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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研究中心開幕 百人禮讚
臺灣村上春樹現象 NHK.每日新聞等日媒關注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於22日上午在外語大樓盛大開幕，邀
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及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日本交流協會總務部長濱田隆
等人參與剪綵。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獨步

全球，設立村上春樹研究中心，邁出穩健的第
一步。村上先生是目前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
的日本當代著名作家，未來期許能提升研究水
準，推展「村上春樹學」成為顯學，更期待能
邀請村上先生親臨本校指導，未來成為全球最

本校與香港13中學結盟

19日，張校長（前排右七）在香港與13所中學聯合簽約結盟。（圖／國際處提供）
【本報訊】本校前進香港「大手牽小手」，
19日下午6時在香港海華服務基金與13所香港
中學締盟，校長張家宜簽署合作協議書，未來
雙方將有進一步交流。
張校長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一行人亦
拜訪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暨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主席譚日旭，了解香港中學的教育體制，接著
下午前往景嶺書院，拜訪本校英文系校友、景
嶺書院校長楊明倫，戴萬欽也為該校4百餘名

師生進行招生簡報。本校香港校友會會長葉雅
琴等校友，在香港地區大力協助母校招生、簽
約事宜。
本次聯合簽約學校的香港中學有香港培正中
學、喇沙書院、迦密主恩中學、寶安商會王少
清中學、景嶺書院、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中
學、荔景天主教中學、九龍文理書院、順德聯
誼總會胡兆熾中學、浸信會永隆中學、崇真書
院、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鳳溪第一中學。
事長蕭淑芬致詞時表示，「很開心看到
近年來校內運動風氣越來越好，下班後
到操場健走的人數也越來越多，相信大
家持續動起來，都能讓身心更健康、更
愉快。」
會中，體育教學組專任講師郭馥滋
挺著4個月身孕，帶領47位學員繞行全
場，並提醒健走技巧與持之以恆的重
要。她提到，「運動的好處是需要長時
間累積，才能感受得到，如果連我都能
做到，相信大家一定也行。」
活動另有進行體脂檢測，預計年底閉幕式
時，將進行體脂後測，下降值最高的前20
名，可獲得衛保組提供的獎品。（文／蔡晉
宇、攝影／吳國禎）

步向健康 全員挑戰降體脂
運動健走，熱力無窮！本校女教職員聯誼
會於25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排球場舉辦
「塑身健身‧活力校園」開幕式。女聯會理

水彩畫展 文錙唯美登場

自習室拿書趣 GF take-out
有禮真好！覺生紀念圖書館自17日起，在
自習室設置書櫃，開放書刊轉贈，首波轉贈
主題為「搶手教科書」，架上印有「GF takeout」的書籍，皆開放全校師生認養。採編組
組長方碧玲表示，整理出書況良好，且庫存
尚足的館藏，種類涵蓋各學門，提供大家免
費取閱，讓資源再流通。「開學首週上架342
本，已被領走288本，未來會陸續整理出各類
書籍，請同學們拭目以待。」（文／卓琦、
攝影／吳重毅）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教學單位評鑑時程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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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觀光系
CL328

9/29(一)
13:00

大傳系
O102

演講人/講題

協理王中瑞
飯店業服務管理
ETtoday新聞雲採訪中心主任
周佩虹
網路新聞與新媒體趨勢

職輔組、
時間軸科技副總經理李佳憲
資管系
資管學生的就業之路
B501
德國海德堡大學歐亞研究中心
10/03(五) 德文系 Coordinator陳淑品
8:00
T703
德文系口譯工作坊：談話、談
判、談雙向口譯的準備與應對
10/02(四)
10:00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9/29(一)
10:10
9/29(一)
13:10
9/29(一)
13:10
9/29(一)
17:00
9/30(二)
10:00
9/30(二)
14:00
9/30(二)
14:10
9/30(二)
19:00
10/1(三)
10:10
10/1(三)
12:00

