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5(五)
10:00

全球創業
發展學院
強邦國際
會議廳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總裁Stephen Bourne
總裁全球心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美
洲所碩二郭芸瑄學術表現優異，獲邀參加
APEC Voices of the Future 2011，郭芸瑄
已結束夏威夷的行程回國。美洲所所長陳
小雀表示，「郭芸瑄平日表現優秀，且懂
得把握機會，希望學弟妹可以向她看齊，
多參與國際上的活動。」
　郭芸瑄這次能獲邀，主要是暑假參加

APEC會議模擬時，代表規模較小的會員
國提出主張，雖面臨劣勢，但卻成功遊說
多國支持其立場，因那次的傑出表現，獲
得今年APEC青年會議的代表資格。郭芸
瑄此行是與政大、台大、東吳等，全臺共
7名學生在夏威夷與其他近20國100位學生

代表一同參與APEC青年會議。 
  本次討論以國際經貿為主的議題，並

在最後兩天進入由各國正式官員出席的
APEC會議觀摩，郭芸瑄因此有機會在會
場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等政要
進行交流。郭芸瑄此行收穫滿囊，她也提
及，政商要角的話語啟發她思考觀點，
「聯合國」般的生活讓她感到文化衝擊，
和學習各國學生宣傳自己國家的方式，除
感動中臺學生的融洽互動外，也重新思考
中臺政治關係，世界觀更開闊的她，打算
繼續積極爭取下次的參加機會，「有了這
次經驗，我要積極把臺灣推廣出去！」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日前首次榮獲新北市政府評選為「新北
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並訂於
24日（週四）由人資長鄭東文代表本校
接受新北市市長朱立倫頒獎。鄭東文表
示：「未來將持續積極進用身心障礙員
工，提供更好的無障礙工作環境！也會
依照員工需求，結合校方及新北市勞工
主管機關的資源，購置或改裝修繕器
材、設備及其它必用設備。」
  根據人資處資料，本校依照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積極進用身心障
礙者成為本校職員，負責授課、行政業
務及清潔等工作內容。本校身心障礙員
工加權人數占員工總人數的比例，由
3.33%成長到4.36%，身心障礙員工之平
均工作年資達14.75年。
  為減緩身心障礙同仁健康退化及增加

其工作效率，本校持續積極與新北市政
府勞工主管機關申請購置、改裝、修繕
器材設備及其他協助進用身心障礙者
之必要設備，如：增設Zoomtext擴視
軟體、蝙蝠中英文自動閱讀機、中文
JAWS盲用語音軟體、光點點字觸摸顯
示器、晴光中英文盲用資訊系統及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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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宮燈剪綵喜洋洋 忘年同學聚一堂
61週年校慶校園繽紛樂

張校長啟用多媒體設備、陳慶男為宮燈播放傳奇

台北校園

美洲所碩生郭芸瑄獲邀APEC青年會議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1(一)
10:00

法文系
T406

亞洲友誼協會法語＆日語教學負責人Julien
特色（會話） 

11/21(一)
10:10

公行系
B701

照華國際專利商標法律聯合事務所律師張
慧明
商標侵害救濟實務應用策略

11/21(一)
10:10

英文系
FL204

Towson University Prof. Dana Phillip 
Perceptions,Properties,and the New Material 
Ecocriticism 

11/21(一)
11:00

法文系
L310

亞洲友誼協會法語＆日語教學負責人Julien
特色（會話） 

11/21(一)
12:20

會計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中國北京大學會計系教授王立彥
會計、資本市場和公司治理實證研究的瓶
頸

11/21(一)
13:00

化材系
E830

臺灣大學化工系助理教授游家欣
海藻膠微力在組織工程上的應用

11/22(二)
10:10

管科系
B302A

清華大學教授王小璠
多準則決策於綠管理之應用

11/22(二)
12:00

職輔組
Q409

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助理教授盛業信
旅遊證照考試講座

11/22(二)
14:10

水環系
E830

臺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協理陳宇揚
臺灣地區資源回收政策與展望

11/22(二)
14:10

資傳系
N203

電影電視製片編劇兼作家陳南宏
當文字遇上影像──做個說故事的人

11/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張之威
Surprises in Nanoscale Phononics

11/22(二)
14:30

數學系
S433

國立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盧鴻興
Boolean Networks

11/22(二)
15:10

英文系
T502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Prof. Simon Estok
Speculations on Pain,Death,and Material 
Ecocriticism

