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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桂綸鎂 再奪亞太影展后座
精湛演技收放自如 國際受矚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甫榮獲今年金馬獎影后的本校
法文系校友桂綸鎂，15日在第55屆國際亞太影展擊敗勁敵脫穎
而出，再以電影「女朋友。男朋友」風光摘下最佳女主角，在
國際影壇受矚。相繼連奪雙影后，好事成雙！桂綸鎂曾在媒體
談到：「對我來說表演的路是很長，而且一直在學習的，然後
在這個時間點，給我這座金馬獎，是真的給我一個很大很重要
的鼓勵。」對於此次獲獎，目前因正在哈爾濱拍新片，不克出
席頒獎典禮的她，也透過經紀人表示，「現在正在做我最喜歡
的事－拍電影，也謝謝評審的肯定。」
她在「女朋友。男朋友」林美寶一角的鮮明個性隨著劇情發
展，精湛的演技收放自如，歲月在她身上所淬鍊的，不只是演
技上的雕琢，更展現其內在的成熟。澤東電影有限公司臺灣辦
公室總經理陳寶旭稱許，「在年輕演員中桂綸鎂是最勇於嘗試
的，她積極尋求不同角色，來磨練及突破自己的演技。」桂綸
鎂於2005年就讀本校法文系時，針對赴法國里昂大學留學經驗
圖為法文系校友桂綸鎂在「女朋友。男朋友」電影
中，因表演需要真實操刀剃髮。她演出的「林美寶」一
角個性鮮明、演技生動，獲得好評。（圖／原子映象有
限公司提供）

教學期末評量 快填寫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為提供各教學單位及授課教師
日後改進教學之參考，本學期期末教學評量開跑囉！實施時間
至30日（週日）止，任何可上網之地點均可進行評量，只要進
入學校首頁點選左方「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或直接輸入網址
http://info.ais.tku.edu.tw/tas/即可，評量時須將所選之課程全部
填寫評量完成，請同學儘早上網填寫。

想知道桂綸鎂大三出國留學生活嗎？，請見二版
「留學傳真」。

獎勵期刊論文近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
源處日前公布101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
助名單，以A&HCI、SSCI、SCI、EI、
THCI Core、TSSCI收錄之期刊論文，共
計258位教師，498篇通過審議，獎助總
經費超過2700萬元，與100學年度相較，
增加38位教師、71篇論文，論文通過篇
數成長了16.6%。
今年各學院通過審議人數中，商管學

院以93人居首，其次為工學院85位、理
學院41人、教育學院10位、外國語文學
院9位、文學院和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各
8位、國際研究學院4位。而獲20萬元以
上補助教師，有廖述賢、許駿飛、黃
國楨、何啟東、陳曜鴻、葉和明、郭
忠勝、王三郎、林諭男、張志勇、董
崇民、謝仁傑、彭維鋒、丘建青、劉承
揚、張紘炬、賴偉淇、林雯瑤、姚忠
達、莊博任、徐秀福、

個資法 二代健保新制上路
制人資處、財務
處、資訊處及總
務處等相關單位
協調密切，並與
健保局了解細
節以利業務
推行，「感
謝相關同仁
的辛勞，並
請各一二級
同仁多加協助，
以利行政業務的執
行。」
彭梓玲說明雇主和民眾補充保費的計算方
式，財務處會計組組長吳郁章則介紹傳票作業
方式。與會者大多提問兼職所得的扣取方式，
彭梓玲說明，基本上個人兼職薪資所得在校投
健保者一律免扣取，但扣費義務人有必要時，
可向健保局查詢確認。機電系專任助理許懷慈
表示，「聽了說明會後更了解二代健保內容，
會配合業務執行。」

鄭廖平、陳瑞貴共23人。
人資長鄭東文說明，日前因應公平性
和貢獻度，以發表論文作者排序修訂給
發獎勵方式同時亦提高TSSCI和THCI
Core的獎助金額，而所發表期刊之影響
係數在該學門的排名為前20%者，則加
發獎勵金。鄭東文表示，希望藉由這樣
的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從事研究及產學
合作，並提升期刊論文發表的質量。

