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校姊妹校美國舊金山州
立大學校長Dr. Leslie E. Wong伉儷、副
校長Dr. Robert Nava、校友事務暨年度
捐贈處主任Dr. Douglas Hupke 4人，於7
日蒞校參訪。
   Dr. Leslie E. Wong 於今年8月1甫任該
校校長，此次利用訪臺參加校在臺校友
會之際，應校長張家宜邀請蒞校。張校
長為該校之校友，去年5月張校長獲選
為該校年度傑出校友，親自率團赴該校
領獎，受到該校熱烈歡迎及款
待，張校長並在該校畢業典禮
中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講。 
   行程除了參觀宮燈教室、覺
生紀念圖書館及文錙藝術中心
等設施，另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簡報及座談，由張校長主持，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文學院
院長邱炯友、工學院院長何啟
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
語學院院長吳錫德等皆與會座
談。Dr. Leslie E. Wong 校長特
別感謝這些年來建立之交流與
友誼，希望兩校實質交流能更

進一步，日後能加強雙學位或網路語言
學習方面的合作。本校目前計劃選派行
政人員赴該校受訓並實習，該校將會全
力配合。
   舊金山州立大學與本校於96年6月正式
簽訂為姊妹校。兩校自簽約後，交流頻
繁、關係密切；本校於97學年度開始派
遣大三出國學生至該校研習1年，至今每
年本校均選派約20名學生赴該校研修，
並有不定期教授互訪及講座等交流。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
文創中心主辦的「Cubbish傻笑鱷
魚創意圖文與行銷加值大賽」8日

決選名單出爐，23組報名參賽隊
伍中，經過初複審後，由「棉棉
不覺」隊奪冠，獲獎金3萬元、第
二名為「May」隊、「給我三萬
元」為第三名，並有5名佳作。文
創中心執行長劉慧娟表示，透過
這樣的競賽可讓同學體驗到創意
商品做中學的過程，並結合行銷
以推廣創意商品，未來將持續舉
辦這活動，希望藉此能激發學生
創意，培養校內創意風氣。
   本次特別邀請肥貓國際娛樂有
限公司總監魏嘉宏、Winner卡畢
須獨立創意有限公司創意總監楊
勝智等5位文化創意產業界專家擔
任評審，劉慧娟指出，評審均肯
定本校學生的創意構想，其中特
別有2組參賽作品：微笑繪本組、
May獲楊勝智邀請，將在麥當勞
各連鎖店面的My TV電視平台播
出，「藉由業界的肯定和商品化

的機會，可激勵學生進入文創產
業。」
  「棉棉不覺」組員資管三董姿旻
表示，本次參賽規定以「Cubbish
傻笑鱷魚」為發想圖騰、目標對
象 為 高 中 生 和 大 學 生 ， 因 此 以
「女生」，加上自身經驗，以衛
生棉做為加值商品，而在設計商
品過程中運用問卷調查消費者喜
好、分析出最適合市場的商品設
計，被評審認為使用策略得當亦
是決勝關鍵，「和同學組隊參加
共同發揮創意，很可貴的經驗，
很開心能獲獎！」
   劉慧娟表示，得獎作品已展示
在文學館3樓的「文創格子趣」
中。她鼓勵同學，可將創意想法
投稿至文創中心，經審查後有機
會可展示在「文創格子趣」中，
歡迎同學共同參與。投稿詳情請
洽文創中心，校內分機2323。

本校再獲WHO認證ISS 健康安全校園進化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12日晚間7時由理學
院化學系、數學系、物理系及學士班聯合舉行「理
學之夜－科技與藝術的對話」晚會，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及師生，將近2百人坐滿文錙音樂廳現場，帶來魔
術、古典鋼琴、陶笛、長笛、現代舞及樂團的精湛
演出，將最美的呈現給觀眾。王伯昌於開場表示，
今年是第三年舉辦，已成為很好的傳統，「盼望未

