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為擴大
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置、宣導及執行
成效評估，自本學期起成立「跨領域學程
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由教務長葛煥昭兼

任，成員包括註冊組組長、課務組組長等。
該辦公室職掌包括學程設置審查事宜、學程資格

認定及核發證書事宜、學程評鑑及成效評估、其他
有關學程之行政服務事宜等。葛煥昭表示，往後每
隔三年，跨領域學程將由該辦公室進行評鑑，結果
不佳者，將予改善或終止，希望修習過的同學皆能
給予正面評價，並對就業有充分幫助。

目前本校共有23個學分學程，管理學院資管四葉
鎰維跨領域選修「說故事與創意」，他說：「老師
利用分組互動等方式，激發平時在本科系學不到的
創意思考，相當特別。」英文三羅致潔修習「外語
翻譯」課程，她表示，開放其他院系學生選修，可
與外系同學合作交流，對將來就業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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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體檢亮三高 膽固醇尿酸肝功能愛注意 

卓
越

校醫籲：少吃油炸   運動處方：慢跑 游泳 騎腳踏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台北校園

12/7(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長庚大學腎臟科醫生兼臨床助理教授張明揚
Finding new targets for treatment 
of polycystic kindney disease:What 
zebrafish can teach us

12/7(一)
18:30

圖書館
總館301

參考組編審傅淑琴
個人書目管理RefWorks(基礎)

12/8(二)
9:00

西語系
T501

外交部編譯顧問王秀娟
傳譯V.S演藝

12/8(二)
13:10

通核中心
驚聲國際會議廳

亞洲所教授兼台灣人口學會理事長蔡青龍
人口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

12/8(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大工程系統科學博士後研究員莊鎮宇
The mantis stalks the Cicada, unaware 
o f  the  o r io le  beh ind :The  r i se  o f 
Graphene

12/8(二)
14:30

數學系
S433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數理學
科教授張飛黃
Wide-sense nonblocking for multi-
l o g ( N . K . m )  n e t w o r k s  u n d e r  t h e 
minimum index routing strategy

12/8(二)
18:20

慈青社
E787

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執行秘書陳秀娟
聆‧靜思 靜思語的智慧人生

12/8(二)
18:30

課外組、生輔組
SG314

中國人壽業務襄理羅勻妤
活動企劃

12/9(三)
10:00

美洲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外交部中南美司大使回部辦事陳顯祥
我與中南美地區國家關係

12/9(三)
13:30

財金系
U403

中央銀行業務局一等專員黃昱程
利率風險及貨幣政策實務

12/9(三)
14:10

決策系
B712

退撫基金監理委員會組長楊永芳
我的投資哲學

12/9(三)
18:10

就輔組
Q409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專
任助理教授盛業信
旅遊證照考試講座

12/10(四)
14:10

資工系
E819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陳振炎
敏捷開發方法(Agile Method)

12/10(四)
14:10

企管系
B616

元智大學講座教授許士軍
未來職場趨勢與競爭力

12/10(四)
14:20

圖書館
總館301

參考組編審傅淑琴
個人書目管理RefWorks(進階)

12/10(四)
15:30

理學院
化館中庭榕樹下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楊玲玲
從冬令進補談健康與美容

12/10(四)
16:10

大陸所
T404

士維特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朱少君
中國都會區消費文化探討

12/10(四)
18:30

生輔組、課外組
B118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專任講師游佳瑞
讓你的手腳會說話(激發創意思維)

12/11(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台新銀行經理秦有義
社會新鮮人之價值觀與態度

12/11(五)
10:20

保險系
B302A

國貿系助理教授黃哲盛
品牌社群間交集特性對名人品牌跨界
忠誠度影響之研究—以獨立音樂歌手
品牌社群為例

12/11(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國貿系助理教授何怡芳
應用社會網絡於全球半導體產業知識
網絡分析

12/11(五)
12:00

英文系
T411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王志弘
英文系學術讀書會-多元城市裡的東
南亞族裔消費地景

