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系爭取到台北市政
府「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由系主任吳光庭召集建
築系師生組成的TAI工作團隊，以大同區迪化街127號店屋為
據點，將其打造為具教育及藝文效能的公共交流平台「127
號公店」，並在店內成立育成中心扶植建築系校友實現理
想，成為淡江首度成立育成中心的系所，預計5月中旬開
幕！

127號店屋本身為超過百年的建築，為連結迪化街與民樂
街的都市走廊，以往商業活動繁盛，如今卻隨時間遷移而沒
落，建築系副教授王俊雄看中其地段及長條型空間極具展演
與各式教學的潛力，故與系上老師討論申請經營，預計將三
層樓高的建築劃分為展場、教育空間等公共場所，以及淡江
建築系專用育成中心，並與淡水古蹟園區博物館、地下流設
計師交流會等團體合作，引進劇團及藝廊，舉辦不定期展
演，期望凝聚公眾的力量，讓沒落的迪化街再現風華！

店經理建築系系友陳沛欣表示，建築系在歷史保存、社區
參與方面已累積20年的經驗，此次除了本校師生外，尚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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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127號公店」 兼具教育 藝文效能  扶植系友實現理想

「信用」是用不完的資本，「品質」是打不倒的招牌。品質格言：

改造迪化街屋 建築系  成立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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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月

3/15(一)
12:10

就輔組
Q409

勞委會職訓局全民共通3C核心職能課
程講師呂子瑜
打造我的完美職涯履歷(e-Portfolio實作)

3/1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化學系助理教授陳銘凱
C h a r a c t e r i z a t i o n  a n d  F u n c t i o n  o f 
Protein Methylat ion:Discovering New 
Methyltransferases

3/16(二)
13:00

亞洲所
E401

Tsukuba University博士Isamu OKADA
由日本的觀點看拉丁美洲自然生態環
境-21世紀的課題

3/16(二)
14:00

數學系
S433

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曾正男
Real time recommendation system

3/16(二)
14:10

保險系
B605

國泰人壽大陸發展室副處長吳國輔
中國大陸保險市場概況

3/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助理教授段興宇
Synthesis of silicon and germanium 
nanowires in solution phase

3/16(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單信瑜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概論

3/16(二)
15:30

數學系
S433

法國波爾多第一大學教授A.Raspaud
Homomorphisms of sparse graphs to 
small graphs

3/17(三)
10:00

資傳系
Q306

台創中心設計產業輔導組組長黃柏菁
資訊傳播產業現況與展望

3/17(三)
10:00

保險系
B712

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人公司副理方文慧
財產保險經代人市場與證照考試

3/17(三)
12:10

大傳系畢籌會
O202

CJOB人力網執行長戴然
升學就業講座

3/17(三)
14:00

航太系
E830

英業達集團研發經理林仁正
伺服器工業與機械相關技術簡介

3/17(三)
14:10

商學院
I501

緯來電視名主持人阮慕驊
理財心得分享

3/18(四)
10:10

歐研所
T702

政策研究發展基金會財金組顧問黃得豐
歐洲銀行內部控制的優越性

3/18(四)
14:00

英文系
FL204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英 語 學 系 副 教 授 D o n 
McDermott(麥廸摩)
The Murder of  Mother for  the Appeasement of 
Father:Freudian Anakysis of The Wizard of Oz 

3/18(四)
14:00

機電系
E830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林其禹
智慧型機器人的研發經驗

3/18(四)
15:10

統計系
B713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客戶關係管理處資
料分析運用部襄理葉采羚
資料探勘─比客戶更了解客戶

3/18(四)
16:00

大陸所
T505

關稅總局局長李茂
兩岸海關及關稅之差異性

3/18(四)
18:10

經濟系
B302D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專任教授黃台心
Measuring Technical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ies for Banks in the Transition 
Countries Using the Fourier Flexible Cost 
Function

3/19(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產經系副教授胡登淵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CHILD 
OBESITY: IS NUTRITIONAL LABEL USE A 
MODERATING FACTOR?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春之饗宴」歡迎校友回娘家，文錙藝術中心於
本月13日至5月2日止，推出「台北現代畫展」，並於16日（週二）上午11時舉行開幕
式，邀請校友及全校師生一起賞畫。

展出的畫作包括，2009年在馬來西亞第24屆亞洲國際美展中，21位台灣代表畫家的
參展作品，讓大家不用出國即可大飽眼福！除了中、西畫都具備外，表現方式有具
象、抽象、新寫實、極限等多元畫風，例如：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光的《十二大柿
圖》，以細緻綿密的描繪手法表現新寫實油畫；藝術家李重重的《大地之聲》以水墨
表現飄逸及抽象。顧重光表示，參展人員將以各種樣態呈現作品，帶領大家體驗中生
代台灣現代繪畫的進展史。

