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9(一)
10:10

電機系
E819

交通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冀泰石
Spectro-temporul Auditory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obust 
Speaker Identification

11/29(一)
10:10

中文系
L528

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何金蘭
繆斯的性別－伊玲詩歌解讀

11/29(一)
13:00

化材係
E830

雲林科技大學化材系副教授王健聰
空氣凝膠奈米材料與元件應用

11/29(一)
13:00

財金系
B603

國票期貨自營部經理吳宗興先生
期貨市場實務操作

11/29(一)
15:00

資管系
黑天鵝展示廳

新光人壽電子商務部計畫專案襄理
黃嘉建
簡報技巧

11/30(二)
08:10

歷史系
C308

淡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謝德錫
台灣庶民生活羣象－閩南篇

11/30(二)
10:00

就輔組
Q409

夏姿服飾品牌經理謝曜燦
Branding Taiwan 創新價值,引領東
方時尚

11/30(二)
12:30

覺生紀念圖
書館

2樓閱活區

自由時報副刊主編蔡素芬
夢中的橄欖樹

11/30(二)
13:00

企管系
B119

Payeasy總經理林坤正
女人呀!告訴我,你到底要什麼?

11/30(二)
14:00

水環系
E819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分析組組
長門立中
生質酒精之生產、製造及應用

11/30(二)
14:00

資管系
黑天鵝展示廳

新飛資訊(股)公司專案經理郭肇安
創業歷程分享

11/30(二)
14:30

數學系
S433

輔仁大學應數系教授蘇盈欽
The global existence of entropy 
solutions to initial-boundary value 
problem for nonlinear balance laws.

11/30(二)
16:00

就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行政院青輔會主委王昱婷
課堂外修煉－讓夢想起飛

11/30(二)
16:00

數學系
S433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and 
Econometrics Humboldt-University, 
Germany 教授 Wolfgang Hardle
Local Quantile Regression

11/30(二)
19:00

星相社
Q306

易經學會理事余學金
「掌握」命運「面」向未來

12/1(三)
10:10

資圖系
L413

國家圖書館編輯曾堃賢
圖書國際編碼與台灣圖書出版概況

12/1(三)
10:10

企管系
B713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吳茂昆
大學養成對我的研究生涯之影響

12/1(三)
14:00

資管系
黑天鵝展示廳

點石數位行銷公司產品開發部經理
李佳憲
遊戲人生

12/1(三)
14:10

決策系
B712

萬芳醫學中心復健部技術長陳弘欣
肌肉骨骼系統運動傷害的管理

12/1(三)
14:10

航太系
E830

榮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佳源
新興能源

12/1(三)
19:00

大傳系
O202

光華雜誌資深攝影記者莊坤儒
攝影職涯規劃

12/2(四)
10:10

會計系
B312

旭晶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
林達三
會計實務講座－財務長這一行

12/2(四)
10:10

資圖系
L302

台大圖資所教授陳光華
網站典藏(web archiving)

12/2(四)
13:10

國企系
B608

台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助理
教授施懿宸
Finance and The Financial Manager

12/2(四)
14:00

資管系
黑天鵝展示廳

瀚訊網通協理胡佛
Android MID趨勢報告

12/2(四)
14:10

機電所
E830

微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長孟憲鈺
從納米專利檢索看納米科技發展

12/2(四)
14:10

統計系
SG319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教授吳鐵肩
Bandwidth selection for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with randomly 
right-censored data

12/2(四)
14:10

資傳系
O205

大愛電視台導演蕭毅君
大愛電視台－唐朝小栗子

12/2(四)
14:10

企管系
B712

嬌生公司業務總監張士騁
嬌生如何讓員工覺得自己是最幸福
的員工?醫療保健業的傳奇

12/2(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彰化銀行副總經理施建安
兩岸銀行業之未來發展

12/3(五)
10:00

企管系
B704

碁曜機構總經理關慶豐
如何成為稱職專業經理

12/3(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產經系助理教授劉德芝
Regions and the Business Cycles in 
Taiwan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將於12 月3日（週五），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俄羅斯文化藝術的傳統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
會。邀請台、俄、日、韓等地學者與會，並發表13篇論文。

