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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課程異動 4學門更名
　【記者吳家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通識教育課程
進行精簡改革，98學年度入學新生均依改革後通識
教育課程架構修讀，97學年度前入學學生，通識教
育課程仍依原核心課程12學門選修。
　98學年度起共有4學門課程更名，分別是「各
國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學門」更名為「全球
視野學門」；「憲法與生活法律學門」更名為
「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中國文學及經典學
門」更名為「文學經典學門」；及「歷史研究學
門」更名為「歷史與文化學門」。異動之詳細資
料請參閱本校教育學院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網頁
http://163.13.43.66/。

百餘社團評鑑 美術社六連霸 旅遊系學會奪淡蘭閃耀獎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水環博四李其霈日前
以「Estimation of Viscous Dissipative Stresses Induced by 
a Mechanical Heart Valve Using PIV Data」（利用質量
影像流速儀估算由人工心瓣引發之黏滯消散應力）參
加美國人工體內器官協會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從
213篇各國醫生與博士撰寫的學術論文中脫穎而出，
榮獲IFAO優良論文獎，為台灣唯一獲獎者，獲頒獎
狀乙張及獎金1千美元，已於5月28日至30日赴美發
表，有來自美國、歐洲、加拿大等300位專家學者參
與，引起各國學者高度興趣。
　論文指導教授盧博堅表示，李其霈的研究成果對將
來人工器官的設計及血液流動現象有重大突破，以往
血液流經心導管、人工心瓣等人工器官，紅血球會遭

受非生理現象產生的力道導致破裂，釋放出帶毒素的
血紅素，造成腎臟及其他器官衰竭，或破壞血小板引
起血栓，導致中風，但一般儀器無法預測血球在人工
器官中破壞的情形，故對血栓及紅血球破裂問題，至
今仍無法克服。李其霈利用水資源在流體力學的研
究，以「質點影像流速儀」推算血球流經人工器官的
力道，利用產生的數值設計新的人工器官，減少血球
的破壞，克服人工器官設計50多年來所遇到的問題。
　對於研究過程，李其霈表示，現代測量儀器本身有
解析度限制，教授盧博堅在此領域著力頗深，「他建
議我以新測量模式推算數值，給我許多幫助。而台灣
投入此醫療器材領域研究不多，若水環系將流體力學
的知識應用在醫療器材領域上，前景可期。」

水環博四李其霈 獲IFAO優良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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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張家綺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民眾主
動關切台灣地層下陷現況，透過文章發表、串
聯及網友互動等功能，提升國人對於地下水資
源及國土保育之重視，本校水資源管理與政策
研究中心承辦經濟部水利署「地層『不落』，
美麗部落」地層下陷防治部落格創作大賽，即
日起至8月31日受理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分為青少年、成人、教師組，首獎最高為2
萬5千元，各組將選出前3名及佳作3名，詳情
請參閱活動網址http://www.water.tku.edu.tw/
sub91/2009action/action_index.aspx。

地層不落部落格創作賽即起報名

　【記者黃雅雯、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97學年度社團評鑑「FUN社
淡江新魅力，航向社團新世紀」於5日公布得獎名單囉！美術社連續
6年拿下文藝性社團評鑑特優、康輔社三度蟬聯康樂性特優，體適能
有氧舞蹈社也再次奪得體育性特優。今年共有144個社團參加評鑑，
較去年增加36個社團，蘭陽校園首次參與評鑑，吸引許多同學參與盛
會。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讚許：「各社團展現優秀的向心力及能力，同
學們的表現果真名不虛傳啊！」
　評鑑獎項分為學術性等9類，各取特優、優等及進步獎，另今年新
增「淡蘭閃耀獎」、「社團特色獎」2項獎項，各取3名，鼓勵蘭陽校
園社團參賽，及嘉許靜態展示區布置用心的社團。上午10時至下午3