期末考溫書 31日起開放B119

教育訓練 增職能解疑惑

【記者王雅蕾、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為因應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和二代健保新
制，資訊處和人力資源處分別舉辦訓練課程和
說明會，以宣導相關措施。
資訊處針對新版個資法，邀請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副理溫雄華為授課教師，至今已
舉辦2堂課4梯次的訓練課程，並輔導全校各單
位進行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實作，以落實個資保
護。溫雄華表示，大學的學生成員有分為成年
和未成年，因此法律上的權利會有分別，在個
資法遵循上也有許多需要注意事項；加上校方
得依法蒐集學生的相關資料，如健檢資料、
就業紀錄等，所以在提供資料時必須更小心，
「個資法最重要的是『合法蒐集』和『資料保
存』，透過個資盤點、建立清冊等相關工作，
可讓各單位了解個人資料的風險評估。」
而人資處則於19、2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與蘭陽校園及臺北校園同步視訊舉辦2梯次的
「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險費扣繳實務作業」說
明會，由人資長鄭東文主持、職能福利組組長
彭梓玲主講。鄭東文表示，因應二代健保新

分享，曾接受本報採訪說，「除了語言方面的成長、我已經可
以真正獨立的生活、自己去旅行、還去看了許多舞台劇演出和
獨立電影……，」她對表演的熱衷與投入，在當時就已顯見。
大學時期曾教授她的法文系副教授孫素娥說道：「桂綸鎂大
二的課業蠻優秀，從不缺課，更在大三前往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當交換生，接觸不同於臺灣的文化、體驗異國生活步調。可以
堅守學生本份，實為難得。認真上課的態度，反映在未來的工
作上也能展現其敬業態度，很替她高興。」法文四詹佩潔覺
得，桂綸鎂的美來自於她的自信，看起來是位很率性的學姊。
法文三王垣鈞也開心地說：「從桂綸鎂出道迄今的作品中，精
挑細選的劇本，總能觸動人心，更可以感受到她演技層次的提
高。尤其是個人魅力的增添，在作品中明顯感受得到。」

【本報訊】本學期期末考
將於102年1月7日至13日舉
行，考前開放B119教室提
供溫書；開放時間為31日、
102年1月1日、5日、6日上
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102
年1月2日至4日則為晚上6時
10分至10時。考試時請務必
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
19、20日二代健保說明會
中，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
（圖左）說明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內容，校內同仁出席了
解內容。（攝影／謝佩穎）

保卡、駕照）。若遺失學
生證，須於考試前攜帶身
分證及照片2張至註冊組辦
理補發；未帶證件者，須
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相
關考場規則，請參閱網站
（http://www.acad.tku.edu.
tw/CS/downs//super_pages.
php?ID=CS402）。

提高警覺 校園防詐騙

【本報訊】近來有業者以「生涯發展課程」輔導名義，進
入校園招生，疑似詐騙。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希望同
學能提高警覺並多加防範，遇到有陌生人員解說課程時，
請盡速回報安全組，校內分機2110、2119。

