究員特洛費明科博士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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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八次校務會議通過：「城區總務組」更名為「總務組」
。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為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及該會改組成立，舉辦餐會。

化學系邀請現任斯洛瓦克化學會會長Dr. D. Berek蒞校舉行專題演講。

外語學院邀請開設第二外語之十二所國中及與本校有教育學程合作關係之卅所學校

七日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學員共廿一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校長、教務主任等蒞校，除了參加校慶慶祝大會，參觀外語學院各系與圖書館軟硬體設
備之外，還參加外語學院在文學館二樓實驗劇場舉辦之戲劇觀摩。

為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舉辦之蘭花展舉行剪綵儀式，由創辦人張建邦主持。此次蘭
花展由總務處主辦，參展蘭花總數約在七、八百盆之間，展期六日至八日。
八日 本校四十七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會開幕典禮及「淡江菁英」金鷹獎頒獎
典禮上午九時於運動場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長林添福、

英國赫爾大學安全中心副主任Dr. Eric Grove蒞臨國研所與翁明賢所長晤談學術交流
事宜及草擬意願信，並參觀校慶活動及國防科技展。十四日下午前往拜會創辦人張建
邦，在其指導下雙方簽署「合作意願書」，以進行雙方進一步合作細節及草擬正式的合
作協議。

本校董事、行政院體委會主任委員趙麗雲及各界貴賓、校友、教職員工生數千人一同參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將二年來發表在淡江時報「指南針」專欄的三十八篇文章集結，

加慶典。典禮中名譽董事長林添福頒發第十一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獲獎校友分別

另收錄四篇共四十二篇，以「永遠的克難坡──與淡大同學話家常」為題，於今日出版

是：曾文雄、王一飛、陳飛龍、詹德松、廖萬連、江奉琪、龔鵬程、葉仲麟等八位。為

專書。

表揚捐款人慷慨捐輸，創辦人張建邦並頒發感謝狀給捐款三十萬元以上之捐款人，計有
三寶建設公司總經理李俊傑、化學系校友李茂昌先生、企業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教科系於文館108室舉行新系成立及實驗室落成慶祝典禮，由文學院院長傅錫壬主
持。

長洪寶彩、南山人壽及廣信群益會計師事務所；另頒發勸募滿壹佰萬元獎者有建築系鄭

舉辦第二屆「國防科技展」，由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

晃二教授。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於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建築技術資訊化教學成果展」，

校慶運動會由機械三胡訓祥同學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後，由馬術表演揭開序幕，緊
接其後的是八百位同學帶來的體適能有氧韻律帶動跳。之後還有教職員趣味競賽，比賽
部分，共有十個競賽單位五十七個系所938人，參與角逐二十一個項目金牌，參加人數
超越以往記錄。
資訊中心主任施國肱代表本校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與中華電信公司淡水營運處經理鄭
健郎簽訂「非對稱性數位用戶傳輸設備（ADSL）」意向書，整個儀式由校長林雲山見

邀請創辦人張建邦博士蒞臨主持。
十日

卅分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台中體育學院圖書館萬清和館長及同仁等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紐西蘭Otago大學國際研究中心Dr. Ian Smith博士訪問本校，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委
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證。
以開發爪哇語言（JAVA）而聞名的昇陽公司（Sun Microsystems），其台灣分公司
捐贈本校一全新工作主機及十五部微型主機，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哥斯大黎加中美洲大學校長威廉．賽門教授（Dr. William Salom）上午十時

國防醫學院教務長童吉士及同仁等一行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十四日

中文系邀請中日韓廿三位學者至本校參加「第二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

行捐贈儀式，由校長林雲山代表學校接受捐贈。昇陽電腦公司總經理李大經係本校資工

會」，並發表論文。開幕式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另邀請哲學大師蔡仁厚教授作專

系校友。

題演講。

大學發展事務處舉辦「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義拍賣活動」，拍賣物品包括各單位捐
出來的字畫、石雕、瓷器等，共四十七件之多，拍賣總金額達一百零六萬八千元，納入
學校募款基金，義賣所得歸各單位指定使用。
全國淡江大學校友會全國聯合會籌備會假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本校全
國校友總會聯誼會會長杜振榮主持並當選籌備會主任委員。
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於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年會。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林館長及同仁等一行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研所一連兩天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國際化時代之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
會，約二百人與會，邀請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林金莖、東京筑波大學教授副田義也、佐藤
守弘教授、菱山謙二教授、日本立命館大學西川長夫教授、本校歐研所所長張維邦以及
本校日文系所教授等共同參與，會中共發表十篇論文。
十五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陳占平教授來校訪問二個月，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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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於美國喬治亞大學廿年，並擔任統計諮詢中心主任六年，有非常豐富的統計實際應
用經驗。訪問期間發表兩場演講，並與該系老師進行學術合作交流及與博士班學生進行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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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一日

三軍大學圖書館館長石天鏡及同仁等一行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以「開放點字圖書製作電腦代之新頁，讓盲胞進入資訊世界」獲
得「八十六年金鼎獎」的特別獎，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獎座一座。
圖書館開放老師在研究室透過校園網路查詢本校圖書館TALIS系統館藏目錄。
十八日 八十六學年度大學綜合評鑑訪問評鑑委員團來校，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代表

日本國際教育協會代表太田隆文先生、小林有希小姐、佐藤守弘教授、 菱

山謙二教授蒞校，於國際會議廳舉行致贈日研所日文電腦儀式。
Portsmouth大學Mr. David Palmer來訪，西研所所長陳惠美也參加訪談。
圖書總館門禁系統正式啟用，本校教職員生進總館憑服務證或學生證，校外人士需
憑身分證明文件，換證後進館。
二日

法國文化部建築司教學研究科科長Mrs. Agnes Vince下午三時蒞校訪問，由

簡報本校之教學、研究、行政、服務、績效五項之現況，由校長林雲山率相關首長接待

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法文系主任徐鵬飛、建築系主任林盛

參觀校園，並與之座談，該訪問評鑑委員團由訪評委員、評鑑專業人員、教育部高教司

豐及兩系所教授一同參與。

相關人員及隨行人員等十七員組成。
十九日 化學系邀請新加坡大學化工系教授康燕堂博士蒞校發表演講。
二十日 中文系邀請國際詩詞研究權威葉嘉瑩教授於驚中正舉辦三場淡江講座，第
一場題目為「歌詞之詞的審美特質」，第二場題目為「詩化之詞的審美特質」，第三場
題目為「賦化之詞的審美特質」
。
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的「全面品質管理TQM在圖書館
的應用」研討會，邀請多位商業界名人及圖書館專業人才擔任主講，更有來自各國內圖
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及公司業界圖書館等的相關從業代表
一一八位共襄盛舉。
教育部核定本校可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實施「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師資班」，兩班共一
百個名額，且全國私校中只有本校與私立靜宜大學通過可開辦。
廿一日

高中圖書館輔導團研習會與會人員共六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廿四日 學校為培養同學未來學宏觀的視野，特由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及學務
處課指組，分批安排修未來學課程的學生及社團幹部前往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觀摩
「宇宙探尋」影片，並由淡江時報舉辦「宇宙探尋，觀賞心得」徵文比賽。

三日

校長於台北校園會議室主持「八十六學年度大學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聯合招

生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
清華大學視聽中心同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四日

泰國法政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Dr. Medhi Krongkaew應東南亞所邀請，於

驚聲大樓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Thailand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ASEAN and APEC」
，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日 文化大學圖書館館員七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請教圖書館期刊及非書
資料業務有關問題。
六日 本校由創辦人張建邦率領一十餘人參觀南華管理學院及國立中正大學，張創
辦人表示，中正大學體育館的設計及功能可做為本校近期興建體育館的參考。
七日 中正國中同學及家長共五十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八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在醫學材料上有相當大貢獻之美國密
西根大學藥理學院教授楊志民博士至本校演講，來訪期間舉行三場演講，並與該系師生
進行學術交流及研討。
教育部來函核備，董事會正式成立「淡江大學蘭陽校園籌備委員會」暨籌備處，下
午三時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召開委員會議，該委員會由創辦人張建邦擔任主任

廿六日 由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殷存毅所帶領的「中國社會科

委員，校長林雲山、副校長張家宜、張紘炬擔任副主任委員，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為

學院台灣研究所訪問團」一行四人，蒞臨本校訪問，與陸研所同學舉行座談會，對現今

該籌備會執行秘書，另聘任廿六位委員。另籌備處共分五組，召集人分別為：秘書組周

兩岸之間的經濟、政治問題，有一廣泛的意見交流。本校為該訪問團此行唯一訪問的私

新民、整體發展規劃組徐錠基、校園規劃組游顯德、財務規劃組王美蘭、營建組鈕撫

立學校。

民。

廿九日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一行廿三人，由經理王實君帶
領，參觀本校ADSL設備。

姊妹校日本東海大學Toshia Iijima及Yoshyuki Suzuki兩教授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
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會後參觀機械系及航太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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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本學期優秀青年共有俄研三王保鍵等十五位獲選。

大協石油化學公司總經理吳輝正捐贈一百萬元予技術學院，成立慈香獎學金。

十日 北京仲裁委員會周繼東常務副主任、王洪松秘書長、海口市仲裁會童振華主

十七日

新聞局邀訪之美國麻州史密斯學院政治系教授Dr. Steven M. Goldstein 蒞臨

任、海南大學法學院譚兵院長等四位來台參加學術會議，同時至陸研所參訪，與該所師

國研所訪問，與所長翁明賢會談有關我國對「調整中的美、日及美、韓戰略同盟關係」

生舉行座談。

之觀點。

十二日 日本郡馬大學砂川教授應日研所邀請來訪，安排於該所圖書室與研究生座
談。
有鑑於本校蘭陽校園即將簽約成立，創辦人張建邦指示，本校即將進入新的「第二
條S形曲線」，希望全校教職員生一同來思考，未來發展的第二條曲線在哪裏。今日舉
行的第五十九次行政會議中，校長林雲山要求各單位提出具體計劃。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等一行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八日

安徽合肥工業大學校長陳心昭、雲南大學校長朱維華、浙江大學校長特別

助理吳光國教授、香港大學副校長陳廷漢，及陪同來訪之元智大學研發處研發長王仲淳
先生蒞校訪問，校長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陸研所假臺北縣深坑鄉世新會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岸關係研究課程教學研討

第五十九次行政會議中決議：訂定淡江大學監考人員（任課老師除外）安排辦法：

會」，會中邀請各大專院校開設兩岸關係及大陸問題研究課程教師、有關中國大陸研究

全校助教、職員（組員、專員、輔導員）擔任監考。「淡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取

系所之博碩士班研究生及相關學者專家共同參與。總統府資政張建邦、陸委會副主委許

代本校原有之「研究人員設置辦法」。本校自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起實施「隔週休二

柯生、副主委吳安家、處長趙傑夫、教育部專委斯吉甫與本校副校長張紘炬等各級長

日」
，但原假日需值班之單位以及下學期週六有課的班級仍需照常值班、上課。

官，均蒞臨該會，共襄盛舉。共計發表論文八篇，與會出席人數達一百五十人，場面盛

十三日 台北市中正高中同學共六百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五日 日本神田外語大學奧津敬一郎教授來訪日文系，由張瑞雄主任陪同參觀本
校設備，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熱鬧。
十九日

理學院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辦「私立大學院校理學院院、系主管聯誼座談

會」，有三十餘位來自各私立大學的理學院院長、系主任參加。

慶祝本校四十七週年校慶的散文集「從克難坡到第三波」出刊，集結了八十五篇學

故宮博物院昌彼得副院長、文獻處吳哲夫處長、書畫處林柏亭處長、展覽處周功鑫

校同仁或校友回憶淡江歲月之散文，書中每一篇稿件都是由文學院院長傅錫壬親自邀

處長、器物處張光遠處長、圖書館宋兆霖館長、資訊中心吳培先副主任、游國慶秘書等

稿、編排。

一行八人至本校參訪，以增進人文藝術與科技之學術發展並商談建立合作關係事宜，校

課指組主辦之「心靈成長」徵文及海報設計比賽，徵文比賽土木系蔡明哲廿七人獲

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獎；海報設計由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約聘組員劉昌昇（本校企管系校友）等十八人獲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五虎崗廣場開票，由文學院大傳系何建勳等五十四人當選。

獎。

二十日

女生宿舍進出刷卡機在經過兩度的測試後，正式啟用，於松濤館前舉行刷卡啟用典
禮，由校長林雲山以及行政副校長張家宜蒞臨剪綵。學生可持學生證自由刷卡進出，門
禁解除。
十六日 本校董事會在礁溪新建旅遊中心會議室，與礁溪鄉公所正式簽訂協議書，
悉數承受了原宜江工學院籌備處設校用地的權利義務，獲得礁溪鄉公所鄉有土地四十公
頃，未來將作為本校蘭陽校園建地。礁溪鄉長吳正連、鄉民代表會主席吳宏謀、宜江工
學院籌備處負責人張家宜，及本校創辦人兼蘭陽校園籌建會主任委員張建邦分別代表簽

屆學術論文研討會」於驚中正舉行，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為感謝
本校實質贊助該會經費捌萬元整，特頒致感謝牌，由校長林雲山代表接受。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初一甲班師生卅六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基隆高中圖書館孫主任及中台禪寺圖書館館長等一行四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技術學院第一次辦理寒假轉學考試，報名人數為一○○人，缺考九人，實際到考為

字，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黃碧端、宜蘭縣政府主任秘書陳源發、新任縣長劉守成均到場祝

九十一人。

賀。該土地位於林美山麓，距礁溪市區約七公里，當天下午本校創辦人及校長邀請黃碧

廿一日

端司長等一行人前往林美山，實地勘察。

管理學院交通管理學系承辦之「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八十六年年會暨第十二

本校於台北縣省立三重高中校慶會上，在台灣省教育廳長陳英豪的見證

下，使用與本校合作的遠距教學（ISDN）網路連線，透過電視螢光幕，與本校校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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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山交談，創下了國內大學與高中遠距教學的先例。

八十七年

廿六日 斯絡維尼亞（Slovenia）盧布亞納大學（Univerza v Ljubljani）亞非學系羅
亞娜（Nana Rosker）副教授蒞校訪問，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總館。

一月

越南國家資訊工業訪華團一行六人，由越南工業部電子暨資訊總公司副博士裴光發

五日 覺生紀念圖書館與教資系共同舉辦「資訊時代的讀者關注及品質管理」研習

帶領來校訪問，對於本校圖書館讚不絕口，也對盲生資源教室使用金點一號可迅速做網

會（Workshop on Improving Quality and Customer Care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路查詢等功能，覺得相當驚訝。

Services），邀請姐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圖書館館長Andrew

本校期末考試監考人員改由全校助教、全校職員（組員、專員、輔導人員）擔任，
這是本月十二日舉行的行政會議中所通過的決議案，教務處發函各行政單位，要求各單
位提供監考人員名單。
由本校會計系及第一屆會研所畢業校友陳進財捐贈的「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於圖
書館光碟網路中供全校師生使用，該資料庫價值七、八十萬元。
化學系邀請The Technical Center of Rayonier Corp. as a Sr. Scientist曾人舟博士蒞校發
表專題演講。
廿七日 早稻田大學奧島孝康總長、關昭太郎副總長、西川潤教授、伊藤功先生一
行四人上午十時蒞校，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與本校校長林雲山正式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正
式締結為姐妹校。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及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林金莖出席觀禮，並致賀詞勉
勵。

McDonald､副館長Josephine Aitkins及館員Lorraine Hall進行為期二週之研習會，也安排
本校與桑德蘭大學進行國際視訊會議。
九日 本校姊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Mrs. Mollie Temple（ProVice-Chancellor）蒞校訪
問，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建築系邀請四位大陸建築專業人士來校訪問，以多媒體簡報說明系、所發展方向，
簡介師資及學生作品，並帶領參觀建築系設計工作室及學生設計作業狀況，最後則進行
小型座談會，由系上老師五位與來訪學者以兩岸建築教育及實務為主題進行意見交流，
並計劃與大陸清華大學建築系建立學術交流關係。來訪人員名單如下：清華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陳衍慶、吳耀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副總編輯王伯揚、袁孝敏。
十二日

學務處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於活動中心主辦「八十七年僑生春節祭祖典

禮」，並由校長林雲山擔任主祭。教育部次長楊國賜、僑教會主任委員高崇雲、主任李
本校全國校友總會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是第一個向內政部登記

有案的全國性大專校友會。會中選出英專時期校友林欽濃為首任理事長。
三十日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初一乙班師生四十八人，蒞校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教科系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97教育科技在台灣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
會」
，會中邀請到數位知名學者進行二場專題演講、座談及綜合討論等學術活動。
美國研究所與美國在台協會在美國文化中心合辦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就今年夏天

淑範、僑委會副委員長葛維新、救國團海外處處長潘志偉、海工會視導張鴻愛等貴賓應
邀出席。
十三日

天，今天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S215室演講，講題為「局部腐蝕研究中的空間分辦電化
學方法及生物醫學材料的電化學研究」。
十四日
十五日

評論。應邀到場的有台灣經濟研究院吳榮義院長、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高希均教授、台

贈紀念品。

北美僑商會組白瑞基組長（William Brekke）、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經濟官胡世劍（John

十六日

等八十餘位中外人士。

教育學程經驗說明會於本校舉行，邀請淡水文化國小羅榮森校長等卅一人

至校參加，並由校長林雲山陪同參觀本校多媒體示範教室、電腦教室及圖書館。

台北美僑商會會韋傑夫（Jeffery Williams）於華府提出的「中美經貿投資白皮書」發表

Hoover）、外貿協會武冠雄副董事長、中研院于宗先院士、北美事務協調會陳毓駒秘書

化學系邀請姊妹校廈門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副所長林昌健博士來校訪問三

越南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周功逢來訪，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
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馬丁至本校參訪，並對兩校的學術合作作多方面的交

流。
十七日

越南教育培訓部陳文絨司長等一行四人蒞校訪問，此行是特地來了解台灣

私立大學如何設立及制度如何執行。
十九日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副校長Prof. Alexander V. Sidorovitch蒞校訪問，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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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巴拉圭大使塞凡林諾．巴德斯（Ceferino Valdez Peralta）訪問本校，會晤林雲山校
長與拉丁美洲研究所宮國威所長，雙方並就本校與巴拉圭大學學術交流事宜交換意見。
廿日

本校校長林雲山代表本校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書，並由雙方推舉數人成立合作小組，正式展開雙方的學術合作交流計劃，其中尤以本
校資訊中心提供人力與資源，為故宮製作典藏物之光碟一事最受矚目。
廿一日

高雄明誠高中參觀大學訪問團一行一九三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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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總館。
廿一日

中和竹林中學師生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二日

問，與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翁明賢所長會談有關「台海安全策略與軍事現況」之看
法。

英文系西洋語文研究所邀請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研究所教授Dr.

Patrick Murphy蒞校作學術演講，為期一週。
廿四日

大陸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魏華強講師暨武漢市江夏區金口鎮鎮長劉傳銀

等一行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五日

廿二日 新聞局邀訪之丹麥「政治報」國際版副主編Mr. Flmming Ytzen蒞臨本校訪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圖書館同仁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留學生班第二十六梯次開學典禮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本梯次之留學生共十五名。
資訊中心今起開放商管大樓後棟B218、B219等兩間電腦教室為二十四小時電腦教
室。

西安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黨興華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贈紀念
品。

廿七日

日本外交安全保障協會會長等一行九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三月
二月
六日

夏威夷大學師生共二十一人來台，並與建築學系四年級進行共同設計教學實驗，夏
中華電信公司研考處副處長鄧元正等一行九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大學生來台一週與建築學系師生共同工作四日，最後一日並舉辦國際會議，與會人士有
夏威夷大學及台灣之建築師，以及兩系師生共百餘人，此次設計主題全部上網，並以網

館。
七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蘇聯學者Mebel博士來校訪問，Mebel博士

際網路進行後續之遠距交流。

為蘇聯之物理化學博士，任職原分所訪問研究員。訪問期間舉行演講，並與該系相關領

三日

國安會諮詢委員簡又新博士，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域老師合作研究。

四日

文津實業公司同仁一行六人，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動線、傢俱配

十日 大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空氣動力學系明曉主任、趙寧副主任及直升機動力學
實驗室高正主任一行三人，由本校工學院院長馮朝剛陪同，蒞校參觀。
十五日 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來訪，由日本研究所所長張瑞雄接待，陪同拜訪
校長林雲山及參觀校區。
十七日 巴拉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一行五人由岡薩雷斯主席率領蒞校訪問，
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廳主持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十八日 第六十次行政會議通過：在成立專責單位前之過渡時期，暫由主任秘書擔
任發言人。
十九日 成功大學圖書館建築小組成員一行十人，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空
間、傢俱設備設計、資訊網路規劃及圖書館之搬遷作業等。
二十日 育達商職師生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加拿大McGill大學音樂學院院長Richard Lawton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置、非書資料區等。
五日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史鼐（Chesnel）及文化組組長歐陽勵文（Richard）組長

上午十時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贈紀念品。
七日

本屆學生議員召開第一次大會，五十四位議員中共有四十三位議員參加宣

誓，並以不記名方式選出議長，由大傳系三年級何建勳、土木系施俊如當選正副議長。
八日 高雄市校友會召開年度大會，由會長王茂源主持，會中改選理監事，校友們
一致推舉五十六年化學系畢業校友許福島擔任新理事長。
九日

美國雪城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彼德．郭夫士（Mr. Peter Koveos）及陳江教

授蒞校訪問，在張紘炬副校長、商管學院院長及系所老師的陪同下，進行約一小時的座
談，主要針對本校商學院畢業生至雪城大學留學交流計劃進行討論，會後由本校國交會
安排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由本報主辦、未來研究組及課外活動指導組協辦的「新未來──宇宙探尋」全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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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賽由校長林雲山於週會上頒獎。
十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與會學員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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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科會顧問陳劉欽治博士、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執行副會長顧敏先生等一行
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本校申請設立蘭陽校園計畫

中國大陸研究所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綜合研究室副主任朱衛東副研究員，以及

書，陳董事會核備後送教育部。修正「淡江大學資訊中心設置辦法」，撤銷資料登錄

政治研究室孫升亮助理研究員、廣州社會科學院五位學者，來校參訪座談，就「兩岸關

股，作業組不分股。修訂「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明訂兼任教師於學期中

係的現況」提出精闢的見解，並與該所研究生進行熱烈的對談。

途改聘者，自提出簽呈之月份起改支鐘點費，並新增條文包括：1.各系所每年申請休假
教授以一名為原則，不得因此增加專任員額；2.教授休假以一年為限，如獲學校核准，
得以半年為單位分段休假，並於核准之日起，二年內完成；3.教授休假期滿後三個月

本校由體育室主任黃德壽帶領八人，前往日本，做為期五天的考察，取法日本巨蛋
體育館的設計，以作為本校興建體育館的參考。
十九日

英國北倫敦大學資訊傳播學院院長Mr. Stephen Webb蒞校訪問，上午十時

內，應提出書面報告，提校評審會核備；4.教授休假應俟返校服務滿七年後，方得再申

於L510視聽研討室舉行簡報及座談會，就交換教師、學生、與刊物互贈交流之共同研

請休假。修正「淡江大學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品會下設研發組、行政

究事宜交換意見，並至大眾傳播學系參觀訪問，進一步商談建立學術交流管道事宜。

組。

美研所邀請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陳純一所長及碩士班研一研二同學至本校參觀訪
十二日 政戰學校鄭瑞堅處長暨圖書館同仁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問，由李本京所長於T701室主持歡迎會，雙方並互贈書籍，旋即安排參觀本校圖書館
及海事博物館。

華僑中學高三師生一行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同仁一行五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陸中國商業商教學會常務理事孫以賢先生，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二十日

