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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小學 發表論文 競賽拔頭籌 個個表現亮眼

國貿三羅方甯

服務三羅德瑾

資創二蕭智鴻
政經四花晟豪
前排︵左︶電機博三楊玉婷、︵中︶保險四李佳紜、︵右︶
資管三曾智聖；後排︵左一︶資圖三劉怡伶、︵左二︶建築
四林家豪、︵中︶企管三郭冠頡、︵右一︶統計四申孟平、
︵右二︶未來所碩二李意婷。︵攝影／吳佳玲︶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8
學年度優秀青年結果出爐！機電博五蔡孟
昌等16名優秀青年，將由校長張家宜於12
月10日班代表座談會中親自頒獎表揚。優
秀青年們的傑出表現，不只在學業、研究
上，同時在服務、競賽、體育等有斐然的
成績表現，也使淡江以他們為榮。
校內優秀青年經各學院推薦審核，文、
理、教育、外語、國際學院各1人；商學院
2人；工、管理學院各3人；
蘭陽校園的創發、全發、
社發學院各1人。獲獎的同
學為：資圖三劉怡伶、數
學四蔡長宇、機電博五蔡
孟昌、電機博三楊玉婷、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學
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日前榮獲教育
部頒發全國大專校院辦理服務學習
「優秀承辦單位」！課外組長期投
入規劃社團參與服務學習，今年更
服務到偏遠的柬埔寨，將淡江同學
的愛心發散出去。
共10所大學獲獎，並於21日在屏
東縣大仁科技大學舉辦服務學習研
討暨成果觀摩會。第一次參賽即獲
獎，課外組組長謝景棠說：「以前
都是去觀摩，在一次次的進步中，
這次在本組專員李美蘭不計代價的
付出下，用心推廣服務學習，終於
獲獎。」課外組近2年辦理帶動中小
學發展活動共41隊，合作學校數為
23所，如：種子志工培訓營、社團
經營工作坊等，也積極輔導學校社
團，並於寒暑假鼓勵同學組隊返鄉
進行社會服務，活動多元且豐富。
曾獲兩次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
生社團特優的康輔社，在這次角逐
服務學習優秀學生社團之獎項未獲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化又向
前邁進一步！日本流通經濟大學自治行政學系系主
任波田永實，代表該校法學院，於26日在鍾靈中正
堂，與本校公共行政學系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公
行系系主任黃一峯表示，日後將積極規劃進行教師
短期研究及學生交換計畫。
流通經濟大學法學院教授山崎徹曾在本校日文系
擔任客座教授，在他的協助下，今年順利與該校法
學院簽定協議書，內容包括交換學術資料、期刊及
文獻資料；進行共同研究及教師之學術交流。波田
永實表示，很高興能與淡江締約，希望未來能持續
進行學術交流。黃一峯也強調，日本的地方自治體
制完善，值得學習，未來將加強實質合作機會。

疑似性騷擾 籲主動申訴助偵查

圖書館增四外文資料庫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人文處第
二外國語學術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近期完成開通
四項電子資料庫，包含：JAPANKNOWLEDGE日
本最大情報資料網（日文）、Juris.de 法學資料庫
（德文）、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法國當代最完
整的知識性百科全書（法文）、Cairn當代法國人
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核心期刊全文（法文），提供本
校師生使用，進入圖書館網址， 點選「電子資料
庫」，馬上就能獲得豐富的資訊，歡迎多加利用。

