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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包佑身
新流感免驚啦！

建築師生鹿特丹揚眉 奪特別優選
獲獎開台灣先例 入圍作品數與哈佛同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副教授康旻
杰指導建築碩二林志潭等6人設計的作品《Spatial
Limbo》（空間囹泊），日前參選「第四屆鹿特丹建
築雙年展」，從來自各國280餘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榮獲特別優選，開台灣建築系在鹿特丹建築雙年展獲
獎之先例！另建築系講師曹羅羿指導，7位建築系五
年級生作品《Zhongxin》（重購中心村落）也入圍參
展名單，作品將在鹿特丹RDM Campus學校展至2010
年1月10日。
15位師生於9月19至28日赴荷蘭參展，鹿特丹建築
雙年展為國際重要建築展覽，與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齊
名，許多世界知名建築系皆申請參展。過去，台灣只
在2005年曾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和國立交通大學建築
研究所合作作品《海洋台灣》受邀參展，今年淡江一
舉入圍2件作品，件數與美國哈佛大學、荷蘭台夫特
大學相同，顯見本校建築系設計水平在國際上備受肯
定。
《Spatial Limbo》由康旻杰指導碩二林志潭、系友
陳俊彥、陳鏞宇、何炯賢、柯鈞耀、林詩翔等6人設
計，探討在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未與都市開發齊頭
並進的空間，他們選擇工業遺址新竹海軍燃料廠、
台北萬象大樓的低樓層、台北臥龍街山坡自力營造聚
落、基隆和平島的濱海坡地等4個都市邊陲地帶為基
地，細微觀察當地人民特有的生活模式、地景、文

建築系副教授康旻杰（右二）率領獲獎學生
等，參加鹿特丹建築雙年展，在荷蘭建築協會前
合影。（圖／陳鏞宇提供）
右圖為建築系師生獲獎作品《Spatial Limbo》，
在鹿特丹建築雙年展展場中庭的裝置，簡要呈現
設計的影像和資訊。（圖／曹羅羿提供）

期許做國際化的火車頭

蔡明亮談電影 學生爭睹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於9月30日邀請知名導演蔡明亮蒞校演
講，吸引許多學生一睹名導風采，並爭相請他簽名、拍照。
蔡明亮的新作「臉」，被譽為羅浮宮首部世界典藏的電影，他除了宣傳新
作，也分享電影欣賞的概念。蔡明亮表示，電影必須是讓人「介入」觀看，
而不是「投入」其中，因為當電影描述得過於清楚，你便不會相信自己的觀
點，而失去自我的判斷，他強調，電影是藝術家和群體的互動，因為創作有
很大的成分是「不明」的，必須讓觀眾去觀察、去發現。大傳三林佩儀說：
「當導演強調電影必須靠自己去推敲、理解，而不是一昧的跟著劇情走時，
頓時有種被點醒的感覺，讓我對電影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海博館比繪畫 邀鎮民參賽
【記者徐旻君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為慶祝本校59週年
校慶，舉辦「浩浩淡江萬里通航--山水與船舶之美」繪畫比賽，作品主題為
「淡水河沿線之山水與船舶」，最高獎金5千元，收件自即日起至本月26日
止。除本校在學學生，另設社區組，歡迎淡水鎮社區民眾共襄盛舉。
承辦人海博館專員黃維綱表示，本校周邊依山傍水環境優雅，又有船舶
通航其間循序航向大洋，該活動除了讓大家再次檢視淡水之美，珍惜現有的
學習環境，也提供一個發表作品的園地。一般平面繪畫媒材皆可參賽。每組
取前三名及佳作三名，得獎者可獲獎金及獎狀。11月3日公布得獎名單並頒
獎，作品將於11月7日至12月14日在海博館展出。詳情可上海博館網頁http://
www2.tku.edu.tw/~finearts/d1.htm查詢，或電（02）2623-8343。

北京學者來訪 談時事討論熱烈

【記者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所1日舉辦「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機遇
與挑戰」座談會，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所副所長朱松嶺等一行4人蒞
校，和本校大陸所所長張五岳等多位教授及五十多名研究生進行交流。
會中雙方針對台灣國際空間、民族意識形態等議題進行討論。美洲所教
授陳一新認為兩岸應排除政治爭議，讓台灣逐步加入國際組織，大陸所副教
授郭建中也以香港先前以國為單位成功加入國際組織為例，希望大陸能給台
灣釋放一些國際空間。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所副所長陳星則希
望兩岸彼此間能夠互信，以合作的思維，跨越彼此的敵意，創造雙贏。而提
及最近熱門的時事如熱比婭風波、達賴訪台等事件時，台上台下討論更是熱
烈。張五岳說，希望未來雙方能有更多經貿和學術交流，並且和平發展。

