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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圖把關學生基本能力指標
建置全校課程地圖資訊系統 檢測能力達成度 指引修課規劃未來
建築三吳培元獲得「浩浩淡江萬里通航
─山水與船舶之美」繪畫比賽，本校學生
組第1名，開心地與得獎作品合影。
（攝影／曾煥元）

卓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為使學生
於畢業時，達成全校性及系所基本能力，
以面對嚴峻的職場挑戰，教務處規劃整合
各系所專業、通識教育及跨領域等課程，
建置「淡江大學全校課程地圖資訊系統」，預計最
快於本學年度完成。教務長葛煥昭表示，屆時學生
可透過e化資訊平台，評估自我學習成效及各項基
本能力之達成度，規劃未來生涯並有效儲備競爭
力。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貫徹課程品質」、精進學生
基本能力指標，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已自97學年度
起，依學校教育目標訂定「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指
標」；各系所亦於96學年度，考量學系專業能力、
學生發展需求與業界趨勢等面向，訂定「系所基本

越

吳培元彩繪淡水奪魁
【本報訊】由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主辦的
「浩浩淡江萬里通航—山水與船舶之美」繪畫比
賽，於校慶當天（7日）舉行頒獎典禮，賽況熱
烈，近百件作品參與角逐。比賽結果，本校學生
組及社區組第1名，分別由建築三吳培元及淡水鎮
民陳瑞貞奪得，各獲獎狀乙紙及獎金5000元。
評審之一、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光表示，參賽
作品表現優秀，尤其許多國中、小學生都有超齡
的表現，作品成熟頗具發展性。吳培元從小就喜
歡畫畫，擅長素描，從國小到高中經常代表學校
參加繪畫比賽均有很好成績，這次得獎作品以淡
水夕照為主題，使用水彩表現淡水河及觀音山之
美。他表示，淡水最美的就是夕陽，尤其出海口
附近，給人寬闊、舒服的感覺，每次面對都很感
動。對於未來期許，他靦腆地說：「畫畫可以讓
我的心情變好，將來不管是讀書或工作，都不會

忘記畫畫。」
陳瑞貞為退休公務員，得獎作品為粉彩畫，主
題是觀音山，她說：「畫畫是我從小的夢，這幅
畫表現出我心中夢想的聖山！」因為陪小孩學畫
喚起對繪畫的熱情，陳瑞貞重新投入繪畫學習近
3年，第一次得到繪畫比賽第1名，她開心地說：
「對我來說真是一大鼓勵！」並期許，透過繪畫
打開另一雙眼，開啟另一種溝通語言，並從欣賞
古今繪畫作品，閱讀畫家心靈的另一面，以開闊
自我世界，讓生活更豐盛。
本校學生組2、3名為保險四李紹榮、公行三王
殿凱，另取佳作三名；社區組2、3名為淡水國中
盧威佑、淡水國小朱映儒，該組佳作原計3名，因
競爭激烈而增加為8名。所有參賽作品將於海事博
物館展出至12月14日。

黃富國參與勘災 為村落重建獻心力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副教授黃富國於9月受原住民族委員
會之邀，參與莫拉克颱風災後安全評估作業，親至災區為台東縣達仁鄉及大
武鄉等各部落勘察災害程度，並配合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召開說明會，向當地民眾說明受損狀況及專業分析，作為是否遷村的依
據。
黃富國表示，這次計畫是由台大地理系教授陳宏宇擔任調查團隊總召集
人，召集工程顧問及學術界等專家協助進行災後評估計畫，並根據成果將64
個調查部落劃分等級為「安全」、「不安全」或「部分安全」，提供政府作
為日後村落重建及安置措施之依據。他說明，有許多居民因對家園有深刻情
感或謀生不易，而不願遷移住所，所以在評估環境的過程中，不僅考量工程
上的需求，更要顧及人民、文化、地形等因素。
黃富國曾參與過921大地震等多項災後勘察，這些實際參與勘災的例子都
成為他的教學題材，提供學生作為參考，他說：「在學校教書很少有機會接
觸這種實際的案例，透過經驗分享，訓練學生日後能以各種角度思考解決問
題，同時也為社會盡一分責任。」

