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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反菸反毒反愛滋 阿甘精神小兵立大功 

推校園環保受肯定 春暉社全國唯一特優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繼前年獲教育

部春暉專案學校行政單位績優後，日前由該單位教官尤
臺蓉指導的春暉社，參加97學年度教育部「春暉專案」
工作績優單位評選，再度獲得團體社團組全國唯一特
優！尤臺蓉指出，「春暉社社員雖少，但致力推動校園
環保，小兵立大功，獲全國唯一特優社團，是最好的肯
定！」

春暉社是針對校園中反菸、反毒、反愛滋、反濫用藥
物與反酗酒等春暉主題而成立的服務性社團，平時配合
政府菸害防制法宣導，在校內舉辦活動，如：陽光大使
選拔、菸害檢舉達人大賽、國小宣導等。尤臺蓉指出，
「春暉社與一般服務性社團很不同，是兼具任務性質的
社團」，一般人認為這樣的社團不好玩又辛苦，儘管只
有7個人，春暉社仍克服萬難，集思廣益舉辦很多有意
義的活動，服務精神令人敬佩。談到對春暉社印象最深
刻的服務活動，尤臺蓉表示，春暉社每學期都會去淡水

地區的小學進行春暉宣導，如中山、天生國小等，今年
更與板橋高中合辦，遠到三峽有木國小進行春暉議題宣
教，社員間會編排話劇、帶團康、有獎徵答或邀請講師
進行演講，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經過春暉社的努力，目前學校的環境也獲得實質改
善，尤臺蓉說：「以前無菸害宣導大隊一學期撿到近13
萬根菸頭，但經常於人群聚集處宣導禁菸後，很少有人
在非吸菸區抽菸了。」航太三楊謹籐說：「還沒設吸菸
區時，在工學館大門附近就聞得到菸味，現在除了吸菸
區之外，幾乎看不到同學抽菸，空氣變得清新許多。」
前任春暉社社長企管四馬郁翔說，每一位春暉社社員都
能獨當一面，憑著一股阿甘的精神鞠躬盡瘁。他感性地
說：「獲獎最大的功臣應該是每一位社員，雖然有些活
動做來吃力，但如果可讓學校更進步、更好，就是對我
們最好的鼓舞。」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1/11(一)
9:00

德文系
FL411

德文系助理教授柯麗芬
Symbolik und Symbolis ierung von 
Gerechtigkeit und Recht

1/11(一)
10:00

德文系
B218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德系講師Wolfgang Odendahl
Computereinsatz im Lehreralltag

1/14(四)
14:00

英文系
FL204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nkee Kimberly M. Blaeser
Anishinaabe Echo Maker:Language and 
Liberation in the Work of Gerald Vizenor

1/14(四)
10:00

國交處
FL505

美國姊妹校天普大學3+2雙學位合作計
畫負責人Dr. Olga Vilceanu
Study in the USA: Writing a Personal 
Statement and Changing Majors

【記者陳依萱淡水
校園報導】全國私立
學 校 自 本 月 1 日 起 實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研究，自民國99年起，本
校教師申請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之研究
期限，從3個月放寬為3至6個月，除須利用暑期出國，不足之時間
得依教師評審程序辦理留職留薪；此外，將於21日申請截止的國
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申請者除可核撥前
置作業之工讀金2萬元，另外，回饋金由國科會核定計畫案管理費
之10%，提高為20%。

研發長康尚文建議，休假的教師可積極申請國科會補助。他
表示，這項放寬不但對老師利多，系所對出國研究教師之職缺安
排，也較能妥善規劃。曾於民國96年赴美研究，今年也申請至芬
蘭研究的決策系教授時序時以過來人的經驗表示，延長至6個月對
教師而言，研究時間更完整，研究內容也更周延；尤其往常只能
利用暑假3個月出國，國外大學學者也多放假，因此找尋重點研究
學校時相對不容易，「相信延長時間後，對研究更有幫助。」