11/23(三)
10:00

西語系
FL B1

中文-西班牙文翻譯 西班牙中文官方導遊王儷瑾
西班牙官方導遊談旅遊的軼事與譯事

11/23(三)
10:10

歐研所
驚聲國際
會議廳

歐洲所俄研組副教授崔琳 / 臺灣經濟研究院國際
事務處副處長吳福成
民主化的挑戰 / 面對俄羅斯的天然資源                                                                                         

11/23(三)
10:10

亞洲所
T212

拉曼大學中文系講師曾維龍
當代馬來西亞華社知識分子的角色:全球化和網絡

11/23(三)
12:00

德文系
U605

會議口議員英文翻譯黃小玲
口譯耳機裡的精靈

11/23(三)
13:10

資傳系
O303

Be*U創辦人陳卓雲
打造創意品牌

11/23 (三)
18:30

諮輔組
B302A

杏語心靈診所心理師馬月娥
「文化大不同」電影賞析講座

11/24(四)
8:10

歷史系
L304

中家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德瀚
用你的50分鐘換我的50年

11/24(四)
10:00

會計系
B616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事務所會計師張日炎
企業舞弊與會計師偵測

11/24(四)
10:00

資傳系
SG318

SAYERS STUDTOS主理人熊承愈
動畫藝術與設計上的角色塑造

11/24(四)
13:10

中文系
L401

小說家胡淑雯
妖孽的滋味－小說中的陌異之徒

11/24(四)
13:10

生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千代文教基金會、品盟教育委員主任胡
正文
其實「我」懂「你」的心

11/24(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清華大學統計研究所所長黃榮臣
Monitoring General Linear Profiles Using
Simultaneous Confidence Bands Schemes

11/24(四)
14:10

機電系
E830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林政文
光儲存媒體的發展

11/24(四)
15:10

英文系中文系
SG317

政治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楊牧
我的文學歷程

11/24(四)
16:00

大陸所
T505

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秘書長李培芬
兩岸服務業發展現況與未來

11/24(四)
16:10

資圖系
L302

檔案管理局檔案徵集組專門委員涂曉晴
機關檔案立案

11/25(五)
10:10

資工系
T212

大州數位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述忠
社會對資訊新鮮人的期待

11/25(五)
10:20

經濟系
B302A

國企系副教授鮑世亨
The Returns Policy and Quantity Discount 
Strategy under Fuzzy Demand

11/25(五)
13:00

法文系
FL106

國家劇院藝術副總監邱大環
非洲的女性文學

11/25(五)
14:00

產經系
B511

高雄大學經管管理研究所教授李揚
Analysis of Market Development on Performance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a's Subsidiaries of Taiwan

親族畫展開幕

日本頗富盛名之書法家手島泰六先生，
與名書家、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
煌先生舉行「張炳煌．手島泰六友好書作
展」，日前在國父紀念館演講廳展覽。

 手島泰六先生為近代日本書壇的泰斗手
島右卿先生哲嗣，右卿先生從自己體會的
「象書」，主張將漢字的精義，用唯美的
表現形式，創作為書法的藝術，並逐步成
為當代日本重要的少字數書派，影響日本
書壇至鉅。左圖為右卿先生作品，現贈予
本校書法研究室珍藏。

張炳煌˙手島泰六友好書作展

林授昌贈烈火青春油畫 

蘭陽校園

本校獲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

熱活志工領員林高中學生 校慶同樂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宮燈教室
多媒體設備啟用儀式」於12日中午12時20
分在宮燈教室外，由校長張家宜、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共同剪綵。接著
張校長為宮燈教室多媒體設備第1次啟用擔
任老師，陳慶男在H106教室協助播放〈宮
燈傳奇〉影片，為臺下回校參加校慶的校

友，重現當年上課的盛况，並體驗宮燈教
室多媒體的設備，和70多位校友共同回憶
大學點滴，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3位副校
長，亦在場陪同，現場熱鬧敘舊，如忘年
同學會。
  張校長表示，難得機會可和大家齊聚一

淡江輝藝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14日舉行「淡江輝藝－淡大親族藝術聯展」
開幕茶會，邀請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副主任張炳煌
等40位校內外嘉賓，一同參與這場豐富而溫馨
的美之饗宴。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很高興在校慶當天有外

賓來參觀，此時在淡江邁入下個一甲子之際提
倡「校園藝術化」，鼓勵各單位可向文錙藝術
中心借畫回去掛，陶冶藝術性情。民國66年電
子工程學系畢業的藝術家、新竹市美術協會理
事長林授昌感性致詞表示，回母校深刻地感受
到大學時期是最具「夢想」的時代，也希望能
再回來參展，此次並將油畫作品「烈火青春」
贈予淡江，以表回饋之情。
  建築學系畢業的金鷹獎得主練福星為參展畫

