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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能 節水 綠能為主軸　學生：下雨天運動不必愁了！

品字有三口：問題反應要開口，開會檢討要開口，工作專心要閉口。品質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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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多功能活動中心  動工

鳥語花香迎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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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嘉義大學化學系教授楊鍾松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etal Oxides Doped Titania 

N a n o m a t e r i a l s ,  a n d  Ш- A 

Phosphates Porous Materials, and 

Single Crystals
3/9(二)

14:10

保險系

B605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陳國華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3/9(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李崇德

空氣品質監測與微粒空氣污染物

特性分析
3/10(三)

10:00

資傳系

Q306

愛情公寓台灣區總經理林志銘

用I創新機

3/10(三)

14:10

商學院

I50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卡事務處

副總經理許廷彰

台灣塑膠貨幣市場

3/11(四) 

10:10

 歐研所

T702

華南銀行總行徵信產經研究部資

深專員余瑞明

金融風暴part II—希臘債信危機

3/11(四)

13:10

經濟系

L522

台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

專任副教授兼出版組組長張文俊

Rel ig ion and Pre ference for 

Redis t r ibut ive Po l ic ies  in  an 

East Asian Countr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3/11(四)

14:00

機電系

E830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邱智輝

機器人之設計與實現

3/11(四)

14:10

統計系

B512

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盧鴻興

Reconstruction,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of Medical Images

3/11(四)

15:10

統計系

B713

台北百勝肯德基股份有限公司開

發部網路規劃主任陳映云

如何統計你的未來之統計人的思維
3/11(四)

16:10

大陸所

T505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史芳銘

大陸來台投資的稅務規則

【本報訊】時序入春，校園裡一片鳥語花香，彷彿為13日（週六）即將到來的「春之饗宴」做好準
備，盛情歡迎校友回娘家；迎風搖曳，又好像邀請校友們一起，提早為本校建校一甲子慶生。

今年的杜鵑開得特別早，一進校門，驚聲路夾道杜鵑怒放，紅的、白的、粉的，將大學之道點綴
得五彩繽紛。宮燈道兩旁更是一片花海，不時有學生拿著相機在校園中捕捉這動人的畫面，讚歎聲連
連！情人道上、文館前文化休憩區，白頭翁、綠繡眼、大小卷尾等到處追逐嬉戲、啄食榕樹果實，火
鷓鴣鳥在樹枝上咕咕咕地互相呼應，校園中不但書聲朗朗，而且鳥鳴處處，正等待校友回來共享這美
好的「春之饗宴」。

學生社團及學校行政辦公室，集多功能於一身。
政經二高智源表示，在蘭陽校園運動非常不容

易，常常要「靠天」打球，甚至一場校際球賽要打
兩個月才比完，活動中心落成後，除可以順利打完
球賽，也將增進運動的意願，並期待舞蹈教室及重
量訓練空間的啟用，讓學生的運動空間更多元。此
外，聽到活動中心將採綠建築設計，他說：「運動
同時還能降低對環境的負擔，真是一舉兩得！」政
經二陳詩媛也指出，這個消息對蘭陽校園的學生真
是太幸福了，以後下雨天運動就方便多了。旅遊二
李盈萱表示，蓋活動中心當然好，但希望興建期有
良好的配套措施，完工後使用規定不要設限太多。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集結遠雄集團董
事長趙藤雄、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等企業大咖的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課，一推出就造成轟動，學
生搶破頭，幾乎成了「最佳秒殺課程」的代言人，
許多學生唉嘆一位難求，搶到課程的80位學生直呼
「太幸運了！」

打頭陣的本校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常接受報
章雜誌訪問房地產相關資訊，他於3日所講授的
「2010年台灣房地產市場發展趨勢分析-香港經驗
有何借鏡之處？」造成熱烈迴響，不僅座無虛席，
旁聽的學生更是塞爆教室，最後莊孟翰還將自己的
座位讓給學生，熱門的程度可見一斑。

好不容易搶到課程的土木四林智仁表示，未來想
自行創業，所以希望能透過這門課吸取業界成功人
士的經驗，也由於就讀土木系，所以他非常期待趙
藤雄的演講，而這次上的房地產課程，學習到許多
投資房地產的相關知識，「與之前自己盲目找資料
比起來，這樣透過有經驗人士的指導，學習效果更
能事半功倍！」

搶不到課、只能旁聽的公行三林緒紳也指出，房
地產觀念相當重要，聽完這堂課後受益良多，老師
幽默的講課方式，讓學生更能快樂地學習，「雖然
這次沒搶到課，但日後還是會堂堂來旁聽。」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
為照顧教職員工的健康，學校於
本學年度實施專任教職員工免費
健康檢查，即日起至7月31日止
可向健檢機構啟新診所、萬芳醫
院及關渡醫院預約健檢，費用由
學校支付，期能及早發現或預防
疾病，使同仁在辛勤工作之餘也
能兼顧身體健康。