時為社團觀摩時間，每個社團皆備有齊全的資料，無不絞盡腦汁呈現
最好的一面，歐美奇幻藝術社表演神奇的魔術，吸引人群目光，台中
校友會則製作大型海報，逗趣音符譜出「台中腔之歌」，吸引許多同
學參觀。未來將接系學會幹部的企管一高詩雅也藉此機會觀摩，她驚
訝地表示：「跟想像中的不一樣，原來需要準備這麼大量的資料。」
　社團之夜暨頒獎典禮則於下午6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樸毅
青年團成立剛滿1年便以黑馬之姿，拿下聯誼性社團特優，社長財金
三徐宛琪接獲獎盃時，難掩喜悅，激動落淚，在二樓的社員們也忘
情吶喊，為社團之夜掀起一波高潮。而首次參賽的旅遊系系學會奪得
「學會優等獎」及「淡蘭閃耀獎」第1名，會長旅遊二黃鈺婷樂道：

「努力了一學期，常為了建檔到半夜三更，雖然很累，但一切都值得
了。」
　除頒獎外，當天亦有社團賣力演出，首先由熱舞社開場，緊接著由
歐美古典奇幻藝術研究社帶來精采的魔術秀，鴿子與彩旗於手中變化
莫測；吉他社的演奏及日本文化研究社的舞蹈表演，使觀眾如痴如
醉；體適能有氧舞蹈社以三段不同的舞蹈帶動現場氣氛，模仿韓國男
子團體的橋段，更獲得滿堂喝采；華僑同學聯誼會以舞獅及擊鼓吸引
眾人目光，運管一黃凱倫大喊一聲「喝」率眾擊鼓，壯闊的氣勢震懾
全場。中文三傅詩婷驚呼：「那聲很驚人，第一次看到擊鼓的表演，
鼓聲有力而一致，感覺超帥氣！」

　【記者翁浩原、黃雅雯、陳若伨、陳依萱淡水
校園報導】為了突顯各系特色，給畢業生一個難
忘、溫馨的回憶，今天除了在體育館舉辦畢業典
禮，管理學院各系所及商學院保險系也由師長帶
領，以系為單位舉辦畢業典禮，邀請畢業生及家
長共襄盛舉。除了獻上祝福，也利用這個機會彼
此話別，相約日後再聚。
　資管系於下午1時在體育館一樓社辦廣場舉
行，除了頒發畢業證書及獎項，並合唱系歌聯繫
彼此的感情。運管系則於上午11時30分在B119舉
行，將邀請家長分享孩子們四年的成長、蛻變。
企管系則於L301和L302舉行，將播放系上教師的
叮嚀與祝福錄影帶；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祝福畢
業生：「畢業後就是大人了，要能背負更大的責
任；千萬別忘記，能力雖然重要，但是態度決定
人生的高度。」
　公行系於下午1時在B712舉行。統計系將於
上午11時30分在Q409舉行，現場除提供茶點，
另由副教授鄧文舜獻上披頭四經典歌曲〈in my 
life〉，學弟妹則獻唱〈今年夏天〉，用歌聲歡
送畢業生。會計系則於下午1時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師長將一一為畢業生撥穗，祝賀畢業生
學有所成。決策系及管科所於下午2時在T311舉