來能和工學院一起舉辦，讓大家都能盡情享受表
演。」
   首先由化學四朱耿慶帶來魔術秀，結合Magic 
Mental概念，與現場觀眾進行心靈穿透和潛意識瞬
間交換的魔術，親眼見證不可能的奇蹟，甚至邀請
王伯昌一同參與，氣氛融洽溫馨。接著由化學二洪
凱恩、陳世言、陳詩傑、陳又瑄4人組團演唱，團員
身穿實驗室白袍、面帶實驗用防毒面具及口罩，引
起現場一陣驚呼，以實驗的熱情表現在音樂上，演
唱高亢激昂的歌曲，high翻全場。王伯昌幽默的說:
「真怕你們把屋頂都掀了，多才多藝的你們，帶來
這樣熱情的表演真的太棒了！」
   本次活動總召化學二洪凱恩在散場後笑著說：
「籌備活動要開會、兼顧課業、做實驗，以及考試
真的很吃不消，最後活動圓滿落幕，我們感到十分
開心。」化學二陳昱勳滿足地表示，理學院難得有
這樣大型的表演，「終於可以離開實驗室和考試，
好好輕鬆一下了，今晚的表演很棒很精采，而且讓
人有紓壓的感覺。」

　【記者李蕙茹報導】本校商管聯合碩士在
職專班與商管碩士班聯合同學會於8日在新店
群賀飯店舉行商管EMBA歲末聯歡晚會和第三
屆才藝爭霸大賽，校長張家宜、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及商管學院9系碩士在職專班、在
校師生、畢業校友等皆出席活動，人數多達5
百人。
　第三屆「碩專班才藝爭霸大賽」延續去年
才藝爭霸比賽模式，由9個EMBA碩專班提供
比賽節目，經由師長及嘉賓評選出前3名，所
有參與的學生皆卯足全力，別出心裁地準備
表演節目與服裝道具，節目由歌唱、樂器演
奏、創意舞蹈、太鼓表演輪番上陣。最後，
由國商的日本舞及太鼓表演「舞彩繽紛鼓動
奇蹟」，以整齊劃一的演出拔得頭籌，企管
大型歌舞「龍騰虎躍」奪得亞軍，管科印度

舞得季軍，此外，本次活動中保險系一改以
往較含蓄的表演方式，以「淡江Style大叔大嬸
騎驢舞加18銅人搞笑表演」笑翻全場，雖沒有
入選前3名，但表現可圈可點。
　商管碩士班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許義民表
示，此次活動為凝聚EMBA同學的感情。比賽
獲獎雖是一種榮譽，但不論是否獲獎，今年
各系對於表演節目準備的用心、團隊凝聚力
及榮譽感，讓在場的師生、校友感動不已，
在短短一兩個月準備的時間，表演練習的甘
苦，相信是日後美好回憶的點點滴滴。冠軍
得主國商碩一班代簡廷安說：「能得獎真的
開心，練習的過程很不容易，上班上課之餘
還必須挪出時間練舞，必須在14小時之內，從
門外漢達到一定的水準，雖然辛苦，但能有
如此成果，一切都是值得的。」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輔導之芳香小舖企業有限公司等
10家企業，日前通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微小
型企業亮點計畫」甄選，且於11日獲頒「亮點
企業獎」：亮點企業獎為有沒有創意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和芳香小舖企業有限公司2家；鑄雲
舖有限公司等其他8家則獲小亮點企業獎；而
創育中心亦獲頒「亮點企業育成」感謝狀。
（詳細得獎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消費者的需求就
是創業趨勢，所以創育中心就是讓創業者在產
學合作、資訊流通上更為便利，未來將會持續
接觸不同的產業進行產學合作，以掌握產業動
態滿足需求。
   有沒有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曾聖哲
表示，感謝團隊夥伴的努力，更感謝創育中