教育部通訊領域五位委員蒞校訪視，由主任委員魏哲和教授率領，此行之

十四日 台大僑生輔導組師生共五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目的乃針對電機系「八十六年度教育部通訊教育改進計劃」之成果訪視，訪視之內容

十六日

為：通訊領域課程與師資規劃、實驗室參觀、計劃成果展示與師生座談。

化學系邀請德國漢堡大學有機化學研究所教授柯尼（Konig）博士蒞校舉

行專題演講，在本校停留一個星期。Konig教授在中德學術交流計劃下，與本校化學系
吳嘉麗老師實驗室進行苔蘚植物成分分析研究合作及人員互訪交流。
盲生資源教室口述影像小組一連三天，在台北國家劇院與台北故事劇場合作舞台劇
──「大家安靜」，特別應用「口述影像」的方式，可以讓視障者也可以與明眼人同步
觀賞舞台劇之美，對視障者是一大福音。
桃園縣政府委託本校辦理研究所及學士學分班，今日開始上課，由於本校的學術聲
名，吸引包括縣政府主任秘書許應深等近八十名員工報名參加。
十七日 本校膳食委員會成員及餐飲衛生義工同學和本校餐廳負責人等一行人，由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帶隊，前往輔仁大學，進行一趟餐飲衛生管理觀摩之旅。
十八日 圖書館主辦「第一屆海峽兩岸科技資訊研討會」暨「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
作協會第四屆第二次年會」為期兩天，由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長及圖書資訊、科技情報
等研究部門人員共二三四人參加，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前館長朱成功先生由朱曉蘋小姐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總館。
師範大學王振鵠教授、中華民國資訊教育協會李德竹理事長、前科資中心馬道行主

二十日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新遴選出的重點系所為資工系及英文系，令人矚目的

是，英文系為重點系所實施四年來獲選的唯一非理工學院的系。
廿一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及國科會數學中心補助邀請美國Univ. of

Iowa數學系W. A. Kirk教授來校短期訪問，並舉行演講。
廿三日

大陸大連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孫吉田先生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加州州立大學老師共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四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與會學員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同仁一行五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總館。
廿五日

學務處主辦，各學院及軍訓室協辦之「八十六學年度全校導師暨輔導人員

知能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邀請政大心理系教授黃國彥專題演講「師生
溝通技巧」
。
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開幕典禮暨招商說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除
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黎昌意與會致詞外，同時會中亦舉辦工研院電腦與通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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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與本校及合作廠商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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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王世全教授來校短期訪問及舉辦系列演講，並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

台北市公館國小老師共三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日 圖書館慶祝非書資料室開放週年，舉辦「第一屆圖書館非常書週」活動。

廿七日

十日 香港大專青年台灣訪問團一行二十人，由本校學務處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部督學朱振昌、江美珠、曾德錦蒞校定期視

導，校長林雲山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議。此次視導主題為「探討大學募款計劃
成效及改進之道」，因此，會中由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專題報告本校募款作業之

總館。
十一日

第四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由應用物理系三年級萬德昌、西語系二年級

困難處，並展現本校募款成果。座談採雙向交流，督學們亦同時回答本校所提之問題。

陳瑞蕙，以約七成六的票數當選。此次選舉，全校總投票數為4522，若以全校學生約

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二萬五千人計算，投票率約為18%。

化學系與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共同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蒞校

十三日

西班牙Alicante大學外國語文秘書長Bryn Moody來訪，由西班牙語文學系

舉行專題演講，就「化學反應與光分解的動態研究」一題，在驚中正與理學院師生共同

主任宮國威親自接待，雙方討論未來兩校交換學生事宜，隨後宮主任陪同Bryn Moody

分享他的見解。

先生會見外語學院林森鈴院長，商談建立合作關係事宜。

靜修女中師生約一一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華民國日語文學會協同日本梨山大學松本泰丈教授來訪，由日本研究所所長張瑞
雄親自接待，雙方討論學術交流事宜，隨後並由張所長陪同參觀校區。
廿八日 日本駒澤大學法學部松田文雄總長所率領訪問團一行五人蒞校參觀，校長
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並致贈紀念品。訪問團成員計有外語部松本丁俊教
授、法學部西修部長、同學會拓植忠章課長及國際中心川波和章所員。
廿九日 第二十二屆大專盃溜冰錦標賽於本校舉行兩天，共有台大、清大、交大、
成大等廿三所大專院校參加，本校溜冰社分別拿下男女團體總錦標冠軍。
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在大陸西安交通大學舉行兩天，本校
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帶隊，共有十二位管理學院管科所師生前往參加研討。

十五日

巴拉圭教育部青年事務次長沙魯迪先生（Vicentet Saruddi Zald-Ivar）來

訪，除拜訪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並由拉研所宮國威所長等陪同參觀本校圖書館與海事博
物館，並在熊建成教授課堂中與拉研所研究生會晤，交換意見。
參加財政部經貿研習班之團員一行廿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育部VLSI領域之委員來校訪視，由主任委員周景揚教授率領，其他三位委員為
吳中浩教授、王益文教授、黃振昇副主任，此行之目的乃針對電機系「八十六年度教育
部VLSI教育改進計劃之成果訪視」，訪視之內容為：VLSI領域課程與師資規劃、實驗室
參觀、計劃成果展示與師生座談。
十六日

國防管理學院蒞臨國研所及圖書館參訪。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姜殿銘先生、助理研究員龐建勛先生，以及福建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行政人員全面品質管理（TQM）研習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省亞洲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李建敏先生，三位人士由政治大學國關中心邵宗海教授邀請來

行，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主持，包括行政單位一級正、副主管及全體同仁約三百三十人

台參加學術會議，同時前來本校參訪，與大陸研究所師生就「兩岸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比

參加，會中邀請企管系王居卿副教授做專題演講，題目是：「學校如何推動國際標準品

較」舉行座談。

保制度（ISO9000）」，另外，圖書館、資訊中心更以TQM推動實例作專題報告，之後由

十七日

副校長張家宜主持綜合座談。
教育部高教司邱耀賢科長陪同大專院校推廣教育訪視委員訪視本校推廣教育業務，
由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進行業務簡報。

四月
四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哈利洛夫教授
來校與該系何俊麟和高賢忠老師進行一個半月的學術合作。
六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及國科會數學中心補助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數

教育學程組承辦之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中等學校北區輔

導：教育科技與教育品質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北區中等學校校長、主
任、行政人員及相關教師、各縣市教育局教育行政人員以及師資培育機構教師約百餘人
參加，由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
十八日

「大陸學者訪問團」及「大陸福建省大學管理訪問團」來校參訪，校長林

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技術學院與台北國際青商會共同主辦「中小企業領袖經貿訓練專題研討會」，主題
為「中小企業財經領袖人才特訓專題──亞洲金融風暴下中小企業因應之道」，加強與
中小企業界之合作，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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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教育部委託學生輔導組辦理之「北區大專院校輔導中心主任暨輔導老師實
務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等一行九人應創辦人張建邦邀請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張
紘炬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後並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實驗劇團以「荷珠新航」一劇榮獲八十七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話劇比賽季軍。
廿三日 中山大學圖書館同仁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室。
南山高中校長及同仁等一行十人，蒞校訪問，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台北市高中英文科教師約四十人蒞校訪問，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女教職員聯誼會理事長張家宜帶領會員九人，前往位於台北市北平東路的創世基金
會訪問，張副校長並代表本校捐贈慰問金十一萬元。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之「全球新戰略架構下的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會議主題有五：戰略安全環境、區域安全課題、強權的互動
關係、兩岸關係展望、全球新戰略架構下的兩岸關係。會中邀請到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
任邵玉銘、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林碧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中斌、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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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得獎人，傑出獎葉和明一人，甲種葉和明等八
十八人，乙種顧錦芬等二人。
自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教學評鑑除評鑑卡外，另增加敘述性改進教學意見調查
表。
本校第六十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淡江大學考場規則第四條及第六條文：自八十
六學年度畢業考起施行，其主要內容為放寬未帶學生證者，可以身分證或駕照替代。
一日 日本靜岡縣立大學星猛校長伉儷及學生部長關森勝夫教授蒞校訪問，行政副
校長張家宜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並致送紀念品。
大陸北京大學在四日舉行百週年校慶，本校校長林雲山及夫人應邀組團前往道賀，
並參觀北大校園、拜訪對等院所。
本校盲生所組成的「紅不讓棒球隊」，參加第一屆世界盲生棒球邀請賽，勇奪季
軍，其中歷史一陳陸勤獲得「最有價值球員」，日文二楊佳芸獲得「最佳觀測員」
。

家，以及本校美研所所長李本京、戰略所所長翁明賢主持，並有鍾堅、吳新興、周煦等

上海復旦大學翁曼君教授受技術學院之邀蒞校訪問至五月十一日。

教授做評述。

二日 由教育部顧問室主辦、本校中文系承辦的「現代文學教學研討會」於驚聲國

廿七日

拉研所邀請巴拉圭外交部政治顧問伊貝拉博士（Dr. Enrique Ibarrade

Robert Cabezudo）前來，除拜會林雲山校長、張紘炬副校長、張家宜副校長與國際研究
學院楊棨院長，並舉行淡江講座，並以「以拉丁美洲觀點探討近代與現階段資本主義在
開發中國家之發展」為主題，進行三場演講。
廿九日

本校姊妹校紐西蘭懷卡特大學Mr. Peter Whisker蒞校商談學術交流事宜，

本校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第六十一次行政會議通過：保留軍訓室，俟教育部公布明確政策後再提校務會議研

際會議廳舉辦，主要探討現代文學的教學及其未來發展的方向。
六日 陸軍後勤學校鄭孟璟教務長兼圖書館館長等一行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大陸西北師範大學趙金保校長、李志正副校長等一行四人，由中原大學同仁陪同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拉脫維亞大學校長查基斯博士（Dr. Juris Zakis）及塔圖大學校長圖爾維斯特博士
（Dr. Peeter Tulviste）蒞校訪問，本校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議。文學院成立漢學資料中心，理學院成立科技中心，工學院成立大氣環境及風工程研

八日 會計系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合辦「財務會計與審計

究中心，國際研究學院成立國際問題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外語學院成立地球村語言及

準則研討會」，由會計系主任王美蘭主持開幕式，並邀請證券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委呂東

文化研究中心。修正「淡江大學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增加教師代表。修正

英作專題演講。

「淡江大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則」：休假得以半日為基數。修任「淡江大學職員遴用
及升遷規則」：組主任更名為組長。修正「淡江大學考場規則」
。
拉研所舉辦淡江講座，主題為「以拉丁美洲觀點探討現階段與未來資本主義在開發
中國家之發展」，邀請巴拉圭外交部政治顧問Dr. Enrique Ibarra de Robert Cabezudo擔任
主講人，共舉行三場演講。

十日

由學生自治聯合會為慶祝母親節，並推展與社區結合而辦理之「康乃馨、獻

親情」母親節系列活動於書卷廣場舉行，李登輝總統蒞臨主持開幕典禮，校長林雲山偕
同創辦人張建邦接待。青工會主任委員賴國洲亦蒞臨參加活動。
陸研所、中華兩岸世紀發展協會及北知青兩岸文化教育研究委員會假淡水校園驚中
正召開「現階段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
十一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邁阿密大學統計系陳文憲教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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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訪問二個月，陳教授在統計之理論研究及應用方面成就極大，其來訪期間與該系相關
領域老師研討切磋，對提昇學術研究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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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日

校長林雲山率本校行政單位人員代表赴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早稻田大學、

駒澤大學、近畿大學、東海大學訪問，進行行政與學術交流，首開行政人員國際交流之

鍾靈化學館改建工程正式動工，預計八十八年年初寒假之前完工，將於八十七學年

創舉。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擔任副團長，團員包括教務長徐錠基、圖書館館長黃鴻珠等十

度下學期正式開放使用，工期約九個月。改建後的新鍾靈化學館將是地下三層、地上四

五人，為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書館及資訊中心等六單位之代表；翻譯

層的七層建築，大門仍開在驚聲路上，面向行政大樓，總坪數為二千八百坪，內部規劃

由應用日語學系陳山龍教授擔任。

為行政區、服務區、教學區、研究區、圖書館、公共區，並將設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十二日

「ADSL網路簽約啟用典禮暨應用推廣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並代表本校與中華電信公司簽署ADSL校外宿網協議書。

廿五日

美國聖湯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商學院名譽院長Dr. Michael

Evers等一行四人蒞校訪問，由產經系李秉正代理學術副校長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
報及座談。

大陸廣西醫科大學馬朝桂校長等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教育學程組邀請美國喬治蒙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卡斯德蒙．麥蘭德

廿六日

教授（Dr. Gustavo A. Mellander）夫婦來校訪問，連續三天舉辦淡江講座，演講題目
為：「Trends in Teacher Education──師資培育的發展趨勢」、「Technology and

本校中文研究所周彥文教授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日本住友財團常務理事石川睦夫先生及企劃課長三宅良明先生，蒞校參觀覺生紀念

Tea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教師與科技：美國的經驗」及「Distance Learning,

圖書總館。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遠距學習、遠距教育與教師

廿七日

專業發展」
。
十四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首都德古西加巴市（Tegucigalpa）市長卡斯提亞諾斯

（Dr. Cesar Castellaos Madrid）伉儷一行三人蒞校訪問，本校由西語系教授陳雅鴻代理校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校長Dr. Dennis Anderson及英文系主任Dr. Reinhold

Krame蒞校訪問，並主持本校與布蘭登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之簽約典禮。
聖功女中師生一百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技術學院主辦「提昇企業競爭力之人力資源新策略研討會」。
十七日

大陸中國科學院文獻部副主任羅琳先生及圖書館館員張建輝先生蒞校，由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The Johns Hopkins公衛學院生物

長主持簡報、座談、致送紀念品。
金車飲料董事長李添財先生由創辦人張建邦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化學系邀請中山大學海洋資源系客座教授周秋隆博士（專職於加拿大聯邦政府海洋
部）蒞校舉行專題演講。
廿八日

由教育部與本校資訊中心共同舉辦的「NII校園宣導研討會」在淡水校園

統計系王美茜教授來校訪問，王教授在愛滋病研究癌症篩檢的統計方法上有深入研究，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一天半，共分三個梯次，會中針對「NII對電子商務的衝擊

來訪期間舉行五場專題演講。

與企業競爭力的提升」、「網際網路上的智慧財產權問題」以及「網路犯罪」等議題展

屏東縣校友會假屏東縣議會舉行成立大會，會中並選出現任國大代表林居利為理事
長。

開研討，邀請的來賓有台灣IBM公司電子商務事業處經理王德忠以及台灣大學法律系謝
銘洋、黃榮堅兩位教授。

十八日 台北市立陽明高中三年級學生共三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二日

拉研所主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座談會」，會中邀集外交部中南美

司科長張瀚鈞、外貿協會市場研究處呂文瑞組長及國內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及本校西語
系與拉研所師生，針對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交換意見與經驗。
廿三日

中文系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辦「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為期兩

天，該研討會以「兩岸四庫學」為主題，邀請兩岸學者共十五名發表論文。
法文系於驚聲中正堂舉辦「全國法語教學研討會」，邀請法國在台協會主席Gerard
Chesnel蒞校參加。

廿九日

錢紹明建築師事務所及有關人員共六人，為進行國防部圖書館改建工程，

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之軟、硬體設施及空間規劃。

六月
本校核定資訊工程系及英文系為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獎助年限資訊系四年、英文
系一年。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增加網路線上即時選課功能，並與原有之語音選課同
步，提供同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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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技術學院於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中小企業在跨世紀亞太變局中應有之
經營策略」研討會，總統府資政黃信介、經濟部部長王志剛蒞臨致詞，會中針對中小企
業應如何擴展國際化、如何籌募資金與如何產業升級三項子題作研討。
本校創育中心假淡水校園驚聲大樓T112室舉行推廣說明會，及進駐廠商叡揚資訊
公司徵才說明會。
管理學院獲選短期出國留學學生共計十三名，於暑假分赴美國伊利諾大學、加州大
學佛雷斯諾分校、維諾納大學等名校進修，在驚中正舉行授旗典禮，由院長陳淼勝親自
主持並頒發獎助學金。
三日 哥斯大黎加校長Dr. Gabriel Macaya伉儷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
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並致贈紀念品。
西語系舉辦「第二語口語互動的探討」研討會，由西語系宮國威主任主持，會中邀
請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Margarita Cambra Jine教授參加，與西語系教師交換語言教
學之經驗及方法。
美國在台協會文化中心美籍顧問Jean Cavanagh等一行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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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交流課長小林明先生及課員八田浩康蒞校訪問，拜會林
雲山校長，兩人此行是為了鼓勵有意赴日的同學前往該校就讀。
世界新聞學院圖書資訊系一年級學生共六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賴春田先生等一行七人，由技術學院企管系吳錦波主任陪同，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行政院研考會專門委員朱武、專員周曉雯，蒞校訪問本校圖書館辦理政府

出版品寄存作業情形，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舉辦之「八十七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於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參加的委員包括省市政府教育局局長、省市教師研習中心主任、各實習
中等學校校長及本校副校長、教學一級單位主管。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與工學院建築系假信義區新光三越舉辦建築作品聯展。
十二日

第卅九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設置辦

法」
。
十三日

本學年畢業典禮上午九時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

長林添福、本校董事、副校長、各一級單位主管、校友會理事長、系所校友會會長及學

本學年「第二曲線」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召開，由校長林雲山主持，一、二級

生家長到場觀禮。典禮中，校長頒發獎狀及獎品一份，表揚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和

單位主管皆蒞會參加，教務長徐錠基、文學院院長傅錫壬均做專題演講，並由校長林雲

體育獎等一二六名優秀畢業生。創辦人張建邦頒獎捐款本校三十萬元以上者，分別頒發

山主持綜合討論。

銀盤一座及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狀一紙。另頒發勸募金額壹佰萬元以上的四人，分別

四日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迎接二十一世紀之師資培育──教師專

頒發感謝狀乙紙及銀盤乙座。

業知能的省思」研討會，為期兩天，由校長林雲山與教育部政務次長李建興主持開幕並

十五日

林口國中老師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致詞。會中並邀請李建興演講「教育改革的契機與內涵」，及美國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

十六日

台北縣立育林國中林金泡校長等一行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等知名學府的Dr. Thomas L. Good、Dr. Mary McCaslin及Dr. John F. Wedman教授、教育

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圖書館同仁一行六人，蒞臨觀摩本校圖書館核心館藏之建

部中教司司長卓英豪等發表五場專題演講，另外，共分四個場次做論文發表。
五日 明德國中自學方案班畢業生共四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資系舉行「圖書資訊趨勢國際研討會：遠距教學與管理」，邀請美國俄亥俄州
Akron大學圖書館館長Dr. Delmas Williams及美國Univ. of Central Florida圖書館Dr. Chang
C. Lee至本校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演講。
六日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師生共廿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日 技術學院營建工程技術系邀請陳肇元教授擔任淡江講座教授。陳教授任職於

立、空間規劃利用及如何因應圖書館之發展趨勢等。
教育部長林清江蒞臨本校，主持由教育部委託本校盲生資源教室開發的百套盲用電
腦捐贈儀式，計有二十八所大專院校及三所啟明學校受惠。
廿一日

本校第十八個地方性校友會──基隆市校友會召開成立大會，選出化學系

畢業校友李堃南為理事長，大傳系藍如瑛為總幹事。
大陸研究所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所友會成立大會，會後隨即召開理監會
議，選出現任台灣省警政廳廳長的王一飛校友擔任理事長。

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兼任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及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

物理系利用重點系所經費補助舉辦「CASTEP階段性成果發表會及講習會」，邀請

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演講講題：「高強混凝土在中國的發展與研究」、「鋼

Dr. Victor Milman（M.S.I. U.K）及Dr. Mike Payne（Univ. of Cambridge, U.K）二位英國

管高強混凝土的設計與構造方法」
、「深基礎之開挖與防護」。

學者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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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台灣省立美術館同仁一行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三日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Dr. Sohail Inayatullah蒞校訪問，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
究組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四日 本校第七屆新任董事會成立，由第六屆原任董事全體繼任，張姜文錙女士
續膺選董事長。
廿五日

理學院化學系於驚中正主辦「1998年兩岸電化學研討會」，計有大陸、新

加坡、國內專家學者應邀出席。
資訊中心舉辦CPLINS客戶會議，台北師範學院等十六人來校參加，資訊中心並安
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六日 高雄三民高中師生共二八○人，蒞校參觀，由教資系及大傳系共同舉辦說
明會後，安排參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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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利用重點系所經費與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X光吸收光譜國際研討會」，
分別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SRRC）與本校物理系舉行。此次會議邀請Dr. Sayers
（NCCU, U.S.A.）等七位外國學者、物理系教師、同步輻射中心陳建德主任和國內相關
學者進行專題論文報告與學術交流。
二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科學院院士丘成桐教授來校訪問，

並於該系舉辦的「幾何物理國際研討會」中發表專題演講，丘教授為卓越數學家，係華
人中唯一榮獲菲爾茲（Field Medal）獎得主。
數學系舉辦的「幾何物理國際研討會」於S215多媒體教室舉行，為期三天，由學
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
三日 校長林雲山率團前往烏克蘭基輔大學訪問，並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工學院院長馮朝剛率領本校工學院教師十五名，及清華、台大、元智等校教師共三

校長林雲山率團前往莫斯科，帶領本校棒球隊與莫斯科大學及日本東海大學的棒球

十餘名，前往大陸北京及南京，分別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與大陸重點大學進行實質

隊進行友誼賽。同行的還有國際學院院長楊棨、教品會執行秘書莊淇銘、秘書室秘書馬

交流。三日至六日在北京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接著在八日至

銘浩、建教中心主任李德昭、數學系教授楊國勝、體育室蕭淑芬及王誼邦老師。

十日前往南京，參加「第一屆海峽兩岸直昇機技術學術研討會」
。

外語學院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大三留學授旗典禮，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

六日 中國工商專校圖書館同仁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親自授旗給六系一百三十二位同學。六系之中，除俄文系今年改往聖彼得堡大學進修之

屏東女中一行八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外，英文系到美國維諾納大學、西語系到西班牙拿瓦拉大學、法文系到法國弗朗士孔泰

九日 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毛連塭一行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學、德文系到德國波昂大學，日文系則分赴日本麗澤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

中和市公所所屬中和圖書館、大同圖書館同仁共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自

學、京都橘女子大學。
廿七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化學系教
授朱鵬年博士來校訪問，訪問期間舉行三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舉行座談會，朱教授在
材料化學界有相當傑出之表現，曾任五家學術期刊編輯委員，並為該校材料科學系與工
程系聯合聘任之教授。
廿九日 台灣省立美術館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月
建築學系舉辦「城市螢火蟲──建築夏日營活動」，共有約五十位來自全省各地的
高中生參加。
一日 八十七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張紘炬任校長，專任教授馮朝剛兼學術副

動化作業之編目系統。
中央研究院公布本年度新當選院士名單，本校物理系、物研所碩士班畢業校友吳茂
昆高票膺任，成為中研院第一位私立大學畢業的院士。
十三日
館。
十五日

「八十七年暑期高中圖書館人員學分進修班」學員四十五人，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一日

復興工商專校校長魏文雄等一行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校長張紘炬分別於驚聲大樓中正紀念堂及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由教務處辦理之「相
約在淡江」活動，並於致歡迎詞之後主持綜合座談，並由出席人員現場立即答覆學生問
題。本校一級主管均出席座談。

校長，專任副教授洪欽仁兼總務長，專任教授王曾才兼文學院院長，專任教授祝錫智兼

廿二日

工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李本京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專任教授陳敦禮兼秘書室主任秘

圖書總館。

書，上校曹仲立兼軍訓室主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魏陳同麗女士，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廿三日

中國圖書館學會視聽資料管理研習班學員共七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
救國團中國青年服務社團員及工作人員一行共四十四人，蒞臨參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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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二人蒞校訪問，除參加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之簡報，會後並由拉研所宮國威所長

資訊系舉辦「一九九八太平洋地區分散式多媒體系統研討會」，為期三天，會中除

陪同參觀資訊中心、海事博物館及圖書館。

邀請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先生蒞臨主持開幕典禮，並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資訊系教授張

十三日

系國博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資訊系教授杜鴻章博士、美國CMU大學資深研究員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再成立商學院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

Michael Christel、日本廣島大學資工系教授Tadao Ichikawa、美國匹茲堡大學資訊系教

心、管理學院管理系統研究中心、技術學院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各學院研究中心視同

授Taieb Znati、美國夏威夷大學資訊系教授Kazuo Sugihava蒞臨訪問演講。並有來自

二級學術單位直屬相關學院院長督導，主持人由院長兼任或推薦實際專案負責人兼任，

美、加、日、中四國學者發表二十七篇論文及座談。

學校不另支主持人津貼。修正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由校長改為

廿九日 日本知名軍事評論家風間實先生上午於美國研究所拜會李本京所長，就美
日安保條約及東亞國際情勢做了深度的意見交換。
三十日 校長交接典禮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六任校長張紘炬博士自林雲山手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採編組同仁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學術副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之。修正本校「好人好事運動推行
委員會設置辦法」，召集人原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改由委員互推。修正本校「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規則」，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由教師委員互推教授一人擔任。

中接下印信，董事陳雅鴻監交並致詞。典禮中，校長林雲山致詞報告六年來完成之各項

十五日

施政情形，並期勉新任張校長帶領淡江邁向二十一世紀。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博士、監察

美國國家研究院院士Richard S. Stein應化學系之邀，來校主持四場淡江講座。他的

委員趙榮耀亦蒞臨典禮並致詞。
塞內加爾國家檔案局局長巴耶（Saliou Mbaye）及外交部非洲司楊聚全先生蒞校訪

桃園縣政府學分班學員一行八十人，蒞臨參觀圖書館，分兩梯次參觀。

專長是在於高分子物理、微高分子微結構、光漫射理論及應用。四場講座主題分別為
「高分子摻合之物性」、「高分子界接著」、「塑膠廢棄物處理」、「高分子教育」，除了
淡江的師生外，並有台大、台科大及元智大學的師生包遊覽車來聽他的演講。

問。

二十日

八月
一日

校長於台北校友會館主持技術學院學生出國修習學分授旗典禮，亞東關係

學會秘書長郭汀洲亦蒞臨致詞。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來校參觀，應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之

邀，與該院各所長舉行座談。
國貿、經濟及保險系開始招收「大學先修班」學生。

廿二日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由畢光建老師領隊率領第一屆學生赴歐洲進行「體驗

建築」實地教學活動。
廿六日

姐妹校菲律賓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校長Rev. Fr.