辦，除由系主任時序時親自獻上勉勵及祝福；
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畢業生將齊聚一堂，由導
師一一頒發證書，並藉MV重溫往日種種。保險
系於上午11時50分，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將
與近200位畢業生及家長同樂，系上自創最佳喜
感、最佳腦殘、最佳自戀等多項獎項，並頒發獎
狀乙張。
　建築系將於今天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在宜
蘭火車站丟丟銅廣場舉辦畢業典禮，今年以「雙
囍」為主題。建築系系主任吳光庭表示，希望在
傳統喜慶的感染下，建築系學生能保有傳統美
德，並以勇敢創新的態度面對社會。
EMBA畢業典禮 馬總統致電祝福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97學年度商管碩
士聯合在職專班（EMBA）畢業典禮將於今天下
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包括全球華商經
營管理數位學習碩專班及第一屆資管系碩專班
等，今年將有280位畢業生，創歷年新高。總統
馬英九特別致電表達期勉與祝福，至盼賡續秉持
「卓越創新」理念，以終身學習精進職能，以豐
厚學養成就事業，以宏觀思維開拓視野，以志願
服務關懷社會，共同為再創國家經濟榮景貢獻心
力。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等將
出席致詞，祝福畢業生。EMBA執行長王居卿表
示，同學們經過學期間的淬鍊，在新知識、新人
脈各方面增長許多，期望大家好好運用，在社會
有更好的發展。另外，畢業生將聯合贈送母校一
個電子看版，並放置於台北校園入口處。畢籌會
成員華商班陳譽仁表示，過去舉辦相關活動均仰
賴紅布條，為讓活動訊息有效地呈現，所以合資
購置電子看板，也期望透過電子看板，讓更多校
友知道，並回母校參與活動。
大傳資傳今實習媒體授證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資傳系、
大傳系將於今天舉辦實習媒體授證典禮。資傳系
於中午12時在教育館Q306舉辦「第8屆創意數位
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授證典禮」。大傳系則由淡江
影像藝術工坊主辦「第23屆實習媒體聯合授證典
禮」，於中午12時30分於淡江電視台舉行。 
　資傳系以「運動大會」為主題，畢業生共11
位，主持人將扮成運動員，由畢業生代表點燃聖
火，並依畢業生的傑出表現頒發獎項；最後由畢
業生代表將聖火轉交大三學弟妹以示傳承。活動
負責人資傳三陳起慧說：「希望學長姐畢業後發
揮所長，做個驕傲的資傳媒體人！」

　大傳系聯合授證媒體包括影像藝術工坊、淡江
之聲及淡江電視台等，共42位畢業生，學弟妹精
心布置「星光大道」，祝福學長姐成為明日之
星。另邀請大傳系系友、台視主播劉麗惠，回校
分享經驗，以過來人的身分獻花給文學院院長趙
雅麗，感謝大傳系媒體的栽培。
國際學院歡送榮退教授畢業生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於
4日中午在驚聲大樓9樓中庭舉辦「歡送熊建成與
沈育沁教授榮退及畢業生茶會」，場面熱鬧溫
馨。
　師生出席踴躍，幾乎擠滿中庭，國際事務副校
長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首先贈與即將退
休的拉研所教授熊建成及美研所副教授沈育沁
「Johnnie Walker」的酒，戴萬欽笑道：「送兩位
教授Johnnie Walker，象徵走到人生另一個層次，
邁向更高的領域；也祝福即將畢業的學生鵬程萬
里。」沈育沁表示：「在淡江待了17年，要離開
還真捨不得。」陸研所碩二游欣穎說：「以後會
常回來！」拉研所所長陳小雀說：「畢業不是分
離，而是飛得更遠，希望學生都能發揮所學，發
光發熱。」

　【記者林怡彤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學
生學習發展組97學年度「大一新生學生學習支援系
統之需求程度調查問卷」結果出爐，大一生學習需
求程度最高前3名分別為「研究獎學金之補助」、
「第二外語學習的技巧與方法」，以及「撰寫學術
報告與論文寫作之訓練」。
　該問卷調查時間為今年4月27日至5月11日，總填
答人數為3834人，填答率67.83％。共分「學習的
診斷與輔導」、「學習的策略與方法」、「語言
技巧與方法」、「學術研究」四個面向。採5等量

表，結果依需要程度平均值進行排序。
　據統計發現，需求度最高前3名中，「學術研
究」面向便占2項。對於「研究獎學金之補助」需
求，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表示，97學年度因應經濟不
景氣，本校增加相關清寒獎學金，日後亦將持續鼓
勵各系所積極募款提供獎助學金或工讀機會。至於
「撰寫學術報告與論文寫作之訓練」方面，學生學
習發展組組長徐加玲表示，學發組規劃的實體工作
坊包含書面報告或口頭報告等相關課程，是撰寫學
術報告與論文寫作的入門，未來將加強宣傳，鼓勵

新生報名學習。
　而需求度最高前5名中，「語言技巧與方法」面
向便占3項，徐加玲表示，相較於以往學生對「學
習的策略與方法」之高度需求，顯見上學期學發組
為大一新生開辦的，專屬學習策略線上工作坊發揮
效果，紓緩新生對讀書策略之需求。對同學在「語
言技巧與方法」的高度需求，她建議，學生可多加
利用學校開闢的語言學習聯誼專區或補救教學等管
道，學發組也推出「原文書的閱讀」課程，同學可
積極參與，累積經驗，讓自己更精進！