會議當天邀請莫斯科駐台代表杜沃齊致詞，並由俄羅斯國家兒童圖書
館館長Director Kislovskaya Galina，以「Books of Childhood」為題進行專
題演講。研討會將以英語、俄語及中文3種語言進行。歐研所所長郭秋慶
表示，這次研討會將探討俄羅斯民間繪畫、藝術等內涵，以及文學與民
間故事的表現、特質，如本校俄文系俄籍助理教授龔雅雪的「文學與生
活中的台灣茶和俄國水果羹」等，是相當特別且有趣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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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中心約僱人員楊信洲）805期 「淡江一甲子  功力一甲子  桃李一甲子  卓越一甲子」賀60校慶：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台北校園
12/2(四)

19:20
財金系
D310

台灣高空與環保攝影名家齊柏林
從高空看台灣

申請國科會專題 30日說明會

1

教育部甄選入學招生委員 來校訪視

 陳宏銘獲兩賽2金2銀

農情蜜意 體驗遊報名中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土木工程學系建築
組博士生陳宏銘，與建築系系友、目前就讀於台大農藝
系博士班的游雅婷，參加經濟部工業局主辦的「2010輕
金屬創新應用設計競賽」，榮獲「材料替代，輕鬆生
活」與「材料優化，效能提升」跨系組2個首獎，陳宏
銘個人也在「材料替代，輕鬆生活」非跨系組中獲得第
2名。此外，陳宏銘個人參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舉辦之
第四屆「創意狂想，巢向未來：2010智慧化居住空間情
境模擬創作競賽」，以「貓眼網絡」，得到第2名的佳
績。

陳宏銘與游雅婷在「材料替代，輕鬆生活」跨系組的
得獎作品為「可回收、重複組裝的輕量化鋁磚模矩建
築」，設計理念主要基於減少建築汰舊換新時，不易回
收的廢棄物，設計出的發泡鋁磚不僅組裝方便，而且也
是綠建材，可輕易回收再利用。在「材料優化，效能提
升」方面，則以「模矩化的可彎曲、可回收之鋁基板」
獲得首獎，此作品改良過去面狀的電路基板對於形體的
限制，並降低更換零件時的成本，且可有效提高回收再
利用的效率。

陳宏銘個人在「材料替代，輕鬆生活」非跨系組中，
設計出「兼具熱能調節與結構性的發泡鋁複合板金」，
可調節車內溫度不舒適的溫度曲線；另一項冠軍作品
「貓眼網絡」，將現有的家庭用熱泵熱水器擴大尺度集
中架設於路面下，吸收空氣中的廢熱壓縮後經冷水交
換，排出冷空氣與熱水供市民使用。短程-冷空氣可以
調節微氣候，長程-系統串連以改善都市熱島現象。而
熱水直接接到家庭用熱水器上，縮短加熱時間減低能
源消耗；此外透過光纖將太陽光導到地面下的熱泵系統
中，加強系統效率外也能將儲備的電能應用在夜間照
明；透過路面上的貓眼石偵測車行與人行，啟動光纖路
燈作為主動式的安全路網。

陳宏銘和游雅婷認識了十餘年，這次比賽中游雅婷主
蔡素芬重回橄欖樹� 頒獎「好閱道」

俄文化藝術傳統與創新 13篇論文研討

本校土木系博士班建築組陳宏銘（圖中）與建築系系友游雅婷
（圖右），榮獲「2010輕金屬創新應用設計競賽」第1名。（圖
／陳宏銘提供）

工作小組 檢核委員 戮力自評報告

明年4月 高教評鑑中心實地校務評鑑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員工福利委員會將於12
月12日（週日）舉辦「中台灣農情蜜意體驗」一日遊活
動，將前往苗栗通霄、大湖及卓蘭，參觀蔬果農園、草
莓園、葡萄園等有機園區，以及世界數一數二的草莓酒
庄。午餐時品嚐養生風味料理。