李爺爺說故事
多元媒材憶淡水
受台北縣政府及淡水古蹟博物館之
邀，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以「憶淡
水」為主題，自即日起至12月13日止在
淡水小白宮舉行「李奇茂藝遊淡水六十
年」特展。21日舉行茶會，活動當天
寒流來襲，天氣濕冷，但許多大小朋友
不畏低溫，喜孜孜地來看展，聽李爺爺
述說作品中的故事，並請他在畫冊上簽
名。
李奇茂的水墨畫享譽國際，這次的
展出品一改以往，以板凳、臉盆、磚、
瓦、鐵蛋等日常用品當媒材，加上創意
及玩心，成就一件件趣味盎然、耐人尋
味的繪畫裝置作品，記錄李奇茂在淡水
生活60餘年的深厚情感。
作品「走六十年淡水」以李奇茂50年
前穿過的木屐為畫材，參觀過程，李奇
茂開心地分享他穿木屐走過淡水大街小
巷的經驗，言語之中充滿回憶。已從台
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畢業的郭毓侖，
看到畫仙板水墨畫「北淡捷運」特別有
感覺，「老師出神入化的功力，遠近景
表現得近乎完美，實在不容易。」（文
／張友柔、攝影／張豪展）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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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方面，蔡孟昌在學術研
究領域發表多篇論文，並赴巴西、
美、日參與國際會議。目前已赴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進行
為期1年的研究案。在實作研究
比賽中發光發熱的楊玉婷，在
自動化機械上有深入的鑽研，
多次參加FIRA與RoboCup世界
盃機器人足球賽，屢獲佳績。
李佳紜為保險系女籃隊助理教
練與成員，除了推展學會體育活動連續3
年，6度奪得佳績外，也曾為系上拿下數度
冠軍。李佳紜說：「很開心能受到學校肯
定，之後有機會也會繼續服務大家。」

服務學習有成效 課外組獲教育部獎勵

日流通經濟大學&公行系簽協議

【本報訊】校外媒體上週報導有關本校化學系師
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日
前接獲相關訊息，立刻成立調查小組展開調查，還
原事情真相。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表示，目前該
教師已暫停授課，學生則由系上及諮商輔導組進行
輔導，調查結果及委員會決議將提報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表示，在得知此事後，即與
諮輔組合作，輔導受到困擾的學生，她強調「系上
已採取措施，優先考慮學生的受教權，以保護學生
為原則，靜候學校調查結果。」黃文智呼籲，學生
若有任何相關問題可直接向系上、導師或系主任反
映，亦可向諮輔組提出申訴，學校會嚴加保密，並
提供協助。
諮輔組組長胡延薇指出，諮輔組長期以預防
的角度，提供暢通的申訴管道（電子申訴信箱
help885@mail.tku.edu.tw），全校教職員工生只要
聽聞相關事宜，均可主動提供訊息，以進行偵查；
師生之間的互動亦應注意，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疑
慮。

建築四林家豪、國貿三羅方甯、保險四李
佳紜、企管三郭冠頡、統計四申孟平、資
管三曾智聖、德文四林宜儒、戰略所博三
徐子軒、未來所碩二李意婷、資創二蕭智
鴻、服務三羅德瑾、政經四花晟豪。
蘭陽校園優秀青年中，蕭智鴻擔任掌中
文學武藝社社長，帶領社員進入中小學義
務服務；羅德瑾連續三年擔任班代，深受
同學愛戴並推舉為女宿自治會會長，不辭
辛勞地為同學解決煩憂；花晟豪曾為本校
親善大使，參加過許多大小型接待活動，
也曾擔任志工赴礁溪國小從事英語教學，
更活躍於大陸、駐教廷大使館等國際性
參訪活動，他表示，服務時別人給我的鼓
勵，讓我更有動力持續下去。

「淡江體育，品質第一；
樂活多元，績優創新！」本校
榮獲98年度教育部獎勵學校體
育績優團體「績優學校獎」，
於23日由校長張家宜率領師生
40人前往台北福華國際文教會
館卓越堂領獎。張校長上台領
獎時，台下師生身著運動衫，
精神抖擻的高呼口號，響亮的
聲音為現場注入無限活力。張
校長表示：「本校重視體育教
學，校隊的亮眼成績及經常
舉辦各類體育競賽，都備受肯
定，未來全校師生仍要每天不
間斷的運動。」一同前往領獎
的網球校隊日文三張雅淳開心
地表示，學校的體育設施真的
很齊全，她最常使用的是學校
的網球場，以後也會善加運用
學校的體育資源，練球健身。
（文／林奕宏、攝影／馮文
星）

獎，康輔社社長物理三葉日承表
示，這是康輔社第一次參加，準備
得不夠充裕，不過看到來自全國的
優秀社團，彼此相互觀摩與經驗分
享，收穫很多。」對此，謝景棠表
示肯定並鼓勵：「康輔社的整體服

務表現『質』很不錯，但服務學習
的量不足，可以加強。」葉日承感
謝課外組不遺餘力的支援及幫助，
他說：「課外組提供豐富資源，如
經費與器材的使用，對經費不充足
的社團而言很有助益！」