12/11(五)
19:20

財金系
D222

兆豐管理顧問公司協理、兆豐第一創
業投資公司代理總經理羅銀益
我國創投事業的現況與展望

【記者潘彥霓、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8學
年新生體檢報告出爐，根據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的
資料顯示，今年大一新生的健康狀況，生化體
檢項目以總膽固醇17.8％、尿酸11.2％及肝功能
5.3％，3項異常比率最高。校醫、衛生保健組組
長談遠安提醒，3項指數都與飲食高度相關，建
議同學從飲食下手，少吃油炸，多吃富含纖維質
的食物。對於總膽固醇過高，體育室副教授、特
約「體育醫師」黃谷臣開立運動處方：「多做有
氧的中等強度運動，如慢跑、游泳、騎腳踏車
等。」

今年接受體檢人數男生2511人、女生2367人。
體重檢測中，20.6%的同學過輕；B型肝炎檢測方
面，新生感染B肝者有58人，其中已受感染且肝
功能SGPT指數不正常的同學，已建議到醫院持
續追蹤。針對生化體檢3項較高比率異常，談遠
安指出，膽固醇是現代慢性病的主因，可能引發
中風、心臟病及血管硬化等。膽固醇異常者和飲
食習慣及代謝系統有關，現在學生偏愛高熱量食
物，卻沒有適當的方式將能量消耗，除少吃油炸
外，也應調整生活型態，例如多運動、戒菸、少

喝酒及調適壓力。另外，為避免尿酸過多而引起
痛風性關節炎及結石，應減少食用內臟類、魚肉
類等含普林的食物。

此外，「運動處方」將於下學期開跑，全校師
生可利用保健組的醫療諮詢，診斷疾病或身體不
適的病因，是否可透過運動處方改善身體機能，
再至運動傷害防護室（SG604），經由一對一的
門診服務，開立屬於自己的處方。黃谷臣分析高
比率異常項目表示，尿酸及肝功能是源自飲食失
衡，改變飲食習慣，應可有效降低這2項指數。並
提醒，做有氧的中等強度運動時，每次30分鐘，
達到運動後還可交談的程度即可。

黃谷臣表示，運動處方是針對每個同學不同
的身體狀況，作出符合的建議，不但可透過諮詢
了解健康狀況，還能檢視自己的運動方式是否正
確。他希望，「全校同學都能正視自己的身心狀
況，活得更健康！」財金一徐振傑表示，自己的
體檢結果顯示膽固醇有過高的現象，希望可藉由
運動的方式減少脂肪，提高代謝率，「下學期會
考慮向體育醫師諮詢，以不同的途徑改善身體狀
況。」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為落實全面品質管理之
根基、協助本校各單位有效落實全員參與及持續改善之
精神，秘書室及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將舉辦
「98學年度淡江大學品管圈競賽」，本週五（11日）前
受理報名，前3名可分別獲得3萬、2萬、1萬元獎金，並
頒發每位圈員獎狀乙張。

競賽方式由本校一級單位推薦所屬單位參加，不限參
賽圈數，每一品管圈成員以6至10人為限，預計於明年3
月5日繳交成果報告書、3月17至24日進行現場簡報暨審
查會議，並於3月26日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中發表成果
及頒獎。

為了品管圈競賽，日前「第22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
賽」的獲獎單位台北大眾捷運公司工安處品管課課長蘇
文昭蒞校，分享推行品管圈的過程及經驗，與申請及獲

獎過程。
教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希望藉由台北大眾捷運公

司的經驗分享作為本校的標竿學習，並歡迎各單位一起
角逐本校首次舉辦的品管圈競賽，建議可以跨單位合作
共同組圈，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並促進全員參與以落實
全品管。」出席會議的總務處專員邱馨增表示：「藉此
會議了解到，原來品管圈的主題可分為問題解決型及課
題達成型，而在設定品管圈的主題時，要貼近服務（顧
客），以提升顧客滿意度。」

另外，上月30日及本週二（8日）舉行2場「品管圈教
育訓練課程」，課務組組長蘇許秀凰建議，二級單位主
管不要擔任圈長，讓基層同仁可以自由地激發出更創新
的解決問題想法，以提升工作業務效率。

【記者張友柔、江啟義、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學術研討活動熱絡，上月28日，亞洲研究所與台灣東北
亞學會在台灣國際會館舉行「亞洲政經論壇—日本大選
後的亞洲情勢」研討會，本週公共行政學系及保險學系
又將分別舉辦「都會經營與協力治理」學術研討會，及
「2009兩岸保險與危險管理學術研討會」。

