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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捲節添熱鬧 運動會秀活力

2百亞洲漫畫作者會師交流

賀59校慶 觀音山健行揭序幕
【記者柯俐如、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歡慶本校創校59週年，
一系列活動自本月1日起陸續登場，為學校祝壽。7日（週六）上
午9時將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59週年校慶慶祝大會」，頒發金
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並為校友舉辦返校歡迎茶會。今年恰
逢資訊系創系40週年，該系將於校慶當天舉辦「團團圓圓千人同
學會」席開百桌宴請校友。另外，上午在書卷廣場及海報街則
有好吃、好玩的「校慶園遊會」，與充滿活力的第7屆校慶蛋捲
節—「蛋捲夢工廠」，增添校慶熱鬧氣氛。
慶祝活動從1日員福會及童軍團合辦的「觀音山健行活動」揭
開序幕，由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及員福會主任委員林震安帶
隊，約260位教職員生同登觀音山，體驗山脈之美。校慶當天，
創辦人張建邦及校長張家宜將親臨慶祝大會致詞，並頒發5座金
鷹獎座予各領域表現傑出的校友，得獎人包括：外文系校友郭樹
倫、教資系校友林文雄、合經系校友陳君愉、歐研所校友黃任佑
及法文系校友崔麗心。
7日上午10時20分，由校友處在活動中心舉辦「2009
Homecoming Day」校友返校歡迎茶會，海內、外校友約200餘人
報名參加返校慶祝活動，包括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前會長陳慶男、
新任會長羅森，及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長段相蜀等。另將舉辦世
界校友會聯合會大會，推選會長及進行會長交接。當天中午，資
訊系及校友處將一同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宴請校友、享用淡水
在地美食，讓校友回味在淡水的日子。此外，教政所將舉辦教育
政策論壇、未來所也邀請校友返校分享就業、創業經驗。

誠摯地邀請您，與我們一起航向嶄新的未來...

滾動修正 精進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教務處將於6
日（週五）中午12時20分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及蘭陽校園
CL506室採視訊，同步召開「淡江大學精進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及檢定
機制研討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邀請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何希慧，主講「如何訂定適切的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並進行綜合討論。
全校各教學單位一、二級主管、各學系教學卓越計畫代表教師等相關人
員皆將與會。本校各系所已於96學年度依系所教育目標訂定學生基本能力指
標，但仍須持續徵詢意見，納入社會期待、產業趨勢、畢業生及雇主之意見
回饋等，以進行滾動式修正。教務長葛煥昭表示，期望藉由主題報告，提升
專業知能，透過互動式的座談討論，進行意見交流，促使各系根據學生基本
能力指標對其課程規劃檢討改進，精益求精，使學生於修課後達到應有的專
業能力及就業競爭力，完成各系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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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補助 熱邀系友回娘家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自即日起至明年12月31日，各系所舉辦校
友會聯誼活動，可向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申請活動餐費補助，每人100元，
每場活動至多補助80人，最高金額8000元。校友處主任薛文發表示，訊息公
布2天就有7個系所報名，反應熱烈。本補助來源為教學卓越計畫「2-3-2畢
業生追蹤」核准之經費，目的在促進各系所與校友交流。企管系系主任洪英
正表示，接獲消息後便立刻將申請書送至校友處，很感謝教學卓越計畫的補
助，讓系上能有更多經費舉辦校友會活動，讓校友的情感更緊密。

兩岸百畫 齊聚淡江展重彩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將自3日（週二）起至明年3月
10日止，舉辦全台首次「兩岸重彩畫交流展」，邀請兩岸畫家百餘人，展出
重彩、膠彩及工筆畫三種主題作品百餘幅。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表示，
此次畫展不但呈現多元化作品風格，也希望藉此了解兩岸學者不同的創作筆
法，提高人文的創意理念，培養文化內涵與藝術修養。
自1949年以來，兩岸重彩畫在時間洪流下，各有其傳承、延異，並發展
成豐碩、獨具特色的風貌，睽違一甲子後，兩岸重彩畫家作品齊聚淡江，參
展畫家包括大陸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及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央美術學
院及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等校師生；國內畫家除了李奇茂，另有吳文彬、董夢
梅、黃光男等。開幕茶會將於12月23日（週三）上午10時30分在文錙藝術中
心舉行，並於同日上午11時舉辦座談會，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許鴻玉獨奏 詮釋蕭邦鋼琴曲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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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於上月24
日在高雄市慶富集團營運總部大樓，召開第7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
會，會中選出新任會長羅森。
羅森為第5屆商學系校友，曾任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現任正大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他表示，希望未來能加強校友與在校生
的互動，更加有系統的管理校友會，並於畢業生創業時給予適時
的幫助，吸引更多優秀學子前來本校就讀。代表大會由前總會長
陳慶男主持，會中邀請傑出校友財政部部長李述德演講「我國財
政政策與經濟展望」，校長張家宜特地南下共襄盛舉，許多校友
皆異口同聲地表示，能齊聚一堂佇足於陳慶男擔任總裁的慶富集
團營運總部大樓，近距離欣賞高雄港夜景，機會難得。