圖書館館長黃鴻珠則分析，申請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畫，採購書單列表的準備工作相當繁瑣，需要大量人力收集資
料，因此增加工讀金對教師進行研究有極大幫助。她說明，此計
畫申請不易，加上規定須由圖書館館長共同主持，因此圖書館會
給予全力的支援，只要提出相關領域之「關鍵語」，圖書館會協
助書籍的搜尋。曾獲該計畫補助的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表示，研

究過程中需要大量人力與經費，「工讀金的增加，可吸引學生參
與研究，不但增加人力，也能訓練學生培養學術研究的能力。」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於4日舉辦「教師專業
成長研習營」，以「教師升等經驗分享」為主題，邀請通核中心
教授陳杏枝、教科系系主任何俐安及師培中心副教授宋佩芬，講
述升等的心路歷程。本校規定，專任助理教授8年未升等，自第9
年起不續聘，因此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表示，希望藉由3位老師
的經驗談，督促教師加速腳步，順利通過升等。

何俐安建議，「投稿至具有審查制度的學術期刊，尤其是國外
期刊，機會反而較大。」若被退稿千萬別灰心，可依對方意見修
改後再投，或修改格式投別家期刊。宋佩芬則提醒，可利用學校
申請表格，檢查是否符合升等資格，或請已申請過的老師協助。
陳杏枝說，古人練功最忌一曝十寒，持續作研究自然會進步；要
儘量參加相關研討會，即使沒發表也要去，「研討會的參與者或
許有天會變成你的論文審查人員，出席研討會和同領域同儕有所
連結，能創造更多通過期刊審查的機會。」教心所助理教授林淑
萍說：「每位老師提供的資料，都很實用！」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系副教授黃振豊及助理教授孔繁華
日前前往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第21屆Asian Pacific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Issues，以〈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Stakeholder Expectation：
Evidence from Taiwan〉，自全世界150餘篇論文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論文。

此篇論文主要在研究「環境會計」，針對台灣各大企業對環境策略及環
境資訊的研究，加以探討，議題新穎，內容深獲美國會計學會主席讚賞。黃
振豊指出，台灣大學會計系也曾於民國96年獲得此會議的論文獎，本校是台
灣第2個獲獎的學校，除了代表本校學術研究獲國際肯定外，也顯示研究能
量並不亞於國立大學，「在研究的道路上難免孤獨，很開心能與孔繁華集思
廣益，相互勉勵、督促，豐富論文內容。」孔繁華表示：「很開心企業社會
責任受到國際重視，黃振豊已研究這項議題多年，很榮幸有機會與他共同研
究，未來會繼續朝這方面努力。」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洲研究所校友陳裕興參加外交部舉辦
的98年外交領事人員特考，獲外交領事英文組之資格。接獲捷報後，歐研所
所長郭秋慶表示，外交領事人員特考能金榜題名，很不容易，英文組參加人
數更多，因而更加艱難，些微差距即可能造成不同結果，「陳裕興能考上除
了是個人榮耀外，也是歐研所的驕傲。」今年英文組競爭激烈，約有1000餘
人參加考試，僅決選出15名。

陳裕興表示，過去在歐研所所學如：「歐盟課程」及「國際關係」等課
程對於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助益頗多；另外，考試的趨勢部分，老師們上課常
提及現今歐盟機構的演變，並與發展方向等進行整合，幫助很大。畢業後，
他仍常在台北校園的圖書館唸書，並針對各科不斷地進行全方面複習。「很
感謝郭所長的提攜，不管是在學、工作甚至準備特考期間，皆給予很大的鼓
勵。」陳裕興開心地說：「會善加發揮長才，持續進步。」並勉勵學弟妹，
未來積極參加國際性活動，增廣見聞。