三日 台中居仁國中師生一行卅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Tamerlane R. Lana、副校長Rev. Ernesto M. Arceo蒞校參訪，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四日 大陸福建財會管理學院圖書館副館長詹仁鋒先生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巴西校友會會長扈春桂、校友馮于繼抵母校參觀，由外語學院院長林森鈴陪同
拜會校長張紘炬。
五日

美國Roger Williams大學（Rhode Island）國際關係教授Dr. Mark M. Sawoski

蒞校訪問，本校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本拓植大學學生共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日 澳洲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國際學生事務處主任Heidi Piper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高職圖書館主任一行廿九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姐妹校哥斯大黎加國家大學副校長莫拉博士（Dr. Sonia Marta Mora Esclante）夫婦

廿七日

澳門拉丁基金會參訪團一行八人，由董事長蘇樹輝先生率團蒞校訪問，除

參加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之簡報，會中並針對促進雙方學術交流充分交換意見，澳門
基金會亦將提供拉研所學生前往澳門研習葡萄牙文必要協助。
大陸南京會計師協會代表一行九人蒞校訪問，本校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安排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卅一日

大陸北京清華大學及上海同濟大學土木系主任及老師共十四人蒞校訪問，

由工學院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圖書總館門禁系統改裝刷磁條機，讀者可使用證件上的磁條刷卡，也可以用雷射光
掃描條碼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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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九月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科學院士、美國麻州大學榮譽教

授暨高分子研究學院主持人Richard S. Stein教授來校短期訪問及講學，訪問期間舉行四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歷史系蔡錦堂副教授、數學系李武炎副教授、

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化工系何啟東副教授、經濟系林金源副教授、統計系吳忠武教授、英文系卜萊士副教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同仁共廿一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授、歐研所鄒忠科教授七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十七日

本校增設資訊傳播學系、管理科學學系；進修教育學士班更名為進修學士班；歷史
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金融博士班設立。
為因應夜間部第二年轉型為正規學制教育，自八十七學年度起上課時間於17:30∼
18:20增加一時段。
一日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系主任李義虎主任應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李本京邀請，來
校參觀並拜訪馮朝剛副校長。當日與該院各所長舉行座談會，雙方對教材應用課程提供
及畢業生出路等均作了意見交換。
三日 嶺東商專董事長黎明、校長郭宗浩及同仁一行十四人蒞校訪問，由技術學院
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美國俄亥俄大學副校長Dr. James C. Bryant夫婦蒞校訪問，由技術學院安排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四日

第六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為簡化工作，提昇效率，精簡各項會議列席人

員：列席人員以該單位直屬一級主管一人參加為宜，倘會議內容涉及其他單位者，得請
承辦單位派員列席，院務會議與導師會議分開舉行，軍訓會報及總務會報由校長主持。
盲生資源教室更名為盲生資源中心，其組織辦法仿各學院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修

八十七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在覺生國際廳舉行，由張紘炬校長主

持，創辦人張建邦蒞臨致詞，會中安排三場專題報告：「網路世代與學務工作」、「科
技革命與教育願景」
、「研究所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
十八日

日本明海大學江林英基教授、山中隆男課長、近江彰課長等三人，蒞臨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九日

俄羅斯研究所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一場研討會，邀請了國內

研究俄國政經問題的專家對「俄羅斯金融風暴對國內外政治之影響」之議題進行座談。
二十日

創育中心於E680舉行「申請進駐廠商審查會」，會中共有二家中小企業通

過審查，成為創育中心正式進駐廠商。
日研所邀請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第二度來校作為期兩周的集中講學課程。
廿二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983期教學媒體中心管理研習班學員一行四十

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三日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訪問團」團員一行八人，由中國圖書館學會

安排，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校長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主持由中國文學系舉辦的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留學班第
二十七梯次之開學典禮。

正「表揚好人好事運動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召集人由校長就委員中改為由委員互推

廿八日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服務網正式啟用。

之。修正「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由教師委員互推

廿九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第984期教學媒體中心管理研習班學員一行三

教授一人擔任。「膳食委員會」主任委員改由學務長擔任，「環境保護委員會」及「安

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全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改由總務長擔任，各委員會只要不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執

台北商專圖書館、視聽中心同仁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行秘書均由主任委員推薦。

三十日

八日

「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與「（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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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行業專業分包廠商提升競爭力」，
為期九個月。
十日 八十七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在驚聲國際廳舉行，共有三十一位新聘專
任教師參加，由校長張紘炬主持，會中安排五場專題報告。
十一日
館。

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賴鼎銘及同仁共十六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資策會資料中心同仁計四人，蒞臨參觀圖書館總館，並觀摩圖書館所提供

之資料庫服務。

十月
一日

台北市明德扶輪社及美國East Fresno扶輪社人員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二日

「1998會計理論與實務題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財政部政

務次長嚴慶章做專題演講，會中共發表十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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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所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舉辦「1998年德國國會大選座談會」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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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電機系邀請大陸學者灰色系統理論專家鄧聚龍教授來校進行重點系所短期

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由所長張維邦主持，會中邀請全國關心德國國會大選後歐洲

講座。上午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並參觀電機系實驗室。接著分別於十月廿六、廿八、

情勢學者共同參與。

廿九日上午於驚聲大樓中正紀念堂舉辦三場演講，中午並於T305舉辦座談會。廿六日

五日 本校正式成立九個研究中心，分別為：文學院漢學資料中心、理學院科技中
心、工學院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學院國際問題及國家安全中心、外
語學院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商學院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管理學院管理系
統研究中心、技術學院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及隸屬於教務處的盲生資源中心。各研究
中心主任分別為文學院周彥文、工學院鄭啟明、理學院王伯昌、商學院莊孟翰、管理學
院陳淼勝、外語學院狄殷豪、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技術學院蔡信夫、盲生資源中心由
教務長徐錠基兼任。
六日 中原大學圖書館館長及同仁一行八人，蒞臨參觀圖書館總館。
七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教育科技與學習環境之規劃學術研討會」學員
一行一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八日 茗溪學院高等學院加納主任一行五人來訪，與日文系主任劉長輝進行預計今
年十一月中旬來台研修團之行前磋商。
十三日 馬偕護校總務處主任及教務處設備組組長，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
家具、設備。

於下午在工學院會議室（E680）舉行座談。
廿三日

化學系邀請普渡大學化學系施增廉博士蒞校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交

流。
廿四日

北一女中圖書資訊社及建中圖書館社社員共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廿九日

淡水後備動員管理學校軍官學員四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及

查檢資料。
本校首度舉辦親善大使選拔，有近一百五十位女同學參加角逐，共錄取土木二A楊
安琪等四十位，將負責學校接待外賓的工作。
華夏工商建築科師生共一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艾森豪獎學金得主Mr. Robert W. Radtke蒞校參觀訪問，並由李本京院長主持學校簡
報及與國際研究學院師生舉行座談會，針對「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台灣國際地位」及「美
國和中共的協議策略」兩項議題展開討論，會中詳盡且中肯地剖析了台灣的現實情況，

技術學院財務系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技術學院學術專題討論」系列活動，邀
請多位各校教授蒞校發表論文，促使校際學術互相交流，系列活動舉辦至十二月八日。
十四日

參觀本校盲生資源中心，下午拜會工學院院長祝錫智，三十日上午拜會校長張紘炬，且

美國阿姆斯壯大學教授Prof. Dr. Richard Ziebarth及Dr. Margarette Peggy

Hanke二人，蒞校訪問，外語學院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可行之道。
大陸所邀請大連學者來台參訪團來校參觀及座談，團員包括大連理工大學校長林安
西、大連醫科大學校長宮黎明、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宋廣法、大連海事大學副校長郭
禹、大連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張守鵬、大連大學副校長張孫秀玉、大連台辦處長邵孟斌等

淡江中學師生卅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人，由政大東亞所施哲雄教授及博士候選人張執中先生陪同來校，並由校長主持學校

十五日 俄研所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潘大渭教授來校講座，廿三日正式授

簡報及座談，並就「兩岸大學行政實務」提出精闢的見解。

課，授課科目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問題」
。於本校停留三個月。
十七日

舉辦第一屆「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由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

十一月
澳洲大學建築學院院長來訪，由張基義老師專題介紹建築學系概況。

辦。
十八日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岡部寬老師率學生八名來台，進行為期一週的海外日
本語教學實習課程。
十九日 日僑工商會基金營運委員會委員長豐澤先生蒞校拜訪。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管理學院院長Dr. George R. Burman、副院長
Dr. Peter Koveos及陳江教授下午二時二十分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主持座談會，本校商管學院老師也參與討論。

三日

數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大計算機學系黃銘德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Discrete

Logarithm Over Various Groupsand Cryptography」
，會後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並參觀
圖書館。
化學系邀請大陸山西大學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楊頻教授蒞校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
術交流。
御茶水大學井上史雄教授由政治大學林綺雲教授陪同蒞校訪問日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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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暨西研所舉辦重點系所講座，邀請國際級語言學大師Dr. Larry Selinker來校
做三場學術專題演講，並與該系所師生座談。
資訊中心三十週年資訊展──「走過三十年、迎接二十一世紀」開幕，除了展出該
中心這三十年來珍貴歷史照片，還規劃了包括電腦教學實習支援等九個展示區。
四日 巴拿馬前內政部部長華斯克先生（Lic. Juan Materno Vasquezde Leon）
、前外
交部部長羅培斯先生（Dr. Carlos Alfredo Lopez-Guevara）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
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大事記 855

校慶運動會只舉辦系際大隊接力賽，男子組共有中文系等二十六隊，女子組則有教
資系等二十九隊參加，各分為五組，採分組計時進行決賽。
實踐學社於活動中心舉辦校慶慈善演唱會，由校友卜學亮主持，門票收入在扣除所
需經費開銷後全數捐給在瑞伯颱風中遭遇家變的夜會計系羅珮雯。
中華民國商管協會今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成立大會，並選出第一屆理事以及監
事。
十日

校長於覺生國際廳歡迎姊妹校遠東大學第一副校長芮茲尼克博士（Dr.

華夏工商專校建築科師生共一六一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Reznik B. L.）、商管學院院長別洛烏索夫博士（Dr. Belousov A. A）蒞校訪問，校長張

六日

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芮茲尼克博士並於物理系舉行三場淡江講座。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Vision 2020：台灣教育的新視野研討

會」，邀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紀珠舉行專題演講，由創辦人張建邦擔任
主持人，講題為「台灣教育新視野──青年志願服務」
。
第四十次校務會議通過：八十八∼九十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技術學院

日本岩手縣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石橋敬太郎副教授等四名教授蒞校訪問，參觀日文
系及英文系之教學。
十三日

美國研究所與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合辦之「中華民國之

各系更名：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國際貿易經營系、財務金融營

民主化及國際關係學術會議」，今、明兩天分別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及淡水校園覺

運系→財務系、建築工程技術系→建築技術系、營建工程技術系→營建系、應用日語學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美國、亞洲各國學者及本國數所公私立大學者五十人參加，校

系→應用日語系。國貿系、財金系、企管系、統計系各一班於八十八學年度起轉型為進

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創辦人張建邦應邀在會中做專題演講。

修教育學士班。文學院大傳系實習電台「淡江之聲」納入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學生申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Asian Institute研究員陳杰應東南亞所邀請蒞校進行短期學術

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為由教師委員互推一人擔任，執行秘

研究訪問，廿四日於該所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對東協地區政策之

書改由召集人提請校長聘任之。

演化：五大趨勢」
，並參加美研所舉辦之國際研討會擔任論文評論人。

由總務處主辦四十八週年校慶蘭花展在本校的五虎崗廣場展出，展期六日至八日，
約有三百到四百盆的蘭花參展。
七日 大陸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大陸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副研
究員陳墨先生等一行六人，由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安如巒博士陪同，蒞臨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
八日 四十八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及「淡江菁英」金鷹獎頒獎典禮於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長林添福、本校董事、及各界貴賓、校友、教職員工生數
千人參加慶祝大會，會中頒發第十二屆「淡江菁英」金鷹獎八位，分別是：蔡永興、王
朝茂、陳戰勝、林成賢、于竹、李述德、薛昭信、段相蜀。
為慶祝本校四十八週年校慶，今日由校長室等各個行政單位、系所和各校友會三十
七個攤位共同舉辦校慶義賣。
為慶祝本校四十八週年校慶，今天於海報街、活動中心、總圖前分三區舉辦園遊會
擺攤的活動，此次共有五十八個攤位參與，販賣的內容應有盡有。
溜冰社今日於本校溜冰場舉行成果展，進行十二項溜冰表演。

十五日

宜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宜蘭市友愛大飯店十樓會議中心舉行成立大會，

會中選出羅東博愛醫院副院長羅國雄任理事長。
十六日

校長應北京大學之邀，率領數學系教師十人赴北京大學參加「第二屆海峽

兩岸數學研討會」
，大會期間並參訪天津南開大學。
十七日

加拿大Brandon大學教授Murray R. Smith蒞校訪問，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學院館長吳榮子、高雄餐旅學院林主任、高雄大學籌備處張
小姐等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八日

海南省教育會會長徐金龍先生率海南省教育訪問團一行，由賢志文教基金

會人員陪同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兩岸小組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三日

墨西哥泛美大學國際事務主任莫瑞諾教授（Prof. Javier Moreno Dare）及

墨西哥泛美大學校長顧問維耶荷教授（Prof. Manuel Viejo Zubicaray）蒞校訪問，拜會學
術副校長馮朝剛，參與簡報及座談會，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同仁及義工一行四十六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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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857

土木系邀請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Jose M. Roesset教授抵校訪問，今、明兩天舉辦

三日 世界和平教授學會一行四十人由韓國鮮文大學校長李京峻率領蒞校參觀，團

三場專題演講，Jose M. Roesset教授的研究專長為結構動力分析、土壤－結構物互制、

員包括美、韓、日、菲、馬、泰、港等地之教授，由國際學院院長李本京陪同參觀圖書

流體－結構物互制。

總館及海事博物館，並於參觀後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

廿四日 資訊中心所承辦之「八十七學年度國立大專校院暨私立大學校院電算中心
主任聯誼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電算中心主任主管
一百餘人與會，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

七日 日本茗溪學園高等學校師生十人來建築系參觀，由堀込憲二老師翻譯，王俊
雄老師專題演講。
九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red W. Huffer、Ian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圖書資訊館館長江振輝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Mckeague兩位教授蒞校訪問二星期，並舉辦六場專題演講，中研院統計所及中央大學

廿五日 歐研所邀請現任英國愛丁堡Eurasispark Managing Director的Robert Mitchell

數學系多位教授參與研討。

先生蒞校訪問，並於驚聲大樓T701室以「Taiwan’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_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台灣與歐盟的關係──過去、現在、與未來」為題發表專

全研究中心邀請蒞校參訪與座談。座談會由中心主任李本京主持，與國際研究學院各所

題演講。

所長就我國在此跨世紀之時所應扮演角色及當前國際情勢作詳盡探討。

教育學程組辦理「八十七年教學科技與師資培育」多邊對話活動，邀請國立台北師
範學院教授田耐青、教授李宗薇、國立體育學院教授朱麗麗、東吳大學教授林素雯擔任
活動對話人。
英國Unipart University, Prof. Ian Cambell教授等一行二人蒞校訪問，國交會安排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六日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辦理之「八十七學年度中央有關單位聯合訪問淡江大
學僑生座談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紘炬主持。
廿七日 遼寧計畫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戈軍先生率
「遼寧資訊學者專家訪問團」
一行十一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廿八日 輔仁大學企管系學生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二月
一日 越南國家社會科學與人文中心副主任黎有層先生率團訪問本校東南亞所，該
團一行十七人與東南亞所師生進行小型座談會，會議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主持，
越方除積極表達與本校交流合作之意願外，並邀請東南亞所師生前往越南訪問。
為因應進入廿一世紀高等教育將面臨的各項衝擊與挑戰，本校成立「跨世紀發展指
導小組」，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擔任召集人，校長張紘炬擔任副召集人，副校長張家宜
及馮朝剛任委員兼執行督導，另有卅位委員，由各教學及行政一級單位主管及淡江時報
社長擔任。
二日 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羅克斯處長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陪同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美國亞太國防事務專家訪華團季艾瑞、董理查、黃介正等三人應國際問題及國家安

長榮管理學院創辦人蘇進安博士率該校圖書館館長等一行八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總館之設計規劃、設備等。
十一日

教科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科技與終身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中邀請我國以及世界各地視聽教育與教學科技的學界人士，探討以教學科技提昇終身
學習的相關理論與實務。由張紘炬校長擔任主持人，張校長並專題演講「虛擬環境中學
習：理論架構與設計考慮」。
台北靜修女中商科一年級師生二二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財團法人台北市行天宮附設圖書館同仁一行卅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建
築、空間規劃，並觀摩圖書館之讀者服務及採編作業。
國際研究學院及大陸所舉辦「第二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跨世紀國際關係與
兩岸」學術研討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等應邀與會，來台期間，由大陸所張五岳
所長安排拜會陸委會、台灣綜合研究院、國策研究院、遠景基金會、海基會、國關中心
等單位，九日上午由李本京院長陪同參觀校園及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
十二日

歷史系學會假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水學──現在、過去、未

來」研討會，為期兩天共十六場，結合學術界研究者、淡水地區地方文史工作者及中小
學鄉土教育者的資源及心力進行交流。
十五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校友也是陳正炤紀念獎學金捐贈人朱知章博士，並致贈

紀念品。
教育部委託本校人事室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北區私立大學校院人事業務連繫座
談會」，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並致詞。
本學期優秀青年共有大傳四何建勳等十五人獲殊榮，並於班代表座談會中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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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每位同學獲頒獎金二千元、獎狀乙紙及大功一次之獎勵。
十六日 民航局航空器設計製造適航驗證中心執行長陳邦達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七日 馬拉威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大使）Mr. David Rubadiri蒞校訪問，國交會安
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事記 859

盟協會中十一家簽約組成「世紀小龍策略聯盟」
。
廿三日

本校校長張紘炬與台灣微軟總經理范成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簽下

「Microsoft軟體校園授權」合約，是亞洲第一所與微軟簽約的大學。未來在授權使用期
限內，本校所有的行政及教學單位都可以使用Microsoft的校園軟體產品，連教職員工家
中的個人電腦和Notebook也包括在內。

十八日 電機工程學系主辦之「一九九八年全國電信研討會」在驚聲中正紀念堂舉

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為實施週休二日，擬調整上班時間乙案，由行政副校長

行，校長張紘炬上午八時卅分蒞臨開幕致詞，受邀的貴賓有國科會副主委張進福、中華

擔任召集人，組專案小組研議。審議通過八個學院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淡江大學文學院

電信公司董事長陳堯。會中發表八十三篇論文，並安排兩場專題演講，第一場「Count

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台設置辦法、淡江大學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淡江大學安

down to the Wireless PCS Centuty」，主講人為德州大學的杜奎博士；第二場「Theoretical

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淡江大學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原由校

Consideration Toward the Modeling of Intelligent & Complex System」，主講人為美國杜克

長兼任，改由校長聘任。組專案小組研議「淡江大學網路使用管理辦法」，由資訊中心

大學資訊工程系的王寶碩教授。

主任施國肱為召集人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分工如下：5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

創辦人張建邦召開「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會議」，研討本校廿一世紀發展重要議

備委員會，校長張紘炬為召集人，副校長張家宜、馮朝剛為副召集人，一級單位正、副

題，以確定本校未來發展方向及原則後，由校長組成「5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就各

主管及淡江時報社長為委員；下設八個小組：1.校史及校慶叢書編撰及出版小組，召集

項活動正式分工，展開本校跨世紀發展的序幕。

人為副校長張家宜，2.學術活動籌備小組，召集人為副校長馮朝剛，3.多媒體教學成果

十九日 由外交部贊助、本校歐研所和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了一場名為「歐

展示小組，召集人為教發中心主任莊武仁，4.三化成果展示小組，總召集人為副校長馮

元、美元、日圓：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與其對台灣經濟之影響」的學術研討會，會中

朝剛，國際化分組召集人為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李本京，資訊化分組召集人為資訊中心主

共有「從歐美角度看歐元的誕生」以及「從亞洲的角度看歐元的問世」兩個主題，分別

任施國肱，未來化分組召集人為教發中心主任莊武仁，5.體育活動籌備小組召集人為體

邀請本校歐研所所長張維邦教授、行政院財政部金融局組長黃得豐、第一銀行國外部經

育室主任黃德壽，6.社團活動籌備小組召集人學務處學務長葛煥昭，7.校友活動及社會

理王東和以及台大經濟系李顯峰等人，共發表了四篇論文。

資源募集小組召集人為發展處主任陳敏男，8.公關及媒體工作小組召集人為主任秘書陳

二十日 參加新竹市立文化中心「知性之旅」活動之新竹市民十五人，蒞校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一日