活動負責人陳惠娟表示，歡迎所有同仁參加，做有益
身心的活動，增進彼此間的感情！

活動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退休人員及眷屬，每人繳
交1,150元。幼兒部分依需求而定從免費至500元。欲報
名者請於12月3日（週五）下午17時前，將活動費用及報
名表送至SG315課外活動輔導組輔導員陳惠娟或F105營
繕組編纂王桂枝，限80人參加，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新進及未
申請過國科會研究計畫之教師了解申請流程，
國科會100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將於
30日(週二)中午12時在驚聲大樓3樓國際會議
廳舉行，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尚文將說明研究
計畫線上申請流程及操作步驟，並現場回覆問
題。

國科會100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即日起受理申
請，截止日為12月31日下午6時，歡迎有意願
的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票選2010水資源新聞 30日止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為激發民眾對水資源議題的重視，以更了解
水資源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經濟部水利署委託本校水資源管理與政策中心
舉辦「2010十大水資源新聞票選活動」，邀請師生上網，選出最具代表性
的新聞。
　從即日起至11月30日24時截止，採網路票選方式進行，參加者皆可參加
抽獎活動，有機會獲得Sony數位相機、Sampo自動研磨咖啡機、大同電鍋
等大獎。得獎名單將於12月3日公布於活動網站 http://www.water.tku.edu.
tw/epaper/epaper_ask2010/index.html　。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大學
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於23日前來訪視，共有教
育部委員及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各學校代表參
與。委員們對於本校行政作業流程相當肯定，
並認為本校確實按照教育部政策執行。而校內
各系選才特色相當多樣化且獨立自主，面試學
生遇到狀況，各系皆能個別作處理。校長張家
宜表示，「本校風格自由，一向尊重各系自主
多元的發展，針對這次訪視所提出的問題將會
多做調整，希望能讓甄選入學流程進行的順利
流暢。」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秘書長符慧中表示，「報
名費及時間是家長和學生們在意的問題。希望
學校可以適度調降報名費減輕外縣市家長負
擔，並多延長面試時間。」而教育部代表說，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於25日舉辦
第27屆五虎崗文學獎系列講座之四，邀請作家楊佳
嫻在L307以「藕斷絲連：舊詩如何變新詩？」為
題，講現代詩的流變及其派別，並舉例講解。

楊佳嫻認為研究古典文學可以反過來滋養新的文
學，這是可以相互學習的。她表示：「文化是不斷
新生的，火星文其實也不是惡質的東西，現在人常
用的『囧』或是『XD』不也是一種象形字嗎？」中
文二凃偉涇表示，老師詮釋的詩方向有自己獨特的
觀點，也讓我在聽完演講以後對現代詩有更深入的
了解，也對寫詩這件事重新燃起熱情！

楊佳嫻談� 舊詩如何變新詩

要負責數據與結構分析等量化條件，陳宏銘則致力於結
構、外型設計與實際生產，陳宏銘說：「平常我就喜
歡DIY，就算別人覺得不可能，我還是會嘗試把成品做
出來。」陳宏銘最感念建築系副教授陳珍誠的指導，他
表示，因為陳珍誠的關心，讓他不僅重拾追求知識的渴
望，也培養製造與結構設計相關的跨領域技能，「這是
作品想法能落實到實務面的重要基礎。」

陳宏銘表示，日常生活中就會「胡思亂想」，觸發出不
同的靈感，再將他們系統化，他希望未來能將這些構想
實體化與商品化，也希望可以留在母校教書，把所學與
學弟妹分享。

「明年將擴大招生名額，在人數規模較大的科
系面試時，可以多增加面試老師的人數以利於
面試進行順利。而一些評選標準較具特色的科
系，可以考慮將篩選條件彈性調整，以便吸引
更符合校系要求的學生，也希望藉由學生滿意
度調查，納入作為第二階段甄選時的參考。」
而委員陳榮順認為，「評分須注意鑑別度，真
正篩選出適合的學生。」