【記者張靜怡、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副教授林盛彬於
日前通過博士論文審核，獲得法國巴黎索邦第四大學及本校中文
系雙博士學位，為本校透過姊妹校雙學位合作計畫，取得雙博士
第一人。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示，「林盛彬老師
的雙博士學位為本校雙學位計畫立下一個新里程碑。」希望同學
多多利用相關計畫到國外進修，增強外語能力與專業實力，開闊
國際視野，國交處會持續拓展更多元的計畫，嘉惠更多學生。
2005年11月，林
盛彬以本校中文系博士生身
份赴法修習雙博
士學位，他表示，當初
因教學需要到中
文系旁聽，沒想到卻激
發他對中國漢學
的興趣，因而考入中文
系博士班重當學
生。當時擔任文學院院
長的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多次提到法國第
四大學的雙聯學
制，鼓勵大家利用機會到
國 外 研
究；加上，
林 盛
彬也常告
訴
學 生 要
「 擁

有夢想，勇於實踐」，因此他決定赴法進修，以身作則，鼓勵同
學勇於走自己的路。
在法期間林盛彬攻讀藝術史，以研究中國美學為主，他表示：
「西方國家講求美的本質，以理性的角度思考美之所以為美的客
觀因素；但東方國家，如：中國春秋時期，人們從實際的生命體
驗來討論『美』，求人與外界關係的和諧。」以致部分西方學者
認為中國沒有美學。這也是他以《孔子美論思想研究》做為論文
主題，試圖以此研究成果做為回應的原因。
林盛彬指出，法國是個思想自由的國家，研究方式與我國差
別很大。「法國教授重視批評，從學理的角度糾正或補充前輩
學者的不足，但我們的傳統學術訓練，對前輩學者畢生心血的結
晶總帶著敬意。」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一開始對他的研究產生很
大衝擊，久而久之才漸覺兩者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此外，法國給
學生的資源十分充沛，擁有一張學生證，就可到各大學旁聽，這
些對他的研究有很大幫助。李佩華表示，「進行論文審核時，共
有5位教授參與，對林盛彬老師的論文研究方法，都給予高度肯
定。」
對於想要申請雙學位的同學，林盛彬建議：「有許多姊妹校
與本校簽訂雙聯學制，千萬別怕多花時間，若情
況許可，可利用這些機會拓展視野，了解其它
國家學生如何做學問，這也是另一種的學習與成
長。」
西語系副教授林盛彬好學不倦，重當學生，日
前獲法國巴黎索邦第四大學及本校中文系雙博士
學位，為本校透過姊妹校雙學位合作計畫，取得
雙博士第一人。（攝影／陳怡菁）

資訊系組宣達團 天羅地網尋校友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隨著本
月7日（週六）資訊系創系四十週年－團
團圓圓千人同學會日漸逼近，為使活動能
順利進行，引領校友重返母校的懷抱，資
訊系動員近百位校友及師生共組「宣達
團」，宣告「千人同學會」即將到來！
宣達團由前校長趙榮耀擔任團長，東海
大學工學院院長朱正忠、淡江人資訊協進
會理事王揚文等29人出任副團長，每組各
配有1位秘書及5位團員，分別由資訊系教
師及研究所學生組成，聯絡民國58年至今
的大學部資訊系畢業生；另有研究所友組
及網路社群組，負責聯絡歷屆畢業研究生