美國三一學院校長Dr. Evan S. Dobelle等一行五人蒞校，與本校簽訂學術

交流協議書，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電機系邀請英國Glasgow University電子及電機工程系教授Dr. De La Rue來校短期講
學。上午於化中正演講，講題為「High-Frequency Opt Electronic Devices and ModeLocked」及「Semiconductor Lasers for Ultra Fast Communications」
。
廿二日 越南國際關係學院顧問前任院長陶輝玉先生暨夫人及副院長周功逢先生暨
夫人、中共研究雜誌社社長鄭叔平先生、研究員李芙桃小姐及林敏先生蒞校訪問。於拜
會校長、聽取本校簡報介紹後，赴覺生圖書館參觀，最後於東南亞所圖書資料室與東南
亞所教師舉行小型座談，雙方並約定二月份由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李院長率團訪問該學
院。
創育中心於台北校園舉辦「世紀小龍策略聯盟電子商務招商說明會」，會中促成加

敦禮。
廿四日

台中縣私立致用高工職業學校師生九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八日

電機系邀請Polytechnic University教授Dr. I-Tai Lu來校短期講學。上午於化

中正演講，講題為「Techniques To Combat Multipath Propagation Impairments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及「Novel Smart Antenna System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三十日

物理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Kocharian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Mott-Hubbard

Transition and Mixed Valence States」。
高雄市國光中學師生二百人由該校校長林耀榮先生、鄭淑媛老師分別帶領前來本校
建築學系及大傳系參觀，由吳光庭老師專題演講，並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卅一日

北京海淀大學校長陳寶瑜先生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兩岸小組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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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圖書館。

八十八年

廿七日

立志高中師生一八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廿八日

巴爾幹半島斯洛維尼亞大學亞非研究系的教授Mitjasaje來校訪問，希望能

一月

透過外交部歐洲司之協助，了解及建立兩校、系間學術交流。當天下午由中文系周彥文

五日 大陸襄樊傳感測控制技術研究所工程師黃賢德先生率「大陸先導科技學者專

主任陪同，與學術副校長馮朝剛進行會談。

家參訪團」一行十四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義守大學圖書館張佑康館長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非書資料室。

廿九日

陽明高中師生三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二月

六日 本校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季刊創刊時期主編藍艷周先生一行二人，蒞校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館。
烏拉圭眾議院議長池洛博先生（Mr. Jaime Mario Trobo）由外交部代表陪同前來參
觀拉研所，並與學術副校長馮朝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座談。會中，池洛博先生
針對烏拉圭現況及與我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情況進行報告，並與拉研所師生交換意見。
七日

新幾內亞警察部部長Thomas N. Pelika等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本校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試行開設遠距教學，於淡水、台北二校園開設由陳瑞
貴教授所授「社會未來」。
一日 三民中學參加本校舉辦之化學營的同學八十人，由主辦單位安排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館。
二日 英國University of Ulster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

館。
八日 南非西開普敦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Dr. Greg Mills，於外交部非洲司官員陪同
下蒞校訪問，並與師生進行座談，就國際情勢與東亞安全問題交換意見。
十二日 美國Florid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ampa College校長Dr. Stan Banks等一
行人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十三日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董事長張良田、校長郭藤吉及該校行政主管等十四人蒞
校參觀，取法本校圖書總館建築設計及規劃。
十四日 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教授草薙裕先生來台進行學術交流及演講。
十五日

本校開放夜間部學生至進學班修讀重補修課程，惟每學期以一科為限。

巴拿馬文化局局長迪爾賈多先生暨夫人（Mr. Jorge Delgado Castellan ＆

圖書館。
五日 銘傳大學圖書館桃園及士林校區閱覽組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館。
廿二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蒞校作為期兩週的集中講學課程

「戰後日本政治發展專題研究」。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李本京率領訪問團赴越南胡志明市及河內參觀訪問，並與越南國
際研究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一行人於廿八日結束訪問行程返國。
廿四日

第六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審議「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提

Mrs. Rebeca De Delgado）由外交部代表陪同訪問本校，由學術副校長兼國交會主委馮

校務會議討論。修正「淡江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章程」更名為「淡江大學學生會組

朝剛主持簡報及座談會。

織章程」、「淡江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會長選舉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選

化學系主辦「一九九九年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校長張紘炬應邀於化中

舉辦法」、「淡江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學生

正主持開幕式並致詞。會中邀請陳長謙、彭旭明、林聖賢三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八十七

會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辦法」。修正「系、所、院學會組織辦法」，明訂系、所、院為輔

年化學獎章得獎人郭悅雄博士蒞校演講，計有校內外人士近百人與會。

導單位。「淡江大學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十八日

建築學系於淡水捷運站展覽，主題：「速度、影像、場所」
，圓滿完成。
十九日

化學系邀請美國聖露易士華盛頓大學高憲明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

「Solid State Double Resonance NM Rasa Tool for Investigating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Chemical Reactivity」
。
廿三日 參加世界自由日外賓一行十九人蒞校訪問，本校張創辦人陪同參觀覺生紀

廿五日

北區創新育成中心聯誼會於台北校園330會議室舉行，校長張紘炬應邀致

詞。
廿六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主持淡江麗澤大學留學生班八十七學年

度第二學期開學典禮。這一期麗澤班留學生共有廿二位。
廿七日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央實踐研究會同學一行十八人，由技術學院蔡院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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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十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中國科學院物理所聞海虎教授來校進行

南投縣校友會於溪頭米堤大飯店成立，會中選出竹山鎮鎮長許文欽校友為理事長。
美南休士頓淡江校友會舉行年會暨1999年新春聯歡會，會中並通過由馮啟豐蟬聯
該會理事長。

士，前來本校進行參訪活動及洽談學術合作計畫，行程除安排與本所教師們會面參訪

三日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由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之特約講座許智偉教
授，並致贈紀念品。

日文系舉辦淡江講座，邀請姊妹校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朝倉征夫博士蒞校
十日離校。

五日 日本亞細亞航空主辦之日本大學生訪華研修團，由飯島雅則團長帶領至本校
參觀訪問，並由日文系主任及招待義工於Ｔ701舉行座談會。

十五日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美國杜克大學電機工程系專任教授（Information

Sciences國際期刊主編）王保碩博士（Paul Wang）蒞校進行三場演講。

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性學學會聯合舉辦的女性學講座假驚中正舉行，講題為「女
人的十八、二八、三八……──女性的成長歷程」，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擔任主持人，
政大林芳玫、政大陳惠馨、台大沈曉茵、輔仁簡瑛瑛、淡江黃

外，另安排會見學術副校長洽談學術交流合作事宜。
演講，主題為「國際化時代之多文化教育──地域社會、日本語學習、家庭教育」，二

四日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教育部高教司科長何卓飛。

莉等五位教授擔任引

言人。

由財團法人同福文教基金會贊助，技術學院財務系主辦、執行之「科技、人文與傳
播文化互動系列」重要著作研讀會，共舉辦六場研讀會。為期至八十九年一月。
十六日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人員陪同自日本來訪之研究員等一行七人，蒞臨參觀圖

書總館。
數學系獲國科會「訪問學人」經費補助邀請美國奧本大學Henderson教授蒞

校訪問一週，舉辦二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應用化學系主辦「1999年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

邀請蒞校演講的日本東北大學宮仕勉教授，並致贈紀念品。
美國田納西州立曼菲斯大學常務副校長雷格博士（Provost Dr. J. Ivan Legg）蒞校訪
問，隨行還有國際合作及交流中心執行長布朗爾博士（Dr. Blaine Brownell）及地理系
系主任孔祥德博士（Dr. H. T. Kung）。希望能促進與本校的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本校今起開始實施全校學生網路請假方案，以一日事病假為限，考試期間、二日以
上的請假仍需依學生請假規則辦理，是全國第二所實施網路請假的大學。
女聯會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舉行理監事改選，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再度連任
理事長。
九日

化學系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化學系Prof. Arthur B. Ellis蒞校演講，並與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英國赫爾（Hull）大學助理教務長暨高級顧問方曉博

二日 規劃遠距教學之誠昭公司同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非書資料室。

八日

十一日

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三月

六日

短期訪問及講學，訪問期間舉行二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討論。

英文系重點系所講座，邀請莎士比亞大師Dr. Murray Levith到本校進行專題演講及
座談，為期四天。
創育中心於E680舉行「申請進駐廠商審查會」，通過捷比漫畫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為
本校進駐廠商。
十七日

後備動員管理學校教育長、教務處副處長、圖書館館員一行三人，蒞臨參

觀圖書總館之館舍建築及觀摩技術服務、讀者服務措施。
十八日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舉辦廠商聯誼會，藉此加強和進駐廠商交流及促進彼此

策略聯盟。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與連副總統夫人方瑀女士有約茶會，由女聯
會理事長張家宜主持，連夫人除了肯定本校的辦學成績外，並讚揚本校校園的宮燈大道
是世界十大校園美景之一。

物理系邀請美國Wayne State大學陳瑞騰教授（超導專家）與該系教師作學

術討論。
美國維諾那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國際學生行政助理Mr. CK. Kwai來校參
訪，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及外語學院院長林森鈴，並出席英文系大三國留學計劃第二
次說明會，了解並解答同學們的問題。

政治大學林綺雲教授和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鈴木泰教授來校訪問，並與日文系
教師進行學術交流。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工程系專任教授郭宗杰博士在本校驚中正進
行四場演講。
十九日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山口隆廣先生、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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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斐睦夫課長、教育、科學體育及文化部學生課Jinchi Fujisaku課長、文部省學術國際
局留學生課口理央文部事務官，來校進行本校留學日本情況之訪問。
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Dr. Michael C. Payne來校與李明憲老師、林志興老
師進行有關CASTEP發展計畫之學術討論。
淡江中學三年級師生一行五十人為了解如何利用電腦查尋資料，特蒞臨總館，由本
館參考館員指導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及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之使用。
國際研究學院舉辦「國際化講座」，邀請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來校主講「兩岸關
係的新思維」。
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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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張紘炬應邀開幕致詞。
大陸北京法政大學教授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總館。
廿九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校長Dr. Robert Maxson夫婦蒞校訪問，校長張

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該校校長表達與本校進行學術交流的意願。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生田富夫校長、大學法學部齊藤信宰部長、大學商學部曾我德興
教授、大學教務課中村隆一先生等下午蒞校訪問，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續約，將兩校每
年交換生名額增為二人，典禮由校長張紘炬主持。
卅一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補助舉辦「第十三屆粒子與場春季學

產業經濟學系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四屆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由

校」
，會中邀請國外著名物理學者有：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Howard George教授、美國普

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除了邀請央行副總裁許嘉棟博士針對「金融風暴之央行

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傑出訪問教授Anthony Zee教授、印度國家科學院院士Sumit Ranjan

政策」做專題研討外，尚齊聚了數位國內外知名學者，發表有關產業的各種研究。

Das教授。

校長於會客室接待與本校物理學系合作計劃之英國劍橋大學Dr. Michael C. Payne，
並致贈紀念品。
廿二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主持由學生事務處召開的八十七學年度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桑德蘭大學圖書館館長Dr. Andrew McDonald來訪，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見，並
致贈紀念品。他向張校長提出許多交流的問題，特別是圖書資訊方面。
廿三日 校長張紘炬於接受「天下雜誌」王櫻憓小姐之「跨世紀高等教育專題」採
訪，暢談本校辦學理念。
歷史系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副教授金丸裕一博士，亦為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訪問學人蒞校演講，講題為「簡介日本有關中國與台灣現代史的檔案暨資料」。
鑽研中國文學的韓國教授許世旭，一連四天與本校同學面對面，在中文系舉辦的淡
江講座中，暢談韓國漢學發展概況，比較中國海峽兩岸的新詩，並提出幾個中國現代文
學史研究的問題。
創育中心於淡水校園舉行「示範性資訊說明會」，藉此宣導政府輔助措施，提供廠
商研究及資金管道。
廿五日 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由學生事務處承辦八十七學年度北區大
學校院「學務工作研討會」開幕致詞並致贈貴賓紀念品。
俄羅斯研究所在驚聲國際會議主辦「莫斯科、北京、廣州：蘇俄與中國早期外交關
係 」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為 期 兩 天 ， 有 台 灣 、 俄 羅 斯 俄 羅 斯 科 學 院 學 者 Prof. Dr.
Grigoriev、Dr. Shevelev、Prof. Dr. Garushyanz、Prof. Dr. Mirovitskaya、Dr. Artyomova、
義大利等國專家學者參加，俄研所教授劉克甫、彼薩列夫及戴萬欽等博士發表論文，校

美研所邀請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Mr. Winslow Wheeler等一行十人蒞校訪問，並與美
研所師生座談。會中就中美之國會議題相互討論。
俄羅斯航太學者Mr. German I. Zagaunov由工業研究院人員陪同，蒞臨參觀總館。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奉准於八十八學年度成立在職進修專班，首屆招生25名。
創育中心協辦本校資工系程式設計比賽，藉此提升本校學生創作能力。

四月
為杜絕考試作弊，落實監考制度，奉校長指示由教務長召集巡迴監考人員成立期
中、期末考試「端正考試風氣小組」，自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考試起執行。
一日 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視聽教育輔導小組」一行八人蒞校訪問，本校
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安排參觀總館。
張紘炬校長召開第二次5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會，會中指示：學務處策劃之校
慶Logo於元月設計完成後，配合製作紀念品、信封、信紙；未來遠距教學不但跨校
園、跨校，甚至與國外姐妹校合作。
四日 校長張紘炬率學術副校長兼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馮朝剛、日文系系主任
劉長輝、應日系講師邱榮金，應日本城西國際大學之應，參加該校八週年校慶及開學、
新生入學典禮；行程中並訪問日本其他七所姊妹校及駐日代表處，以促進姊妹校之交
流。
八日 創新育成中心假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和經濟部合辦「產業升級列車暨創育中
心成果發表會」，會中共有四家廠商發表和本校合作成果。
十一日

參加本校技術學院國際企業經營系推薦甄試之學生及家長一行四十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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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主任林宜男安排參觀總館。
十二日 圖書館舉辦第二屆「非常書週」活動，持續至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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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列夫博士（Dr. Alexander Yakovlev）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演講，講題為「今
日俄羅斯」
。

十三日 八十七學年度教育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團蒞臨本校，進行為期一

第六十五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重點系所設置規則」，將申請時間由三

天的訪視活動，特別針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執行績效、特色與發展進行審查工作，校

月改為十二月，以符合實際作業流程所需時程。「淡江大學工學院水資源研究中心」更

長張紘炬、副校長張家宜及各單位一級主管皆與會。

名為「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軍訓室設置辦法」。

校長張紘炬陪同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九樓董事長室歡迎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水田宗子
校長等蒞校訪問，並致贈紀念品。隨後，於覺生國際會議廳簡報，並陪同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館、海事博物館、資訊中心。
十四日

校長張紘炬指示，本校正式成立「端正考試風氣小組」，由教務長徐錠基

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暨全體巡迴監考人員為小組成長，嚴格執行期中、期末考抓作
弊。
十六日 英文系與教育學程組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大學英語教師師資培育
研討會」。會中邀請國際知名的美國英語師資教學訓練專家Dr. Diane Larsen-Freeman作
專題演講，共有超過兩百位從事教育的全國各級教師出席該研討會。
十七日 校長張紘炬於台北校園中正堂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經
濟學門）成果發表會並致詞。

廿二日

姊妹校韓國慶南大學教務長朴文正一行十二人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兼

國交會主委馮朝剛接待，該校強烈表達兩校互派交換生的意願。
高雄縣立林園中學師生二一三人，由該校黃隆正校長帶領蒞校參訪，並參觀總館、
大傳系之實習媒體，包括淡江之聲電台、廣電教學實習中心、北海岸周刊社及暗房
等。。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補助舉辦「1999年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分子
模擬與材料化學」
，會中邀請Molecular Simulations Inc. Dr. Klaus Stark與會發表演講。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率領教務處秘書李琳、學務長葛煥昭、總務處營繕組技士姜宜
山、會計室秘書孫扇、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資訊中心系統發展組組長蕭夢梅、
英文系主任陳惠美以及行副室秘書黃文智等九名成員，前往美加訪問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布蘭登大學（Brandon University）、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

澳大利亞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劉化坤、竇士學兩教授，蒞臨參觀總館。

以及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等四所姊妹校，

化學系獲國科會補助邀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化學教授Prof. Joseph D. Connolly（康

觀摩各校校務行政、探望本校交換學生，並訪晤紐約、洛杉磯地區校友，五月二日返抵

樂利教授）蒞校進行短期訪問，為期兩週，訪問期間舉行專題演講並至阿里山進行採集
工作，與師生進行學術討論。
校長張紘炬前往馬祖訪問，在參觀當地教育建設時，張校長表示將提供師資，以遠
距教學的方式，對馬祖地區公務人員及企業管理人員進行在職教育。
產經系舉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經濟學門成果發表會」
。
十八日 天下雜誌公布對國內一千大企業所做的調查顯示，國內企業最愛的大學畢

國門。
廿三日

日本書道協會二百餘位會員到本校參觀名書法家張炳煌提供的「古典碑拓

特展」。
經濟系舉辦淡江講座，邀請美國Missouri-Columbia大學經濟系李茂林教授進行三場
演講。
廿七日

教育部八十七學年度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訪視團蒞臨本校，五位成員分別

業生，前五名依序是成大、台大、政大、淡大及中興，本校以私立大學躋身第四名，較

是：成大資工系教授朱治平、台大資工系教授歐陽明、教育部電算中心曾展鵬、成大課

87年的第七、86年的第九，進步不少。

務組王志賢及成大課務組主任嚴伯良。他們在參觀過本校的遠距教學軟硬體及師生表現

天下雜誌公布1999年風雲排行榜，共調查十八類研究所的教學資源及學術聲望排
行榜，本校新成立的應用統計研究所在教學資源上高居第一，打敗成大、清大等九所統
計所。
十九日 馬來西亞各地留台校友會會長回國研討訪問團一行三十四人下午三時卅分
蒞校訪問，本校學生事務處安排參觀總圖書館。
廿一日 俄羅斯研究所下午三時邀請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際民主基金會總裁亞可

後，對於本校在遠距教學上所做的努力多所肯定。
大傳系受行政院新聞局委託舉辦八十八年度「提昇新聞從業人員素質──新聞傳播
教育界與實務界的對話」邀請來賓有：台灣藝術學院葉蔚明老師、文化大學實習台長陳
建安等來校座談。
陸研所邀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及教授都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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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所演講，講題為：「從辜汪會晤與汪道涵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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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兩岸關係」。
廿八日 台北縣立醒吾中學師生一行一五○人蒞校參訪。
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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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英國面對歐洲整合的挑戰與回應」
。
七日

德文系舉辦「第二屆中華民國德語文學研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一連舉

覺生紀念圖書館及教資系主辦「1999海峽兩岸圖書館建築研討會」，與會

行兩天，主題為「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中國文學中的德國形象」，邀請包括台灣大

的有來自海峽兩岸的教授、正副館長及專家共四十一人，包括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文藻語文學院及本校等六所大專院校的德語文學

館長李先緒、國家圖書館館長莊芳榮、王博仲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吳可久和政大、淡

者，共同進行十場研討會，並發表十八篇論文。

江、台大、東華等學校就圖書館建築相關議題及未來發展，進行理論與實務之研討，會

「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研討會」假覺生國

中宣讀論文共卅六篇，分十一場次進行，最後並安排綜合討論，同時出版「1999海峽

際會議廳舉行，邀集北區各縣市中小學校長、主任、組長及相關教師、各縣市政府教育

兩岸圖書館建築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

局相關行政人員及師範校院及師資培育機構師生等共計224人參加。

三十日

女性文學研究室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中邀請美國德州大學東亞系講師應鳳凰、比較文學所教授張誦聖；還有李昂、
張曉風、廖輝英、平路、蓉子等多位知名作家，分享她們對性別與書寫關係的看法。

「第二屆愛盲盃盲人棒球錦標賽」
，獲得亞軍，歷史二陳陸勤個人獲得最佳打擊及最佳守
備二個獎項。
研究撰寫CIH電腦病毒解毒程式的夜資工四翁世豪。

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八十七學年度得獎人計有九十二人，甲種魏和祥等九十一人，乙
種吳麗雯一人。
物理系「重點系所計畫」，邀請瑞典Umea大學敖平教授蒞校進行兩週的學術

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拓扑奇點的動力學：適普的橫向力和非適普的摩擦力」。
三日

本校盲人棒球隊「淡江紅不讓」九位同學校友，參加在百齡橋下舉行兩天的

十日 校長張紘炬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的週會上，親自頒發「淡江之光」的獎牌給

五月

一日

八日

未來研究組舉辦淡江講座，邀請任教於澳洲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Dr. Sohail Inayatullah擔任主講人，他是夏威夷大學未來學博士，專長領域
是宏觀歷史趨勢研究、高等教育未來和未來研究方法與理論。Dr. Sohail Inayatullah來校
四天共發表四場演講，主題皆與未來的世界趨勢有關。
四日 由教育學程組及教科系主辦的「資訊科技在中小學教育之應用研討會」假覺

十一日

外語學院「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狄殷豪，邀請來自德國的學

者Dr. Geert Edel來台作為期三星期的研究，其間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以及本校共舉
辦了七場演講。
十二日

苗栗建台高中師生54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來台參加「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的外賓8人，由主辦單位師大社
教系安排來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由黃鴻珠館長親自接待。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假台北市誠品書店敦南店舉辦「第一屆畢業系展」，由院長蔡
信夫主持開幕，並於展出期間舉辦「建築越界──建築人社會角色的省思」及「建築文
化──建築教育與建築專業的互動」座談會。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參加的主要對象是各縣市中小學教師、教師研習中心相關人員及師

化學系邀請Head, Analytical Division Chevron Co. Dr. David J. D. Hwang來校演講。

範院校師生等，共計一百六十人。

十三日

教育部通識教育評鑑訪評委員，包括中央大學學務長朱建民等共十五人來

姐妹校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學教務部長小口彥太及國際交流課長塚博道兩位教授蒞校

校舉行「八十七學年度大學院校通識教育評鑑訪評會議」，針對本校通識核心課程的實

訪問，由管理學院陳淼勝院長接待，並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小口彥太

施情況做出評鑑，以及相關事項的意見交流和討論。並參觀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各

此行是與本校商談交換學生細節，並參觀麗澤學舍及圖書館。

項設施。

荷蘭Hanzehoge School, Faculty of Technology機械工程系主任Dr. De Jung及國際關係
室主任Dr. Linda Matt來校，與機械系洽談大四學生之交換學習模式及其他合作模式。
五日 李奇茂、張炳煌等書畫家蒞校訪問，與校長張紘炬洽談有關本校設立藝術中
心事宜。
六曰

數學系主辦「海峽兩岸生物醫學統計研討會」，地點在S215室，校長張紘炬應邀開
幕致詞。
越南財政研究院副院長黃公施教授率訪問團蒞校參訪，除拜會校長、聽取簡報外，
並與東南亞所學生進行學術交流，訪台期間並由本校東南亞所學生陪同參觀台灣綜合研

歐研所邀請英國Christopher M. Dent教授與Debra Johnson教授蒞校演講，講

究院、台經院、經建會、農委會、新竹科學園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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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中文系主辦「第三屆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

天，主題定在「文體與文類」，內容多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範圍，校長張紘炬應邀開幕致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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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財務系，交換學術合作的可能性。
廿九日

創辦人張建邦召開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二次會議，會中指示應研討

如何確立各系、所及學校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定位；本校教師現階段首要任務以教學優
十五日 遠見雜誌出版大學聲望調查特刊，針對全國五十二所大學進行學術聲望、

先，然後增加研究追求更高聲望；各單位發現缺失應及時改進，以保持領先。校長張紘

十二大熱門學群聲望以及辦學績效等項目進行調查。本校在五十二所大學學術聲望排名

炬表示：「當我們努力跨越公元2000年途中，追求成為一流大學，必須要有創新的學

中名列第十七，較去年進步十名，是所有大學中進步幅度最大的。在私立大學辦學績效

習精神、充足的設備、良好的師資及具備企圖心和使命感的學生。」

評價調查中名列第一，建築學群學術聲望調查與服務業對大學團隊合作精神評價均僅次
於國立成功大學居第二。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林海青教授蒞校進行學術研
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Exact Soluble Quantum Spin Model sin Two Dimension」
。
十七日

管理學院、會計系、管科系主辦「第三屆兩岸會計與管理研討會」，地點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除國內學者外，並邀請大陸七所大學十九位教授參加，講解討論十
九篇有關經濟、管理方面的論文。由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
十九日 今天召開的學生獎懲會議中決議，未來同學若於上課及考試期間使用電子
通訊器材，將依學生獎懲規則第七條第七款「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教室規則、考場規則

卅一日

日本駒澤大學副校大谷哲夫蒞校訪問，隨行的有該校國際中心所長田中

保、外國語部教授松本丁俊及國際中心主事川波和章，簡報及座談會由學術副校長馮朝
剛主持。會中進行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交換學生協議及施行細則各項內容的修正。

六月
本校核定物理系及管科系為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獎助年限四年。英文系八十八學
年度獲核定為重點系。
財務金融學系與寶來證券、儒碩科技合作，成立即時金融資訊科技中心。
一日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校長Dr. Talbot D’Alemberte、教育督導會主席Mr.