【記者陳依萱、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人事室主辦的98學年度第1學期「榮
退同仁歡送茶會」，將於12日（週二）下午1時3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受邀的退休人員共15位。茶會當天，校長張家宜將出席贈送紀念品，在職同
仁將獻唱表演，希望帶給退休同事滿滿的祝福及溫馨的回憶。

退休人員包括中文系副教授陳瑞秀、數學系教授楊國勝、物理系副教授陳
惇二、建築系教授何德仁、土木系副教授郭瑞芳、決策系教授黃文濤、英文
系副教授方政文、陳惠美、西語系副教授曾茂川、美洲所教授熊建成、體育
室副教授胡文雄、水環系專員韓東美、軍訓室教官夏紹俊、隋廷勳、總務處
事務組工友翁曾月嬌。

談到退休，胡文雄依依不捨，雖然以後有較多時間寫書，但還是會懷念淡
江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等景物，「我覺得身在淡江真的很幸福，以後
還會兼課，繼續維繫與淡江的感情。」另外，美洲所於上月25日準備大蛋糕
為熊建成舉行生日暨榮退茶會，他的學生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說：「希望熊教
授退休後，仍能時常給予美洲研究上的指導及鼓勵！」熊建成說：「對淡江
的感情一言難盡，退休後會繼續在淡江任教，從事研究。」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因應陸生來台議題，大陸所於上月29、30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陸生來台就學心得交流」座談會。20位大陸交換
生出席，與學者探討來台學習、生活遇到的問題及感想。大陸所所長張五岳
說：「透過座談可知陸生需求及就學問題，以便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參考。」

吉林大學交換生中文碩一孫大萍在中文系教授呂正惠的課堂，分享《呼蘭
河傳》作者蕭紅故居的照片，使同學更了解蕭紅當時的寫作背景，呂正惠並
計劃暑假組團帶學生參訪蕭紅故居，由孫大萍當地陪，促進文化交流。廈門
大學交換生中文一陳翠枝表示，沒有歸屬感，也由於沒健保，使陸生在台就
醫困難。廈大交換生國貿一肖文強指出，面對美國大學或祭出高額獎學金的
香港大學，在台灣政府提出「三限六不」政策下，沒有優勢吸引優秀陸生。

海基會文教處處長孫啟明表示，在法律上，陸生為短暫停留，故無健保。
教政所教授蓋浙生則建議，民間團體或企業可設立獎學金，讓來台念書的陸
生無後顧之憂，且學校須加強陸生輔導，關心其生活及課業，也提出台灣電
視可加入大陸頻道，讓陸生解鄉愁。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落實及
檢討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教學卓

越計畫辦公室將於20日上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辦「98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自我評鑑暨成
果發表會」，由校長張家宜及一、二級單位主管參
加，邀請3位外校學者進行評鑑，檢驗實施一學期
之卓越計畫成果。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執行秘書白
滌清說明，本學期各單位都努力執行卓越計畫，透
過專家學者評鑑，期讓卓越計畫的實施更紮實。

會議首先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報告教學卓越計
畫辦公室執行成果，接著由卓越計畫4項分項計畫
主持人，針對這學期舉辦的活動進行成果報告，並
展示書面資料。最後，由外聘專家學者國立台北科
技大學副校長姚立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務
長蔡武德，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卓越中心主任
徐濟世等進行評鑑，並於會後進行座談。白滌清表
示，期望教學卓越計畫在3位學者提供不同的觀點
下，有更多學習的機會，並作為參考。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再
傳捷報！由建築系系主任吳光庭指導，去
年畢業的建築系校友胡國裕，其畢業設計
「Made In Script」（「四宮格住宅競圖案

程式語言再發揮」）受邀刊登於全
球最知名建築刊物《Wallpaper》期
刊，「Graduate Directory，2010」單
元！本校建築系是唯一刊登於該期
刊的台灣學校，也是台灣建築設計
作品首次在該期刊亮相，刻下第一
座里程碑。