10/3(五)
10:10
10/3(五)
14:10
10/3(五)
14: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經濟部水利署簡任正工程司
水環系
陳永祥
E680
深入淺出簡介水利法規
科盛科技公司技術研發部協理
化材系 黃招財
E819
從歐美汽車輕量化探索塑橡膠
產業之核心技術與機會
產經系 產業經濟系教授林俊宏
B511
人口老化與經濟發展
德國海德堡大學歐亞研究中心
德文系
coordinator陳淑品
T601
德國的地區文化和其歷史背景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教授
戰略所
莫大華
T503
地緣政治(戰略)的復興與展望
成功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物理系 鍾獻慶
S215
奈米石墨帶於外場下的電子及
光學性質
水環系 政治大學外語中心副教授車蓓群
E787
國際化下的跨文化溝通
城市農夫社 頂田寮農場負責人鄭鵬舉
E304 與農夫有個約－有機農場概念
財金系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黃天牧
B713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職輔組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楊雅伊
Q409 中文履歷自傳撰寫技巧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科員
公行系
楊蓓芸
B609
公職考試與錄取訓練經驗分享
臺灣外展教育發展基金會執行
冒險社
長廖炳煌
B118
藉由活動學會團隊合作反思人生
人資處 資深旅遊達人李奇悅
驚聲國際廳 繞著地球跑－世界各國風情多
真亮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林亮宇
戰略所
國家考試之認識準備與多采多
T306
姿的公職生涯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業務主任
數學系
邱耀輝
S102
數學與人生
逢甲大學統計系教授陳婉淑
統計系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ime
B302A
Series Analysis
大傳系 TVBS新媒體副總編輯張家齊
O202 與記者同行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整合設
資工系 計中心協理蘇瑞亨
T212
CMMI(AP需求及系統分析)+專
案管理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林忠正
產經系
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未擇之路：
B511
經濟思想史上的新分析架構
德國海德堡大學歐亞研究中心
德文系 Coordinator陳淑品
T606 談話、談判、談雙向口譯的準
備與應對

文創戲劇工坊4連發

教學
卓越
生抒壓操的帶動及歡笑聲中落幕！財務長暨女
聯會副理事長陳叡智說：「今日相聚後，盼各
位同仁能更加元氣滿滿、衝勁十足。」（文／
蔡晉宇、攝影／張令宜）

科技部計畫案 通過率48.64% 請勿餵食校內流浪狗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據研究發
展處統計，本校教師103學年度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案，申請總件數為516件，申請
率為69%，核定通過件數251件，通過率為
48.64%，與去年通過率48.42%相比，略為提
升。各學院通過率排名，理學院以74.14%穩
坐全校之冠，工學院56.74%位居第二，商管
學院48.34%。各院通過件數第一名為工學院
80件，其次為商管學院73件、理學院43件。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日期/時間

10/3(五)
10:10

謝師饗宴 60道佳餚端上桌

35

演講看板

9/29(一)
10:10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25日，品質保
向教育部申請認定。稽核長白滌清表示，品保
證稽核處在驚聲國際舉辦「103-104學年度教
處依據本校特色及參考高教評鑑中心相關規定
學單位評鑑說明會」，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
後，建立6大系所評鑑項目及分項效標，各效
10/1(三)
訊，其餘受評單位皆派員與會。學術副校長葛
標皆與學校發展特色有緊密關聯，目的在於使
14:00
煥昭表示，本學年度將啟動內部評鑑，受評單
本校能夠持續精進及進步，而品保處將持續蒐
10/1(三)
位須依系所發展特色訂定各項效標，及建立相
集、匯整相關資訊給各受評單位。
19:00
關佐證資料，而105年即將面臨少子化，教學
白滌清提到，「我們所扮演角色是協助、支
10/2(四)
評鑑儼然成為學生、家長選讀的重要參考指
援各系所進行檢視系所特色、強化品質改善，
10:00
標，希望各單位能貫徹辦學機制，及教學品質
及提升整體學術與專業表現，終極目標是希望
10/2(四)
表現，務必朝「通過」自評邁進。
讓整個機制能順利運作。」
12:00
報教育部
本校於102年底獲得教育部自我評鑑機制認
內部評鑑
申請認定
內部評鑑
定後，品保處規劃出各項評鑑作業時程，此次
10/2(四)
(實地訪評及
14:00
(報告撰寫)
結果改善)
自評對象除了工學院因採IEET認證而免受評
外部評鑑
103.9
104.1
104.8
105.6
鑑，商管學院已申請AACSB認證，符合延後
10/2(四)
14:10
評鑑外，其餘系所評鑑結果，預計在105年6月
（圖表／淡江時報製）

本校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藝術中心於26日舉辦「2014臺灣水彩
畫展」開幕式茶會，邀請臺灣水彩
畫協會會員參展，共79名參展畫家，
108幅作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致詞
時表示，「本校對生活美學極其重
視，且藝術中心提供一個平臺，能提
升學生藝術欣賞與創作風氣，並陶冶
性情、培養美學涵養。」
臺灣水彩畫協會理事長林仁傑認
為，「淡江大學校園非常有文藝氣息及美感，
而台灣水彩畫協會已擁有54年悠久歷史，能來
此展覽是項難得的經驗。」
本展水彩畫的多元風貌為主軸，如寫實、抽
象，或古典、現代、後現代等繪畫風格，表現
豐沛的藝術創作能量。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
煌強調，「在教育中加強藝術的氛圍，配合校
園美術館化，將中心藏畫置於校內各館。本畫
展也讓臺灣一流的水彩畫家再度齊聚、互相交
流。」運管四簡伃均興奮地說：「展覽畫風多
元，可以體會到各地不同的人文風景，好像在
環遊世界喔！」