吉大訪校 擴兩岸學術合作

展台灣文學書 鼓勵閱讀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即日起至20日止與國立台灣文學館共
同舉辦「2009『自由閱讀‧閱讀自由』校園巡迴書展」，於總館2樓閱活區
展示精選優質出版品及台灣文學書籍，圖書館典藏閱覽組組長方碧玲開心表
示，圖書館一直很希望在閱活區辦主題書展，很榮幸有這個機會與台灣文學
館合辦活動，期望藉此鼓勵大家，透過閱讀啟發對台灣人文的自覺！
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陳慕真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大專院校合作，以
書展的模式介紹主題書籍，成效很不錯；淡江是我看過的參訪學校當中，閱
讀環境最優美的學校，希望未來還有其機會合作相關展覽。」展出書目包括
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台灣財經及台灣社會等相關圖書101冊。活動期間至總
館2樓流通櫃台填寫表格加入「文學之友」，可獲贈作家手稿限量鉛筆一枝之
外，還可收到國立台灣文學館最新發行的文學電子報喔！贈品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動人琴音 聽眾屏息沉浸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於5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蕭
邦：迷人的音樂】－旅美鋼琴家許鴻玉獨奏會，會中許鴻玉彈奏多首膾炙人
口的蕭邦創作曲，並依不同樂曲介紹蕭邦的創作歷程與故事，全場屏息聆
聽，彷彿擔心遺漏樂曲中的任何一個小節。從小就是蕭邦樂迷的中文三陳思
涵表示，一聽到學校舉辦蕭邦演奏會，就馬上前往索票「最喜歡所表演的
敘事曲，能帶領聽眾沉浸於鍵盤聲的氛圍，感覺很棒！」俄文一廖玉瑤亦表
示，許鴻玉的琴聲給人一種悸動的感覺，扣人心弦！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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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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一)

電機系

10:10

E819

11/16(一)

保險系

14:00

B605

11/17(二)

數學系

14:30

S433

11/19(四)

統計系

14:10

L302

Pine Brook Imagine Systems,CEO顧問陳正方
顯微光學蝕刻照相-高清晰度成像增進
技術之演進及未來趨勢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副總經理張鳴文
營業中斷保險理賠案例分析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馬俊
Tutte polynomials and G-parking
functions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黃景祥
Stepwise paring down variation for
identifying influential multifactor
interactions

台北校園
11/21(六)

國貿系

9:10

D402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秘書長蕭碧燕
基金理財DIY

仙履展 拖鞋蘭風頭健

圖為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貫徹課
程品質」計畫示意圖，全校課程地
圖資訊系統便是其中一環。（圖／
教務處提供）