亞洲所研討會由該所所長胡慶山及亞洲所特約講座教
授羅福全共同主持，亞洲所副教授林若雩、日本拓殖大
學校長渡邊利夫及多位學者發表簡報，與現場約200位
學生及貴賓進行學術交流。會議針對日本今年眾議院選
舉，民主黨獲勝後鳩山政權的政策，包括國內金融危機
的分析及東亞發展的未來局勢進行探討。渡邊利夫預測
美國及中國今後將變成兩大霸權國家，並就日本與這兩
國的外交關係進行分析。林若雩則分析區域經濟合作中
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

亞洲所所長胡慶山表示，此次論壇各方參與踴躍，希
望與東北亞學會可以持續合作致力於亞洲的區域研究，
同時提高本所的研究能量。亞洲所碩專一章政群說：
「印象最深的是駐日代表的簡報，使我了解到不同於報
章雜誌上的見解，希望之後可以多舉辦類似的論壇。」

公行系研討會與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合辦，本週五（11
日）下午1時30分，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行，將有
民政局官員，及台灣大學、大陸南京大學等海峽兩岸
學者與會，共發表4篇論文。會中將發表「台北市公民
會館的營運管理」等論文，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表示，
「地方政府」是公行系重要的教學課程之一，本系積極
落實官學合作，希望藉此研討會，對民政體系公務人員
的業務推動有所幫助。

保險系研討會則與大陸西南財經大學保險學院合辦，
將於本週六（12日) 上午8時3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包括業界人士及政治大學等海峽兩岸大學學者與
會，共發表37篇論文。會中將邀請西南財經大學保險學
院院長陳滔致詞，並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
局局長黃天牧進行「金融危機後的保險監理」專題演
講。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示，本校跟西南財經大學一
直有學術上的往來，這次研討會主要是為了促進兩岸保
險學術上的交流、提升系上教師與研究生的研究水準，
並透徹了解保險相關市場。未來，他希望能擴大與兩岸
其他大學合辦研討會，更進一步探討保險相關知識。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於2日中
午在鍾靈中正堂舉辦「三適連環教育」演講，由東
莞台商子弟學校文教董事何福田主講。何福田說
明，三適連環教育的概念源自「有教無類」與「因
材施教」，透過「適性」、「適量」與「適時」教
育環環相扣的影響力，產生最大的教育力量，使學
生得以發揮潛能。

何福田曾任本校教資系（資圖系前身）系主任，
藉此演講分享其豐富的教育經驗、心得，與最新的
教育潮流，吸引許多師生參加。教育學院院長高熏
芳表示：「三適連環教育是一種整合的概念，說明
教育不能只從單一面向思考，希望讓師生得到更多
的知識，激發更多元的思維。」課程所碩二楊曜禎
表示，演講內容不僅提供他進行論文研究的參考，
也更了解未來教育體系中的趨勢。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部99年
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指標基本資料
查核訪視活動」，於今天（7日）上午9時至下午5
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教育部訪視委員將蒞校
進行訪評，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全校各一級單位主
管及相關人員參與座談，並陪同查閱相關資料。

查核重點為本校申請「教育部99年度獎勵私立大
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指標基本資料填報表冊的
相關佐證資料，包括學生人數明細表、專任教師授
課情形明細表等。除審核資料，綜合座談時委員亦
將提出查核意見或建議，並進行雙方意見交換。教
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教育部從全國大專
院校中挑選10所大學進行指標基本資料查核，這是
本校首次被選中，訪視委員將查閱本校先前登錄的
各項資料與實際資料是否相符，再提供建議，所需
資料已由各相關單位備妥，希望能查核順利。

文錙藝術中心於1日邀請加拿大歌手
Mister Green，及其所帶領的九號公路
樂團，舉辦新搖滾民謠音樂會，在文錙
音樂廳盡情搖滾！當天除吸引許多樂
迷，更有不少爸媽帶著小孩一同感受搖
滾音樂的熱情。Mister Green看見滿場
觀眾，開心不已！以流利且幽默風趣的
中文問候大家，逗得全場笑聲不斷。