女聯會佳餚犒師 搏感情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9月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慶
祝教師節－麵食大賞」，吸引百餘教職員參與。
會中準備的佳餚，以新鮮食材創意混搭，道道精緻可口，開動不久，許
多菜餚就被迅速掃光，尤其麵類為主的「紅油抄手」及「胡瓜水餃」更是搶
手，女聯會理事長、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藉「麵」類主題的諧音，祝福大家
「面面皆優！」校長張家宜則表示，這次的精神和本校未來的理念及政策不
謀而合，希望未來可以全面落實全校品質提升。老師們除了享用美食，也利
用這難得的機會聯繫感情，歐研所兼任助理教授許琇媛表示，這個機會很難
得，讓她聊得很開心也吃得很過癮。

法文系友巴黎浪漫聚首

【記者符人懿台北校園報導】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日前由本校校長
張家宜接任第三屆董事長，7月完成交接
後，指派本校英文系副教授陳惠美擔任執
行長，基金會會址設於本校台北校園，並
於9月29日舉行喬遷開幕茶會，教育部國際
文教處處長劉慶仁及多所大學校長等均蒞
臨共襄盛舉。
教育部鑒於本校對國際學術合作的推廣
極具成效，於民國89年委由本校籌備成立
該基金會，促進會員學校間經驗交流與資
源共享，並推動與各國高教組織的合作，
以發揮台灣高等教育之整體競爭優勢。在
教育部及各會員校捐款下，於94年完成基
金會的設立與登記，95年正式運作，並由
本校校長張家宜榮選首任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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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接下董事長一職，張
校長感謝第二任董事長、台大
校長李嗣涔的努力，使基金會
有完善的組織，規模也日漸成
熟，她說：「99年度的業務將
比今年更多，代表基金會將更
繁忙，加上基金會過去在台大
校長的領導下表現優異，所以
接下這個職務感覺很有壓力，不過我們有
信心可以做得更好！」
張校長期許，基金會能夠做全國各大專
院校國際化的火車頭，並希望將淡江引以
為傲的全面品質管理引進基金會事務中，
她說：「基金會其實就是一種服務業，服
務一百多所會員學校，所以讓顧客滿意是
很重要的課題。」劉慶仁表示，教育部

日期/時間

院、管理學院、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
院、創發院及體育室等單位的通過率均比
去年提升。
全校通過案件數工學院以83件奪冠，理
學院60件、管理學院40件分居2、3名。各
系通過件數，前3名均由理學院包辦，化
學系23件奪魁、物理系20件第2、數學系17
件第3。申請件數最多的工學院，以162件
連續3年申請率超過100%，件數也比去年
增加17件。
獲得單項計畫案最高額的是物理系教授
曾文哲，350萬元；個人通過件數最多為電
機系教授翁慶昌的4件，其他通過3件的分
別是中文系教授高柏園、化學系教授李世
元、徐秀福。
翁慶昌表示，根據不同學門，國科會有
不同的審查標準，要通過兩件研究案，成
績必須佔全國研究案的前15%才有機會，
因此尋求不同研究方案的管道為成功的關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舉
行喬遷茶會，由校長張家宜（左）及教
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劉慶仁（右）一起
進行揭幕儀式。（圖／凃嘉翔）
將持續地在資源上及政策上全力支持基金
會，讓台灣的大專教育能夠更加具有國際
視野。

鍵。例如：這次提出的機器人計畫案是由
系上3位專業學門之教授共同進行整合計
畫，在學界具有競爭力，方得成功通過。
「很高興計畫案受到肯定，本校研究環境
優良，未來也將繼續為研究計畫努力，爭
取更多經費，提升研究品質。」

圖書館增3資料庫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日
前新增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
會科學發展處，免費提供使用的3種電子資
料庫，包括：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MOML）近代法律全文資料庫、The
Economist Historical Archive（EHA）經濟
學人回溯期刊全文資料庫、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Centenary Archive（TLS）泰晤
士報文學增刊百年饗宴蒐錄泰晤士報文學
增刊回溯性資料。連用網址及詳情請上網
http://info.lib.tku.edu.tw/database/查尋。