Altera贈億元設備

電機大一生學習開發與業界同步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電機工程學系的學
生有福了！美國Altera公司捐贈本校超過新台幣1億
5千萬之FPGA硬體、開發軟體及IP智財等設備與技
術，並在本校成立EDA/SOPC聯合實驗室，期與
本校電機系共同培育優秀的系統設計人才，簽約儀
式於11日上午10時在E680舉行，校長張家宜、美國
Altera公司台灣區總經理陳英仁與台灣友晶科技總
經理彭顯恩等出席簽約典禮。
張校長表示，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與他們合作，藉此提升同學的競爭力。陳
英仁說明，Altera公司一直以來都持續與學術界進行合作，產品廣泛運用於業界
與學術界，提供學生將天馬行空的想像實際應用於設計，亦提供老師們致力於
專題研究上。友晶科技受Altera公司委託，為台灣區Altera大學計畫執行單位，
協助大專院校成立聯合實驗室和培訓中心。彭顯恩說，目前台灣畢業生面臨的
競爭壓力日益增加，如何讓學生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在踏入職場就具競爭力
是一大課題。目前淡江是台灣唯一一所將此套系統帶入大一新生教材的學校，
【記者黃雅雯、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59週年慶祝大會於7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當天除校長
張家宜、創辦人張建邦
外，前校長陳雅鴻、
林雲山，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會長段相
蜀，中華民國校
友總會前總會長
陳慶男、現任會
長羅森等亦到場
祝賀。其中金鷹獎
得主林文雄、郭樹倫
及陳君愉三人亦親自蒞
臨。開幕式在全體師生一同
高唱校歌後隨即展開，現場一片歡樂
氣氛。
張校長特別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
百忙中抽空回來參與母校校慶，並闡述母
校在國品獎、教育部唯一體育績優、建築
系榮獲第四屆鹿特丹建築雙年展優選、電
機系在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中奪冠等佳
績，「這是屬於所有淡江人的榮耀，未來
將以培育具心靈卓越人才為主要目標，期
許淡江能再創顛峰。」
張創辦人提及今年為資工系40週年系
慶，除感謝當年資工系系主任、前校長趙
榮耀的帶領外，並講述當年為使本校「資
訊化」所付出的努力，期許本校資訊化能
更加進步。段相蜀也指出，母校獲得國品
獎，顯示品質方面獲得國家背書，且12年
來蟬聯企業最愛私校第一，難能可貴，期
許母校能再接再厲，校友們也能一同努
力，邁向卓越。
另外，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舉辦的
「2009 Homecoming Day」，約300多人參
與，校友相談甚歡，紛紛起身互換名片問

和美國康乃爾、麻省理工等知名大學一樣如此推
動，因此他十分讚賞本校的魄力，「建立聯合實驗
室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會持續提供協助，讓更多
人受惠。」
電機系系主任翁慶昌表示，本校之EDA/SOPC聯
合實驗室採用友晶科技使用Altera公司晶片開發的
DE-0開發板為大一新生到碩博士生都能使用的教
材，讓學生在大學期間即學會與業界同步的FPGA
開發平台，甚至設計出可上市的產品。這次的合作
不僅能讓學生擁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也可提早讓
學生了解業界如何運作，「畢業後能馬上與業界
接軌，更具競爭力。」電機碩一賴建宇說，「有了
Altera公司的贊助，就像如虎添翼般，在設計上也
能更省時且成效更好。」

八方校友喜相逢 返校祝賀：

樂
快
生日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黑天鵝的仙履奇
緣」蘭花展7至1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今年特
別比照國際蘭展形式，以創辦人張建邦的名義頒贈
獎項牌。現場多種蘭花爭奇鬥豔，最吸睛的是與今
年主題相契合的「董事長獎」拖鞋蘭，以及獲「校
長獎」的腎藥蘭詢問度最高，現場驚聲連連，參觀
者直呼「好美！」
參觀人潮除了教職員生及畢業校友，還有喜好蘭
花的民眾慕名而來。校長張家宜表示，蘭花展是淡
江傳統，這次參展花品種類相當創新，且造型特殊
多元，象徵現代社會各行各業的百變及創意，希望
淡江師生可以欣賞蘭花的美，並培養養蘭的興趣。
畢業校友王慧鈴稱讚，今年蘭花展看見相當多特別
的品種，很有特色。

日書畫家觀摩書法教學

候近況，當天也選出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大
會新任會長陳慶男，他表示，很榮幸能當
選會長，並以台語說道：「我一定會盡心
盡力，推動世界校友會的發展，不會讓大
家失望。」
張創辦人在Homecoming Day會場上，
指出「本校將持續要求自己，期許未來能
有更大的突破，再造第五波建設。」現任
職於三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的企管
系系友游婧靈說：「每年校慶都會回來參
加，每次都可以看到淡江的成長，真的與
有榮焉。」