學生學習需求調查 學外語及寫論文技巧為重

98學年度起實習序號選課
　【記者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為避免學生實習課
衝堂，本校自98學年度第1學期起，將實習課納入
選課系統，同學須以實習課開課序號選課，系統將
自動帶出正課，7月30日開放課程查詢，8月11至17
日選課，同學開學後務必隨班上課，不得衝堂。
　另外，本學期欠繳學雜費者，須於7月30日前至
出納組繳清，否則無法辦理新學期電話或網路預選
課程，因故未能如期繳清者，則須於8月27日前繳
清，否則無法辦理新學期註冊。

8月1日起取消過夜停車證
　【記者林芳如淡水校園報導】由於屢有老師反映
校內停車格不足，常找不到停車位，經總務處調
查，部分車輛長期占用校內停車格，所以日後將嚴
格查核校內車輛停放過夜情形，並自8月1日起取消
過夜停車證。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8月1日以後如有教師因研究
工作需夜間留校，不須事先申請，但必須在隔日
清晨5時至7時將汽、機車駛離，若研究超過上述時
間，可口頭向勤務中心（分機2110）報備，若違規
停車被取締5次，將被取消當年度通行證。
　電機系教授江正雄表示，住家離學校較遠的教
師，跟學生開完會已經很晚了，若隔天一早有課，
有些教師會留在學校過夜，繼續改論文，或從事其
他研究工作，未來卻得在清晨5時至7時特地將車子
駛離校園，造成不便，且忙起研究就會忘了報備，
希望學校針對長期占用校內停車格的人盤查即可，
以免影響教師留在學校從事研究的意願。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6/18(四)

8:50

國際研究學院

驚聲國際會議廳

「2009年台灣與世界關係」

研討會

台北校園
6/20(六)

13:30

財金系

D221

2009財務工程與金融監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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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大傳四黃俊銘：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排球隊於6、
7日參加教育部主辦的「97學年度浮士德球錦標
賽」，與銘傳等校在輔大爭奪獎盃，獲得季軍。
　女排隊長教科四郭雅婷表示：「練習時使用的排
球與正式比賽的浮士德球有所不同，浮士德球較排
球硬、重，但之前曾有比賽浮士德的經驗，讓隊員
比賽中較易上手，但接球的部分須多練習，希望下
次能獲得更好的成績。」

本校奪浮士德錦標季軍

畢業生金榜
學業獎

資圖系林宜慧、中文系陳怡璇、歷史系洪子容、資傳系林育
萱、大傳系陳貝宇、財金系高羽萱、產經系林立旻、國貿系
郭如恩、保險系曾國揚、經濟系鄭雲勻、教科系陳麗文、建
築系王瑞雪、機電系李阮曜、土木系吳豐名、土木系劉曜、
化材系王岳盛、資訊系謝宗翰、航太系黃柏瑋、電機系劉霽
逵、水環系陳韋吟、法文系馬儷文、德文系郝喬羚、日文系
王學儀、英文系蕭意臻、西語系黃安琪、俄文系陳宗盟、會
計系戴滺靚、企管系黃鈺婷、決策系葉信頤、資管系鄭香
玫、公行系曾雪瑛、統計系陳盈孜、運管系張可芳、化學系
蔡明志、化學系黃鴻裕、數學系黃建華、數學系李政元、物
理系簡膺豪、物理系劉仕群、語言系張瑜芳、政經系王仁
成、資通系胡似英、資軟系李育儒、中文系進學楊凱婷、財
金系進學張美玲、國貿系進學高旻伶、資訊系進學曾郁禎、
電機系進學林士正、日文系進學葉于菁、英文系進學劉懿
萱、會計系進學許素真、企管系進學黃宇巖、公行系進學許
芝瑋、統計系進學李儒亭、財金系在職專班林淑敏、國貿系