文學院院長交接

趙雅麗擁祝福卸任 邱炯友領文創再造高峰
新任文學院院長邱炯友（左）代表文學院
同仁，送給卸任院長趙雅麗一張寫滿祝福
的卡片。（圖／凃嘉翔）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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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數量取勝奏效 國科會計畫件數整體提升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根據研
究發展處「98年度國科會計畫案通過率統
計」顯示，截至9月16日止，本校通過率為
50.7%，雖與去年相同，但申請件數約542
件，較去年多57件，通過件數約275件，
比去年增加29件，核定總金額1億9千多萬
元，亦較去年增加。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尚文分析，由於
申請件數增加，通過率當然會有所波動，
但從整體通過案件數提升就可看出，以數
量取勝的策略奏效，加上重點研究案的執
行，使案件品質提升，增加通過的機會，
「數字會說話，全校各院系及教師的努
力，大家都會看見。」
以院區分，理學院通過率80%為各院之
首，其次為工學院的51.2%，第3名為文
學院及創發院均為50%。以系分，物理系
83.3%的通過率傲視各系，其次為統計系
81.8%，第3名為旅遊系80%。其中，文學

H1N1免驚啦！為關心教師健康並維護教學環
境衛生，本校於教師節（9月28日）發放「拒絕
新流感‧教學防護包」，給專兼任教師、助教使
用，教學防護包內含麥克風海棉罩、消毒酒精、
擦拭毛巾等，小巧且易於攜帶。上圖為商學院院
長胡宜仁正將消毒酒精噴在毛巾上，以便擦拭麥
克風，他表示，學校真得很貼心，為每位教師都
準備一份，有了防護包，就不怕新流感了！（圖
文／吳佳玲）

█淡水

張校長再任高教基金會董事長

【記者張靜怡、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法文系於今年暑假首次在法國
巴黎舉辦「海外淡江系友會」，近30位系友參加，招生組編纂趙麗瓊特地前
往赴會，她說：「畢業這麼多年，各地系友仍熱情共襄盛舉，一起回憶求學
時光，真的很感動。」
為了給系友們回家的感覺，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特別選在中式餐廳，讓大
家在象徵「團圓」的圓桌上享用台灣家鄉菜，並重溫在校的歡樂時光。她表
示，許多系友在海外工作，縱使在同一地區也從未見過面，希望在海外建立
聯絡網和母校互通訊息，「在巴黎舉辦系友會真的很難得，期望未來能繼續
舉辦。」系友王瑞玲也說：「雖然不一定是同屆畢業的同學，但因為同樣畢
業於淡江法文系，所以在巴黎舉辦系友會就像久逢親人般，格外親切。」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化，設計出富涵人道主義的空間、裝飾、景觀等元
素，用大量文字與影像交錯的展示手法，呈現別於以
往的概念。
陳鏞宇說：「我們花了近半年才摸索出作品可行
的方向，長時間的觀察與理解，讓我開始以不同的態
度看待這樣的邊陲地帶。」康旻杰興奮地表示，作品
引起評審的熱烈討論，去年威尼斯建築展策展人甚至
說，11月會主動來台灣看這些地方。他說：「由於哈
佛、柏克萊大學等強敵環伺，原本沒抱期待，當淡江
被喊出來，大家還覺得莫名奇妙，我們花極少資本從
這些勁敵手中奪得獎項，特別榮耀！」參展同學們皆
對此次獲獎感到意外且驚喜，陳鏞宇開心地說：「一
起到荷蘭接受不同的文化衝擊後，我們又掀起創作的
衝動！」
《Zhongxin》則以台北完整保存的眷村「中心新
村」為基地，呼應鹿特丹建築雙年展「開放城市‧設
計共生」主題，建築五謝仲凱、張維茹、范舒雅、李
健竹、鄧振甫、柯威任、張珳彪7人分別設計有關眷
村的7個作品，找出保存與活化中心新村的可能，並
用設計喚醒大眾對眷村的關注。如張維茹便留下眷
村圍牆，拆除先前的老舊屋舍，將空地設計為眷村公
園，她說：「我們研究台灣眷村人民的生活模式，希
望運用設計留下眷村獨有的歷史。」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
文學院新舊任院長交接暨歡送茶會
於9月30日在L522舉行，在學術副
校長陳幹男的監交下，由前任院長
趙雅麗將印信移交給新上任的院長
邱炯友，邱炯友也代表文學院全體
同仁，遞上寫滿祝福的卡片及花束
給趙雅麗，場面溫馨感人。
邱炯友表示，文學院的組合非
常奇妙，不僅有大傳、資傳的加
入，更有文創產業為文學院注入新
的泉源，他期許自己，努力帶領融
合傳統又新穎的文學院，繼續向前
邁進。對於卸下文學院院長，趙雅