家之一，提及最喜歡哪幅畫，他笑著指向一旁
的作品，「妻子的畫才是我的最愛！」其妻是
民國60年中國文學學系畢業的陳碧珍，親切地
解說油畫作品「神秘古國」，利用充滿現代感
的線條，表現從古至今人類永恆不變的愛情之
美。夫妻兩人一致表達「畫畫就像做自己的
主人！」想畫什麼就畫什麼。西語四邱敬烜表
示：「我印象最深的是押花特展，尤以最喜愛
語獻所校友楊靜宜的作品，因為要熟知植物特
性才能表達如此傳神的意境，真的很厲害！」

學生請假有新規則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為加強

師長瞭解系上學生請假之狀況，本學期
「學生請假規則」有新規定，平日請假
除了需系教官簽名外，將依請假時間長
短，增加請假的流程簽證，強化校方與
學生間的聯繫，並提供協助與關懷。
  想了解請假規則者，請上生輔組網站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home.
jsp）的相關法規查詢。

資工王德仁5生撈魚王數位遊戲獲獎

美哉淡江攝影賽 作品 說故事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資訊工
程學系碩一王德仁等5位同學於日前參
加第6屆K.T.科技與人文科技藝術創意競
賽，以「夜市人生撈魚王」數位遊戲，
榮獲數位遊戲組別的銀獎，除了得到獎
金4萬，其作品亦在「第6屆臺北數位藝術
節」中展出。王德仁表示，當初同學們是
受到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老師鼓勵，而往外
尋找合適的比賽，挑戰實力，沒想到卻幸
運獲獎了！他認為雖然作品在美工的部分
還有不足的地方，但作品的構想能夠得到
評審的肯定，還是非常高興！
　王德仁與博三陳正昌、碩二陳治溦、

劉冠廷、謝嘉濬等5位研究生耗費了2個
月，合力研發出「夜市人生撈魚王」，王
德仁表示，遊戲的構思來自古早味夜市的
攤位遊戲，希望透過設計撈魚遊戲，讓
現在生活在都市的小孩子可以體驗傳統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
導】「浩浩淡江萬里通航」每
當唱起本校校歌，便能憶起滾
滾的淡水河和往來的漁船。由
文錙藝術中心主辦、海事博物
館協辦的「美哉淡江，船舶之
美」攝影比賽於14日在海事博
物館舉行頒獎典禮，由建築五
劉呈祥以作品「霞光。漁人」
抱走8000元獎金。
  劉呈祥表示，「得獎作品是

我 平 常 的 攝 影 作 品 ， 並 不 是
為 了 比 賽 而 拍 攝 。 在 當 下 沒
有特別的感觸，但在整理照片
時，我看到了它所要告訴我的
故事，訴說轉型後淡水的蛻變
和漁人的嘆息。」評審之一本
校秘書處專員馮文星表示，一
張 好 的 攝 影 作 品 要 有 「 故 事
性」，前3名的作品就是有故事

性的作品。
　第2和第3分別由公行四何

思薇的「河岸．午後」和國企
碩二葉福茂的「歸途」拿下，
以黑白的色調呈現淡水河岸的
風景，評審本校駐校藝術家顧
崇光表示，用黑白這兩種單調
的顏色，缺少顏色的突顯，因
此作品中的素材更顯得重要，
適當的展現出豐富的藝術趣味
性。馮文星也勉勵沒有獲獎的
同學繼續努力，縱使數位相機
普及，照相變得越來越容易，
但 是 自 身 的 技 術 和 想 法 更 重
要。
  原定挑選前3名及佳作5名，

但參賽水準佳，因此額外設立
入選獎，所有得獎的作品將於
海事博物館1樓展示，歡迎有興
趣的同學前往參觀。

海內外校友赴慶祝大會為金鷹校友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61週年校慶

慶祝大會，於12日上午9時，在紹謨體育館7樓
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前校長陳雅鴻、趙
榮耀、林雲山、張紘炬與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
事長陳慶男及海內外校友，皆返校參與盛會，
共同歡慶淡江生日快樂。張校長致詞表示，學
校未來發展計畫，將於學術、行政、國際三方
同步提升，呈現更多元的發展趨勢，更以「霓
虹天鵝」現象提醒高教激烈競爭現況，呼籲未
來能和海內外校友有更多產學合作，增加學生
的社會競爭力，開創非凡的一頁。
  大會頒發第25屆金鷹獎，表揚傑出校友，今