【記者林芳如、楊志偉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系所評鑑結果公布後，本校仍秉持持續
改善的精神，不斷修正、改進，74個通過系所
針對評鑑報告書之建議事項逐條檢討，提出自
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而待觀察的5個系所
中，歷史學系（碩士班）、歐洲研究所（博士
班）日前提出申訴；生命科學研究所併入化學
系；蘭陽校園的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旅遊與
旅館管理學系則計劃更名、轉型。評鑑中心將
針對待觀察的這5個系所進行追蹤評鑑，預計
民國100年3至5月實地訪評。

評鑑獲「通過」各系所，紛紛針對評鑑委
員的建議加以改善，如英文系逐步調整課程及

師資結構，增加選修課程滿足學生需求；產經
系成立評鑑結果追蹤小組，定期開會，檢討改
善進度；教心所將加強掌握畢業校友報考諮商
心理師等。至於待觀察的5個系所，歷史系系
主任林呈蓉表示，系上著手調查目前碩士班學
生的學習進度及所缺學分，以用於未來課程規
劃之參考；歐研所所長郭秋慶指出，已針對博
士班同學畢業時間進行通盤了解，規定學生學
分修完後，必須每學期至學校發表一次論文進
度，由系上教授嚴加督導；至於生科所，已於
98年8月併入化學系，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表
示，這樣一來系上就擁有更多生物科學領域的
教師在大學部開課，讓同學自大學部開始，就

可涉獵到生物科學領域，提供化學系同學更多
元的課程選擇。

蘭陽校園方面，創發院院長兼旅遊系系主
任劉艾華表示，旅遊系課程架構大綱將進行翻
修，並持續新聘教師，如配合蘭陽校園國際化
的方針，下學年將新聘外籍教師，積極著手進
行轉型，以符合市場需求；語言系系主任鄭欽
模表示，將加強學生的語言訓練，以呼應蘭陽
校園的全英語教育目標，並加速系所整合、增
聘專任教師，以及著手規劃、新建專業語言教
室，以配合語言學課程。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3月8日「婦女節」當天，女聯會
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Spring Lady Day」。邀請「中華民國乳癌
病友協會」執行秘書林秀春及志工郭瑩華告訴大家切身經驗，並
教大家自我檢查的方法，企管系編纂史蓓蓓說：「雖然健康講座
時間很短但相當實用，感謝女聯會如此用心。」

宣導過程中，郭瑩華提醒女性朋友：「不要生氣」、「一定
要定期健檢」、「每個月至少一次乳房自我檢查」、「若有異
狀，馬上去檢查」。郭瑩華表示，女性雖然長期屬於照顧別人的
角色，但是自己健康才有能力照顧別人。校長張家宜也殷切叮嚀
女教職員，除了身體健檢，每個月應針對乳房做檢查，防患於未
然。

活動最後舉辦抽獎，獎品超澎湃！尤其張校長所提供的各項珍
貴保養品特別受青睞，與會者各個摩拳擦掌，抽獎過程尖叫聲此
起彼落，會後一個個帶著獎品及滿意的神情離開。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想展現一下你的網頁設計及創
意才華嗎！為配合本校60週年校慶，依淡江大學的精神打造全
新的網站首頁網頁版型，資訊中心舉辦本校首頁設計比賽，甄
選最能表達本校特色的首頁設計，最高獎金3萬元。參賽資格不
限校內人士，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5月14日止。

參加者須設計網站首頁版型一組，含首頁及分頁，分頁須以
教學單位為例；相關素材可至本校校園素材庫下載。評選標準
包括「內容」、「美感」、「創意」等。前3名獎金分別為3萬
元、1萬5千元、1萬元；佳作3名，獎金各5千元，詳情可至60週
年校慶網站http://www.tku.edu.tw/60/查詢。

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示，學校每2年就會換一次
網頁版型，今年正逢60週年校慶，希望號召更多創意人士，將
淡江歷年來之文化、精神，以耳目一新之方式呈現。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
會董事長、本校校長張家宜，於8日邀請印度大學協會理事長Prof. 
M. D. Tiwari等一行4人蒞校參訪，由張校長主持、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等人共同接待，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座談，針對未來印
度、台灣雙方高等教育學位認可及學術交流等議題進行討論。