情節較輕者」予以記申誡，及第八條第十款「違反教室規則者或妨害上課者」記小過規

Steven J. Uhlfelder、工學院陳景仁院長一行三人蒞校訪問，由校長張紘炬主持座談會，

定行懲處。

會中兩校簽定學術交流意向書。

創育中心與本校進駐廠商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辦招才說明會，提供就業機會給
本校學生。
二十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主辦、外交部及新聞局協辦的「中華民國第六屆拉丁美洲
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主要議題為「拉丁美洲與台灣兩岸之互
動關係」，除有國內學者與會外，更邀請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尼加拉瓜、巴拉圭等四

本校創育中心和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合辦「Mr. Dallas來訪座談會」，會中美國國家企
業育成協會1998年度最佳創新育成中心之得獎主持人Mr. Dallas共同交流創新育成中心
經營方式。
二日 國際關係研究社邀請民進黨總統參選人陳水扁蒞臨本校演講，從亞太戰略架
構之下，說明台灣的外交空間及限制。

國及與我國經貿關係最密切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國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參加，並發

紐西蘭姊妹校懷卡特大學（Waikato University）校長Dr. Bryan C. Gould率團蒞校訪

表論文14篇。校長張紘炬及智利大學校長利維諾斯博士（Dr. Luis A. Riveros）在上午的

問，表達該校想與本校建立在校際學術上更加緊密合作關係的意願，並當場討論與本校

開幕式中簽署學術交流意向書。

簽訂大三留學計劃合作的可能性。

廿一日 姐妹校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長Dr. Michael Aiken及亞

四日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象徵圖案（Logo）設計比賽」於臨時行政會議中由校

太研究中心主任Prof. Dr. George Yu來校訪問，除了進行座談會外，也拜會創辦人張建

長張紘炬親自頒獎，第一名為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播設計系四年級的卓成法同學，他的

邦，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資訊中心以及海事博物館。

作品將用於本校五十週年校慶的相關物品上。

廿八日 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校長鮑霦暨各單位主管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訪，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及國立發展暨管理研究院之三校聯合博士班執行秘書
Dr. Prasit Kanchanasakdichai與長發建造有限公司總經理林燦敏先生連袂拜訪本校技術學

「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資訊科技在中小學教育之應用研討會」
，邀
集各縣市中小學現任合格教師、各縣市教師研習中心相關人員、各縣市教育科技、資訊
教育、媒體科技等教學輔導團之成員、師資培育機構及師範校院師生等共計174人參
加。由校長張紘炬在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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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於台北火車站前天橋展覽，展出至六月十三日。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淡江大學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設置
辦法」於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學務處「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更名為「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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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邀請Department of Chemistry,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of. Tarun K.
Sarkar來校訪問並舉行演講。
十二日

八十七學年度畢業典禮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共有包含博、碩士班和大學

輔導組」，外籍生業務改隸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為精簡組織及業務合理分配，以下

部6834位畢業同學，典禮由校長張紘炬主持，創辦人張建邦及台北市市長馬英九應邀

各單位不分組：取消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之「行政支援組」、「技術發展組」；取消教育

致詞，本校董事、各界貴賓及學生家長應邀蒞校觀禮。隨後，張校長於驚聲中正紀念堂

品質管制委員會之「行政組」、「研發組」；取消建教合作中心之「推廣教育組」、

主持畢業僑外生家長接待茶會。

「國際合作組」、「行政管理組」。「商學院及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班」依商管兩
院協議，委託管理科學系碩士班辦理，自八十八學年度開始招生。
五日 國貿系舉辦「國際經濟、企業與經貿法規學術研討會」
。
七日 推廣教育中心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與莊敬高職合作辦理推廣教育簽約

建築學系遊園後於海事博物館前自辦小型畢業典禮，頒發畢業證書、建築設計獎
（崔光原同學）及畢業設計獎（第一名：方菀莉，第二名：謝子充、邱鄭哲），之後，於
建築系館中庭舉辦茶會歡送畢業生。
十三日

技術學院財務系邀請波士頓大學財金正教授Dr. Nalin H. Kulatilaka至本校

典禮，典禮由本校校長張紘炬、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盧慶塘，及莊敬高職董事長王顯庭、

擔任淡江講座，並舉行三場演講，講題分別為「Strategic Growth Options」、「Real

校長邱顯瑞共同主持。

Options」、「Options Thinking and Platform Investments: Investing in Opportunity」。期間

九日 學生輔導組、中原大學附設北區大學院校輔導諮詢中心以及教育部訓育委員

獲財政部部長邱正雄、本校校長張紘炬及學術副校長馮朝剛接見，並安排參訪立法院黨

會主辦的「八十七學年度國際輔導知能學術暨實務研討會」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

團及教育委員會、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新竹科學園區台積電、國聯光電及BU

館舉行兩天，邀請美國阿拉巴馬大學教授Dr. Paul B. Pedersen主講。十日則研討實務個

台北校友會。

案。

十四日
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明訂續聘

時，外籍教師每次為一年，其餘每次均為兩年。修正「淡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

本校姊妹校俄羅斯國立遠東大學校長Dr. and Mrs. Vladimir I. Kurilov夫婦

蒞校訪問，由創辦人張建邦在覺生紀念圖書館九樓貴賓室接見，商談有關兩校日後進一
步實質交流的計畫。

置要點」：依教育部規定教師申訴評議會委員任期由一年改為二年。（修正「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系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電機暨資訊工程系教授Jeffery J. P. Tsai

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則」：請假手續分層負責以簡化公文流程。依88.6.4臨時校務會議

舉行重點系所講座，三場演講講題是智慧型系統之設計、以知識為基礎的即時分散系統

決議之組織異動案修正本校「辦事細則」、「組織規程」。依教育部相關法規修正「淡

的確認、複雜系統的演化設計。

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部份條文，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由教師委員
互推教授一人擔任，並刪除程序委員會之設置。
十日 大陸天津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修剛先生蒞校參訪，由本校外語學院安排蒞臨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圖書館舉辦台灣教育改革文獻資源展覽，展出有關教育改革相關議題之圖書、期刊
文獻、政府公報及網路資源，同時將相關館藏及書目一併展示。
十一日 教育部八十七年度定期視導假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綜合座談會，共有宋新
民、彭火炎、聶廣裕、洪清香與吳椿榮等五位督學蒞校，他們除肯定本校長期以來推動
三化的成果外，並對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與數位圖書館的設立表示嘉許。
桃園縣光啟高中師生共二○○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海事博物館、教育
發展中心之遠距教學及虛擬教室、資訊中心等各項設施。

十五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姜澄宇校長等一行人

來訪簡報並致贈紀念品。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大陸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孫剛博士蒞
校進行學術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用界面方法對相變和臨界現象的研究」。
十六日

「八十七學年度大學院校提升大學教育品質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教育部次長吳清基與校長張紘炬共同主持開幕儀式，包括國、私立六十二所大專
院校教務長及行政主管與會。
十七日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院學生蒞校訪問並舉行研討會，由歐研所與東

南亞研究所負責接待。
陸研所邀請浙江台灣研究院陳文韶、金闖禮、史晉川、黃燕君、周麗華、黃巧靈、
周建雄等七位學者，來校與該所同學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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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曰 福建省連江縣縣長劉立群等一行蒞校訪問，與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簽訂學術文化合作計畫協議書，並互贈紀念品；張校長並設午宴款待及陪同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館、遠距教學教室、資訊中心、海博館。
廿三日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
─復興中小學全面品質管理研討會」，邀集各復興中小學校長、主任、組長及相關教師
人員等共計七十人參加。
廿五日 教育科技系及教學科技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
方教育輔導──中小學教學資源中心以教育科技落實教學資源中心的設置與功效研討
會」，邀集各縣市中小學現任合格教師、各縣市教師研習中心相關人員、各縣市教育科
技、資訊教育、媒體科技等教學輔導團之成員、師資培育機構及師範校院師生等共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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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校園召開成立大會，並於會後立即召開理監事會，推舉羅森為會長、劉春仁為副
會長。
十四日

大專青年服務學會會員一行八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十五日

福嚴佛學院釋厚觀院長、教務長及電腦顧問等共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館。
廿五日

南美洲巴拉圭校友會中午十二時舉行成立大會，成為本校海外第廿二個校

友會，由五十八年公行系第一屆畢業校友許兩傳擔任會長，謝淑媛、林晉銘擔任副會
長。
廿七日

北美菁英交響樂團「兩岸菁英都會之旅」一行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

朝剛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五○人參加，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致詞及「教育科技落實教學資源中心的設置與功效」

大陸杭州市教育相關文化人士等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專題演講。

廿九日

廿六日 外語學院六系大三出國留學一年，在台北校園舉行授旗典禮，由校長張紘
炬主持。

淡江中學十八名同學由日文教師李淑女老師帶隊蒞校參訪。

八月

廿八日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教務長淺井雅史、事務局長芝田正子蒞校訪問，除會

一日 八十八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陳幹男兼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歐陽良裕

見本校張紘炬校長，日文系並由系主任劉長輝主持茶會，由日文系老師與兩人進行學術

兼管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林耀福兼外語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王儀祥兼體育室主任，

交流。

專任教授韓耀隆兼人事室主任，專任副教授黃明達兼資訊中心主任，專任副教授陳惠美

技術學院安排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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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小型座談會。
廿九日 本校社會服務工作隊有十五隊共三二二人於暑假期間出隊服務，分別前往
南投、花蓮、宜蘭、嘉義等地，於驚中正由校長張紘炬親自授旗授證，給他們加油打

兼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
「高教簡訊」公佈八十八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學雜費徵收核定標準，本校學雜費奉
教育部評為第一類可以自主決定彈性之調幅的學校，但並未調漲，是全國八所私立綜合
大學中唯一未調漲者。
建教合作中心國際合作組裁撤。

氣。

七月
一日 屏東女中師生一行三十六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本校接辦大學聯招閱卷組工作，圓滿完成。
六曰 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所長曹日新教授、中山大學中山所所長姜新立教

財務金融學系與寶來證券、儒碩科技合作，成立即時金融資訊科技中心。
教育部核定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自八十九學年度招生；經濟學系應用經濟學碩
士班自九十學年度招生。
二日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日本「亞洲研究中心」代表松本彧彥、豐島典雄、
小枝義人等。

授一行二人蒞校訪問，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接待及陪同參觀海事博物館與圖書

五日 省立羅東高中圖書館網路讀書會師生共四十六人蒞校參觀。

館，學術副校長馮朝剛設宴款待，就未來兩校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九日

八日 「一九九九暑期北部大學生活營」學員共一百二十人，由主辦單位太陽獅學
生青年服務中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及海事博物館。
由會計系三位校友羅森、蔡信夫和前會計系主任王美蘭發起成立的
「會計師校友會」

化學系邀請夏威夷大學化學系教授劉繩熙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Retinoids

and Carotenoids in Studies of Rhodopsin, Bacteriorhodopsin and α-Crustacyanin.」。
十一日
交換事宜。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小菅敏夫教授來訪，談論兩校間學術交流、師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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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國際經濟研究院黎文桑副院長、劉玉震資深研究員，由國際研究學院安排，蒞
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二日 美國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hemistry Department教授Prof. Jean Dewey
等一行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十六日 廣東工業大學校長鍾韶等一行上午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九日 本校東山校友會安排入學新生共五十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廿三日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畢光建老師率領第二屆學生赴歐洲進行「體驗建築」

實地教學活動。
廿四日 監察院副院長陳孟鈴、監委趙榮耀、馬以工、呂溪木等人來訪，校長張紘
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本校資訊系統規劃、公文電子傳遞與資訊網路安全之簡報。會
後監察院聘本校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網路組組長方鄒昭聰為資訊顧問。
廿五日 美加西教育中心加拿大亞瑟柏大學、加拿大貝律學院經理傅兆川先生一行
二人蒞校訪問暨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日台交流協會山口隆廣先生、楊雅雯小姐來訪，討論2000年由日文系馬耀輝老師
率高中生訪日團赴日參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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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本校註冊作業增加網路線上即時註冊作業，與原有之語音註
冊，提供同步服務。
交通管理學系改稱運輸管理學系，二年制技術學院各系改名，分別為：管理學系、
國際企業經營系、財務系、應用日語系、營建系、建築技術系。
設立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博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土
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日本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本校於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開設服務教育課程，為全學年必修零學分課程，每
週上課一小時。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淡水、台北校園開設遠距教學互播課程，計有二科（社會未
來、生產作業及管理），收播外校課程計有五科。
二日 參加國家圖書館主辦之「華文書目資料庫合作發展研討會」之海外學者專家
共廿二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三日 第六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法規名稱及立（修）法程序。為取消分組，

廿六日 比利時列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華瀾先生蒞校訪問。

修正「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建教合作中心」、「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之設置辦

廿七日

本校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合辦「第八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於淡水校

法。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增訂申請留職停薪借調大專校（院）校

園驚聲中正堂與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討論主題為「閱讀世紀末，書寫千禧年：比較文

長者以一任為限。「淡江大學體育室設置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體育室設置規章」。

學的轉折」，共分六項子題，邀請之學者皆為國內外學術俊彥，有國際知名比較文學專

本校「訓輔工作三年（88-90年）中程計畫草案，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組專案小組審議

家J. Hillis Miller、美國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教授Sander L. Gilman、英國倫敦大

後由學務處報部。

學教授Robert Hampson、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等，其學術研究在國內外皆享有盛
名。發表卅九篇學術論文。
廿八日 台南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台南市濃園滿漢餐廳召開，會中決

五日 澎湖縣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約四十餘位校友及眷屬參加，六十三年水利系
畢業、現任澎湖縣政府主任秘書的許萬昌校友受到眾校友的支持當選理事長一職。
六日

政治作戰學校校長韋家慶等一行人蒞校訪問。

議，今後所有設籍台南的淡江畢業生將視為當然會員，不加以收取入會費，只需繳交年

日本亞細亞大學理事安國一先生及該校經濟學教授等一行五人蒞校訪問。

費，在校友們的一致推舉下，原任理事長杜振榮蟬聯理事長。

七日

三十日 彰化縣校友會在彰化市國泰人壽大樓舉辦第二屆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
會議，會中原任理事長張世良在眾校友們的推舉下，再度連任。
卅一日 本校芝加哥校友會嚴祥仁會長由大發處陳敏男主任陪同，返校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館。

本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主要議題為

「提升學術聲望及研究風氣」，邀集了本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主管參加。創辦人張建邦於
會中對本校未來發展方向做了明確的指示：希望明年五十週年校慶前，能在教育部大學
評鑑的「研究」項目中，勇奪第一。研討會中還特地安排了十三個設有博士班的系所主
管報告，提出各自的現況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八日 德國Dort Murd大學Uwe Schwiegelshohn教授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央研究院為該院「人文社會科學館新建工程」設計之需，安排該院人文組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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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圖書館負責人七人、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二人、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專案
管理工程師二人，蒞校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館舍及各項設施。
九日 本學期新開設的服務教育課程，為一年級必修、零學分的課程。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從各系甄選九十八位大三同學擔任小組長，上午召開小組長講習，說明工作情形
以及查看校內外打掃場地。
十日 新進教師研習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紘炬主持，今年度本校共
聘任了廿六位老師，除了外語學院一位外籍教師外，其餘廿五位都是具有博士學位者。
十一日 新竹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新竹縣議會議事堂舉行成立大會，會中校友們一
致推舉公行系畢業、現任新竹縣議會主任秘書的周清治擔任理事長。
十二日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舉行學分班結業典禮，由校長張紘炬於驚中正主持，共
有一百一十六位碩士班學員與十八位學士班學員領到結業證書。
十三日 本校明倫校友會安排入學新生共五十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四日 紐西蘭奧塔哥大學副校長 Professor Ian Smith 及助理校長Professor Alistair
Fox蒞校訪問，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美國南加大電機系教授郭宗杰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十六日

今起三天舉行新生講習，今年本校共錄取約6200名新生，典禮由校長張

紘炬主持，在講習前由校長、副校長及一級主管率領新生攀登克難坡。
十七日 北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副所長陸化普教授來台參與東亞運輸學會，本校
運管系特邀陸教授針對該系與清大交研所之學術交流事宜進一步研商。
二十日 由原松濤館地下樓全新改裝的淡江大學美食廣場舉行開幕儀式，由校長張
紘炬主持，全新規劃後的美食廣場除原有的龢德堂餐廳仍供應自助餐外，尚有十三個店
面，包括麵包店、便利商店、冰店、中式早餐店、美容院、理髮店……等。
為解決同學機車停放問題，本校除原有的五虎崗機車立體停車場及大忠街機車停車
場外，又新增一處五虎崗第二機車停車場，於暑假整地完工，約可停一千二百部機車。
化學館圖書室遷至新化學館三樓及二樓，約二三○建坪，共八十一個閱覽席位，於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正式啟用。
廿一日 本校運輸管理系一年級新生黃然佑，家住松山東星大樓，於「九二一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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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外語學院院長及任課教師多人參與座談。
廿三日

受九二一大地震影響，淡水地區限電，全校停課一天，但行政教學單位正

常上班。
廿六日

國際問題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假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
「從大地震看國情」

研討會。
廿七日

本校八十七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經過評選，總計有日文系陳伯陶、交管系

張勝雄、中文系王仁鈞、土木系陳治欣及物理系唐建堯五位老師獲得該獎。
本校兩位榮譽教授王久烈及鈕先鍾，獲得李登輝總統致送秋節慰問金，每位五萬
元，教育部長楊朝祥並致函兩位老師，感謝他們為國作育英才之辛勞。
淡江康輔等十七個社團今起一連三天於商館、工館、活動中心門口，進行「九二一
地震賑災愛心捐款活動」。由淡江基層文化服務隊主辦，課指組及八八淡海同舟協辦，
於書卷廣場舉行「基情基夜賑災晚會」，兩活動共募得三十五萬餘元。
廿八日

女聯會舉辦教師節聯誼活動美食天地，撙節支出四萬元，悉數轉贈「九二

一地震」賑災埔里基督教醫院。
廿九日

國防管理學院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勁甫率師生共二十人，蒞校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並於新工館680會議室，與研究所師生舉辦座談，會中就國際事務與戰
略現況進行討論，並就國際事務與戰略教學發展交換意見。
企管系「管理問題研討」講座課程，邀請群英企管顧問公司專業顧問師陳奕帆先生
蒞校演講，講題「生涯發展策略」
。
三十日

管科系「管理實務研討」課程，邀請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秘書長周希炯

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成功的秘訣」。
陸研所邀請七銘企業何語先生來所演講，講題為「兩國論後台商因應之道」。

十月
姐妹校日本亞細亞大學派遣學生分三批來台進行九二一災後救援，本校日研所研究
生出動擔任翻譯工作。
一日

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首批五位大四同學，前往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修習語文

大地震」中受傷，父母親與弟弟三人全部罹難，學校方面接獲消息立即派人趕赴醫院探

半年，他們分別是：周純如、蕭麗娟、蔡麗蓉、林惠文、施眷心，預計明年二月修畢回

望，許多社團發動募款。建築、土木、建技系等多名老師投入災後援助工作，童軍團由

國。

二十餘人帶著百餘睡袋進入災區救援。

二日

國際研究學院院李本京率八名所長及老師赴上海合辦「第三屆世界新格局及

廿二日 第二十九梯次日本麗澤大學留學生開學典禮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

兩岸關係研討會」，隨後前往北京，參加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

長張紘炬主持，歡迎廿三位來自日本的交換生，並安排副校長、教、學、總務長，及

「兩岸關係座談會」
，與北京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簽訂學術交流計畫，並拜會海協會與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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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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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所邀請陸委會副主委吳安家先生來所演講，講題為「中共對台政策」。

四日 由教育部舉辦的第三屆教育行政研究發展獎，公佈得獎名單，本校有兩位優

十五日

校長張紘炬受邀赴大陸姊妹校天津南開大學訪問，並參加「世界著名大學

秀教師獲獎，分別是資管系副教授兼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劉艾華、管科系榮譽教授盛

校長會議」；十八日前往俄羅斯遠東大學訪問，參加該校百週年校慶。同行的還有學術

慶

。

副校長馮朝剛、數學系教授胡德軍、俄研所及物理系教授楊棨與秘書黃文智，十九日返

國科會八十九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有中文系四李靜嵐等卅

國。

六位同學通過申請，每位同學可獲得三萬九千元的獎學金及其他費用研究。
六日

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校長Dr. C. D. Mote Jr.及Dr. Tim

Brown教授蒞校訪問，於覺生紀念圖書館十樓參加簡報及座談。
企管系「管理問題研討」講座課程，邀請大師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詹文明先
生蒞校演講，講題「激勵與領導」
。
台南德光女中圖書館主任因建新館之需，蒞校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館舍及各項設
施。
七日

第二屆親善大使在驚中正舉行決選甄試，共錄取了三十名，其中首度錄取八位男同
學。
校長張紘炬裁示，八十四個行政單位的BBS版，獨立成為一個新的校務行政BBS站
（adm.tku.edu.tw），由學務處負責管理，另外一百廿九個一般討論區仍由資訊中心負
責。
中文系與台灣大學中文系、師範大學國文系合辦「唐代文學史料研究」系列演講，
邀請大陸學者傅璇宗演講「唐宋時期編刻的總集及其研究」。

軍訓室統計本校在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中，家中受災的同學共有一百七十六

人。

校內BBS站「蛋捲廣場」，今日起開始取締使用不雅暱稱，凡是暱稱中具

有性暗示、淫穢、徵求性伴侶與性交易者，停止使用權兩週，累犯者，取消帳號並註銷

管科系「管理實務研討」課程，邀請台灣文筆機構總經理洪寶彩女士蒞校演講，講
題為「女性主管在工作職場中所扮演的角色」
。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第二屆建築資訊化教學成果展，
由校長張紘炬博士主持開幕。
十一日

十八日

本校著手架設自淡水校園到教育部的T3線一條，以取代原來的三條T1

線，使得本校上網頻寬擴大十倍，能滿足未來五年內的需求。
日本茗溪學園高等學校校長長谷川節三等一行六人至日文系拜訪，並請日文系支援

E-mail信箱的認證資格。而為了落實此一措施，更首開國內先例，成立投訴版。
十九日

數學系邀請奧地利科學院Prof. Dr. Niederreiter蒞校舉行演講，講題為

「Low-discrepancy Sequences for Quasi-Monte Carlo Methods」。
運管系張堂賢教授及陳敦基主任受北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邀請赴該校演講，並以
台北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之名與北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正式簽定學術交流合作意向
書，為兩系所未來更進一步之實質交流揭開序幕。
廿日