年現場特別熱鬧，頒發獎座時，台下的學弟妹
們除了群起鼓掌外，還呼喊口號，如企管系與
化學系的學生，以「曼齡學姊真熱血，海外校
友人人誇！」、「全貴、健祥真優秀，事業有

成爭榮譽，回饋母校護學弟！」的歡呼，表達
學弟妹與有榮焉的激昂之情，為頒獎典禮掀起
另一波高潮。
  另頒發捐款感謝獎，包括：世界校友會聯合

會理事長陳慶男、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同學會、智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盧崑瑞及本校校長張家宜等，
共43位捐款人。
　勸募百萬感謝獎共16名勸募人，以張家宜1

千1百42萬元為首。張家宜特別致謝海內外校
友及企業對母校的支持，「感謝提供獎助學
金協助弱勢學生求學，使淡江大學能永續經
營。」  陳慶男致詞時表示，「相信母校在校
友與師生的耕耘下，開創出更輝煌、燦爛的新
格局。」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教
務處招生組積極招生不遺餘力，
61週年校慶時，也邀請員林高中
學生一同歡慶。活動由熱活招生
志工隊規劃，與員林高中校友會
合作，帶領員林高中參與校慶園
遊會。熱活招生志工隊也特別設
計一系列闖關活動。活動結束由
教 務 長 葛 煥 昭 頒 給 學 生 體 驗 證
書，員林高中輔導主任林瓊瑤代
表接受。
  除了國內高中的招生宣導外，招

生組日前也赴馬來西亞參加「2011
年Study in Taiwan：馬來西亞學

子留臺升學招生宣傳說明會暨獨
中參訪」活動，前往當地巴生光
華獨立中學、巴生興華獨立中學
及吉隆坡循人中學參訪及招生宣
傳，吸引約1千300人次學生參加。
學生對於來臺就學非常感興趣，
對於未來想就讀的科系也相當有
想法跟目標。大部分對本校的大
傳、資工、航太、土木、國企及
企管等學系皆十分感興趣。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未來會

規劃並更積極去拓展其他地區學
校，期盼能增加區域生源。

堂，感謝陳慶男會長的協助，讓宮燈教室能有
全新的面貌，並能紓解教室的使用壓力，也能
讓學生認識宮燈教室的古典之美。 陳慶男表
示，當初校園內只有宮燈教室可以上課，特別
喜愛黃昏景色，現在宮燈教室能有嶄新多媒體
的設備，讓學弟妹有了更好的學習環境。陳慶
男於播放的影片中回憶，就算是現在，仍想到
宮燈走走。他忘不了的是那黃昏灑落在觀音山
下的景色，「實在太美了，讓人無法忘懷。」
  財金學會會長、財金二阮偉豪表示，原本要

使用多媒體設備很不方便，每次辦活動都要帶
很多東西，現在有了新設備，「真的太棒了！
太方便了！」他也感謝學長捐款給學校，增添
設備，讓以後在靠近戶外，如：牧羊草坪活動
時，想使用多媒體設備不必再跑遠了。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許秀凰指出，宮燈教室

有了多媒體設備後，最適合安排單班必修課、
分組課、選修科目未超過70人等科目，「現在
就可以開放補課、臨時需要教室的人來借用
囉！」

燈宮

喝采

　「美哉淡江，船舶之美」攝影比賽第1名為建築五劉呈祥，其作
品「霞光。漁人」，訴說轉型後淡水的蛻變和漁人的嘆息。（圖
／海博館提供）

　本校校長張家宜（右）與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
（左）啟用宮燈多媒體設備時，張校長表示，現場上課現
況，彷彿在成人教育部教授樂活課程。（攝影／梁琮閔）

　【本報訊】本校物理系校友及金鷹獎得主吳茂昆，獲
2011第6屆總統科學獎-數理科學組，於17日由總統馬
英九親頒獎座，馬總統肯定得獎人的研究成就及對臺灣
的貢獻，也期盼得獎人能繼續在科技研發道路上邁向卓
越。（圖／總統府提供）

　員林高中同學在本校校園內進行遊戲，增
添校內熱鬧氣氛。（圖／招生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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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遊戲的樂趣，也讓大人在閒時重溫
兒時回憶。欲挑戰遊戲成為撈魚王，可
親臨「第六屆臺北數位藝術節」參觀，
或登上Android Market的網站（https://
market.android.com/）搜尋「夜市人生撈
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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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貌
型盲用電腦等輔助設備，提供更優質的無障礙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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