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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率團訪陸 與同濟大學締姊妹校
第33所大陸姊妹校 深化學術交流

【記者林佳彣、莊靜淡水校園報導】
上海同濟大學成為本校在大陸第33所姊
妹校！本校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與前學術副校長馮朝剛日前一
同前往大陸參訪南京航空航天、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2所姊妹校，並於22日與上海
同濟大學校長裴鋼簽署姊妹校及交換學
生協議書。
戴萬欽表示，協議書內容以每學期交
換生5名、1學年共10名學生。他同時指
出，同濟大學為大陸985工程高校重點學
校之一，學術水平頗高，且具優越的地

理位置，其土木工程學院和建築系尤其
出色，藉由締結為姊妹校，期望提升本
校教師互訪與學生赴大陸交換的意願。
同濟大學安排在該校外語學院和經濟
與管理學院進行座談，並設宴款待，接
待者有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小龍、副
校長董琦、航空航天與力學學院院長仲
政、港澳台辦公室主任潘慧斌、經管學
院副院長阮青松及外語學院副院長董琇
等。
同時，張校長此行也至姊妹校南京航
空航天大學參加該校60週年校慶，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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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25日下午舉辦「淡水校園用
水量及水位監控暨校園能資源系
統介紹」示範觀摩會，約有60所
國內大專院校、高中職校來校參
加。本次觀摩會由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主持、總務長羅孝賢說明本
校能資源介紹外，並由殷祐科技
總經理高文煌說明水資源系統建
置及成效，並於會後參觀本校用
水量和水位監控系統。
高柏園致詞中表示，淡江有3個
實體校園及1個網路校園，容納近
3萬位教職員工生，因此提升校園
環境品質和資源永續經營是重要
課題和努力方向，「能源的使用
不僅是系統上的建構，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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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張家宜（右四）與同濟大學校長裴鋼（右二）簽署締結姊
妹校以及交換學生協議書。（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60校來訪 觀摩本校用水節能管理

歡迎返校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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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11工程高校重點學校之一，該校黨
委書記崔銳捷，特別設宴款待本校代表
團，兩校未來將進行交換學生。另外，
張校長一行3人於27日前往北京航空航
天大學，參與創校60年的校慶慶祝典禮
相關活動，增進姊妹校間的進一步的認
識。戴萬欽表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亦
為985工程高校重點學校之一，為大陸名
列前茅的學校，此行除了參加該校60週
年校慶，希望未來能有學生交流計畫。

日（週六）校慶慶祝大會
校友返校聯誼餐會
日（週三）校慶運動會

過率分別為47.3%與48.3%，而本校的通過率為
53.3%及57.9%，高於私校通過研究案的數據。
而為鼓勵教師多申請研究計畫，及協助專任
助理教授提升申請國科會計畫書品質，「研發
處提供任何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的相關
協助，如自100學年度起依據『重點研究計畫
經費補助原則』，專任助理教授可於申請前提
出預審，由資深教師提供意見以提升通過的機
會，歡迎多加利用。」
而各學院的通過率方面：通過率第一的是
理學院66.7%，管理學院52.9%
本校101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率及通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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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研發處研究組，製
表／林俞兒

文錙 臺中市校友會 聯辦藝群玩家美展
vs.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
導】文錙藝術中心擴大藝文
交流，與臺中市校友會舉辦
「開一送百‧藝群玩家美
展」，即日起至12月7日在文
錙藝術中心展出，且將於11
月1日（週四）上午10時30分
舉行開幕式。此展由23位藝
術家帶來書法、水墨和油畫
畫作外，也展出漆藝、木箔
畫作品。
活動策展人暨校友洪義濱
表示，感謝母校的大力支持
讓展覽能順利展出，本展以
101年為名，取作「開一送