日本推廣外國人日語教育義工佐野清彥先生來校拜訪，並與本系劉長輝主

該校學生於十二月五日至八日至台研修之義工事宜。十二日至應日系商討十二月份海外

任、瀧澤武老師、河村裕之老師及八名對日語學習有興趣之本系學生舉行座談會，談論

研修旅行之交流、接待事宜，應日系將負責其中的八個小組的接待工作。

日文學習之經驗及學習中所遭遇之困難。

十二日 國交處邀請美國教育宣導中心基金會執行董事方廷諄博士來校演講，講題
為「美國留學之路」
。
十三日 日本京都橘女大學岡部寬講師來訪，與應日系商研兩系雙向交流等相關事
宜。

廿一日

後備動員管理學校研究班，由政戰主任率領八十位研究班學員，來校參

訪，與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就「從安全戰略角度透視兩岸關係之發展」舉行座談。
陸研所邀請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先生來所演講，講題為「中共對台軍事戰略與策
略」
。

瑞典The Swedish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r. Goran Melin蒞校與國交
處陳惠美主任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十四日 本校發起「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捐款活動，所有教職員工共募得三百一十

美國姐妹校奧克拉荷馬大學駐台辦事處主任Mr. Gray J. Harriman蒞校拜訪國交處陳
惠美主任並洽談兩校學術交流事宜。
廿二日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參加「1999 HP惠普科技設備捐贈活動」，在眾多機構

四萬零四百九十八元，學校開會決議，其中一般賑災款一百零七萬元捐入「行政院九二

的熱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入選為六個受贈的單位之一，將獲得HP所補助價值七十萬元

一賑災專戶」，其餘用於本校在此次大地震中受災之教職員生及校友。

的電子量測儀器，提供給電機系師生用以積體電路的測量。今天上午十時在台北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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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廳舉行捐贈儀器典禮，工學院祝錫智院長、電機系主任莊博任和計劃主持人鄭國興老
師代表受獎。
廿四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劃經費邀請史丹福大學化學系教授、發明口服避孕藥
的翟若適教授（Dr. Carl Djerassi），英文系重點系所學術交流計劃則邀請其夫人史丹福
大學教授、國際知名的女性研究專家Diane Middlebrook來校，分別發表三場學術演講。
北一女中圖書資訊社社員共四十五人，蒞校參觀總館。
廿五日 大陸中央電視台及人民日報記者一行七人，由台灣龍輝傳播總經理張祥光
陪同蒞校參觀，在行政大樓三樓貴賓室拜訪主任秘書陳敦禮，並觀賞學校簡介錄影帶，
接著參觀海事博物館及圖書館，再以一個半小時時間拍攝校園景物。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大陸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晨曦博
士蒞校與鄭伯昆、張經霖、彭維鋒等老師進行學術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Atomic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Molten GaSb Probed by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
東南亞所邀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
「東亞政經發展經驗及對台灣之影響」
。
世界未來研究聯盟主席Tony Stevenson博士致函創辦人張建邦，本校從事

未來學研究工作三十年有成，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審慎評選，榮獲年度「全球最佳未來學研究機構獎」
。
由天津市教育委員會副處長孫杰領隊的第五屆大陸優秀學生訪問團一行十二人來校
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座談會，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北京中央電視台訪問團，參觀大傳系攝影棚、「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北海岸」
實習報及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智利聖多馬斯大學（Universidad de Santo Tomas）執行總裁兼國際理事會理事長羅
赫德（Gerardo Rocha）夫婦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
廿七日

數學系於S434室舉行研討會，邀請到國際知名微積分大師加拿大

McMaster大學James Stewart教授來校針對「微積分教學的新發展」主題發表演講。
會計系邀請華盛頓D.C.校友會創會會長饒世永、沈葆夫婦至碩士班專題演講，講題
為「美國會計師執業環境及實務」。
企管系「管理問題研討」講座課程，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黎昌意先生蒞校演
講，講題「台灣中小企業之挑戰及未來進入WTO後之角色」。
廿八日

廿九日

柑園國中校長王秀雲至本校參加八十八學年度教育學程組實習教師返校座

談，舉辦學術專題演講，講題為「班級自豪運動的案例分享」
。

台北靜修女中師生五十七人，蒞校參觀總館。

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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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舍名稱除總館外，化館命名為「覺生紀念圖書館鍾靈分館」（簡

稱鍾靈分館）、城館命名為「覺生紀念圖書館台北分館」（簡稱台北分館）
。

三十日

創育中心舉行本年度「第二次進駐廠商審查會議」，會中通過三家廠商申

請進駐，創育中心進駐達到十二家。
卅一日

台南縣校友會在台南縣金園滿漢餐廳召開成立大會，是全省廿三個地區性

校友會中最後成立者，七十九年會計系畢業的校友江仲祥（現任縣議員）在校友一致推
舉下當選首任理事長。

十一月
商學院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正式締結姐妹院。
一日 本校親善大使廿七人進行圖書館導覽訓練，由館長黃鴻珠親自介紹，並由採
錄、推廣服務、參考資訊、非書資料四組組長帶領實地參觀解說。
三日 教育發展中心通識與核心課程組於學生活動中心主辦「淡江的人、淡江的歌
校園觀摩演唱會」，校長張紘炬應邀到場致詞，並頒獎給八十七學年度「淡江的人、淡
江的歌」詞曲創作獎得獎的十四位同學。演出的曲目共分成四大項：鋼琴管絃樂伴奏
曲、吉他 電子伴奏曲、指導老師群贊助曲、合唱，總計十四首曲子。
四日 配合四十九週年校慶舉辦的蘭花展登場，展期四日至六日下午三時結束，有
約六、七百盆蘭花爭妍，獎項約有六十個左右，包括董事長獎、校長獎、副校長獎等。
五日

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置「講座教授」。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

遇服務規則」：1.第一次續聘之後之續聘，外籍教師與本國教師均為每次二年；2.增訂
申請借調大專（院）校長者以一任為限，另將各系所留職停薪教師名額限定為一人，以
免人數過多影響教學。修正「淡江大學組織規程」及「淡江大學辦事規章」：覺生紀念
圖書館組織重整，採錄組、編目組合併為「採編組」，推廣服務組改為「典藏閱覽
組」、參考資訊組改為「參考服務組」、新增「數位資訊組」。「淡江大學體育室設置規
章」。
六日 日本駒澤大學副校長大谷哲夫帶著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至本校，於校長室進
行簽約儀式，兩校正式成為姊妹校。下午更以姊妹校副校長的身分在校慶慶祝大會上致
詞。
四十九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張紘炬主持，教育部常務次
長吳清基應邀致詞。會中頒發第十三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由七位優秀的校友獲選：
陳孟鈴、方錫誠、陳聰明、戴德銘、令狐榮達、李競芬、劉木賢。另頒發募款感謝狀，
共有廿二人捐款三十萬元以上獲獎，由校長頒發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狀乙紙及本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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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乙座；張紘炬校長等五位獲勸募獎，獲頒本校感謝獎盤乙面。
本學期新成立的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L403國交會辦公室舉行成立酒會，邀請
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紘炬、副校長以及各單位主管職員參加。
鍾靈化學新館落成剪綵及騮先紀念科學館整新啟用剪綵典禮由創辦人張建邦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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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創育中心座談會。
化學系邀請國際知名的生物化學專家楊志民教授蒞校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楊志民
教授是六十一年化學系畢業的校友，此行共發表三場專題演講。
十六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俄羅斯科學院物理所許克洛夫斯基教

長張姜文錙主持，並與應邀蒞校的前副總統李元簇，共同為此二項校內改建工程落成剪

授來校進行短期訪問及講學，專題演講講題為「A Multiwavelength Optical Generator

綵，宣告正式啟用。

Based on a Raman/Brillouin cell and KDP Crystal」
，並與該系老師進行學術討論。

紹謨紀念體育館、游泳館新建工程於文館前停車場舉行奠基儀式，由應邀蒞校的前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帶領二十多位行政一級單位正副主管與秘書，前往元智大學參

副總統李元簇先生、創辦人張建邦和董事長張姜文錙，共同揭開奠基石上的紅布，為此

訪，對於該校TQM的執行、ISO認證情形以及教學品質保證系統的實施成效，兩校進行

二項新建工程展開序幕。

實際交流。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一次理監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召
開，共選出三十五位理事及十一位監事，並推選出林欽濃續任理事長，羅森為監事會召
集人。

陸軍通信電子學校校長蕭文彬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
座談。
十七日

拉研所邀請前國防語文學校主任、現任國防管理學院教授向駿博士前來發

理學院三系配合鍾靈化學新館落成啟用及騮先紀念科學館整新啟用，中午十二時起

表專題演說，講題為：「拉丁美洲研究經驗談」，向駿教授講述於美國克萊盟大學修習

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包括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的師生研究成果展、下午二時起的

拉丁美洲研究博士學位時之求學過程，與本所學生共同分享其學習經驗、介紹美國拉丁

園遊會、三系系友大會及晚上六時的校友餐會。

美洲研究環境，並開放同學參與討論。

由學生會主辦的校慶園遊會，下午二時至六時於海報街口、圖書館側門以及活動中
心前舉行，共有五十個攤位，包括：華僑校友會的東南亞美食、吧檯研習社的調酒、水
族生態社的撈魚……等。
十日 陸研所邀請中國社科院美研所牛軍教授與所內研究生進行討論與交流。
睽別九年，工學院再度舉辦「工學院成果展」，在商館展示廳舉辦展覽，由校長張
紘炬主持開幕剪綵，該展覽主題訂為「新科技」
，展出八系的研究成果。
十一日 陸研所邀北京大學楊紫烜、李如英、甘培中、張守文等四位學者來所進行
座談，就「大陸經濟法制」專題座談，與所內研究生進行討論與交流。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未實際擔任秘書、組長、股長工作者，

圖書館鍾靈分館提供廿四小時開放服務。
十八日

第二屆中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本屆的主題

為「世紀之交──觀念動向與文化變遷」，分成八場研討，有多位本校和姊妹校瑞典斯
德哥爾摩大學的學者專家參與。
由學務處主辦的網路世代全校海報設計比賽，得獎名單如下：第一名土木三B江明
哲，獎金二萬元及獎牌一面；第二名土木三C吳細顏，獎金一萬五千元及獎牌一面；第
三名建築三蕭雅勻，獎金一萬元及獎牌一面。佳作共五名分別為：進學班電機二欒柏
達、僑輔組組員劉昌昇（兩件）、純物四楊博欽和應化四梁俊彥，皆可各獲得獎金二千
元及獎牌一面。

自八十八年十二月起不支秘書、組長、股長津貼，請人事室協調設「股」之一級單位修

日本外交安保展望會日本學生訪華研習團由團長三根生久大先生帶領蒞校訪問，校

法，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取消「股」之設置。教育發展中心增設

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並與本校日研所、日文系及應日系學生舉辦親善

「教育品質管制組」。「淡江大學學術主管聘任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學術主管任免
辦法」，明訂學術主管於任期內不適任者，得經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管職務，由校長指
派人員代理至該學年度結束為止，不適任之認定，由人事室提行政會議議決之。
十五日 真理大學宗教系學生參觀大傳系攝影棚、「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及「北海
岸」實習報。
校長張紘炬於新工學館E680會議室歡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黎處長昌意等人訪視本

座談。
創育中心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產業升級列車暨建邦創育中心招商說明會」，
會中共有四家進駐廠商發表研發成果。
二十日

俄研所招生十年，今日正式成立所友會，邀請五位歷任的所長蒞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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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會長。
廿二日

電機系邀請美國紐約科技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 Brookly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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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平（Professor Spencer Kuo）教授來校進行重點系所講座。於化中正舉辦演講並參
觀系所實驗室，與系上師生進行交流。
泰國駐台貿易經濟辦事處代表祝立朋先生，蒞校參訪，本校東南亞所安排參觀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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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由景觀學會主辦、內政部營建署協辦的「防災公園設計學生競圖」案，其競圖評選
結果本校建築碩士班一年級許家偉及李俊凱獲第二名。

資工系邀請來自澳洲的Peter Clark博士蒞校，展開主題為「電腦模擬技術」（HLA）
的三場重點系所講座。
廿三日

歷史學家李敖應大傳系之邀蒞校演講，主題為「言論自由」，李敖並於演

講前捐給大傳系一萬美金，成立「言論自由國際傳播講座」
。
廿五日

法國在台協會推薦之法國昂熱（Angers）高級商業專業學校國際發展處主

任Alain Ouvrieu蒞校訪問，與法文系主任徐鵬飛會面，希望了解雙方情況，進而有建立
雙方合作關係之機會。
廿六日 台中縣致用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高中部二年甲班師生四十五人，進行校外教
學參觀活動蒞臨參觀。
廿九日

本校甄選2000年赴日交換生，分別是：前往津田塾大學的日文系二年級

范敏慧、亞細亞大學的應日系三年級張簡天祥，明年三、四月出發前往日本開始為期一
年的留學生涯。
宜蘭縣縣長劉守成率其縣府一級主管共十二人蒞校訪問，學校包括創辦人張建邦及
校長張紘炬、蘭陽校園籌建委員們均熱烈歡迎，董事會蘭陽校園籌建委員會向劉縣長等
人簡報最新狀況：本校蘭陽校園興建將在近日內向宜蘭縣政府正式提出雜項建築工程的

Dialogue雜誌舉辦1999台北國際建築設計「界面劇場」競圖，本校建築系碩士班一
年級邱信賢獲優勝，碩士班一年級李俊凱、學士班五年級黃丞輝、廖嘉舜、黃融、翁淑
姿獲入圍。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舉辦「八十八年度學生競圖──台北市仁愛圓環之再生」，本校
建築系學士班五年級林盟凱獲特優獎。「各大專院校優良設計獎」由學士班五年級顏文
豪獲得。
一日

建築系邀請來台訪問並為Dialogue舉辦建築國際競圖評審之德國知名建築師

Peter Wilson 來訪，並舉行教學座談，議題包括課程設計、教學作品及未來發展方向
等。
三日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航太研究所所長Dr. William Wallace蒞校訪問並商談

學術交流事宜，上午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後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參加簡報及座談會。
四日

技術學院財務系在台北校園D223室召開「第一屆財務理論與實務暨同福基

金會學術研討會」，約有近兩百人參加此研討會，交通銀行董事長梁成金應邀主講「金
融風暴後，台灣衍生性商品之現狀與展望」，會中還有兩場綜合座談。
六日

本校首度對非法利用網路資源者處以懲戒，蛋捲廣場BBS使用者ID為abke、

申請，預計三個月後可以正式展開這些雜項工程，也就是動工整地興建下水道、污水處

nhy、wuling、allenden、kkky、swining等六人處以停權兩週，5d5o停權一年，aireagle的

理、道路、電力設施等的工程。

E-mail（hwc828@tpts5.seed.net.tw）及ID永久停權，財金三陳同學則是記申誡一次。

本校原計劃蘭陽校園四十公頃土地並分批開發進行，八十九學年度完成部分建築即
招生入學，但因宜蘭縣府希望本校採整體開發計劃，全面建校完成後招生，因此，學校
必須變更計劃，使得原訂建校日程拖延。依據蘭陽校園籌建委員會校園規劃組召集人王
紀鯤教授最新的規劃：「蘭陽校園預計明年三月雜項工程開工，九十一年四月建築工程
開工，九十二年四月竣工，同年二月招生，九月開學，創校初期五個年度計劃容納

為配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合作辦理「愛心連線、溫馨傳遞」志工服務計畫，校
長張紘炬於浩然敬老院主持本校學生輔導組與浩然敬老院結盟儀式。
七日

本校日本姊妹校麗澤大學副校長大澤俊夫及中文系主任千島英一蒞校訪問，

討論兩校課程修訂的細節問題，並對該校留學生們的學習狀況及生活情形進行了解。
八日 未來研究組組長林志鴻、陳瑞貴副教授前往菲律賓，參加第十六屆世界未來

2500人，佔地四十公頃將擁有現在淡江校園二倍大，未來更會發展到六十公頃，屆時

研究聯盟年會，並代表本校接受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容納總師生人數將達15630人。」

所頒發「全球最佳未來學研究機構獎」。

三十日 台北師範學院圖書館同仁四人，蒞校參觀圖書總館。
IBM電腦公司提供本校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一部商業報價三千萬元的AS/400 9406
主機，放置本校兩年，協助本校於下學期開設相關課程，這項被稱為「淡江大學As/400
第一屆種子計劃」
，上午十一時在台北市松高路亞太會館B1簽約，並同時舉行記者會。

盧桑帝法國緬因（Maine）大學專任教授Daniel Luzzati係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博士、
法語教學及語言學學者，應法國在台協會邀請來台，與本校法文系師生座談。
九日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初教系師生，參觀本校教育學程簡介、教學設備、圖書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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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法文系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辦「第二外語（法文）與網路教學座談會」，

邀請知名的法文與網路教學專家、法國Maine大學語言學教授Mr. Daniel Luzzati，與本
校及中央、輔仁、文化等校法文教師八十餘人進行座談，就法文第二外語教學與網路交
換心得及經驗。
十一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中正堂與中國租稅研究會理事長（前財政部長）白培英
共同主持「全國大學院校租稅教育盃」辯論比賽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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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日

中興法商學院學務長陳銘薰率領師生代表及餐廳員工一行二十五人，到本

校參觀松濤美食廣場、古今中外餐廳及速食部。
廿四日

布蘭登大學（Brandon University）國際事務處主任Dr. Meir Serfaty蒞校訪

問，及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第六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暑期七、八月除每週五、六外，另有十二天休假日，
其中四天於七月中旬某一週的週一至週四連續四天全校休假，其確實日期由行政副校長

十二日 台北縣立柑園國中師生共四十一人蒞校參觀。

決定，其餘八天輪休；寒休採全休方式，因公無法於暑期休畢者，須經行政副校長核准

十三日

後才可延期補修，本案自89.7.1開始實施。修正「淡江大學考場規則」：明訂不得攜帶

教務處新設「聯合服務台」，單一窗口的設置讓申請作業程序簡化，除了

詢問功能外，成績單申請或更改住址等都能直接線上申請，也受理領表及收件作業。

行動電話、電子呼叫器等妨害考試公平性之物品進入考場，違者取消該次考試資格並以

十五日 理學院作東，在鍾靈化學新館中庭提供點心及飲料，歡迎校內的教職員一

0分計算成績。修正「淡江大學網路管理辦法」：基於協助防治網路違規、犯罪，遇有

同參加「相約榕樹下」活動，今日首度舉行，往後並定期在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舉

校內單位請求對個人資料、檔案查證時，須由一級單位會同資訊中心舉證。（不必送交

辦。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材料科學系王中林教授來
校進行短期訪問及講學，舉行三場專題演講，並與該系老師進行學術討論。
十六日 本學年度優秀青年共有馬泰裕等十五位同學獲選，在今日的班代表座談會

「資訊化委員會網路評議小組」）
廿七日
等環保問題。
三十日

中公開表揚。

十七日 由物理系主辦的「第二屆電子與原子結構國際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開幕式，由校長張紘炬主持，邀請十位國外、六位國內學者及本校多位教師做專題
報告，並有百餘位國內外學者蒞校一同共襄盛舉，為期兩天。
二十日 本校取消部份交通車班次，包括淡水往台北及台北往淡水每日二十班次，
改開捷運淡水站往返淡水校園之接駁車，每小時一班次。
教育部主辦，本校承辦的全國計算機會議於今、明兩日假本校舉行，開幕式在大會
榮譽主席本校創辦人張建邦、教育部長楊朝祥、本校前校長趙榮耀致詞後，由中研院院
長李遠哲榮譽講座。

高雄市國光中學蒞校參觀。

八十九年

創育中心和本校進駐廠商福爾摩莎科技合辦「軟體研習會」，協助廠商加強客服能
力。

水環系校友會邀請美國加州校友會會長于國慶及夫人來訪，討論QA/QC

一月
一日

本校與華信銀行共同發行的「淡江大學認同卡」，因雙方合約已終止，自今

日起不再提供刷卡消費的功能。
五日 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自即日起由TALIS更改為Virtua。
六日

日本青森縣三澤市第五中學楢崎正校長來華與天母國中進行交流，由應日系

邱榮金老師率蔡惠娟等六名同學支援協助接待翻譯等工作。
七日 由創辦人張建邦召集的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舉行三次會議，回顧本校半
世紀以來成長軌跡，以集思廣益產生共識，探索本校在21世紀應走的方向，如何努力

圖書館加入國家圖書館邀集之「全國圖書資訊網路」

建設以成為學術重鎮。並宣布50週年校慶自今年三月一日開始至十一月三十日結束，

廿一日 日本東京外語大學教授鮕澤孝子、副教授望月圭子、國際交流中心課長鈴

希望各系、所、院及早排出活動時間表，讓校園散播慶祝氣氛。十年內本校將興建的硬

木文子至日文系拜訪，並進行三場演講。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由尚樂野校長率同行政主管共十四人前來參
觀訪問教育發展中心、簡易媒體自製區、遠距教學教室、圖書館，並聽取教學科技組簡
報及「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座談研討。

體設備，在淡水校園有：體育館、游泳館、新的行政大樓、研究大樓；在蘭陽校園則有
二個學院、行政大樓、圖書館分館、學生宿舍、體育室。
十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奧本大學譚天祐教授來校訪問，安

排兩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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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佈的私立大專院校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審查，本校在綜合大學類六項審查項
目中全獲「較優學校」的評比。
十五日 國貿系舉辦「中小企業國際行銷與投資研討會」
。
十七日 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率財務系主任林蒼祥等二十人，赴泰國曼谷與泰國國
立發展暨管理研究院（NIDA）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以慶祝本校五十週年及落實本校
國際化政策。廿一日返國。
十八日

台北商專圖書館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總館隨選視訊、光碟網路之設

施、建置情形及運作狀況。
教育部公佈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本校獲公私立綜合大學「優等」的等第。
十九日 產經系舉辦「選總統的財金政策白皮書」
。
二十日 台中嶺東技術學院張台生副校長暨圖書館同仁一行八人，蒞臨參觀總館。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歡迎蒞校參訪之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黃鎮台、副
主任委員張進福、處長張善政等人。
廿四日 美國紐約大學美語中心主任Mr. William Jex 來訪，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於會
客室接見，建教中心安排參觀總館。
廿五日 校長張紘炬於經濟部水資源局主持本校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與經濟
部水資源局簽訂合作協議書。
廿八日 資訊中心副主任王曼莎代表本校，領取教育部頒發的「全國各級學校校園
網站建置比賽」，本校獲得「金網獎」入選優等。
經濟部和全國各大專院校創育中心合辦的「育成中心聯合成果展」，本校建邦創育
中心共有六家廠商參展，展示本校產學合作成果。
卅一日 越南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武楊勛、東北亞研究室副主任范高峰、中共研究雜
誌社社長鄭叔平、研究員李彥珍、越南駐台辦事處副代表周功逢、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
阮忠孝同學（越籍）等一行六人蒞校參訪，並拜會校長、副校長，且參觀本校圖書館的
設備。

二月
本校斥資新台幣五百多萬元設置了新化館C009多功能筆記型電腦教室，為全台創
舉，供排資訊概論實習及中英文電腦輸入法等課程上課。
淡江大學加拿大校友會2000年度會員大會，在溫哥華本那比逸閣自助餐廳舉行，
會中選舉正副會長，會長由黃奇燦連任。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計有二科（社會未來、人際關係與溝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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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播課程計有七科。
九日

教育部公布八十八年度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私立大學院校訓輔經費獎助名

單，本校獲得兩百八十九萬四千八百六十二元，居私校之冠。
十七日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國際交流處主任Dr. Patrick A. Carone來

訪，至英文系商談締結姊妹校事宜，並拜訪校長張紘炬。
十八日

美國三一學院校長Dr. Evan S. Dobelle、歷史系教授Prof. Michael Lestz及該

校合唱團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該校女子合唱團與
本校合唱團及國樂社交流演出。
德國波昂大學外事處處長Franz Rexhausen來台，與德文系主任賴麗琇、陶緯老師，
商談大三出國學生於波昂大學的課程問題。
廿一日

薩爾瓦多荷西．馬第亞斯大學艾斯柯巴校長Dr. David Escobar Galindo伉儷

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二日

丹麥國家通訊社記者Hans Beck Gregersen來訪，就我國大選及未來兩岸關

係之展望等議題，與國戰所所長翁明賢等教授進行座談討論。
美國加州核桃市市長林恩成等一行十八人蒞校參訪。
廿三日

馬里蘭大學副校長Dr. Brodie Remington等人來訪，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

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談及未來兩校合作的計畫。
八十八學年度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訪視，台北師範學院吳麗君副教授、台北市仁愛國
小陳燕鶴校長二人蒞校，由教育學程組安排參觀圖書總館。
校長張紘炬召開5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廿四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保留經費邀請加拿大Victoria大學教授H.M.