高教基金會與印度大學協會於10日簽署M.O.U（教育合作備忘
錄），為台灣和印度未來大學學分轉換及學位認可等進行事先規
劃與討論，張校長表示，期盼未來能藉此機會增加印度姊妹校，
讓雙方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資訊共同分享及成長。訪台行程中，高
教基金會還安排該協會參訪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及南台科技大學
等各類型大專院校，Prof. M. D. Tiwari表示，很高興有機會接觸台
灣高等教育進行交流，希望未來雙方可順利進行學術合作。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美國德州農工
大學（Texas A&M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及美國佛
羅里達中央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於
1月7日及28日藉由通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成
為本校第105、106所姊妹校。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
主任李佩華表示，將儘快計劃交換生申請，讓同學留
學選擇更多元。

德州農工大學是德州第一所高等教育學府，並擁有
極高之學術成就，在美國與國際間皆享有盛名，一直
以來皆名列各大權威學術評鑑機構所列之世界百大名
校之一。與該校簽約內容包括交換學生、雙學位及教
授交換等。

對於與佛羅里達中央大學簽約，李佩華說明，去年
9月曾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參加台灣與佛州之
國際學術會議，由校長張家宜擔任董事長的高等教育
國際合作基金會，與佛州州立大學系統簽署合作協議
書，因此才有機會與該校簽署姊妹校。簽約內容包括
交換學生、交換教授、合作研究、學術合作、交換出
版品及科學資源分享等計畫。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資傳二王康文、蕭
宇凱、徐紓媺、莊凱婷、詹文碩及另一組劉詠薇、
涂穎穎的動畫作品，參加臺南市環境保護局主辦的
「第2屆臺南市環保局動畫競賽」，分別自全台56
件參賽作品中奪下「宣導動畫組」銅牌獎及佳作。

臺南市環境保護局為推廣各項環境污染策略，邀
請大專院校學生發揮創意進行宣導。王康文一組選
擇「紙錢集中燒，e化作業最便民」為主題，指出e
時代的土地公與玉皇大帝都在使用facebook對話及
玩開心農場了，地球上的人們也應與時俱進，利用
網路來祭拜，避免燒紙錢所引起的空氣污染，既環
保又健康，幽默內容讓人捧腹大笑。組長王康文表
示，這是上學期在資傳系助理教授賴惠如的「網路
動畫」課所做的作業，謝謝評審的青睞，得獎真的
很開心！組員蕭宇凱也笑說：「很感謝賴老師從旁
協助，給了我們許多建議。」

迎校慶 淡江首頁請你幫忙換新衣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春之饗宴」歡迎校友回娘家，文錙藝術中心於

秀國際美展畫作 大飽眼福不必出國

印台交流高教 盼學術合作

防患乳癌 

女聯會籲：不要生氣 定期健檢

其他藝文團體幫忙，她說：「懷抱1+1>2的理想，我們期望
將公店聯手打造成一個具有社區凝聚力的公共性建築，用
藝術風氣活化迪化街區。」

「127號公店」已確定有十川建築工房、拾棲劇團、手
牽手設計工作室等三團體長期進駐使用，陳沛欣說：「此
三團體皆由建築系系友組成，將在育成中心厚植經驗和實
力，讓學生時代的夢想實踐成理想！」建築碩二劉凱欣為
手牽手工作室成員，她說：「剛出社會的建築系學生，
還沒有能力擁有辦公室，聽到可以在育成中心發展特別開
心，工作也會更為投入！並可以藉此機會和許多剛起步的
團體一同交流討論，成長茁壯。」

目前正籌備展出由建築系副教授米復國帶領建築系大一
同學製作的「迪化街社區營造服務課程教學成果展」，往
後該系的設計課程與國際工作營，也計劃利用「127號公
店」為交流研究據點，店長王俊雄表示，127號公店將提供
年輕的建築師和藝術家理想的創作環境，為迪化街帶入非
商業性的藝術活動，注入人文氣息，而展覽與教學活動結
合的常設性空間，也將讓建築系課程更多樣化，進而創造
出無數的可能性！

23對M&M傳薪火 校長頒狀感謝Mentor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14次
行政會議於1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會中
舉行三場專題報告、通過本校「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學生獎懲辦
法」及「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並
表揚管理學院資管系助理教授魏世杰等多位優
秀教職員，各頒發獎牌或獎狀。

校長張家宜指出，今年的重點任務校務評
鑑，學生學習成效將是重要指標，應該加強建
置制度，也要落實教師填寫教學計畫表中學生

基本能力的部分。
專題報告首先由人事室主任陳海鳴主講「本

校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計畫」。陳海鳴指出，人
事室根據他校及相關資訊，並經三長會報修正
後，擬定職員及高階主管所需具備之專業知識
及工作技能，做為未來開立強化能力的課程指
標；但經會議討論後，與會者認為指標項目稍
多，建議分類，以找出同時符合行政單位與教
學單位職員的核心能力，優先開課。預計於今
年5至7月安排課程與師資，9月開始陸續開設