百」，並邀集優秀藝術家參
展，「文錙藝術中心的專業
策展力在國內大專院校中具
有知名度，且優質的展覽空
間廣受好評，能在母校中展
出不僅提升展覽素質，讓藝
術家廣為人知外，也讓學弟
妹觀摩，提高生活美度。」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表示，這次與校友會的合作
突破以往，拓展藝術交流及
深化藝文氣息。感謝校友對
文錙藝術中心的肯定，希望
藉此能讓更多校友會在藝術
文化活動上共襄盛舉。除國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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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校友會舉辦藝文交流外，
國外校友會也很熱衷，如
北加洲校友會於暑期舉辦的
「矽谷一字」活動，張炳煌
獲邀參加受到熱烈歡迎，文
錙藝術中心和數位e筆亦獲肯
定，張炳煌指出，藉由類似
的互動可擴大藝文交流，提
升校友會和本校知名度之雙
贏效果。

內的節能控制，以及教育學院研
究室的節能控制，如室內溫度達
26度才能開空調、依課表節能控
制、使用冷氣時未關教室門10分
鐘以上立即關閉空調、冰水溫度
節能控制等。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專案工程師
何克清表示，「非常佩服這些聰
明的省電系統，校園插卡識別的
供電辦法，的確能有效審視課堂
上課時是否有浪費電力能源的情
形。」新北市私立竹林高中教師
閻立人肯定地說，「淡江對於環
境能源的永續是非常好的模範，
包括用水和用電的管控都有很聰
明且有效的實施辦法，值得學
習。」

七彩品格運動會 踩街遊行宣導

國科會計畫案 通過率增4.6%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依據研發處研
究組統計，本校教師101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案，截至10月9日止，申請件數560件，
核定通過件數282件，通過率50.4%。與去年相
較申請率略降，但通過率增加4.6%，其中，工
學院的申請率超過百分百，為通過件數最多。
研發長康尚文表示：「不擔心申請率下降，
通過率的提升表示本校的研究計畫在質與量方
面是有成長的。」康尚文指出，從國科會的
統計資料中顯示，100年和101年的全國私校通

的觀念和制度的落實才能達到真
正的價值，希望此次示範觀摩會
除吸取本校經驗外，也歡迎提供
相關建議。」羅孝賢於簡報中說
明本校目前推動的5大環境政策：
推動校園環保教育，奠定永續環
保根基、提升資源效用和打造綠
色校園、落實污染防治、遵守環
境法規，以及推動資源利用等措
施，也規劃節能管理的對應政策
和具體作法。高文煌則介紹淡江
水資源系統建置的範圍和監控內
容，以數位水表、上下水池液位
監視及馬達狀態監視，達到用水
管理的功能。
會後，由節能組引領參觀工學
大樓水表和液位示範、普通教室

攝影／林俊耀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
導】學生事務處推廣品格教
育，自101學年度開始執行
為期3年的「九品芝麻觀」計
畫，於20日在淡水捷運站廣
場，由樸毅青年團承辦「奔
跑吧！七彩品格運動會」開
出第一炮！現場吸引約35隊
團體參賽、個人約320位，共
近500人響應活動。（文轉4
版）

李靖惠分享麵包情人 菲媽驚喜現身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於19日
邀請到以〈麵包情人〉入圍2012金馬獎最佳紀
錄片與最佳剪輯提名的紀錄片導演日文系校友
李靖惠蒞校演講。她分享，非傳播本科系的
她，會走上電影這條路，起源於小時候住在戲
院旁，外公外婆有空就帶她看電影，她的童年
就像是早期電影的浮光掠影，李靖惠說，「電
影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媒體，影響的範圍從普羅
大眾到知識份子都能涵蓋，是一個向觀眾表達
自己的想法的好媒介。」
紀錄片〈麵包情人〉長達13年拍攝，透過本
片的觀察，李靖惠開始慢慢走上關懷老人與
女姓的社會議題這條路，她表示，自己是在

外公、外婆的陪伴下長大，對她來說，「外公
與外婆的故事就像『臺灣社會的縮影』。」隨
著年紀增長，他們住進了安養院，而〈麵包情
人〉所描述的正是在安養院中菲傭及老人的互
動；李靖惠表示，安養院是我們心中很熟悉，
卻容易被遺忘的故事，因此她希望能將紀錄片
變成一座愛的橋梁，也讓更多人重視外籍勞工
及弱勢族群。
演講的尾聲，李靖惠特別邀請〈麵包情人〉
中兩位菲籍女主角貝比及羅莉塔來到講座
現場，令同學們感到非常驚喜，直呼「好真
實！」。