《 W a l l p a p e r 》 期 刊 每 年 皆 有
「Graduate Directory」單元介紹全
球建築類科系優秀畢業設計作品，
從世界各地建築科系畢業生中篩選
出30項作品刊登於網頁上，其中最
優秀的9位，又登載於1月號期刊，
胡國裕雙雙獲選！其他獲選刊登者
尚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倫敦
大學巴特蕾建築學院等知名大學建
築 類 學 系 畢 業 作 品 ， 足 見 淡 江 學

生在國際建築競爭上的巨大潛力。吳光庭表示，
《Wallpaper》對國際設計觀點有很大的影響力，現
在數位設計極受關注，而淡江在這方面有一定的基
礎，胡國裕是獲選的30項畢業設計中，唯一突破傳
統，以程式語言操作，他的作品足以代表台灣現今
的成就。

「Made In Script」透過程式語言操作的建築軟
體Rhino3D，以日本「四宮格住宅競圖案」的作品
為例加以發揮，討論人類群居的幾何住宅如大樓、
公寓等設計可能性，並寫出數位智慧化程式，輸入
參數即可做建築設計的參考資料。胡國裕認為使用
計算概念及量化的分析方法設計，能夠提升建築品
質，例如：公寓設計上，私人及公共空間的配置有
成千上萬種，從千百種可能中找到最符合理想條件
的設計圖，就是他的目的。

胡國裕對於得獎感到不可思議，他謙虛地說：
「轉進建築系之前受過化材系程式語言的訓練，故
對需要用到程式語言的Rhino3D較易上手，目前我
正準備考外國研究所，也勉勵學弟妹朝自己喜歡的
方向發展，要記住建築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吳光
庭說：「胡國裕個性很好，學習態度與堅持都值得
肯定，加上他本身對程式有興趣，很適合朝這方向
發展。」

胡國裕建築設計登Wallpaper國際期刊

施「私校退撫儲金制度」，因此本校編制
內專任有給教職員，自1月起，每月均須
依規定由薪津中扣提退撫儲金。每月撥繳
儲金金額為教職員本薪加一倍的12%，其
中，由教職員自提35%，學校與政府撥提
65%至個人退撫儲金專戶。

退休金給付方式，任職未滿十五年，
一次給付；十五年以上則可選擇「一次給
付」、「定期給付」或「兼領一次給付及

定期給付」；以「一次給付」為原則，定
期給付需求者，則依規定以一次給付應領
取之總金額，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
保險，作為定期發給退休金之依據。任職
不足一個月者，以該教職員所支薪級之本
薪除以當月日數，乘以實際任職日數，計
算實際薪資所得後提撥。

財金系教授聶建中表示，公立學校與
私校的退休金制度向來有很大落差，雖然
學校以其他福利補強，但對於彌補師資的
流失成效有限，現在新的制度打破固有機
制，老師的心理會較平衡；其次，退休之

後有保障，對學校而言，較有籌碼留住素
質好的老師；然而退休金是否能比照公立
學校的額度，讓其中的差異性變小，仍尚
待觀察。

決策系副教授陳登源表示，「私校退
撫儲金制度」若無適當的報酬率，其實與
原本的退休金制度差不多，而且有投資風
險，但希望透過一步步的努力，醞釀保險
按月給付的「年金制」、學校額外提撥，
有效改善私校與公立學校退休金的差異。

私校退撫上路 本月起扣提薪津

放寬國外研究期限 利多鼓勵教師

升等經驗談 促勤練功

黃振豊 孔繁華 環境會計研究國際獲獎

歐研所捷報 陳裕興外交特考登科

15同仁榮退 茶會表演獻祝福

陸生來台甘苦談 學者籲加強輔導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程中
心於上月31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浪漫長笛．雙簧
管與鋼琴之夜」，由通核中心副教授干詠穎、李珮
瑜、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鐘可欣，以及麗
山國中三年級學生劉肇昇合作演出，用音符譜出動
人的旋律，帶大家度過2009年難忘的最後一夜！