Srivastava 博士來校短期訪問研究，並舉行七場系列演講，主題為「Series of Lectures on
Fractional Calculus and Special Functions」。
陸研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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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育中心於工業局林口工業區服務中心主辦「國際行銷策略座談會」
。
廿五日

法國英文「國際前鋒論壇報」駐泰國特派員Thomas Crampton來校參訪，

並就亞洲經濟發展等議題與國戰所師生進行會談。
廿九日

前教育部長、成大工程所教授暨成大公共事務室主持人吳京所規劃的一項

全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遠距教學計劃，由成大主辦，並邀請包括本校在內的十五所大專
院校一起參與。今日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到成大講課「環境變遷與
人類的未來」揭開此次計畫序幕，透過遠距教學方式，在本校UE501教室同步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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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所邀請上海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朱馬杰、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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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後備軍人動員管理學校校長段國基來訪，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見。
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經濟室主任武田英孝至日文系訪問，並發表專題演講，講題
為「台灣加入WTO後中日經貿關係之變動」。

六日 校長張紘炬於活動中心舉行的週會上，頒發「淡江之光」獎牌給獲得世界大
學小姐第二名的保險四黃莉智。
七日 歐研所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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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為「展望廿一世紀歐洲經濟整合──歐元的未來（The

三月

21st Century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the “EURO”
）
」。

為慶祝創校五十週年，即起舉辦名人講座，由八個學院、五十個系所分別舉辦知名
人士來校演講，以一小時一萬元的鐘點費支付，總經費共計一百四十萬元。
奧地利淡江大學校友會於維也納福仁飯店成立，是本校第廿三個海外校友會，推舉
六十七年德文系畢業、目前從事電腦資訊業的校友李良才擔任首任會長。校長張紘炬、
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前往列席。
一日 教育部宣布，全國高中職以上學校近一百萬役男，從今日起，修習兩年軍訓
課程均可折抵三十六天役期。
三日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俞昌騰率團來校訪問，副校長馮朝剛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行簡報及座談，雙方針對傳播教育的未來發展，交換心得。
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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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系於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主辦「跨世紀公共政策與法制研討會」，邀

請校長張紘炬致開幕詞，共發表五篇關於公共政策、五篇關於法制的論文，會中並邀請
十三位校外學者與會，其中七位擔任論文發表。
五日 本校舉行創校五十週年薪火相傳活動，以淡江中學為起點，由創辦人張建邦
先生點燃聖火，為五十週年校慶慶祝活動開跑。歷任校長（監察委員趙榮耀、董事陳雅
鴻、林雲山教授）、目前擔任大專校長的校友（淡江大學校長張紘炬、真理大學校長葉

八日

創辦人張建邦獲李登輝總統親自頒發「二等景星勳章」，以表彰他五十年來

致力教育事業的卓越成就，授勳儀式在總統府舉行。
物理系邀請上海交通大學應用物理系鄭杭教授來短期研究，並舉行一場演講，講題
為「The progress of many-polaron theory」
。
京都橘女子大學赤堀講師至日文系拜訪並了解學生學習日語之情形。
十日 日本國士館大學水野牙子女士至日文系了解該系學生留學之現況。
賴朝俊建築師事務所為規劃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之需，蒞校觀摩總館圖書設備及自
動化設施。
十一日

為恭賀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榮獲李登輝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本校

董事會、六百多位全台各地校友會及在校服務校友聯誼會的淡江人，在台北市福華飯店
一同向張創辦人舉杯祝賀。
本校董事楊玉焜二月十五日病逝，享年八十三歲，今日於台北市第一殯儀館舉行公
祭，創辦人張建邦、董事長張姜文錙率校長張紘炬及多位一級主管往祭。
十四日

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總務部長山下哲生至日文系所訪問，並於化館中正

紀念堂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外交官之經驗談」
。

能哲、靜宜大學校長陳振貴、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南華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曾任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副館長許淑球率同仁共四人，蒞校參觀圖書館非書資料室。

教淡江大學已卸任大專校長（前屏東師範學院校長何福田）及亦為校友的淡水鎮長郭哲

國際研究學院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外多位學

道，分段傳遞聖火，沿真理大學→紅毛城→中正路口→淡水分局→溫州餛飩→福佑宮→
鎮公所→華南銀行→英專路口→清水街口→水源路口→克難坡→驚聲銅像→聖火台，八
位田徑代表隊員持火把及卅位溜冰社員著直排滑輪掌校旗全程陪跑。沿途淡水分局加派
警車開道，並有舞獅團、學生啦啦隊、彩球、彩帶等表演，並在最後一棒到達聖火台後
施放煙火。
本校於澎湖開設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學分班及日文系學士學分班正式上課，澎湖
縣長賴峰偉親自主持開課典禮，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盧慶塘、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陳
銘祥、日文系講師管美燕也到場參加。

者共同討論「新領導、新展望：華府、台北與北京三角關係」
。
技術學院名人講座在台北校園中正堂邀請美國紐澤西州立大學財務系教授李正福主
講「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
十五日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學刊今日發行創刊號，該學刊匯集了全校各單位有關

性別活動的訊息，每半年出刊，限量發行。
十六日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淺野和生教授師生訪問團觀摩總統大選，由應日系邱榮

金老師安排辜雅慧等同學支援接待翻譯等工作。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區及南區分館主任等一行十七人，蒞臨參觀圖書館總館之館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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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並就相關業務交換意見。
十七日 歐研所邀請農委會貿易科長來校做專題演講，講題為「歐盟農業新轉變的
方向」。
十九日

具意義。
廿七日

數學系名人講座，邀請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教授至本校驚中正演講，講

題為「我對數學的認識」。
Rybicki數位傳播公司提供西語系學生一張台灣至西班牙來回機票，以鼓

勵該系學生至西國留學，頒獎典禮假驚聲大樓701會議室舉行，並由總裁夫人Maria
Rybicki親自頒獎。
二十日 日本德山大學校長淺野一郎及平成國際大學校長中村勝範蒞臨本校參觀，
並拜會校長張紘炬。
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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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六系於淡水校園舉辦「國際化時代之外語教學國際會議」，有來

自阿根廷、西班牙、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南韓七國學者及國內高中以上之中、
外籍外語教學教師百餘人與會，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
理學院三系為響應本學年度理學年活動，首辦教學單位自評工作，邀請中研院研究
員甘魯生、中研院研究員于靖、台大教授蔡尚芳等九位校外專家學者蒞校實地訪問評
鑑，藉以診斷在教學、研究、設備上該如何改進，以求更加進步。

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Michael Payne 博士至本校擔任淡江講座，並舉行三場演
講，講題為「量子力學的起源與基礎」、「量子力學電腦模擬」及「量子資訊」
。
由五十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籌備小組主辦、課指組協辦的「吉祥物及
校園校花選拔票選設計活動」展開，由主辦單位先行選出三十種吉祥物及三十種花卉在
網頁上進行全校投票。主辦單位並提供豐富獎品鼓勵投票。
廿八日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圖書室同仁共三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館舍規劃，並

觀摩自動化業務。
廿九日

三軍大學圖書館朱正平館長率同仁共五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館舍規劃、

自動化系統，並觀摩各項業務。
統計系邀請美國雪城大學計量方法系系主任陳江教授至本校擔任淡江講座，舉行三
場演講。

創育中心與江陵關係企業主辦「人力資源管理有效運用講習會」
。

卅日 陸研所邀請北京聯合大學徐博東教授來台參訪及學術交流活動。

廿四日

歐研所邀請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主任巴博雅蒞校專題演講，講題為「台灣與匈牙利經

歐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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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聯誼會館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歐洲統合下之德國憲法」，由蔡宗珍所長擔任現場
語譯，並由同學以德文發問。
營建系主辦、高登企管顧問公司協辦的「工程合約管理研討會」在台北校園223教
室舉行，邀請的講員有工信工程總經理陳煌銘、前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蘇錦江、
律師黃泰鋒以及營建系教授辛其亮。
廿五日

由國戰所主辦，外交部、國防部、陸委會及海基會協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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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校驚聲大樓國際會議
廳召開，學者們就國防、外交與兩岸關係各面向，提出我國應有的思考作為與具體政策
建議及交換意見，會中並邀請陸委會副主委吳安家、校長蒞臨演講致詞；專家學者發表
論文九篇。
校長張紘炬應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院及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之邀，率領本校副校長馮

貿關係之展望及其他」。
卅一日

機械系於驚中正舉辦全國微系統科技協會年會暨微機電系統成果發表會，

有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山科學研究院、科學園區之學者專家與工
商業界人士約三百人與會。
教育學程組辦理實習教師返校座談，邀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一科專員施博惠老師講
授「教師資格檢定及教師甄選」。

四月
戰略所舉辦「2000年國家安全戰略情勢評估：不對稱戰略思考與作為」學術研討
會，共計約有兩百多位學者專家與會，分別就兩岸關係、國防與外交議題展開熱烈討
論。

朝剛、總務長洪欽仁、主任陳惠美、副主任鄭麗敏、教授鄒忠科、副教授吳錫德等前往

根據天下雜誌特刊「CHEERS」四月份創刊號的公布資料，針對全國一千家大企業

兩校訪問並簽訂學術交流協定；其間並參訪英國、法國及德國相關姊妹校，以落實學術

的調查顯示：國內企業最愛的大學畢業生，本校總排名第六，還是私校第一，表現搶

交流、促進姊妹校情感。

眼。在團隊合作與工作穩定度兩項分別獲得第二與第三的佳績；在工作態度與敬業精

建教合作中心主任李德昭及國交處組員徐宏忠代表本校參加泰國國際教育諮商協會
在曼谷舉辦的「二千年國際教育展」，本校為國內第一所大學參加此國際教育活動，別

神、彈性應變兩項各名列第四與第五。
理學院數學系、文學院中文系經本校核定，獲選為八十九學年度重點系所，可獲得

89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學校連續四年的重點系所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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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伙伴，並舉行教學座談，議題包括課程設計、教學作品及未來發展方向等，隨

大專運動會中，本校奪得網球男子團體亞軍、高爾夫球隊林柏淵第二名等佳績。

後參觀建築系教學成果，並與建築系所學生約六十人舉行座談，訪問團代表Michael

一日 國戰所主辦，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及江蘇省台灣研究會協辦的「台灣大選後

Drive系主任（Kent Institute of Art and Design）介紹英國建築教育概況及答覆學生發

的兩岸關係走向」學術研討會於南京召開，為期八天。
為慶祝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未來研究組特舉辦「淡江2020」徵文比賽，結果揭
曉，第一名英文二Ｃ陳峻毅，企管二Ｄ許致遠、張馨尹並列第二名。
「辦進口貿易救濟制度在WTO GATS規範下之現況與未來趨勢」。
十日 物理系邀請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陸坤權來校短期研究，並舉行一場
演講，講題為「Behaviors of Granular Matter in the Presence of an Electric Field」
。
「新領袖，新機會──21世紀台灣願景」由未來研究組舉辦的第一次未來論壇，邀
請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顏建發博士與未來組林志鴻、陳國華、鄧玉英、王宏仁、周桂田
等老師討論總統大選後，從未來學觀點探討台灣未來可能的發展。
十一日 電機工程學系以「重點系所學術交流」經費邀請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及計算
機工程學系教授Prof. Howard Jay Siegel 蒞校舉行三場演講，並洽談整合型計畫及其他
學術交流事宜之可能性。
技術學院名人講座邀請前經建會主委、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孫震教授主講「台灣
科技產業發展與知識分配」。
十二日

土木系邀請重點系所專題講員David Nash教授蒞校訪問並進行三場演講。

Nash教授為聲譽卓著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 of Bristol）土木工程學系資深講師，研
究重點為深開挖、坡地工程監測和實驗。其應邀來台除與台北市捷運局、台灣營建研究

問。
十五日

淡江大學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於台北雅苑餐廳舉辦成立大會，會中選出志

聯工業副董事長蔡文雄校友擔任理事長，校長張紘炬前往列席指導。
十七日

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歡迎僑務委員會駐奧地利委員程宗熙來訪。

外語學院邀請現任教於美國奧瑞岡大學、亦為著名華裔美國學者李磊偉教授擔任名
人講座主講人，講題為「Accident and Actuality: Articulating Asian America」（偶然與事
實：暢論亞裔美國）
。
來台參加第四屆海內外華人「航天科技研討會」的大陸代表團一行廿二人蒞臨本校
參觀訪問，並了解航太系的情況。
十八日

統計系名人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刁錦寰院士在化中正演講，講題為

「Trends in Atmospheric Ozone, Temperature and UV Radiation A Statistician’s Report」
。
育達技術學院圖書館主任胡英麟與建築師共二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館舍規劃及相
關事宜。
台中嶺東技術學院教師等一行十九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
本校創育中心與台北科技大學創育中心合辦「鼓勵新興中小企業創新技術研究講習
會」，藉此宣導政府補助措施、促進創育中心間策略聯盟和加強進駐廠商交流。
十九日

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創新暨科學廳執行主任Mr. Mel Wong等一行七

院以及諸多民間的工程顧問公司交流、交換相關經驗外，亦應土木系之邀訪問本校，與

人蒞校訪問，並於覺生紀念圖書館九樓貴賓室拜會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及校長張紘炬，雙

土木系師生座談並拜會學術副校長，暢談工程教育與合作交流的未來展望。其三場演講

方談到與國外大學進行雙文憑的跨校合作計畫，並討論兩國在學費等財務經費上規劃的

題目分別為「黏土中的深開挖設計與分析」、「彎曲元件於低應變土壤剪力模數量測之

差異。

應用」
、「英國工程教育簡介」。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成立教育學院，教育發展中心之「教育
學程組」改為「師資培育中心」，隸屬教育學院。「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更名為「資訊
與圖書館學系」。本校配合「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各系採用之招生比例。
十三日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國際經營學科講師七井誠一郎、入試課職員福山信弘及
曾於本校服務的教授林丕雄來校參訪，並拜會校長張紘炬和副校長馮朝剛。
十四日 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八十八學年度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教育訪評」業務簡報。
建築學系邀請英國建築學術及教育界代表訪華，推廣英國建築教育與尋求中英建築

廿一日

英國三軍聯合指揮參謀學院教育長 Prof. Geoffrey Till及陪同人員三軍大學

空軍學院梁振宇上校來訪，並與校長張紘炬、歐研所、美研所、國戰所所長翁明賢及國
戰所研究生舉行座談會。
第六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資訊中心設置辦法」，取消教學組之
「教學支援股」、「硬體維修股」。修正「淡江大學教育發展中心設置規章」：增列「遠
距教學組」、「教育品質管理組」，教育學程組改名「師資培育中心」改隸教育學院並
提下次校務會議。撤除「夜間教學行政中心」
，夜間上課之督導，移由教務處辦理。
廿二日

校長張紘炬率團赴大陸中南工業大學、中南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參加

「第四屆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訪問期間，張校長在成都西南財經大學與該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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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王裕國教授簽署了兩岸學術交流協議書，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也與在大陸極為有名的
湖北商業高專校長劉塗金簽署兩岸合作交流意向書。
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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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匈牙利前總理1990∼1994年財經顧問Dr. Eva Voszka女士偕同財務系兼任

遠見雙月雜誌書「Young」五月份創刊號中公布了一份「大學趨勢與調查」的資

教授吳壽山蒞校訪問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暨財務系主任林蒼祥。Dr. Eva Voszka女士為

料，其中本校在對私立大學評比的七個項目中勇奪三項第一，分別是：「企業對校友表

東歐國有電信及銀行事業民營化之著名人士。

現的總體評價」、「八十八學年度私立大學師資概況」及「研究成果」
。

廿四日 五十五年化學系畢業校友、現為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純明捐給
母校新台幣五百萬元，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代表接受。
廿五日 物理系邀請日本東北大學岡泰夫教授來校短期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
「Magneto-optical Properties of Quantum Dots and Quantum Wires of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s」
。
國家通識教育課程「跨世紀的思維」邀請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到校演講，講題：
「建立人生正確觀念，共創進步現代社會」
。該課程為遠距教學，此場在本校發聲，同步
發送十五所大專院校。
廿六日 大傳系「名人講座」在化中正，邀請前教育部長吳京教授蒞校演講，講題
為「人文與科技」
。
廿七日

參加「新世紀•新理念公共圖書館發展實務研討會」之與會貴賓一行七

人，參觀圖書總館。
廿九日 為慶祝創校五十週年，本校校慶籌備會校友校長小組，特地邀請畢業或任
教於本校，現任大學院校校長九位學者，召開「淡江大學校友大學校長會議」，就高等
教育發展趨勢展開討論。會議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校校友台灣省府委員陳倬民發
表「廿一世紀高等教育的趨勢──以彰化師範大學為例」、南華大學校長陳淼勝發表

本校八十八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得獎人共計六十八人，甲種陳幹男等六十七
人，乙種落合由治一人。
二日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邀請她在史丹福大學的恩師Dr. Myra H. Strober來校參觀

訪問，並進行三場「教育經濟學暨兩性平等教育講座」
。
技術學院名人講座在台北校園中正堂，邀請行政院經建會主委江丙坤主講：「台灣
經濟發展的展望」
。
三日 由本校土木系舉辦的「當代混凝土鋪面設計講習會」在台北市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國際會議廳舉行，並特別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土木系榮譽教授貝倫伯格
（Ernest J. Barenberg）主講其中八場。
數學系名人講座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邀請中研院統計所所長魏慶榮主講：「聖經真的
藏有密碼嗎？──一場統計論戰」
。
四日

公行系名人講座在驚中正邀請司法院院長翁岳生談「司法改革」
。

物理系名人講座邀請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主講：「什麼是科學？」，地點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
本校與財金資訊公司合辦「邁進校園e世紀金流自動化研討會」，北區各公私立大專
校院相關人員約一三○人參與。

「台灣高等教育經營環境與策略之演變」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校長郭藤吉發表「從事教育

五日 由通識與核心課程組舉辦的第一屆倫理思想與道德關懷學術研討會於淡水校

工作的歷程與治學理念」、屏東師範學院前校長何福田發表「屏師與我」、並由張創辦

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兩天，探討的範圍有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分際為何、自

人主持綜合座談，會後由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飛龍設宴款待與會人員。

由與責任的概念等相關議題。

本校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聯誼廳舉辦「北區創新育成中心聯誼會」，會中共有三十
一家創育中心共襄盛舉。
三十日 本校三位出身金韶獎的校友獲得金曲獎肯定，交管系八十四年畢業校友林
生祥，在非流行類中，以「我等就來唱山歌」獲得最佳作曲人獎，並與交工樂團的鍾永
豐校友共同獲得最佳專輯製作人獎；八十年大傳系畢業的校友雷光夏，也以一首
「原諒」
得到流行音樂類的最佳作詞人獎。

中文系邀請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余光中來校擔任淡江講座，共有三場演講。
創育中心於淡水校園B601教室舉辦「建邦創育中心第三次推廣說明會」，會中共有
三十三家淡水地區中小企業參加。
八日

管科系邀請現任紐澤西威廉派特森大學（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商學

院行銷與管理科學系教授鄧進財校友來校，進行三場重點系所講座。
企管系名人講座在驚中正邀請經濟部次長林義夫主講：「經貿談判與我加入WTO
進展情況」
。
十日 保險系舉辦「保險與危險管理學研討會」。

90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十一日

東南亞研究所主辦的「200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分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與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共同進行十二場的研討，發表四十八篇論
文。會中邀請內定外交部長田弘茂作專題演講。
本校代表隊獲大專杯壘球賽冠軍。
十二日 教育部指派朱振昌、江美珠二位督學蒞臨本校視導，由校長張紘炬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向二位督學說明校務現況。
十五日

首創全國大專院校第一的「TKU Shopping Mall淡江大學電子商務網」正

式開張，本校教職員工皆可註冊成為會員，上網訂購便當、阿給、魚丸等民生用品。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吉祥物及校花在經過月餘的網路投票，分別由海豚及櫻花獲得最
高票，第二階段的吉祥物設計比賽隨即開放給全國各界有興趣的人士參加。
十六日 內定教育部長、現任陽明大學校長的曾志朗應物理系名人講座之邀，於驚
聲國際會議廳演講與他本身研究相關的「探討人腦：從閱讀到腦神經造影」。
英文系本週舉行重點系所講座，邀請UCLA法文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Prof. Peter
Haidu來校做三場學術演講及一場專題講座。
本校和台灣科技大學、高雄技術學院、銘傳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灣藝術學院等
校之創育中心合辦「創育中心智慧財產合作策略聯盟籌備會議」，會中請到交通大學研
發處智慧財產中心專案經理來解說智慧財產移轉業界的方式及規劃。
十八日

配合俄羅斯新任總統普丁五月就職，俄研所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學者舉辦

「2000年俄國總統大選與俄國民主未來」座談會，就政治、法律、經濟、外交各層面展
開廣泛的討論。
十九日 來自大陸四所大學的「大陸學者專家學術交流團」一行八人蒞校訪問，行
程中除了與本校教學主管進行學術座談，同時也參觀了海事博物館，來賓們在瀏覽之
餘，對於本校豐富的軟體資源及卓越的辦學績效都表示高度肯定。
二十日 本校劍道社在全國大專盃劍道比賽中，團體男子組得分賽和過關賽同樣獲
得亞軍，團體女子組得分賽奪冠，過關賽則得季軍。
廿二日 韓國姊妹校慶南大學董事長及校長一行九人蒞校訪問，進行例行性拜會，
以增進兩校交流活動。
本校國樂社以及花蓮校友會，分別獲得「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的學術組特優獎與自治綜合性優等獎。
財金系名人講座於驚聲國際會議廳邀請賴英照大法官主講：「登高遠眺──快樂學
習」
。
廿三日 烏克蘭基輔共和國基輔大學（Kiev University）校長Dr. Victor V. Skop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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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員一行四人蒞校訪問，拜會創辦人張建邦，並與校長張紘炬、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及國
交處主任陳惠美討論未來具體的合作計畫。
廿四日

會計系主辦的名人講座邀請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在驚中正主講：「e世代

的企業經營環境」
。
教育發展中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大學2020論壇」，邀請跨世紀發展指導
小組召集人張建邦、副召集人張紘炬及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等委員會委員共九十人
到場參與討論。
廿五日

中文系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為

慶祝創校五十週年，擴大邀請瑞典、新加坡、大陸、日本、韓國等地的漢學家，與國內
學者共同討論「漢語文化學」，發表廿四篇論文。
廿九日

美國姐妹校蒙特瑞國際學院新任校長Dr. Chester Haskell蒞校訪問，校長張

紘炬主持簡報及座談會，並參觀校園。
電機系名人講座在化中正邀請行政院電信國家型計劃主持人、前交大校長鄧啟福博
士主講「無線通訊技術與產業發展之趨勢」
。
卅一日

英文系重點系所講座邀請現任教賓州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的Dr. Jeannine