校慶低碳愛地球 米食節響應換福袋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
導】總務處為宣導「低碳飲
食‧在地消費縮短食物里
程」觀念，於62週年校慶期
間，11月1日（週四）起為
期1個月舉辦第二屆「臺灣
米食節」，與校內廠商：古
今中外、龢德堂、月亮咬一

口等13間商家合作推出米食
產品，讓全校師生體驗臺灣
米食的多元性，如油飯、芋
粿巧、河粉、肉燥米粉湯、
米香和麻糬等。此外，還有
「米來福」集點活動，只要
在活動期間內，在指定商家
購買米食節商品，即可在集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盲生
資源中心、職涯輔導組於16日在商管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大樓旁的「滴咖啡」，針對本校身心
障礙生，舉辦「職場講座－職場催化
劑團隊動力與溝通協
調」講座，邀請到在
諮商輔導、人際關係
方面經驗豐富，並兼
任多所大學輔導老師
的魏楚珍，輕鬆和學
生對談、分享職場上
常見的人際問題、組
織的溝通，與團隊建
立等相關議題。
魏楚珍用豐富、簡
單易懂的寓言故事，
使同學理解溝通的重
要性，也舉實例說明
將來就業可能會碰到
的困境，與職場上
角色的變換。她認
為，無論是在日常

生活中、或是職場上都有發生衝突的
機會，如何「圓滿解決問題、不傷害
到彼此，端看溝通表達的能力。而好
的溝通不但能互相了解，更能了解自
己。」
英文四鄭智元認為，聽完這場講
座，理解團體的週期與職場的運作，
在就業前能有心理準備。而溝通表達
也是重要一環，「最主要的是，學習
到如何開誠布公，說出彼此的內心
話，來化解衝突。」
盲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張閎霖表
示，本模擬職場系列活動，實務與理
論並重，除職涯講座外，於27日安排
天仁茗茶企業參訪，讓同學對於企業
組織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讓身
心障礙同學能在未來職場生活更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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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29(一) 保險系 前金管會保險局政策保險組
08:10
B507 組長鄭燦堂
整合性風險管理
前亞維儂藝術節主任M.
法文系 Bernard Faivre D’Arcier
10/29(一) 覺生國際
La programmation des
10:10
會議廳 festivals en Europe（歐洲藝術
節的策畫）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10/29(一) 電機系 系教授兼副院長林達德
3D MACHINE VISION FOR
10:10
E819
ROBOTIC APPLICATIONS
南華大學
10/29(一) 歐研所 歐研所教授鄒忠科vs.
歐洲研究所教授郭武平
10:10
T801
歐債危機與歐洲統合
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科學與工程系
10/29(一) 化材系 暨有機高分子所助理教授郭霽慶
13:10
E819
光電高分子靜電紡絲奈米纖維
之形態與光電應用
10/29(一) 會計系 KPMG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吳美萍
14:00
B515
企業全球化趨勢下審計環境之挑戰
成功大學光電系教授鄭弘隆
10/29(一) 化學系 Study of Electrical and Optical
14:10
C013
Properties of Organic Materials
for Organic Electronics
10/29(一) 課外組 Google 臺灣區總經理簡立峰
19:10
B609 創新思維 未來人才
10/30(二) 保險系 臺灣新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吳東勝
08:10
B614
職業道德與倫理
歐研所教授陳麗娟vs.美洲所
10/30(二) 歐研所 副教授王秀琦
初探歐盟移民政策vs.二十一
10:00
T801
世紀初西班牙移民法規與政策
之變化
歐研所博士班許明棻vs.法文
10/30(二) 歐研所 系教授徐鵬飛
10:00
B706 文化研究於法國高等教育體系
發展現況之研究
日本神奈川大學法學部准教授
10/30(二) 戰略所 佐橋亮（Ryo Sahashi）
13:10
SG319 A New Strategic Reality in East
Asia and Japanese Responses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博士後
10/30(二) 物理系 研究員趙力
14:10
S215
Multiferroic Studies in Frustrated
Systems
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10/30(二) 國企系 （PayEasy）業務發展處專案副理
14:10
B708 王方怡
網路行銷案例解析-以payeasy為例
10/30(二) 水環系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兼總經理周南山
14:10
E830
水及環境永續案例探討
中央大學博士後研究江俊瑩
10/30(二) 數學系 O n t h e t a r g e t s e t s e l e c t i o n
14:30
S433 problem
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10/30(二) 國企系 （PayEasy）業務發展處專案副理
18:10
B509 王方怡
網路行銷案例解析-以payeasy為例
10/31(三) 國企系 玉山證券城中分公司資深經理
10:10
B609 陳盛輝
證券交易與投資實務分享
歐研所博士班黃瀅娟vs.致理技術
11/1(四)
歐研所 學院應用英語系副教授趙燕祉
10:00
T306
歐盟多語政策與外語教育：借鏡
與啟示
11/1(四)
企管系 夢田文創總監蘇桂瑩
10:00
B704 科技與服務業經營管理研討一元多用
11/1(四)
資工系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劉昭麟
中文文史與英文財經大量資料
14:10
E819
的深度探勘
國防大學動力及系統工程學系
11/1(四)
機電系 教授鄧世剛
14:10
E830
從系統壽期探討臺灣產品開發
現況的突破
11/1(四)
大陸所 億泰利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總
經理蔡志賢
16:00
T701
兩岸線上遊戲之開拓與發展
GCDF 全球職涯發展師/勞委會職
11/2(五)
大傳系 訓局共通核心職能講師藍如瑛
10:00
O202