日本書道協會成員赤羽稔章（右前）6日
蒞校，與學生切磋書法創作。（攝影／曾煥
元）

校友於校慶當天組成合唱團獻唱，祝
賀母校生日快樂。（攝影／陳怡菁）
當天，資訊工程學系為慶賀該系40歲生
日，亦於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辦「創系40週
年團團圓圓千人同學會」，張創辦人、張
校長、趙榮耀、林雲山等人與近千位校友
歡聚，盛況空前！走入體育館3樓的時光
隧道，讓許多系友彷彿搭乘時光機回到從
前，回憶湧上心頭，宴席間，系友們互道
近況，好不熱絡。同時資工系也成立「淡
江資工系系所友會」，建立系上與系所友
間雙向交流平台，另將推動「永續執行金
資計畫」，成立獎學金鼓勵優秀在校生及
傑出系友。

鼓勵助理教授 國科會未過案最高補助10萬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62
次校務會議6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召開，
會中表揚研發「新流感剋星」的化學系教
授李世元；指導學生於國際性展覽獲佳績
的建築系副教授陳珍誠、康旻杰；指導機
器人團隊獲世界盃冠軍的電機系系主任翁
慶昌；另頒發120萬元獎金鼓勵機器人團
隊；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風工程
研究中心及盲生資源中心則分別獲頒團隊
研究績優獎。
校長張家宜除了肯定上述教師及團隊在
研究上表現優異，亦指出，近期本校教師
在國科會計畫案方面表現突出，申請件數
提升，尤其助理教授申請更是踴躍，值得

總務處舉辦「黑天鵝的仙履奇緣」蘭花展，
圖為會場中最受青睞，獲總冠軍的得獎蘭
花，花品為「拖鞋蘭」。（攝影／曾煥元）

淡江

校慶當天，校長頒發北
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當
選證書給金鷹獎得主陳君
愉。︵攝影／陳怡菁︶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吉林大學校務委員主任陳德文於10日率領參
訪團一行6人蒞校訪問，由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大陸研究所
所長張五岳共同接待，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簡報，並洽談交換生課程及名
額等事宜。
該校與本校自2001年開放學術合作，2008年始進行實質交流，至今已有11
名交換生至本校學習。陳德文表示，這兩年兩校互動密切，已舉辦許多研討
活動，希望未來政策開放後有更多學術交流。張校長表示，吉林大學在大陸
學術地位崇高，規模及硬體設備首屈一指，此次交流是新階段的開始，未來
可望擴大課程學習及兩岸學術相關議題上的合作。
座談會當天對於交換生名額擴大及大陸研究課程等議題進行討論，戴萬欽
表示，區域研究為本校學術特色，未來可多合辦兩岸教師研討會；交換生方
面，將增加更多院系所類別提供就讀選擇。該校港澳台辦公室主任劉德斌表
示，淡江全英語教學課程值得學習，未來交換生將考慮至蘭陽校園修課；另
外，素聞淡江在大陸研究方面表現卓越，盼相關領域教授可至吉林大學進行
短期講學。
現就讀中文所碩一的交換生孫大萍表示，謝謝大陸所及國交處的協助，初
到淡江便感受到豐富的人情味，這裡擁有完全不同的學風及治學方法，最特
別的是接觸了原住民文化，是很深刻的學習跟體驗。

能力指標」。教務處除深入檢視基本能力指標與系
所教育目標、課程設計與規劃及教學方法與評量之
關聯，確保課程規劃品質之外，另於地圖資訊系統
中設計「基本能力雷達圖」檢定機制，輸入選修課
程，所累積的基本能力數值將量化為雷達圖，學生
除可充分掌握各項能力達成率，判斷是否與自身期
望相符合，亦可依職涯目標進行選課。
葛煥昭表示，雷達圖為職場功能導向，現下就業
不僅需要具備專業能力，通識能力同樣重要，除規
劃各系專業雷達圖外，本校14個核心課程學門也會
規劃通識雷達圖，兩者相比對下，同學可自大一便
依修課指引，規劃選修路徑，對提升職場競爭力大
有幫助。
此外，各系將依學生畢業後職涯發展，規劃選課
模組，提供學生系統性及全面性的修課
指引，或參考雷達圖進行選課及早規劃
未來生涯。課務組組長蘇許秀凰表示，
基本能力雷達圖可讓學生精準正確的了
解，其修課成果是否達到學系所訂定之
基本能力指標，幫助其決定大學四年的
修課規畫。中文三陳菀萱說：「擁有雷
達圖會對自己涉獵的領域較有概念，規
劃生涯時也會比較清楚自己能力所在，
很期待雷達圖建構完成的那天！」