耶誕燈飾 七彩閃亮校園

員福會辦白鷺鷥登山 52人踏青
走，健行去！15日員工福利委員會舉辦
「內湖白鷺鷥山健行活動」，共有52位

教職員工及家屬熱情參與。活動當日天
晴氣清，一掃多日陰雨綿綿的天氣，在
資訊處專門委員余金堂等人的帶
領下，大家一同登上白鷺鷥山，
沐浴在大自然的芬多精中，放鬆
身心活絡筋骨，享受運動樂趣；
登上山頂後，舉行摸彩活動，
增添了健行趣味，甚至有職員大
呼不過癮，希望能「續攤」健行
康樂山。員福會活動組組長江夙
冠表示，此次活動重點是希望大
家能走出戶外，在工作之餘得以
舒緩壓力。理學院秘書顧敏華表
示，此次健行除了出來走走、散
散步，同事間也可以聯絡彼此感
情。總務處秘書王桂枝說：「和
家人出來走走，大家都很愉悅，
也是很好的親子活動。」（文／
林佳彣、攝影／羅廣群）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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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節和元旦的腳步近了，節能與空間組在淡水校園行人徒步區、紹謨游
泳館前佈置耶誕燈飾，一到夜晚便會點亮，校園內充滿耶誕風情夜色。節能
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希望能妝點出節日氣氛。中文三謝惇鈺說：「看
到整排的耶誕裝飾和耶誕燈樹，很有過節和溫馨浪漫的氣氛，感覺超棒的
啦！」（文／呂柏賢、攝影／鄧翔）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號〉、蓋西文和懷爾德的改
編練習曲，接著更與陳婉倩
四手聯彈蓋西文的〈藍色狂
想曲〉；下半場則演奏蕭邦
／巴拉基列夫〈羅曼史〉改
編獨奏版和蕭邦第3號奏鳴
曲，現場座無虛席，掌聲不
斷。
最後，范姜毅以2首蕭邦
夜曲為安可演奏，回報觀眾
的熱情。歷史三鄭又慈表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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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健行科技大學財金系教授吳
12/24(一) 財金系 佩珊
10:10
L204
探討臺指選擇權市場交易人
行為動機
宏利金融環球投資管理臺灣
12/24(一) 保險系 地區投資長王彥傑
10:10
Q408 退休基金之財務管理年金研
究
東海大學化材系助理教授林
12/24(一) 化材系 大溱
E830
生質化學品製造途徑最適化
13:10
與決策分析
臺灣金控臺銀人壽保險股份
12/25(二) 保險系
有限公司總稽核彭曼如
8:10
B614
保險業內控內稽與企業倫理
12/25(二) 戰略所 海軍備役中將蘭寧利
10:10
T703
國家海軍戰略實務分享
中興工程顧問社防災科技研
12/25(二) 水環系 究中心經理冀樹勇
14:10
E830
坡地災害之水文地質調查、
分析與評估實務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助理研
12/25(二) 物理系 究員李愷信博士
14:10
S215
New Non Volatile Memory
Technologies
臺大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副
12/25(二) 西語系
院長張淑英
15:00
T502
譯者，最謙卑的叛徒
前未來資產證券投資信託股
12/26(三) 經濟系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翠芝
8:00
B309
基金與股票的投資管理
英文系 英文系兼任講師魏慶瑜
12/26(三)
驚聲國際 口譯市場分析與實戰經驗分
10:10
會議廳 享
矽鼎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林
12/26(三) 德文系
秀蓉
16:10
T605
職場工夫的今日與未來
導演陳惠美、白雪歌劇團團
12/27(四) 大傳系 長簡志澄
10:10
O202 紀錄片「當家花旦」創作理
念與經驗分享
12/27(四)
12:30

課程所
ED302

康軒出版事業有限公司編務
處副總經理譚蕙婷
智慧教室之設計與實施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保險財
金不動產系系主任賴志仁
12/27(四) 保險系 Reserve Management
10:30
B302A and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Evidence
from U.S.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ies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
12/27(四) 師培中心 宜倩
12:30
ED201 我 想 要 透 徹 地 了 解 愛 是 什
麼？
12/27(三)
13:00

戰略所
T306

統一超商SET法務專案經理魏
韶嫈
青年創業與法律知識：社會
新鮮人的必備法寶
逢甲大學統計學系教授李燊
銘
Approximate Nonparametric
Corrected-score Method for
Joint Modeling of Survival and
Longitudinal Data Measured
with Error
雅虎奇摩金流部經理辜瑞祥
網路金流與第三方支付

12/27(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12/27(四)
16:00

大陸所
T701

12/28(五)
10:00

產經系
B302G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系主
任楊志海
中國與東協國家個體資料簡
介與應用

12/28(五)
10:00

大傳系
O202

2012女性影展策展人兼總監
羅珮嘉
女性影展淡江校園巡迴展第4
場放映兼映後座談會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12/27(四)
18:30

范姜毅因為愛 征服全場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
導】19日文錙音樂廳舉辦
《因為‧愛》鋼琴音樂會，
讓觀眾度過如癡如醉的浪漫
夜晚。世界知名鋼琴家范
姜毅以史克里亞賓〈寫給
左手演奏的前奏曲與夜曲〉
為開場曲目，他以左手演
奏，行雲流水的超凡技巧征
服全場，接著演奏李斯特
的〈佩脫拉克十四行詩104

█淡水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教政所
D301

新北市成福國小教師兼教務
主任、新北市教育局藝術與
人文輔導團員謝基煌
教室之外的天空：我還有熱
情，情願做個傻老師

示，「演出十分精采，我對
鋼琴演奏很有興趣，且能
免費聆聽大師演奏，非常值
得。」
19日文錙音樂廳舉辦
《因為‧愛》鋼琴音樂
會，范姜毅（前一）和陳
婉倩（前三）一起演奏蓋
西文的〈藍色狂想曲〉。
（圖／文錙音樂廳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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