職涯發展與規劃

11/2(五)
10:00

產經系
B302G

11/2(五)
13:10

歷史系
B119

11/2(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教授陳宏易
Antidumping Duties and
Price Undertakings:A Welfare
Analysis
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郭鎮武
博物館產業的現況
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謝智源
Tax Evasion, Balanced-Budget
Rule, and Indeterminacy（租稅
逃避、平衡預算與不確定性）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10/31(三)
19:20

點卡上蓋章，集滿10枚戳章
即可兌換福袋，內含餐券、
環保餐具等贈品，發完為
止。活動詳情及集點卡請見
總務處網站（http://
www.general.tku.edu.
tw/）。

盲資中心模擬職場系列 促身心障礙生就業力

█淡水

主辦/地點

國企系
D403

演講人/講題

兆豐證劵顧問（前兆豐證劵
總經理）張明杰
市場研究方法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10/29(一)
13: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歐研所
CL307

歐研所副教授寇大偉 v.s 政經
系助理教授鄧盛鴻
The Euro Zone Crisis: Firmly on
the Road to Recovery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抽隨身碟

【本報訊】101學年度第1學期的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即日起開跑囉！實施時間至11月4日（週日）止，學
生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可至學校首頁左方「期中教
學意見調查」按鈕進入，或是直接連結網站（http://
info.ais.tku.edu.tw/tas/）。品質保證稽核處準備8G隨
身碟，以電腦隨機的方式抽出50位幸運得主，歡迎同
學上網填寫。

書法賽獎2萬 快來報名

【本報訊】文錙藝術中心與中華民國書學會共同主
辦的「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書法比賽」，分初選、決賽
2階段評選，即日起至11月23日受理報名，12月9日決
賽，前3名獎金分別為2萬、1萬5千元、1萬元，另有
優選5名獎金3千元，歡迎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有意參賽者須自行書寫一幅直式對開作品參加初
選，內容、字體及格式不拘，於11月23日前，將作
品連同報名表送交本校書法研究室（海事博物館3
樓）。主辦單位將邀請國內知名書法家擔任評審，
由初選作品中選出入圍者參加決賽，入選決賽將用
E-mail通知參賽者。詳細活動辦法及報名表請見書法
研究室網站（http://www2.tku.edu.tw/~finearts/ccfac/
penmanship.html）或中華民國書學會網站（http://
www.shufa.org.tw/）查詢。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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