█淡水

鼓勵；若助理教授申請98學年度國科會計
畫案未通過，可檢附原計畫書及審查意見
等，向學校申請重點研究補助，每案最高
可申請新台幣10萬元，以鼓勵教師多投入
研究。
會中，邀請本校校友工商聯誼會會長、
南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飛龍，
分享他經營餐廳的經驗及心得，陳飛龍還
贈送每位與會人員一本企管書籍《贏在中
國：南僑在中國豐碩的12年》，介紹他投
資餐飲事業的成功案例。張校長笑著說：
「校務會議第一次有『伴手禮』。」
會議另針對本校推廣「三化」之成果進
行檢討。國際化方面，由國際交流暨國際

教育處主任李佩華簡報國際學生人數、國
籍、系所分布情形，以及外籍學生輔導機
制及成果，其中，98學年度第1學期國際
學生人數達252人，為近年最高。資訊化
方面，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表示，未來將
持續推動e化校園、推廣網路電話及更新
電腦設備，並公布本校計劃興建「資訊大
樓」的初步構想。未來化方面，未來學研
究所所長陳瑞貴指出，大部分教職員生仍
對「未來化」的概念了解不夠透徹，因此
引用創辦人張建邦與多位知名未來學學者
的名言，使與會者可以簡單地了解未來化
的內涵。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曾煥元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副主
任張炳煌於6日下午3時，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辦一場
書法教學講座，現場聚集100多位日本書道協會成
員、其中不乏知名書畫家。過程中，張炳煌全程以
流利的日文，透過e筆書畫系統及寫經系統介紹本
校書法教學。聽講者對於演說內容十分驚豔，除了
不時開心微笑、點頭稱是，還頻與周遭成員討論心
得。
該協會成員因近期於台灣舉辦作品展而來台，希
望能多了解台灣歷史悠久的書法文化及教學方式，
所以蒞校交流。演講結束後，還有本校學生現場
揮毫，示範教學成果。示範同學之一，公行二詹雅
雯說：「這次活動讓我見識到大師們對於書法的熱
忱，以及台日文化的異同。」另外，大愛電視台因
錄製書法特輯節目，也特地前來採訪此次交流，並
拍攝文錙藝術中心相關書法展示。

台德對談 交換價值觀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德國基督民主黨青
年聯盟訪問團團長Mark Hauptmann一行8人於6日蒞
校參訪，在T306與歐研所所長郭秋慶及多位師生舉
行「2009青年論壇：德國與台灣的對話」座談會。
首先由歐研所碩二陳映蓁分享大三在德國交換學
生的經驗，她流利的德文令在場來賓印象深刻。歐
研所學生針對德國對於亞洲政治關係的看法提問，
美洲所博士生則對德國的社會價值感到好奇，為當
天討論最熱烈的話題，歐研所助理教授張福昌翻譯
基民黨黨員的回應：「雖然德國人注重個人主義，
但是其言論、思想會同時兼顧社會責任。」陳映蓁
說：「可以與德國人分享在歐研所學習到的知識，
感覺很棒，希望以後能多舉辦類似的活動！」郭秋
慶表示，德國與台灣對於人權、民主有同樣的價值
觀，雙方可藉由這樣的座談會交換意見及看法，是
個相互學習的好機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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