及線上報名、網站架設管理等職務，力求
在綿密的組織網下，找回所有校友。
淡江人資訊協進會理事長李述忠說明，
成立宣達團就是希望透過校友、老師及
學生的力量，架設從第一屆至今的校友聯
絡網，從而進行交流互動，讓淡江資訊
人更加團結，並號召千人返校同樂！藉此
機會，召開資訊系集體班會，讓大家敘敘
舊，「說不定會發現，以往的客戶、老闆
原來都是學長學弟啊！」
萬事起頭難，創系至今所累積校友人
數十分龐大，因此一開始籌備，便遭遇許
多困難。李述忠笑道，從去年3月至今已

籌備一年半多的時間，撥過的電話難以估
計，一想到那些老面孔，就覺得很期待。
資訊系系主任郭經華表示，組成宣達團，
能拉進校友和師生之間的距離，「這次活
動只是一個橋樑，我們不是短期經營，而
是永續發展，發揚淡江資訊系，共創榮
耀！」
聯絡代表之一的布爾電腦台灣分公司副
總經理陳登財說，當天無法到校的同學還
特地打電話表示，希望能記錄當日盛況留
紀念，「期望這樣的活動每隔幾年就辦一
次，不僅彼此間能互相交流，也凝聚系上
的向心力！」

分享5E3低 建安全學校交流平台
【記者戴瑞瑤、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與台灣國際安
全學校認證中心主辦的「2009台灣國際安全學校暨安健學校論
壇」，於上月2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來自台、美、日、
韓、香港等相關安全社區認證專業人士百餘人與會，除探討安健
學校之制度，也分享各地區安全校園的推行成果。
會議由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淡水鎮鎮長蔡葉偉、WHO 國際
安全學校委員會主席 Mr. Max L. Vosskuhler 、世界衛生組織安全
社區月刊編輯Mr. Koustuv Dalal 等皆蒞臨致詞。張校長除感謝健
康局、台北縣衛生局及淡水鎮等單位的支持，亦表示不管是國品
獎或安全校園的認證，過程相當重要，可藉此檢視優缺點加以改
進，並期許藉由這次的經驗分享，帶給大家更好的收穫。總務長
鄭晃二表示，去年本校獲認證為全世界第一所安全校園之大學，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淡水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11/2(一)
10:10
11/2(一)
13:00
11/2(一)
13:10
11/2(一)
14:10
11/2(一)
19:00
11/3(二)
10:10
卓 11/3(二)
越 14:10

11/3(二)
14:10

11/3(二)
14:30
11/3(二)
19:00
11/4(三)
9:00
11/4(三)
12:00
11/4(三)
13:10
11/4(三)
14:10
11/4(三)
18:10
11/4(三)
19:00
11/5(四)
10:00
11/5(四)
12:10
11/5(四)
14:00
11/5(四)
14:10
11/5(四)
14:10
11/5(四)
16:10
卓 11/6(五)
越 9:00

11/6(五)
10:00
11/6(五)
10:20
11/6(五)
14:00

11/6(五)
14:10

因此今年特別選在本校舉辦該活動，希望能建立安健學校的經驗
分享平台。
會議分別由鄭晃二、日本大阪教育大學校長藤田大輔、美國
兒童安全網絡教育發展中心負責人Ms. Ellen R. Schmidt、東華大
學教授李明憲進行四場專題演講。其中，鄭晃二在「一所沒有圍
牆的安全大學」演講中，透過5E（Enforcement、Environment、
Education、Empowerment、Enable）與3低（低風險、低事故傷
害、低廢棄物產出 ）說明本校執行安全校園的核心概念，更以推
動無菸害校園及夜間護送專案等方案，分享本校對於安全議題的
成功經驗。另依大專、中學及國小組，進行分組討論及焦點團體
訪談。會中達成共識，強調除了學校本身，也應結合社區資源力
量以建構安全校園。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近200位亞洲地區漫畫創作者參加2009第十屆
ICC國際漫畫家大會，並當場揮筆創作簽名。（攝
影／吳佳玲）