心的輔導與鼓勵，提供
許多比賽訊息和補助機
會，並積極媒合可合作
的公司，「加入創育中
心還能和其他廠商經驗
交流，對人脈經營有幫
助，會持續再和創育中
心合作。」創育中心專
任經理詹健中表示，微
型創業的成員通常在1至
5人內，常一飾多角維持企業經營，因此這次
輔導方向是透過資深顧問的診斷建議，提供該
企業資源整合意見和相關申請管道，幫助他們
獲得人才及資金上補助，並鼓勵他們參與競
賽，以獲得企業行銷推廣機會。

   【本報訊】人力資源發展
處公布100學年度教學特優教
師、優良教師及101學年度教
學優良教材獲獎名單，依「教
師 教 學 獎 勵 辦 法 」 第 8 條 規
定，教學特優教師每位可獲
獎狀一面、每位每月獎勵新
台幣1萬元；教學優良教師及
教學優良教材每月獎金2千。
教學特優教師年領總獎金為12
萬元，教學優良教師年領總獎

勵金為2萬4千元，此獎項將於
新生講習日公開表揚。100學
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為大傳系副
教授紀慧君、數學系副教授李
武炎、機電系教授林清彬、管
科系教授歐陽良裕、企管系副
教授沈景茂、教心所副教授李
麗君和未來所副教授陳國華7
位，其他獲獎教師詳見人資處
網站（http://www.hr.tku.edu.
tw/main.php）。

   【記者莊靜、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日通過3年一度的
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安全學校（International Safe 
School, ISS）再認證，成為全球第一所通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安全學校再認證的大學；並於11日下午在臺北校園中正紀
念堂，由校長張家宜、世界衛生組織事故傷害預防專家顧問會
議委員Dr. Leif Svanström、WHO CCCSP日本國際安全學校認
證中心主席藤田大輔和臺灣國際安全學校認證中心主席李明憲
代表簽署，國民健康局科長賈淑麗、台灣社區安全推廣中心代
表李顯章等多位貴賓皆到場祝賀，藤田大輔和李顯章並致贈禮

物恭賀本校通過再認證。
   張校長感謝訪視委員的肯定，致詞中表示，2008年本校為全
球第一所「國際安全學校」認證的大學，很榮幸3年後能獲得
ISS再認證。本校秉持全面品質管理精神（TQM），以全員參
與進行健康安全校園活動，未來將以持續改善的精神繼續推
廣安全健康校園。Svanström致詞中表示，「這是首次來臺擔
任訪視委員，很榮幸能見證貴校安全高品質的落實，看到貴
校長期在促進安全學校的努力上做出積極的貢獻，希望能將
此經驗持續推廣到其他學校。」
   賈淑麗則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對本校系統性擘劃
與持續推動安全校園表達敬意，並希望本校能再發揮影響

力，從校內擴展到其他學校的健康發展；藤田大輔表示，「忠
心祝賀淡江通過ISS再認證，希望能和淡江長期合作，共同推廣
安全議題。」
   10日的訪視評鑑中，由張校長主持並簡報說明本校推動成果
後，且陪同5位訪視委員參觀校園大忠街公車站、化學實驗室等
相關安全措施。張校長表示，本校主動參加國際安全學校再認
證，重新檢視推動各項安全議題的成果與待改進之處，以邁向
健康安全校園2.0的進化版；同時對再認證準備工作中感謝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的細心領導和健康安全校園推動小組執行秘書鄭
晃二的協助。新北市淡水區區長蔡葉偉出席述明本校充分與社
區結合，運用資源協助淡水地區學校，如鄧公國小等，以促進
安全學校相關工作。
   Svanström讚美本校為「優美的校園」，且對紅27候車亭平臺
使用塑合木材質印象深刻，「淡水氣候潮濕多雨，使用這樣的
材質能避免行人在雨天積水時滑倒，是項很棒的安全措施。」
藤田大輔提及本校安全設備相當完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
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胡益進則讚許本校公車站的規畫動線
相當良好，可作為他校的典範。而整體建議上，Svanström建議
在資料呈現上可以再清楚些，亦可舉辦座談會等方式，向其他
學校推廣安全學校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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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學生評議委
員會成立