在鋼琴的伴奏下，雙簧管與長笛的節奏時而輕
快、時而緩慢，不斷牽引觀眾情緒的高低起伏，更
展現出演奏者之間絕佳的默契；下半場李珮瑜以高
超的技巧獨奏蕭邦的曲目，只見她的雙手在黑白琴
鍵上疾速飛舞，急促、不和諧的節奏讓人彷彿進入
到蕭邦當時的不安心境。日文三張愷倫表示：「慢
板的音樂總給人傷感的心情，可以體會演奏者感情
的流露。」一旁的產經三林秀娟也說，快板的節奏
更可看出他們的演奏技巧，真的很厲害！

卓越成果20日自評

「哇！好特別喔！」每個看到管理學院新的品
質屋，都不禁發出驚呼。管理學院運用「萬里通
航」的概念，將品質屋以「帆船」的形式呈現，
鮮明的色彩、巧妙的構思讓人印象深刻。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示，原本的品質屋為
「風車」形式，現改以帆船來表現，代表「迎向
更光明的未來」。以船身呈現「治理」模式、船
舵呈現「策略」引導方向、船帆呈現核心智能等
「價值」，載滿管理學院各系所的「使命」，朝
向代表「願景」的太陽，藉此表達「雖海上驚濤
駭浪，但只要目標一致，系所皆有同舟共濟的共
識，便能讓管理學院更加進步，駛向更美好的願
景。」（文／黃雅雯、圖／管理學院提供）

管院新品質屋 揚帆迎未來

動人琴韻牽情最後一夜

組隊看梵谷 醉享藝術宴

（上圖）宮燈教室初建，已見今日雛形。（左上圖）民國57年6
月，首屆新制夜間部畢業生遊園，當時宮燈道旁的柏樹還是幼小樹
苗，現已高過屋簷。（左圖）英專城區部在台北市博愛路校舍的大
門，現已走入歷史。（本報資料照片、曾煥元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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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迎接本校60週年校慶，6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暨文錙藝
術中心擬以圖像寫真編成專書《淡江影像60─人事物的交融》，呈現淡江成長的足
跡，回憶創校一甲子以來，令人懷念的人、事、物。即日起至4月10日止，徵集淡
江老照片，黑白、彩色不拘，尺寸件數不限。

行政副校長兼校慶叢書編撰及出版組召集人高柏園表示，希望全校教職員工生、
遍布全球的校友及愛護淡江的各界人士，踴躍提供淡江老照片；除了集結成冊，徵
得提供者同意後，未來亦將成立老照片數位資料庫，方便檢索使用。每張照片須附
上人、事、時、地、物等文字說明，字數不限，數位檔至少6百萬畫素。收件地址
為本校文錙藝術中心，活動網址：http://www.tku.edu.tw/60/index.asp。

全球建築新秀 

建築系系友胡國裕畢業設計「Made In Script」，被最知名的建築期刊
《Wallpaper》選為全球建築新秀。（攝影／吳佳玲）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梵谷真跡於去年底
首度來台展出，本校員工福利委員會特別舉辦「燃
燒的靈魂‧梵谷」特展參觀活動，於去年聖誕節
及本月3日，專車帶領教職員工及眷屬，分兩梯次
百餘人前往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不少同仁攜家帶
眷，接受藝術洗禮。

兩天活動，參觀人潮超多，雖然擠在人群中，
但大家都聚精會神聆聽導覽員介紹，細細品味梵谷
的人生結晶。生活輔導組輔導員葉盧淑娥、專員顏
孜芸都放下平日忙碌工作參加活動，葉盧淑娥說：
「這次活動非常知性，可惜梵谷英年早逝，要不然
他會留下更多偉大的作品。」顏孜芸說：「導覽
員具文史背景，又以梵谷的人生經歷為切入點，進
而介紹他的畫作，讓我從不同面向認識梵谷及其作
品，享受了一次特別的藝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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