11/8(日)
9:00

電機系
E819
保險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副教授郭重顯
全尺寸人形機器人設計經驗談
寶來證券財富管理部協理邱思甥
從金融海嘯談理財與執行策略
台灣大學高分子研究所助理教授童世煌
化材系
Self-Assembly of Amphiphiles in
E830
Organic Liquids
清大化學系教授廖文峯
化學系
The Chemistry of Dinitrosyl Iron
Q409
Complexes(DNICs)
膳食督導團 宏恩醫院營養師黃嫚德
E308
美容瘦身講座
法國工商會執行長林才智
學習與工作經驗談-介紹法國工商會
法文系
路易威登專案副理張子祥
E415
法國留學經驗談-精品業的迷思
資傳系
be*U總經理陳卓雲
SG314
be*U的創意與創業
台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林麗瓊
Multifunctional Si nanotips物理系
array:antireflection and tip-enhanced
S215
electroluminescence and magneto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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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啟事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將於5日（週四）晚上7時30
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蕭邦：迷人的音樂】－旅美鋼琴家許鴻玉獨奏會，
即日起可至文錙藝術中心免費索票。
許鴻玉為台裔美籍音樂家，1977年應聘回台執教，1986年在紐約創辦許鴻
玉音樂舞蹈學院，培養上千位音樂舞蹈學生，在美期間曾多次於紐約著名的
Lincoln Center Alice Tally Hall、 Merkin Concert Hall以及聞名世界的Carnegie
Recital Hall演奏，北美洲的大小城市都有她演奏的足跡。此次表演曲目融合
古典、現代、流行等多元曲風，包括〈小夜曲〉、〈圓舞曲〉、〈敘事曲〉
等，許鴻玉將詮釋多首鋼琴詩人蕭邦著名且膾炙人口的創作曲，帶領大家進
入鋼琴的詩情畫境。

校友總會改選 羅森任新會長

姊妹校雙聯學制新里程 林盛彬取中法雙博士

漫畫展意涵豐 學生感受深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歐洲聯盟研究中心於上月20至29日，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瑞士漫畫展暨歐洲主題講座」，展出12位畫家24幅創作，
各有不同的敘事手法及深刻意涵，日文二林筱涵表示，最喜歡黑爾格．雷伊
曼的作品，他使用最簡單的黑白兩色描繪出現代人壓抑心理，畫中主角走進
有炮口的房子裡，象徵人性需要宣洩的意涵，相當寫實。另舉辦四場留學相
關講座，並提供觀光旅遊、教育文化等文宣訊息，同學們參與情況踴躍，法
文二林柏廷表示，一直以來對法國文化興趣濃厚，希望將來有機會到當地看
看，展覽時拿的手冊訊息讓他有初步的瞭解，講座的內容也相當實用。

運動比賽方面，活力十足的運動會於5日舉行，包括鉛球、跳
遠、跳高、男女大隊接力、趣味競賽等項目，在淡水校園田徑場
熱情開賽。另有文錙藝術中心的【蕭邦：迷人的音樂】－旅美鋼
琴家許鴻玉獨奏會、「兩岸重彩畫交流展」及「浩浩淡江萬里通
航—山水與船舶之美」繪畫比賽成果展等活動，7日至10日則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蘭花展，今年以「黑天鵝的仙履奇緣」為主題，
邀大家同賞蘭花之美。蘭陽校園7日也將同步舉行慶祝活動，包括
校慶盃籃球、師生盃排球總決賽，並在建軒一館平台舉辦校慶園
遊會暨社團成果展。豐富多元校慶系列活動，將展現全體師生創
意活潑的一面，歡迎嘉賓、校友一齊同樂！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圖像漫畫研
究室與台北市漫畫工會合辦的2009第十屆ICC國際
漫畫家大會，於上月23日在福格大飯店舉行開幕典
禮，共有來自日本、韓國、香港、大陸、臺灣等亞
洲各地近200位漫畫創作者齊聚一堂，包括「好小
子」作者千葉徹彌、「無敵鐵金剛」原著作者永井
豪等多位漫畫創作者共襄盛舉，許多漫畫迷爭相
與漫畫家合影留念。本校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亦於
第二天的研討會上，專題演講「圖像閱讀及漫畫世
紀」，並主持綜合座談。活動另頒發台灣漫畫貢獻
獎給曾任教本校的知名漫畫家洪德麟，以表彰其在
漫畫上的傑出貢獻，洪德麟表示，很高興能獲獎，
希望未來能推動台灣漫畫博物館的成立。

橡木桶總監陳淑芬
葡萄酒通路與禮儀
前金管會主委施俊吉
主權財富基金-中國、韓國與新加坡體
制對台灣的啟發
東方廣告總經理侯榮惠
品牌如何溝通?

本報第764期「雙獲專利」新聞，報導
簡坤誠、蔡孟昌應為機電系博士生，誤
植為電機系博士生，謹此致歉。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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