3版 保險週  玩出業界經驗談

2版 打造人本永續 健康安全校園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8(二)
19:20

國企系
D403

公平交易委員會資訊及經濟
分析室簡任視察葉添福
多層次傳銷實務案例分析

淡江時報 徵選活動開始

徵選辦法，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

品德之星

詩人但丁：智慧若有不足，可用品德來補，
但品德不足時，則無法用智慧補足。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17(一)
10:10

電機系
E819

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陶
金旺
An Interval Type-II fuzzy 
controller for the Inverted 
Pendulum and Cart System

12/17(一)
10:10

英文系
T212

U.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3 P.-E. ROBERT, Prof.
Emeritus
Marcel Proust's remembrances

12/17(一)
13:10

亞洲所
T311

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劉慶
瑞
淺淡日本文化

12/17(一)
14:10

化學系
C013

臺橡公司總經理涂偉華
臺灣的橡膠產業

12/18(二)
9:00

亞洲所
T507

帝塚山大學名譽教授伊原吉
之
東亞前途論

12/18(二)
10:10

戰略所
T703

前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
治系教授洪陸訓
美國文武關係-以小布希主政
時期為例

12/18(二)
10:10

未來所
SG319

國際企業學系教授暨蘭陽校
園主任林志鴻
淺談未來

12/18(二)
13:10

歷史系
L310

馬來西亞詩華時報主筆 教授
田英成
馬來西亞砂拉越、汶萊與臺
商的文化貿易互動關係

12/1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美國先進光源 (ALS)及台灣同
步輻射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王
柏堯
I m a g i n g  m a g n e t i c  a n d 
electronic structures of novel 
low dimensional materials with 
X-ray-based spectroscope 
and microscopy

12/18(二)
14:10

水環系
E830

海洋大學研發長兼海洋能源
研究中心主任許泰文
臺灣海洋能源開發與研究現況

12/19(三)
08:00

諮輔組
SG314

諮商心理師蔡容容
青春不迷網：淺談網路沉迷

12/19(三)
10:10

英文系
L305

英文系兼任講師吳岳峰
導覽口譯-以淡水文化導覽為例

12/19(三)
10:10

德文系
T605

外交部前駐德處長張曉妮
唸德文的目的與心得

12/19(三)
14:10

生輔組
I501

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劉承武
大學校園師生常見之法律事
務－兼談建立友善健康校園

12/20(四)
13:10

歷史系
L413

淡水社區大學講師羅文德
淡水申登世界文化遺產的意義

12/20(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
研究所劉家銘
綠能科技與產業的結合

12/20(四)
16:00

大陸所
T701

京泰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雷
振剛
陸資赴臺投資實務經驗談

12/21(五)
08:00

諮輔組
L401

諮商心理師譚慧蘭
青春不迷網：淺談網路沉迷

12/21(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前中國時報報導調查採訪室撰
述委員高有智
如何做一個深度報導

12/21(五)
13:00

通核中心
B312

主講：Rainmax腦力開發集團
講師楊維芬
主持：通核中心副教授邱明民
文化創意右腦開發

12/22(六)
10:00

教心所
ED107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老師熊曣
完形治療工作坊

12/22(六)
13:10

化材系
E830

工研院能環所副組長楊昌中
電網級儲能技術

12/22(六)
14:10

化學系
C013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總裁李謀偉
卓越組織：領導力、團隊時
代與創新

千里馬補助 英文博生倪志昇上榜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英文博四倪志
昇榮獲102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千里馬
人才培育計畫補助，將於明年3月赴英國西敏
寺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進行為期7
個月的學術研究。
　倪志昇以「交織倫敦意象：探究伊恩·辛克
萊作品中的空間、歷史與文學想像」為題，探
討當代英國作家伊恩·辛克萊如何在其作品中
以空間、歷史和文學三個主要元素相互交織出
倫敦的城市意象。
　倪志昇表示：「一直以來以城市文學的研究
為重心，相當關注英美文學中城市圖像的建