搖滾與雙簧管 多元音樂等你聆聽

【記者施雅慧、潘彥霓淡水校
園報導】喜歡音樂的師生有福了！
本週二（12月1日）晚上7時30分，
文錙藝術中心邀請加拿大搖滾詩人
MR.GREEN及九號公路樂團，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新搖滾民謠音樂會，
即起免費索票！另外，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亦將於本週四（12月3日）
晚上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干
詠穎雙簧管獨奏會」，由通核中心
副教授干詠穎演奏舒曼、蕭邦等音
樂大師的經典曲目。即日起至3日可
洽I805索票，每人限2張。
MR.GREEN被譽為天才創作型
搖滾歌手，自學吉他無師自通，不

懂樂理卻創作了近50多首歌，2006
年成立了九號公路樂團。音樂會
中，MR.GREEN及九號公路樂團將
發表2009年最新創作曲，歌曲中除
了表達對台灣人的熱情讚賞與人文
關懷外，更以口琴及小喇叭融合於
樂曲中，呈現不同的民俗搖滾風！
干詠穎曾多次受邀與南非國家交
響樂團、約翰尼斯堡交響樂團等合
作演出協奏曲，也曾至義大利、西
班牙、法國、美國華府巡迴演出，
皆獲得廣大迴響與佳評。本次獨奏
會也特別邀請通核中心副教授李珮
瑜擔任鋼琴伴奏，共同為師生帶來
一場扣人心弦的音樂饗宴。

全國唯一大專院校受肯定

體育績優領獎 40師生熱情呼口號

預警函提醒 即時改進學習 家長肯定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教務處統計，97學
年度第2學期大學日間部因學業退學人數為234人，退學
率為1.2%，較97學年度第1學期上升0.26％，但與96學
年度第2學期相比則下降0.1％。而退學率高於平均值，
排名前二的學院依序為理學院3.49％及工學院2.28％。
另外，97學年度第2學期「期中二一預警制度」共寄發
3849封預警函，接獲通知後有42通家長來電表示，贊成
及肯定本校實施預警機制；本學期期中二一預警信函，
則預計於12月11日寄發。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為維持學生品質，本校實行累計
兩次二一退學制，較大部分學校嚴格，也因採行累計，
第2學期退學人數常較第1學期高，所以才會出現與上學
期相較比率上升的情況，又因每位教師評分標準不一，
因此退學率微幅波動是正常現象。
就系所而言，若理學院學士班不計，退學率最高為
土木工程學系工程設施組5.45％，其次為數學系數學組
5.43％。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表示，由於土木系工程設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施組學生畢業後的工作，攸關人身安全，故篩選嚴格，
並注重基本能力培育，藉此站在第一陣線為國家安全品
質把關；同學平時可多與學長姐交流，互相砥礪，一起
認真向上。
數學系系主任陳功宇表示，數學需親自動手練習，同
學於上課聽講時好像理解了，實際上不熟練，考試時才
發現還有很多環節不懂，雖然利用實習課帶領同學實際
做題目，但回家還是要靠自己練習，才會精進。數學二
周林緯表示，學習數學須循序漸進，若有一個環節沒搞
懂，對將來學習都會造成影響，勇於在課堂上發問，並
養成主動了解問題的習慣，能克服不少困難。
家長陳有方說：「剛接獲通知時會感到震驚，但可以
知道孩子在學校的學習狀況，並及早督促，防範被退學
的可能，也是未雨綢繆！」葛煥昭表示，預警信函不僅
寄發家長，也會通知系上及老師，再由系上推動落實補
救教學，或依照學生個人狀況轉介諮商輔導組等單位，
而學生接獲預警，應更關注課業或向系上尋求協助。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開心農 場 真 實 版