具影響力的村上春樹研究中心。
日本交流協會代表沼田幹夫不
克前來，由濱田隆代為祝賀，並
表示，長期以來本校培育多位具
有高度日語能力及深入理解日本
的人才，更透過成立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充分展現日本研究的企
圖，對此感到非常開心，更對於
本校教師表達最深敬意與感謝。
會中，前東京大學教授柴田元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於22日上午在外語大樓前盛大開幕，邀
幸以「村上春樹與美國文學」為
題進行演講，談到村上春樹作品 請校長張家宜（右六）、本校榮譽教授林丕雄（左二）、前
受到美國文化，以及布魯根德、 東京大學教授柴田元幸（左四），及日本交流協會總務部長
馮內果等美國作家影響，並從中 濱田隆（右五）等人參與剪綵。（攝影／吳國禎）
體悟到，現實與想像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
開幕當日，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研發長
外，柴田元幸分析了村上春樹作品的魅力，
張德文、臺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徐興慶、村
並認為這項研究應為研究中心鑽研的目標、使
上春樹首席翻譯家賴明珠等來賓蒞校，更有
命，且研究若有成，則可做為交流的共通語
NHK、每日新聞等知名日本媒體蒞校採訪。
言。最後，柴田元幸期許各位研究者皆能互相
據國內媒體民視報導，這項消息引起日本媒體
鍛鍊、培養，並且分享精緻、更具有說服力的
注意，NHK電視臺特地在23日新聞中播報。
個人解讀方式。

為慶祝教師節，女教職員聯誼會
於26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辦「健康養
生樂活一身輕」美食饗宴，現場湧
入逾百位同仁共襄盛舉。校長張家
宜、3位副校長及多位一級主管等人
皆到場參加。張校長致詞時表示，
「感謝女聯會的付出與努力，美食
饗宴不僅促進了教職員間的情誼，
搭配健康、養生、樂活主題，也讓
身體變得更健康。」
女聯會特別準備桃子、李子等水
果籃，由理事長蕭淑芬獻給張校
長，象徵「桃李滿天下」。蕭淑芬
說：「享用美食之餘別忘了活動筋骨，有助愉
悅身心、紓發壓力，達到身心樂活的目標。」
此次主打「健康養生」飲食，現場除了有各
單位提供60道佳餚外，女聯會合唱團也以優美
歌聲獻唱，向全體教師致敬。最後，在樂活養

1

圖為畫家謝明錩的作品「紅色．
快樂．腳踏車」，創作專業水
彩、鑽研 年成為這一代臺灣水
彩畫的代表人物之一，畫作中表
現出水彩畫中特殊技法，質感與
渲染並用，瀟灑的筆法做為青年
畫家最好的學習對象。（圖、文
／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紅色快樂腳踏車

黑天鵝書展
享受閱讀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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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同學餵養流浪
犬，反而害師生被攻擊。102學年度曾發生3起
流浪狗咬人事件，造成2人受傷、1名學生因驚
嚇而摔壞筆電，前年亦有老師、遊客被攻擊。
事務整備組編纂張寶愛說明，「3人經就醫後
已無礙。考量到校園安全及公共衛生，也為避
免師生受到傷害，希望大家『請勿餵食校內流
浪狗』，以免造成逗留。」若遇流浪犬攻擊，
請儘速通報事務組協助處理，校內分機2376；
或逕洽安全組勤務中心，校內分機2110。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文化創
意產業中心於21日舉辦「探索原創力：
戲劇」工作坊，與「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合
作。文創中心專案經理楊宜甄說明，為了探索
創作的無限可能，特別邀請國際劇團，從不同
主題切入表演藝術，藉由啟發與培養，希望能
激發同學們發掘自我的原創力。
活動邀請莫比斯圓環的聯合藝術總監梁菲倚
和鼓曲創作總監李子建，透過傳接球、模仿表
演等劇場遊戲，練習情感交流及觀察力，同時
讓大家學習歸零，期以達成掌握自我。
中文三劉品萱說：「從互動中可以看到不一
樣的自己，藉由放鬆身體、沉澱心靈，會察覺
到身體上平常沒有注意到的小細節。」教科二
王怡文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是練習用眼神傳遞
自己真實的情感。
另有戲劇系列工作坊將於28日「開發驅動
力：演員工具運用」、10月5日「啟動溝通
力：激發感官」陸續登場。有興趣者請至活動
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報名，或親洽文創中心L402。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