麗說：「心情就像是延畢生般，五
味雜陳。」她相信往後文學院在邱
炯友的帶領之下，文創產業一定能
再創高峰！
陳幹男表示：「過去大家對趙
院長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趙院長
不但創造了獨樹一格的文創中心，
更透過『文創』這個介面，融合文
學院的五大系，期待邱院長能夠領
導所有同仁師生繼續發展文創。」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肯定文創產業帶
給同學健全多元的發展，也指出，
未來無論是在人事各方面，學校都
會盡力支持邱院長。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0/5 (一)
10:10

電機系
E819

陽明大學教授兼研發長郭博昭
心電圖與心率變異分析儀之開發
經驗

10/5 (一)
10:10

統計系
B302A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吳怡成
商業統計的相關發展

10/5(一)
10:20

經濟系
E401

寶來資本(亞洲)有限公司創辦人
暨營運長施辰民
認識投資銀行

10/5 (一)
13:10

化材系
E830

工研院能環所經理谷傑人
儲氫技術介紹

10/5 (一)
14:10

歐研所
T306

政大國關中心主任鄭端耀
提升國際現勢研究的思辨力-美
中台三角關係的分析結構

10/5 (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興大學化工系教授徐善慧
PU高分子生醫奈米複合材料

10/5(一)
17:00

俄文系
俄羅斯作家協會秘書Vladimir
驚聲國際會 Bondarenko
議廳
現代俄羅斯文學與思想

10/5 (一)
19:00
10/6(二)
14:10
10/6(二)
18:00
10/7 (三)
12:00

課外活動組
Q409
物理系
S215
財金系
B1012
女聯會
B302A

10/7(三)
13:30

財金系
B1012

10/7(三)
14:10

決策系
B712

10/7 (三)
14:10
10/7 (三)
14:20
10/7 (三)
18:10
10/8 (四)
10:10
10/8 (四)
14:00
10/8 (四)
14:00
10/8 (四)
18:10
10/9 (五)
10:10
10/9 (五)
14:10
10/9 (五)
14:10

中華專業認證學會秘書蔡佩真
CCAPP課程說明會
台灣大學音樂系教授蔡振家
樂音的產生及其音色
泰安產物保險公司經理丁榮光
財產保險與投資理財
彭耳鼻喉科院長彭森源
認識H1N1新流感及自我防疫
上海商銀風控長劉志剛
風控運作與巴賽爾資本協定結合
之實務講座

英商施羅德投信總經理巫慧燕
如何成唯一位具有國際觀的經理人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調查實驗
航太系
室副工程師楊明浩
E830
應用FDR於飛航事故調查
圖書館
歐盟資訊中心研究助理許琇媛
301指導室 掌握歐盟資訊(一)
勞委會職訓局全民共通3C核心職
就輔組
能課程講師呂子瑜
產業與職涯講座-中文履歷自傳
Q409
撰寫技巧
前加拿大校友會會長現任美加顧
資訊系
問王揚文
看美加學生如何計畫和執行他們
E311
的career goal
企管系
IDI朝代國際集團總裁柯耀宗
整合力-競爭力的最極致
B616
國研院大型整合計畫室副研究員
機電系
李慧芳
轉譯醫學之生物影像追蹤平台開
E830
發-阿茲海默症創新診斷技術
ETS台灣區代表王星威
就輔組
英語證照與就業競爭力(與蘭陽校
T301
園CL408同步視訊)
大傳系
教育部人事處丁士芳
公職生涯的規劃
O202
產經系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徐之強
外人直接投資與景氣循環
B511
交大財金所教授鍾惠民
Comprehensive Disclosure of
財金系
Compensation and Firm Value:
B505
The Case of Policy Reforms in an
Emerging Market

台北校園
10/9(五)
19:20

財金系
D222

保發中心董事長賴清祺
當前我國保險業的發展與機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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