活動開場以〈Be Alright〉、〈Sunny 
Afternoon〉等數首熱力四射的歌曲，
撼動全場細胞，觀眾隨著音樂打節拍，
氣氛一片高昂。中段，Mister Green
提起吉他自彈自唱民謠歌曲〈Oh, My 
Darling Boy〉，雙眼輕闔陶醉唱出歌中
父子的故事，令觀眾如痴如醉。過程中
還贈送海報，幸運拿到簽名海報的未來
所碩一蔡念芯表示，她是搖滾迷，很
喜歡Mister Green詮釋歌曲的感覺，讓
人很high，如果有更大場地，讓表演者
和觀眾互動，一定更high！（文／黃雅
雯、攝影／吳佳玲）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
報導】98學年度第1學期
就貸生加退選後應補繳、
退 費 單 ， 將 於 本 週 二 （ 8
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
親 自 簽 收 ， 請 同 學 簽 收
後於本週五（11日）前至
B304，或本週六（12日）
前至D105辦理。於99年1
月8日前未完成補繳費者，
將無法辦理98學年度第2學
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
領取證書。可利用信用卡
及ATM轉帳方式繳費，補
繳或退費名單可至會計室
網站http://www2.tku.edu.
tw/~fc查詢。相關問題，請
電洽承辦人會計室專員劉
玉霞，校內分機2067。

QCC競賽 解決問題出妙招

學術研討亞洲情勢 都會經營 兩岸保險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咦！相似的一張
臉，有時是商學院學生，有時卻是管理學院學生，
怎麼回事？「他們」其實是同卵雙胞胎保險三陳煒
櫟、企管三陳煒糴，不但長得像，兩人的功課也都
呱呱叫，「雙雙」獲得上學期的學業獎，並「雙主
修」財金系，真不是蓋的！

常常被認錯的兩人，感情十分和睦，目前一起
住在校外宿舍，雖然功課繁忙，但還是會挪出時間
互吐心事。哥哥陳煒櫟表示，雖然雙胞胎的身分，
常吸引大家的目光，以前總是倍感壓力，但習慣就
好。他認為雙胞胎可以互相陪伴對方，讓彼此更有
毅力支撐下去。陳煒櫟也分享好成績的祕訣，就是
「平常不蹺課、課堂用心、考前多複習」。

難道是傳說中的心電感應，讓他們能在課業上事
半功倍嗎？弟弟陳偉糴笑說：「其實不是，因為所
唸科系不同，從大二起考試內容差異性也變大，但
我們還是會一起唸書、彼此激勵，不懂的地方可以
一起討論、切磋，這是雙胞胎的好處。」

文錙藝術中心於上月3日至99年3月10日舉辦「兩岸重彩畫交流展」。
圖為台灣畫家郭禎祥的膠彩畫作「錦秋」，以「台灣溪頭」為題材，表
達時序的遞嬗為大自然妝點上繽紛的色彩，濃濃的秋意在蒼翠的樹梢上
蔓延開來，靜靜散發著一股沁人的涼意。（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把關品質 跨領域學程設辦公室

校務發展查核 委員今訪視

教育新趨勢 三適連環激潛能

加退選後退補費
　本校足球校隊成立近56年，近年由於外籍生增加，有來自於法國、德國、葡萄牙、所
羅門、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查德、哥斯大黎加等國的學生加入，組成號稱全台獨一無
二的8國聯軍足球隊，來自8個國家的球員不拿武器，以腳上功夫，藉由「足球」來場國
民外交！（文詳四版、攝影／王文彥）

膠彩妝點溪頭　錦繡山河添秋意

八國聯軍 相約足球外交

淡江體壇很國際

【記者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程
中心於3日晚間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干詠穎
雙簧管獨奏會」，前半場，干詠穎一連演奏3首輕
快悅耳的樂曲，鋼琴和雙簧管之間優美如歌唱般的
對話，營造出一片純靜祥和的氣氛。下半場曲風一
轉，灰暗凝重的輓歌、抒情甜美且炫麗奪目的沙龍
小品，干詠穎精湛的演奏，將雙簧管豐富多樣的面
貌展現得淋漓盡致。安可曲帶來迪士尼的經典歌曲
〈風中情緣〉，為這場音樂饗宴劃下完美的句點。
國貿二許媁涵說：「最後的風中情緣是學生們耳熟
能詳的歌曲，讓我們很能產生共鳴。」

即起辦理

同卵雙胞胎，哥哥保險三陳煒櫟（右）、弟弟
企管三陳煒糴（左），外貌及好功課都像一個模
子印出來的。（攝影／陳怡菁）

雙簧管展多樣面貌 聽眾共鳴

加國歌手開唱 樂迷HIGH

好成績鬧雙胞 
 心電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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