構與空間修辭的特色。伊恩·辛克萊的作品探
討倫敦的城市歷史與空間，以及人、環境和群
體之間的關係，對於倫敦的文化和社會論述建
構的貢獻及影響皆不容小覷。」倪志昇說明，
近年文學研究在「空間」議題的處理上趨向
多元，但缺乏完整的脈絡分析與較有系統的
研究方法。此次的研究目的主要在列斐伏爾的
空間哲學如何在新近論述中，結合文化物質
論的詮釋方法，發展一套較為有系統的三元
辯證觀，進一步發展「心理地理」
（psychogeography）的空間修辭與
建構城市圖像的關係。

創意圖文賽棉棉不覺奪冠 微笑繪本 MAY獲邀播映

教學特優7師獲獎勵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將於
18日（週二）下午4時30分在鍾靈中正堂
Q409，邀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以「國土規
劃與都市治理」為題演講。建築系系主任黃
瑞茂說：「隨著氣候變遷與世代轉變，國土
規劃議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希望同學可
藉此講座，對生態與綠建築有更深層的認
識」。

內政部長李鴻源來校演講
姊妹校SFSU校長蒞校 冀加強交流

親職講座分享親子互動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女聯會
及員工福利委員會共同舉辦親職講座「我不
是你朋友，我是你老媽」，於10日中午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展開，現場逾百位教職員到
場聆聽。學務長柯志恩以「紀律」和「認同
感」與現場教職員討論親子間的互動。柯志
恩以「寧可小罵一番，也不要日後心碎」一
語，強調紀律的重要性，並表示合理的紀律
是一切的根本，習慣是需要從小養成；而青
少年時期的孩子都在尋找一種認同感，所以
身為家長，應該要懂得瞭解孩子的情緒，以
及找到彼此負責任的溝通方法及對孩子的認
同感。化材系助教王渝瑄表示，很欣賞紀律
和情緒管理的部分，學習讓孩子說出自己想
說的話、培養好的紀律和好的習慣，是很重
要的課題。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宏都拉斯汕埠大
學副校長Dr.Senén Eduardo Villanueva Henderson、
技術學院院長Dr. Beatriz Cristina Brito Viñas於11
日上午蒞校訪問，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秘書郭淑敏和圖書館相關人員共同接
待。郭淑敏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進行交流訪
問，並參訪宮燈教室和美洲所。參訪中，來訪貴
賓讚賞圖書館的研究小間、5樓非書資料區的空間
規劃，3樓登記使用電腦的方法很有效率。另外，
2位外賓也至美洲所教授賈派希的「拉美古文明
史」課堂上與學生座談。

宏國汕埠大學來訪 讚圖館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出版中
心為深化校內教師出版相關服務，本學年度
起聘任專業經理人，提供校內教師著作出版
相關專業諮詢，如洽談出版合約和版權授
權、協助排版印刷合理報價、針對該著作特
性建議合適的出版社等。出版中心專業經理
人吳秋霞表示，以保護教師出版權益的立
場，盡其專業經驗提供相關建議，「歡迎全
校教師在出版前，舉凡出版相關的疑難雜
症，都可以向出版中心洽詢。」詳情請洽出
版中心經理吳秋霞，分機2065。

出版中心 深化出版服務

   創育中心輔導有沒有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右）獲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亮點企業獎」，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
長葉雲龍（左）頒獎。（圖／有沒有創意行銷公司提供）

　本校通過國際安全學
校（ISS）再認證，11
日由校長張家宜（左
二）代表簽署。（攝影
／鄭雅文）

　10日國際安全學校
再認證訪視行程中，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左）
向評委介紹校園安全措
施。（攝影／賴意捷）

　 理 學 之
夜 中 ， 化
學 二 同 學
以 實 驗 袍
和 防 毒 面
具 造 型 表
演 勁 歌 熱
曲 ， 讓 現
場 觀 眾 瘋
狂 。 （ 攝
影 ／ 鄧
翔）

EMBA歲末聯歡 太鼓 日舞爭霸

理學之夜 熱力表演瘋狂全場

創育中心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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