在職專班李秀敏、日文系在職專班劉致裕。

服務獎
歷史系李庭瑜、資圖所蘇彥霖、物理系許詩涵、物理系黃健
修、化學系洪郁涵、水環所陳盈樺、機電系陳奕儒、電機系
李政道、航太系黃健彰、國貿系黃保勝、財金系謝昱甫、保
險系蕭英秀、經濟系辜瀚霆、企管系林憲廷、會計系徐莉
婷、統計系陳佳君、運管系鄭文曙、運管系蔡明穎、公行系
魏子翔、公行系詹茗荏、公行系盧育駿、公行系林家駿、決
策系鄭駿餘、決策系劉豐齊、英文系邱彥慈、英文系羅如
茵、法文系唐家裕、俄文系李慧盈、俄文系趙新柔、政經系

王仁成。

體育獎
中文系羅盛皇、資圖系李懿芸、水環系黃珮瑜、土木系王智
洋、航太系翁弘杰、航太系許懷根、航太系張育維、電機系
王梓名、機電系周柏鄆、資訊系黃央明、國貿系張儀婷、國
貿系高橋大佑、保險系徐綱治、保險系林婉真、保險系柯文
真、保險系林哲緯、企管系謝明娟、企管系劉享岳、企管系
張裕齡、會計系陳欣誼、運管系謝宗漢、決策學系王雅君、
英文系潘人萱、西語系陳珊紅、法文系王柏元、日文系黃琬
婷、日文系沈欣靜、日文系盧鈺、日文系王善諭、教科系郭
雅婷。

操行獎
資圖系陳梓茵、中文系蔡瑋哲、歷史系楊宏毅、資傳系張佳
豪、大傳系陳貝宇、化學系吳昆達、化學系傅思潔、數學系
楊智偉、數學系黃柏閎、物理系刁薀瑞、物理系劉仕群、建
築系陳宜婷、土木系鄭雅馨、土木系王孝文、化材系王岳
盛、資訊系巫紹楨、機電系李瑤宣、航太系陳冠融、電機系
林晉弘、水環系陳映慈、財金系林哲毅、產經系陳春男、國
貿系陳美儒、保險系張鈞婷、經濟系王怡文、會計系陳怡
君、企管系彭張紘、資管系王玫淇、決策系潘柔伊、公行系
江盈儀、統計系許夢津、運管系溫逸凡、英文系王學寧、法
文系陳穎玟、德文系王秀棉、日語系張筑鈞、西語系陳珊
紅、俄文系陳宗盟、教科系陳麗文、中文系進學白承遠、資
訊系進學葉力瑜、電機系進學陳志維、財金系進學廖芝立、
國貿系進學李政澤、會計系進學江淑芳、企管系進學蕭雅
方、公行系進學陳勲融、統計系進學李思緯、日文系進學蔡
佩君、英文系進學洪苡馨、財金系二年制在職專班陳美如、
國貿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張怡倩、日文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劉秀
貞、語言系曾稚瑄、政經系陳怡蓉、資通系顏宏霖、資軟系
李育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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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六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吹起一陣復古時尚電影風！搭配華麗
飄逸的舞衣，精湛高超的舞技，國標社「舞影隨行」成果展，以電
影風為主軸，讓大家如置身好萊塢般的盛宴。
　開場的熱舞，隨即帶大家走入80年代華麗復古風，接下來的「阿
波卡獵桃」，舞者身穿狂野豹紋裝，帶來熱情奔放的森巴。畢業學
長姐也受邀帶來精采萬分的表演，讓大家看得目不暇給，十分過
癮。財金四鄭靖玲說：「看完表演，感受他們花很多心血在練舞，
真的很棒！」（文／李佩穎、攝影／陳怡菁）

國標成果展舞熱情森巴
　清潔日於1日下午3時舉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與學務長蔣定安、生輔組
組長高燕玉、事務組組長姜宜山、軍訓室主任陳國樑、軍訓室教官夏紹俊
等5位，帶領5個大一服務課程的班級，一起清掃克難坡、水源街、大學城
與指南客運公車站。
　雖然活動當天沒有艷陽高照，但師生個個汗如雨下。掃完克難坡，汗流
浹背的日文一陳偉明說：「第一次掃克難坡，比起之前打掃的地方，又長
又陡的樓梯掃得還挺辛苦的。」（文／蔡瑞伶、攝影／張豪展）

清潔日 師生勤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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