Donna來校做三場英語教學方面的學術專題演講。
由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領隊，偕同前財政部長邱正雄、財務系主任林蒼祥及專兼任
教授等二十人，參與同年六月在泰國曼谷香格里拉大飯店舉辦之「第八屆亞太財務、經
濟暨會計研討會暨第二屆東協十國商管學院院長協會聯合研討會」
。

六月
本校核定數學系及中文系為八十九學年度重點系，獎助年限四年，英文系為八十九
及九十學年度重點系。
八十八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中文系施淑女教授、化學系李世元教授、建築系崛
烯憲二副教授、經濟系莊希豐副教授、會計系洪欣慧講師、英文系楊銘塗教授、俄研所
劉克甫教授、國際企業經營系林健次副教授及教發中心陳國華副教授九位老師獲得該
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一日 第四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揭開序幕，由校長張紘炬
主持開幕式，邀集海峽兩岸英、西、法、德、日及俄語教師二百人與會，發表四十篇論
文。
大傳系名人講座在驚中正開講，邀請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石滋宜主講「科
技革命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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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產經系邀請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Kar-yiu Wong教授來校任淡江講座。

中心設置規章」：增列「遠距教學組」、「教育品質管理組」設立目的，教育學程組改

三日 為慶祝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及迎接全球化經濟世紀的來臨，商學院於覺生國際

為「師資培育中心」，改隸教育學院。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規章」：明

廳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全球化市場為研討主軸，探討國際貿易、財務金融、產業經

訂系主任、所長為系、所教師評審會委員兼召集人。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

濟、勞動市場、風險管理、環境保護等商學相關領域之學術議題。

規章」：專任講師由起聘之日起八年未能升等者，續聘時採一年一聘，並不得於校外兼

淡江大學工業技師校友會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林自強任
理事長。

江大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章」：明訂「職員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提出」。依行政會

本校曲棍球社參加2000年夏季高級中等學校以上旱冰曲棍球比賽，勇奪大專組的
冠軍寶座。
四日 本校啟明社與樸毅社會工作團獲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第八屆大專青年社會服
務獎，分別獲得一般活動贊助獎項的三萬元及兩萬元金額的獎勵，今日前往聯合報大樓
全國大專院校八十八年度漆彈運動錦標賽假基隆河大直河的美提公園舉行，本校由
技術學院國企系七位同學組成的代表隊在主任林宜男的領軍下勇奪男子組亞軍。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於華山藝文特區烏梅酒廠舉辦「第二屆畢業系展」，由

建技系主任林炳宏主持開幕，展出期間舉行「建築與藝術的數位對話」及「高等建築教
育向度」座談會。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請學術副校長組專案小組研議，本校大
學部是否分第一、二兩部，以疏解日間淡水校園擁擠問題。設置「服務教育課程委員
會」，主任委員由行政副校長兼任。設置「藝術中心」為一級單位，並請董事會命名。
設置「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為一級專責單位，中心主任由總務長兼任，下設環境
保護小組、安全衛生小組、採任務編組方式，由中心主任推薦專任教師兼任。主任及組
長不另支主管津貼。
物理系邀請北京中國科學院人工晶體研究中心主任陳創天教授來校短期研

究，並舉行一場演講。
九日 第十六屆五虎崗文學獎決審，各類組首獎名單如下：小說組中文三邱韶瑩、
散文組中文三黃千芳、新詩組水環研一賴尚儀。
建築系假富邦人壽大樓地下室展覽場舉行大學部學生設計作品展出，展期至十三

管理科學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00年管理科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中針對財務管理、作業研究、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議題，發表二十八篇論文。
建築系假富邦人壽大樓地下室展覽場舉行「建築教育e世代座談會」，內容：E世代
學生作品發表暨評論。
十一日

受獎。

八日

議通過之組織更正，修正「淡江大學組織規程」
、「淡江大學辦事規章」。
十日

商學院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七日

課、兼職，校內不得超支鐘點；進修博士學位者留職停薪之年限合併為五年。修正「淡

第六屆學生會會長選舉，因總投票人數未過百分之十五門檻，重新辦理補

選並受理登記，原兩組候選人（純化三施任青、資管三吳育哲及公行二吳姿瑩、機械二
黃勝良）在灰心之餘，不再參選，因此僅一組人馬（機械三許家榮、國貿三黃毓玲）登
記，今日起，開全國先例採網路投票。
建築系與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合辦，假富邦人壽大樓地下室展覽場舉行「設計教育與
師資座談會」，邀請立法委員朱惠良、成大、中原、東海、銘傳、實踐等大學建築系主
任，內容：討論設計教育師資、升等與聘任問題。
十二日

電機系邀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同時也是IEEE Fellow的Prof. Pen-Chung

Yew蒞校做重點系所講座，共有三場演講。
國戰所主辦、中華工業教育研究發展基金會協辦的「兩岸職業教育發展研討會」於
台北校園校友會館盛大展開，為期十天。
十三日

英國牛津大學哈福特學院一級主管白彼德（Peter Baker）蒞校訪問，與校

長張紘炬暢談兩校合作計劃。
建築系於本校商館展示廳，由建築學系具設計專長之專、兼任教師針對近兩年來碩
士班設計研究成果進行評鑑與座談。
十四

教育科技系及教學科技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辦「e-learning網路學習的規

劃與前景」研討會，探討如何善用遠距學習的特性，開創更寬廣的學習資源。
法國大學校長協會副主席暨巴黎第四大學校長Dr. Georges Molinie伉儷蒞校訪問，

日。
第四十三次校務會議通過：進修學士班畢業證書格式依原夜間部畢業證書修訂之格
式，即：不註明「進修學士班」字樣。修正「淡江大學學則」：「進修教育學士班」更
名為「進修學士班」、增列「碩士在職專班」及其相關規定。修正「淡江大學教務發展

與校長張紘炬討論兩校合作計劃。
十五日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海報設計比賽結果揭曉，第一名土木三吳細顏、第二名

建築四賴建宏、第三名經濟二陳文恬，佳作建築四賴芷儀、建築四鄧薏伶、建築三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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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

廿六日

由學務處課指組主辦的「淡江四月天」徵文比賽成績揭曉，中文一D黃上殷獲得第
一名。
十六日

大事記 905

外語學院六系所舉辦的大三出國留學一年計劃，於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

舉行授旗典禮，共有一百六十五位同學分別前往日本麗澤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
學、京都橘女子大學、德國波昂大學、法國孔泰大學、西班牙拿瓦拉大學、俄羅斯聖彼

中等教育學程有一百四十四人結業，教育學程組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教育學程結業典禮暨實習行前說明會」
。
十七日 本校八十八學年度畢業典禮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張紘炬
主持，創辦人張建邦、董事長張姜文錙、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兩位副校長、各一級單位
主管等都出席，今年共有7442名畢業生，博士班畢業生一一上台受證，碩士班由文學

得堡大學、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及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配合五十週年校慶，建築系與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合辦，假E787舉行海峽兩岸城市
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來台從事學術交流活動。

七月

院吳美珠等七人代表上台，在個別獎項方面，董事長獎由會計系徐嘉忻、學業獎經濟系

一日 公布人事異動，新學年度將成立七個新單位，分別是：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

王文珠、操行獎資訊系李芳雯、服務獎化學系王隆昇、體育獎歷史系吳佳嬅代表上台受

奇茂、教育學院籌備處主任黃炳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由總務長洪欽仁兼

獎。

任、教育發展中心遠距教學組組長郭經華、教育品質管理組組長劉美琦、教育學院籌備
僑輔組在驚中正舉行畢業僑生家長接待茶會，並邀請校長張紘炬頒發僑務委員會八

十八學年度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學業操行成績優良獎給財金系黃志昌、機械系戴燕
婷、西語系陳盈足、資工系鄭美珠、大傳系趙麗萍等五位僑生。
本校在資訊業界的優秀校友在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的號召下，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
會館舉行「資訊人校友協進會」成立大會，由黃明達主任任第一屆理事長。
十八日

學生會長選舉網路投票結果揭曉，全校學生總人數26600人， 同意票3949

票，不同意396票，投票率16.33%，超過百分之十五的門檻，確定由機械三許家榮、國
貿三黃毓玲當選正副會長。
十九日

物理系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州Norfolk州立大學Ed. Gillman教授來校專題演
企管系主辦第一屆「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由校長張紘炬擔任

主持人，會中針對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財務與行銷管理、資訊與科技管理、個案研究
四大議題，發表三十三篇論文。
技術學院築技術系畢光建老師率領第二屆學生赴歐洲進行「體驗建築」實地教學活

成立文錙藝術中心，聘請國際知名畫家李奇茂擔任主任、名書法家張炳煌擔任副主任、
藝術家沈禎任秘書，該中心將配合50週年校慶舉辦「藝術饗宴」展覽活動，預計公開
展出100件國內外知名藝術家作品。

八月
一日 上午十時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主管交接典禮及新增單位佈達典禮，本學期
新設七個單位，由校長張紘炬佈達及頒授印信，分別是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副主
展中心遠距教學組組長郭經華、教育品質管理組組長劉美琦、教育學院籌備處教育政策
與領導研究所所長單小琳、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張雅芳。
大一新生學生證改用IC信用卡，除身分識別外，可打IC電話及ATM提款轉帳。舊
生則統一在十一月換發。
三十一日

動。
校長張紘炬召開50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廿四日

本校為培養師生藝術氣質，拓展國際間藝術交流，特別以董事長姜文錙為名，正式

任張炳煌、教育學院籌備處主任黃炳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主任洪欽仁、教育發

講。
廿三日

處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單小琳、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張雅芳。

技術學院應日系假台北校園D223室舉辦「技職體系日語教育學術研討

會」，除了邀請國內技職體系專業日語教師與會外，並請到銘傳大學應日系教授蔡茂豐
博士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陸研所三十位研究生前往大陸北京，進行「2000年畢業實習交流」，實地舉辦田野
調查，並由大陸學者親自授課。

本校奉教育部台（89）高（一）字第89109306號函准予正式成立教育

學院。

九月
一日

機械系助理教授楊龍杰、物理系助理教授薛宏中分別獲國科會派訓國外一

年，楊龍杰已於八月前往加州理工學院微機電實驗室，薛宏中明年二月啟程赴美柏克萊
大學物理系，進行計算材料模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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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中山大學劉維琪校長率學務長及學術研究處一行人蒞校訪問，中午由校長張
紘炬於觀海堂設宴款待。
四日 全校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展開五天訓練活動。
五日 上午尼加拉瓜大使館王海光大使及中美洲經貿辦事處葉佳文協理蒞校，討論
為紀念去年所舉辦的中美洲七國高峰會，將在本校驚聲大樓二樓設置紀念碑。
六日 淡江合唱團一行廿二人，由國交處主任陳惠美領隊，受美國姊妹校加州長堤
分校及維諾納州立大學之邀，赴美訪問交流，與該兩校同學一同表演，本校演唱中英文
歌曲，實力獲一致肯定，於十五日返國。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教學部長、振興課長來訪。

大事記 907

二十三日

啟明社舉辦三十週年社慶，展示本校視障教育成果，中華民國視障協會

理事長戴國雄、台中啟明學校國文老師黃春桂等校友回校。
二十五日

輔仁大學李寧遠校長率該校三位副校長黃俊傑、郭維夏、詹德隆及一級

主管共四十人來校參訪，參訪重點為本校組織再造、行政簡化，全面品質管制等。
澳洲克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ice Chancellor Prof. Lance Twomey
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並參觀海事博物館和覺生紀念圖書館。
二十六日

日本平城國際大學校長中村勝範來訪，並在應日系主講三場講座，對本

校同學高水準的日文素質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八日在本校安排下拜會教育部曾部長志
朗。

七日 舉辦八十九學年度新聘教師研習會。

二十八日

八日

慶祝教師節向全校教職同仁致敬，女教職員聯誼會主辦美食天地，理事長張家宜特

舉行第七十次行政會議，會中修正通過「重點系所設置辦法」、「文錙藝術

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漢學資料中心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
。
十三日 上午文、商學院開學典禮，並舉辦文、商、管理、技術學院、教育學院新
生家長座談會。下午為管理、技術學院開學典禮。
十四日 上午理、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院開學典禮，並舉辦理、工、外語學院新
生家長座談會。下午為工學院開學典禮。
淡江大學在校服務校友會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幹事會議。
十五日 五十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十六日 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在金門舉行成立大會，由英文系畢業、金門高中教
師李福生膺任首屆理事長，三十餘位校友出席，新竹市校友會更派出十三人致賀團前往
道賀。
十八日 開學並開課，本學期首度實施課業輔導，開設微積分等六科目，由研究生
值班幫同學解惑。
鍾靈化學新館由化學系第二屆系友林文雄捐贈的水牛廳多媒體教室舉行啟用典禮。
創辦人張建邦與校長張紘炬為感謝其捐贈該教室之音響設備及工程等費用，於覺生國際
廳設宴款待。
十九日 淡水後備軍人動員管理學校與本校簽約，合作辦理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碩士學分班。

第三十一梯次麗澤大學留學生開學典禮。

別做了好吃的金門麵線，校長提供桃子、李子水果，象徵淡江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

十月
九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總校長Charles Reed夫婦、副總校長Dr. Douglas X. Patino

夫婦、校董會主席Mr. William Hauck暨校董王大壯夫婦一行七人蒞校訪問座談，並拜會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及校長張紘炬。
本校在八十八學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中，通過件數及金額均為
私校最高，已連續四年居八所私立綜合大學之冠。
本校國小教育學程經教育部評鑑，贏得特優佳績，是全國所有開設國小教育學程的
學校中，唯一獲得特優的學校。
由本校中文系師生編輯的「藍星詩學季刊」，被文建會選為「八十九年度優良詩
刊」
。
十一日

校長張紘炬率相關主管赴礁溪鄉公所拜訪吳鄉長宏謀及宜蘭縣政府劉縣長

守成討論蘭陽校園臨時工程。
十三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柏林大學前校長Dr. Heckelmann教授來校擔任

名人講座。
工學大樓電腦實習室落成啟用剪綵。
十六日

台北縣政府蘇縣長貞昌蒞校主講「台北縣政與未來發展方向」
。

十八日

化學系副教授郝俠遂獲頒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資訊教育績優人員獎。

二十二日 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主辦中小學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工作坊。

十九日

東南亞研究所舉辦「亞太地區民主化與區域安全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

八十九學年度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會。

二十日

。
技術學院舉辦「21世紀e-Commerence 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二十一日 台東縣陳建年縣長率一級單位主管多名蒞校訪問座談，水環系與建築系
將協助台東的觀光業等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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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舉辦「國際生態論述會議」，並同時舉辦「生態藝術展

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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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慶祝五十週年校慶及蘭陽新校園的設立，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及校長張紘炬於
今日邀請宜蘭縣長劉守成、宜蘭地方政要、海外五大洲姐妹校校長二十六位和來自各地

運輸管理學系舉辦「新世紀軌道運輸國際學術研討會」
。

的校友會代表們、董事會董事及蘭陽校園籌建委員等與本校主管同赴蘭陽校園植樹。

廿三日 資訊工程學系主辦「國際電腦輔助教學及網際網路應用研討會」。

理學院在科學館一樓大廳展出「科學館、化學館攝影展」
，為期五天。

廿六日 覺生紀念圖書館主辦「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新發展及系統轉換研討會」
。

七日 學生會於活動中心舉辦校慶音樂會。

校慶蘭花展暨本校教職員書畫展開幕。

資訊中心、教科組、遠距組於商館展示廳聯合舉辦「50週年校慶資訊特展、多媒

廿七日

第七十一次行政會議。會中通過「本校配合週休二日，調整上班時間」、

「訂定本校專任教師辦理校外兼課(職)之作業時間」、「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更名為生涯規
劃暨就業輔導組」、「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併入教育學院並更名為未來學研究中
心」、「國際交流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教育
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
廿八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主辦「中西文化交流50週年回顧與展望」，於台北校園五

樓校友會館舉行。
卅日

教育學院主辦「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邀請中研院院長李遠

哲、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專題演講。

十一月
二日 物理系於驚中正舉辦尖端科學國際研討會，為期兩天，共邀請到諾貝爾獎得

體及遠距教學成果展」，為期四天。
陳水扁總統蒞臨淡水校園，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國際姊妹校校長論壇」會上應邀致
詞。
文錙藝術中心舉行落成啟用典禮，陳水扁總統親臨並為其所頒「育才弘藝」匾額揭
幕。
淡江大學姊妹校校長論壇於淡水校園舉行，會議由校長張紘炬主持，創辦人張建邦
博士親臨會場致開幕詞並參與論壇，講題為「因應劇烈變革中的大學教育」。
本校假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加拿大亞瑟柏大學、德國波昂大學、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
學、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韓國京畿大學、比利時新魯汶大學、馬拉威的馬拉威大學、美
國馬里蘭大學、英國牛津哈福特學院、德國的科隆大學、法國巴黎第四大學，以及奧地
利維也納大學等十二校締結姊妹校。
「科學館與化學館影像回顧展──成長中的喜悅」
，在科學館一樓大廳展出，為期四天。

主李遠哲、丁肇中及曾經角逐該獎項的朱經武、吳茂昆等十四位在國際間皆有舉足輕重

八日 校慶園遊會、義賣會在淡水校園舉行。

地位的科學家，來到本校發表最新的尖端學術研究成果。

學生會在書卷廣場舉辦戶外音樂會。

四日 大傳系舉行實習廣播電視教學實習中心、淡江之聲電台、北海岸周刊、攝影
實習中心更名、新出發啟用典禮，四大媒體改名為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電台、淡江網
路新聞報以及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校史展覽室「時間走廊」開幕。
慶祝五十週年校慶，上午在淡水校園運動場舉行慶祝大會及運動大會典禮，典禮由
校長張紘炬博士主持，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應邀蒞臨致詞。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監察院副

未來學研究組在覺生圖書館未來學展示區推出「未來化展示會」
，為期六天。

院長陳孟鈴校友、立委鄭龍水校友、前財政部長陸潤康，及輔大李寧遠、南華大學校長

學生會在活動中心舉辦「跨越50校慶萬歲」校慶晚會。

陳淼勝校友、開南管理學院校長莊淇銘，和來自全球各地數十個姊妹校的校長，還有本

五日 「北區大專盃劍道比賽」於本校淡水校園舉行，女子組獲得得分賽冠軍、過

校各系所的師生代表參與。

關賽亞軍，男子組獲得得分賽亞軍、過關賽亞軍，及最高獎項「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
創校五十週年慶祝酒會在圓山大飯店舉行，宴請三十五所姊妹校校長及主管夫婦、
海外共廿三個校友會、台澎金馬廿五縣市校友會。
未來學研究組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未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期三天，包括世界
未來研究聯盟總裁湯尼•史帝文森、未來基金會總裁華特•克斯勒、世界未來學會副總
裁葛瑞．莫立特等十三位世界級外國學者蒞臨參與研討會。

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優良獎於校慶慶祝大會上頒發。
第十四屆「淡江菁英」金鷹獎於校慶慶祝大會上，由該獎創始人名譽董事長林添福
頒發給五位優秀的校友：林文雄、張純明、葉賽儂、陳淼勝、汪大衛。
交通部郵政總局發行本校五十週年校慶紀念郵票，上午在淡水校園舉行發行典禮，
並於全國各郵局公開發行。
歷史系詹家旗、陳美秀、管育平及湯珮珮四位女同學在校慶運動會上「女子四百公

910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尺接力賽」，合力跑出了59秒86的新紀錄，打破夜銀行系在民國七十三年所創下高掛十
六年的校運紀錄。
陳水扁總統於總統府接見本校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紘炬及近五十位本校姊姊校及
未來學貴賓。
九日 建教中心中華語文研習班學員外籍學生涂龍一代表本校參加於國父紀念館為
國際友人舉辦的中國話演講，並獲第五名。
十日 中央政府聯合訪問團到校關心僑生。教育部僑教會高崇雲主委稱讚本校在輔
導僑生作業上，是全國第一名。
十一日 校慶校友高爾夫球賽假新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
十四日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00年兩岸管理科學國際

研討會」
，並發表二十四篇論文。
十五日 數學系舉辦第三屆海峽兩岸數學研討會，為期三天，會中共計發表二十四
大傳系所及資傳系舉辦的「2000年淡江大學國際傳播研討會」，為期三

天，於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及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
十九日 西洋劍術社參加輔大盃擊劍邀請賽獲得女子組冠軍。
二十日 通識與核心課程組舉辦、中文系、動漫畫社協辦「台灣漫畫五十年暨世界
漫畫現象特展」，於商館展示廳展示，為期一週。
學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在驚中正舉辦生涯規劃系列講座，為期兩天。
廿一日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主辦「教育改革與轉型」學術研討會，於覺生國際
會議廳一連舉行三天。並邀請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教育學院院長Richard L.Andrews教授
（美國前教育局局長）來校主講三場「淡江講座」
。
廿四日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教育部長Guillermo Vargas Salazar伉儷下午三時三十分

蒞臨本校訪問。由前校長陳雅鴻教授陪同參觀本校資訊中心及圖書館，並與巴拉圭大使
Amb.Solano Lopez共同拜會張創辦人並出席晚宴。
廿五日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中華民國淡江校友總會聯合主辦「校友同慶音樂

會」，晚上七時三十分假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邀請旅美校友蔡睿智、名聲樂家簡文秀、
前中視音樂總監林家慶率領的管絃樂團，與母校學生合唱團等聯合演出。
廿七日 商學院於商館展示廳舉辦「商學院五系聯合系展」
，為期一週。
未來學研究組所舉辦「未來論壇」在驚聲中正堂舉行，邀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
委員何卓飛先生、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張雅芳教授、教科系高熏芳教授等人探討台灣
教育新視野。

數學系於網路上成立「統計諮詢室」，為國內各學術研究單位及個人提供統計諮詢
服務，是全國唯一提供該類網路諮詢服務的單位。

十二月
一日

機械工程學系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2000中華民國第八屆模糊理論及其

應用會議」
，為期兩天。
五日 書法社、篆刻社成果展暨北區大專院校巡迴展於商館展示廳舉行，有近百幅
書法作品及四十幅的篆刻作品參展。
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及校內一級單位主管等一行二十餘人於下午一時卅分參訪本
校，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並致贈紀念品。
六日

大理高中校長黃淑馨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觀訪問，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及一級

主管親自接待。
八日

篇論文。
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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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2000年國際數學與統計研討會及中華民國數學學會年會」在淡水

校園一連舉辦三天，下午三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開幕式。
十日

國際研究學院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
「經濟國際化──兩岸經濟合作」

研討會。
十一日

電機工程學系在淡水校園驚中正舉辦「2000年國際多媒體軟體工程會

議」
。
十四日

西班牙馬拉加大學二位副校長Prof. Dr. Diego T. Bermudz Flores、Prof. Dr.

Jose Maria Troya Linero上午十時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親自接見並致贈紀念品。
「第二屆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元首高峰會議紀念壁畫」之揭幕儀式下午二時卅分於驚
聲大樓二樓舉行，與會者包括哥斯大黎加等七國代表團團員、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紘
炬及兩位副校長。
十六日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舉辦之「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年會暨國科會航太學門產學

研討會暨八十九年無人遙控飛機設計製作成果發表研討會」在本校驚聲大樓及國際會議
廳舉行。
十九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下午二時卅分由理事長、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率領，前往關

渡浩然敬老院參訪，並捐贈校慶義賣所得十萬元。
廿二日

經由中國兩岸文經交流協會秘書長吳炳豫的引介，大陸東北五所大學共十

餘名教授蒞校訪問。
廿八日

統計系邀請美國范德堡大學生物統計副教授石瑜博士，在鍾靈中正堂舉辦

三場淡江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