健檢項目包括：血液、尿液、
肝功能、血脂肪、腎功能、尿酸
及血糖檢查等，每人每學年以
一次為限，得從3家健檢機構中
選擇1家，在7個工作天前預約健
檢。符合40歲以上未滿65歲，且
最近3年未曾接受過健保局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者，另有額外檢查

項目或方案。
目前已有89位教職員工接受

檢查，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
接受健檢後說：「平常不會特地
花錢做健檢，檢查後才發現許多
平常疏忽的問題，現在我會提醒
自己多注意，畢竟身體健康，才
有精神工作！」尚未接受健檢的
軍訓室教官廖中天表示，這個政
策讓教職員工能了解自己的身體
狀況，非常不錯！他預計4、5月
去做檢查！建築系技正鄒哲瑜也
表示，學校的政策很貼心！會找
假期去健檢。中文系組員黃涵怡
說：「學校的計畫很好，但如果
健檢項目增加、合作機構離學校
近一些會更方便！」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副教授陳曜鴻研究發
現「斑馬魚的細胞核蛋白質NF-YB為影響骨骼發育的重要基
因」，此成果受到國際的肯定，日前被選為知名國際醫學刊物
《Bone》的期刊封面。

【本報訊】資訊中心為協助各單位建置
網頁及提供諮詢服務，本學年起成立「網
頁服務隊」，並自即日起至21日止招募工
讀生。

提供各單位服務項目包括「網頁諮詢」、「網
頁版型設計」、「無障礙網頁設計」、「網頁資料
查核」等。工讀招募方面，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對網
頁製作有興趣者，可至http://w3.tku.edu.tw/olreg/
course.asp?crsid=20100321線上報名。

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示，網頁設計
服務需求越來越多，尤其無障礙網頁設計方面，大
多數人不了解，經常來電詢問，為了提供更好的服
務，並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培育學生實作經驗，因
此決定增加生力軍，歡迎有設計經驗的學生加入。

陳曜鴻這篇論文未發表前，科學界對NF-YB的認知並
不清楚，而他猜測在醫學臨床上的小頭症，或是胎兒在

總務處營繕組本學期汰換商館B309教
室大學部學生課桌椅，新桌椅將桌面加寬
了11公分，讓學生上起課來更舒適！營
繕組組長姜宜山說：「新桌椅的size經過
測試，適合各種體格的學生使用，若反應
良好，暑假將進行全面更新。」日文四江
昱嫻開心地說：「桌子變大，上課時放書
本、寫字都變得更方便、更舒服，抄筆記
時手腕也比較不會酸。」（文、圖／曾煥
元）

母體中4、5個月，因頭
部骨骼發育不全所造成
的流產，一部分原因可
能與人類的NF-YB基
因 有 關 ， 而 斑 馬 魚 的
NF-YB與人類基因結構
相似，所以他帶領研究
生，花了4年的時間，
終於實驗證明NF-YB是
促進軟骨與硬骨發育的
重要基因。

陳曜鴻計劃日後進一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日本姊
妹校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APU）教學部副部長
近藤祐一等5人蒞校參訪，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針對日語教學及教務系統
交流討論，場面熱絡。

近藤祐一表示，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正籌劃為
新生成立輔導機構，因此針對如何提升學生素質、
指導新生等提問以作為參考。註冊組組長姜國芳回
應，實行期中二一預警制度，有效給予學生警惕，
降低退學率，家長也可透過網路系統得知子女的成
績。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本校實行雙導師制，從課業
及生活兩方面協助大一新生，並召開新生家長座談
會，讓家長了解學校的資源、提供協助。分組討論
時，姜國芳還帶領貴賓至教務處，示範學生選課、
查詢成績等系統，使貴賓有更深入的了解。近藤祐
一表示，即使在日本，大一雙導師制也只有少數學
校可以做得到，相當不容易。

企業大咖傳授理財 學生秒殺搶修

研究斑馬魚檢測小頭症 陳曜鴻光耀國際

預防重於治療 

新設服務隊 網頁設計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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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教務系統 日APU來訪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
上月26日，文錙音樂廳舉辦了一
場「2010海峽兩岸古箏名家名團
交流音樂會」，由中國東方樂團
團長王天一、本校中文系校友，
同時也是台灣箏樂大師魏德棟所
帶領的台北正心箏樂團與三芝國
小 校 友 箏 樂 團 等 齊 聚 一 堂 ， 帶
來13首風格迥異的曲目，現場共
有十幾種不同的古箏類型一起演
奏，帶給觀眾視覺聽覺的雙重享
受。