優秀青年揭曉 16生躍榜

蘭陽 師 生 相 邀 種 菜

蘭陽校園主任室組員李建宗正開心
地栽種綠花椰菜。︵圖／蘭陽校園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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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開心農場，師生種菜休閒又
健身。（圖／蘭陽校園提供）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採訪】真實版的「開心農
場」在蘭陽啦！社群網站Facebook的虛擬遊戲「開
心農場」最近爆紅，但蘭陽校園早已掀起真實版的
「種菜」熱潮，師生種得不亦樂乎，既能加菜又能
實際享受種菜樂趣。
蘭陽校園自去年起，即將文苑女宿前面的空地闢
建成小農場，有興趣的師生，都可以自己找一小塊
空間，種植喜愛的作物。先後栽種過小番茄、高麗
菜、玉米等作物，純天然不灑農藥，雖常受到蟲害
而賣相不好，但吃起來卻很健康，最近又種起蘿蔔
等較不易被菜蟲肆虐的作物。經過長期觀察，發現
最適合校園環境生長的葉菜就屬地瓜葉了，因為栽
種簡單、再生力強、還可反覆收成。
資創四吳舒絹表示：「實地栽種後，才發現原來
農夫真的不好當，更能體會他們的辛苦。」 政經
二朱定芸也說：「跟好朋友一起下田種菜，有吃又
有玩，這比網路虛擬的『開心農場』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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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一)
10:10

電機系
E819

11/30(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1/30(一)
18:30
11/30(一)
18:30
12/1(二)
13:10

理學院
Q409
學發組
B616
經濟系
B616

12/1(二)
14:00

運管系
B309

12/1(二)
14:00

資管系
黑天鵝展示廳

12/1(二)
14:10
12/1(二)
14:10

資傳系
SG314
教發組
I501

1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2/1(二)
14:30
12/1(二)
15:00
12/1(二)
18:30
12/2(三)
13:00
12/2(三)
14:10
12/3(四)
12:10
12/3(四)
13:00
12/3(四)
14:10
12/3(四)
18:30

數學系
S433
資圖系
C013
課外組、生輔組
SG314
圖書館
二樓閱活區
決策系
B712
會計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西語系
O502
企管系
B616
課外組、生輔組
B117

12/4(五)
8:00

亞洲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12/4(五)
10:00
12/4(五)
13:10

大傳系
O202
通核中心
Q409

12/4(五)
14:00

產經系
B511

金門技術學院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柯志亨
Enhanced High Performance Distributed
Coordination Function for IEEE 802.11 Multi-rate LANs
中原大學化學系教授葉瑞銘
Advanced Anticorrosive Coatings
Prepared from Polymer-clay
Nanocomposite coatings
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
從牛肉與疫苗談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邱志淳
國家考試之準備與大學學習
凱撒衛浴設備總經理蕭俊祥
凱撒衛浴在越南的經營策略
台北市交通行控中心主任李宗儒
交通工程設計課程專題演講「台北交
通系統之發展與應用現況」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自
由鑄造場專案經理林誠夏
新一代的軟體資訊管理-自由軟體程
式介紹以其授權運用
法國動畫電影《米芽米咕人》共同製片熊承愈
動畫電影的文化創意
台大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莊榮輝
大學教師如何幫助學生學習
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張嘉升
Surface and interface properties of ultrathin
metal films on Si and Cu substrates
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定立
Image Denoising by Markov Random Field
奇偶科技人力資源與法務經理趙惠蘭
智慧財產一一業界實務
建築系助教宋立文
社團經營(我從淡江所學到之重要的一課)
法文系副教授吳錫德
「釋『翻譯空間』」
慶明投資公司董事長宋台培
前進日不落之海運業
台北大學會計學系教授李淑華
影響公司是否跨越零盈餘門檻因素之探討
國合會副秘書長湯繼仁
國際志工實務
NEW98財經晚點名主持人兼財經專家阮慕華
年輕人應具備的職場技能與人生觀念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專案經理張巧燕
聽，是誰在說話(溝通技巧)
中華民國前駐瑞士代表「亞洲協會」
前執行長王世榕
亞洲協會與台灣
前Hit FM聯播網DJ郭秉讓
倘洋流行音樂的世界
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吳東傑
新世代的糧食議題和環境保護
產經系助理教授洪小文
商品市場愈趨競爭是否必然有益於經
濟成長?專業化報酬遞增的效果

台北校園
12/1(二)
19:30

國貿系
D403

12/4(五)
19:00
12/4(五)
19:20
12/5(六)
14:00

保險系
D406
財金系
D222
保險系
D407

Marketing Director-Mary Kay Taiwan
Denise Geston
The Global Branding Ways of Mary Kay
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
工程保險理賠案例分析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創辦人朱寶奎
創導台灣公司治理務實精神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兼任講師殷文玲
識人學在企業人才甄選之運用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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