相關課程，並於學年末進行分析與檢討，以加
強行政人員的職能與知識，提升行政效率。

其次由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說明「網
路校園之打造與願景」。另外，陳海鳴又針
對「淡江大學與其他7所私校職員休假比較結
果」進行分析比對，她表示，加總年資假、寒
假及暑假天數，本校資深職員之年放假天數比
其他院校稍多，可見本校重視並照顧職員的休
閒生活，也能凝聚職員向心力。

強化職員與主管核心能力 職能課9月開始

評鑑過後持續改善 待觀察5系所更名 轉型 再追蹤  

再增2姊妹校 留學選擇更多元

資傳生環保動畫奪銅牌

登山家談攻頂 學生驚歎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中華民國書學
會主辦、本校協辦的「庚寅新春開筆大會」，於6
日在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盛大展開。由文建會
參事鄧豐懿（左一）、本校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
二）、白曉燕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白冰冰（右二）、
傳統與現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何忠雄（右一）及其
他書法家等12人共同開筆，揮毫寫下「福至全民歡
樂 春來萬象更新」，期許新的一年國泰民安、風
調雨順。（文／施雅慧、圖／書法研究室提供）

書家開筆 新春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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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起，文錙藝術中心舉辦的「台北現代畫展」中，藝術家劉獻中的畫作《她
們都愛花很大》，以油畫具象表現，女性戴太陽眼鏡中反映的花朵，充滿後普普趣
味。（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中美洲唯一成功征
服世界七大頂峰的瓜地馬拉登山家Jaime Vinals，於
8日早上成功攀登玉山頂峰，西語系及美洲所邀請
他蒞校演講「從瓜地馬拉到世界的高峰」，瓜地馬
拉駐華大使                          也前來參加，現場播
放他留下足跡的登山照片，橫越七大洲，展現各地
奇異風景面貌，學生驚歎連連。

Jaime Vinals分享他登玉山過程的有趣經驗，他
說，登山當天因天候潮溼及下雪導致路面濕滑，一
行人使用多樣登山器材輔助才順利攻頂，熱愛登山
的他表示，即使到過氣候相當嚴峻的極地也從未想
過放棄，「因為爬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預計將此次Jaime Vinals於玉山
所拍的照片在中美洲展出，宣揚玉山之美。美洲所
所長陳小雀表示，Jaime Vinals登山的經歷對學生而
言是很好的借鏡跟生活學習。西語四郭旻政說：
「看見Jaime Vinals踏遍世界高山的照片，也想體驗
攻頂的感覺，尤其經過他讓我們認識玉山，更覺得
身為台灣人應該要走過一次才值得。」

~

~

~

~

~

~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為感謝在「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
（Mentor and Mentee）中，擔任Mentor之教師辛苦協助，本校於12日
在行政會議上，由校長張家宜親自頒發感謝狀，公開表揚資傳系系主
任劉慧娟等23位資深優良教師。張校長表示，今年有更多的資深教師
與新進教師加入良師益友計畫，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重要一環。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自97學年度起由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
組推動，由資深教師帶領新聘教師，以個別面談及團體活動進行，彼
此交流互動，建立經驗傳承管道，分享「教學心得」、「研究創新」
及「師生互動」等實務經驗，讓新進教師儘快適應本校教學環境與文
化，以達薪火相傳之目的。

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我向我的Mentee分享教材資源、教學
方法的經驗傳承，以及如何適應學生對老師的教學評鑑，考題的難易
度如何拿捏等，我們經常聊天、互吐苦水，藉此機會聆聽年輕人的想

法與熱情，對自己的教學也很有幫助。」西語系助理教授何萬儀則指
出，此管道讓新進教師有個能大膽發問、諮詢的對象，幫助其快速進
入新的工作環境，不僅教師個人，學生也會因此受益，很值得繼續推
廣下去。

受表揚的Mentor教師包括：資傳系系主任劉慧娟、物理系教授錢凡
之、建築系系主任吳光庭、水環系教授盧博堅、化材系教授黃國楨、
化材系教授何啟東、電機系系主任翁慶昌、資工系教授張志勇；國貿
系教授黃志文；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會計系系主任陳叡智、人事室
主任陳海鳴、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西語系助理教授何萬儀、德文系
系主任魏榮治、德文系教授鍾英彥、日文系教授曾秋桂、俄文系系主
任張慶國、教心所所長李麗君、旅遊系助理教授朱子君、政經系系主
任鄭欽模、體育室主任蕭淑芬、體育室活動組組長陳逸政等2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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