上 半 場 由 香 港 箏 樂 名 家 黃 偉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婦女節並迎
接春天，女聯會將於今天（8日）中午12時10分，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Spring Lady Day」，邀請「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
會」工作人員進行乳癌防治衛教，並提供粉紅色絲
帶讓會員別於胸前，提醒女教職員互相關懷、注意
身體健康。

會中除監事長及各組召集人進行工作報告外，
另將播放「真人乳房自我檢查示範衛教影片」，學
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兼女聯會活動聯誼組召集人徐新
逸表示，宣導乳房自我檢查是因為婦女在日常生活
中都是扮演關懷別人的角色，反而忽略本身健康，
所以她呼籲，關懷別人同時也要愛自己，才能有更
多能力照顧別人。此外，女聯會還貼心準備賓果遊
戲，超過200份的豐富獎品，要讓大家滿載而歸。

【記者張莘慈淡水、台北校園報導】本校與臺灣
證券交易所、臺灣期貨交易所共同主辦的「2010 第
七屆金融市場與趨勢研討會」，於5、6日在台北校
園中正紀念堂舉行，兩岸財經大咖、學者雲集，包
括前行政院副院長、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北京
格林蘭科技開發董事長房茂田等人，現場「金」光
閃閃。

財務金融學系負責執行此次研討會，系主任邱建
良表示，這已是本校第7次承辦，經驗豐富。大會
主要探討兩岸金融合作與發展新局、金融海嘯後風
險管理的新趨勢，並針對台商發展與金融新局、兩
岸金融資源的競合等主題進一步研究。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金祥榮也率隊參
加，由於商學院與浙江大學已於去年簽署交流協議
書，所以3日特地舉辦座談會，雙方相談甚歡，目
前本校已與浙大進行大學部學生交流，金祥榮希望
日後擴及碩、博士生及老師間的研究合作。

關懷女教職員
Spring Lady Day宣導乳癌防治

金融研討會 

暑
假
前

春之饗宴

步與婦產科醫生合作，與斑馬魚NF-YB做對照，以求證
人類類似基因損壞，會不會也引起小頭症及各種異常的
頭形，如果假設成立，就能再進一步做基因檢測，未來
用來篩選小頭症的畸形胎兒，當成基因的標記。

陳曜鴻研究斑馬魚可檢測小頭症，被選
為知名國際期刊封面，圖中電腦螢幕
所顯示即為斑馬魚在顯微鏡下的立即影
像。（攝影／林奕宏）

邀慶母校甲子壽

2月26日，文錙音樂廳舉辦古箏名家音
樂會，中國東方樂團帶來感人的樂曲，
讓聽眾為之動容。（攝影／張豪展）

達及中國東方樂團箏樂名家王冬婉等人演出，精湛的技法及豐沛的情感，讓在場觀眾
為之動容，來自遼寧省葫蘆島市第一高級中學的學生吳琼表示：「對姜淼老師獨奏的
〈烏江悲歌〉印象最深刻，雖然不是第1次聽到，但每每一曲告終，都忍不住感動落
淚。」下半場由台北正心樂團及三芝國小校友箏樂團演出，雖演奏者年紀尚輕，但氣
勢一點也不輸給箏樂名家。魏德棟表示：「透過這樣的交流，可以學習彼此的長處，
讓古典樂器展現更多元精采的風貌。」

古箏名家交流 琴音催淚
免費健檢照顧教職員

【記者陳若伨、楊志偉、江啟義蘭陽校園報導】
蘭陽師生下雨天運動不用愁了！本校即將投入近1
億8千萬元在蘭陽校園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由建
築師、本校建築系講師徐維志規劃設計，預計今年
暑假前開始動工、年底完工，消息一出，蘭陽師生
無不歡欣鼓舞、殷殷期盼。

活動中心座落地點選定於目前籃、排球場與網球
場的位置，主要作為體育課專用訓練、提供大型比
賽活動場地、配合本校各項活動與大型集會活動，
以及師生課餘使用。

徐維志表示，蘭陽校園曾獲得綠建築標章，這
次打造的活動中心也是一座綠建築，將以節能、節
水、綠能為主軸，並打破傳統的方形建築，配合蘭
陽校園的山巒地形，以鋼構建築，建置富有層次變
化的外觀。

活動中心為兩層樓建築，1樓將部
分挑高12米，規劃成多功能球
場、集會場所及桌球、舞
蹈教室、重量訓練空間，
可進行各項球類運動、跳舞
及舉辦大型活動，並貼心地
規劃更衣室及洗澡間，讓學
生能在從事各項運動後，洗淨
身上的汗水，恢復清爽；2樓則為各 蘭陽校園活動中心3D透視

圖。（圖／徐維志提供）

大

去 年 「 春 之 饗 宴 」 ， 校 友 返 校 同
歡，與昔日同窗共享餐點笑呵呵！
（本報資料照片、攝影／洪翎凱）

邱正雄演講 浙大來交流

（攝影／林奕宏）

（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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