面對委員們的意見，教務長葛昭煥回應，
「將會適度調降報名費，在書面審核及面試遇
到的狀況問題，將在校內面試委員研討會來討
論並訓練。而為了防範招生名額過剩，學校將
針對缺額多的學系減少申請名額，而缺額少的
學系適度增加名額作調整。」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你對寫作有興趣
嗎？那你絕對不能錯過11月30日（週二）由圖書
館所舉辦的「夢中的橄欖樹~蔡素芬校友的寫作分
享」活動，特別邀請到中文系校友、自由時報副刊
主編蔡素芬進行演講，將自己在淡江開始寫作的
經驗，以及對創作的想法與同學們分享。演講結束
後，將進行「校友著作~好閱道：閱讀心得分享」
活動的頒獎典禮，蔡素芬將擔任頒獎人。

「校友著作~好閱道」的競賽活動時間，因遇上期
中考試週，特別延長至25日。頒獎時選出前10名優
勝者，最高獎金達6,000元。

「ㄩㄢˊ來就是你」系列的壓軸項目「有獎徵
答」活動已於24日在圖書館總館大門口舉行。圖書
館參考服組編審傅淑琴指出，活動主要是希望同學
多閱讀校友的著作。活動採搶答賽及積分賽兩種
方式，搶答賽共5題，答對者皆可獲得4G隨身碟。

而從積分賽中脫穎而出，奪得最大獎320G行動硬
碟的化材一聶瑞宏說，「這次的活動感覺很特別、
很好玩，只是沒想到可以拿到最大獎，感覺非常開
心。」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務評鑑
工作小組第6次會議於1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進行，會中由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說明
校務評鑑作業及進度，因為47位檢核代表首度
參加並完成書面自我檢核。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將於100年4月13、14日來校進行100年度校務
評鑑實地訪評。
　校長張家宜表示，校務評鑑作業早在今年
2、3月就已啟動，日前前校長張紘炬於演講中
特別強調，應要有更多成員共同參與檢核校務
自我評鑑，故各院推派教師代表與教品會分組
代表共同參與，各位檢核代表提供之意見將作

為校務自我評鑑各參考效標之建議修訂或增補
方向。
　各分組檢核項目包括：學校自我定位、校務
治理與經營、教學與學習資源、績效與社會責
任與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會中白滌清說
明校務評鑑的目的、項目、參考效標等內容，
隨後即分組由各代表檢核人員就「100年度校
務自我評鑑報告書（修定稿）」提供改善建
議，其中包括：各類滿意度調查、佐證資料、
數據等具體呈現之補充建議。
　教育評鑑發展組表示，校務自評將聘請校外
專家實地訪察，於99年12月30日至100年1月7
日期間，擇1日來校進行。

輕金屬創新應用
智慧化居住空間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8學年度執行的「校園保護智慧財產
權行動方案」措施，獲得教育部肯定，頒發「行政督導、教育推廣及輔導
評鑑類」和「校園影印管理類」獎項，受邀參加26日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舉
辦的99年度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經驗交流暨觀摩研討會，本校連
續2年獲得兩類獎項的績優學校。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代表領獎，並在會
中與各校進行經驗分享。 

高柏園在分享時提及，本校於民國90年5月成立「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
及執行小組」研擬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政策、執行相關法令之宣導與
活動規劃及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措施之規劃與推動，實施策略分為行
政督導、課程規劃、教育推廣、校園影印管理、校園網路管理及輔導評鑑
與獎勵6大面向。

其中，在行政督導方面，每學期召開會議討論各單位對於「校園保護智
慧財產權行動方案」之推動情形。教育推廣方面則開設智慧財產權通識課
程，並在資圖系、大傳系、資管系等學系開設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課程，
同時，編印宣導手冊、定期舉辦專題講座、在淡江時報增設「智慧財產權
小題庫」專欄。校園影印管理方面，除了在圖書館、各系所、行政單位之
影印室中，明確標示「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標語，提醒教師將「不得非法
影印」警告標語加注於教學計畫表外，也舉辦二手書拍賣，提供各系所系
學會聯合展受二手教科書平台，增加學生合法取得正版教科書之管道。

此外，自97學年度起成立輔導機制和獎勵機制，要求稽核成效不佳或觸
法者接受輔導，對於執行成效績優或有特殊貢獻之人員，經由各單位推薦
遴選，給予表揚及獎勵，並且將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實施成效納入「校務自
我評鑑報告書」中，發送各單位參考。

高柏園長認為，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是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鐵
三角」，他承諾，未來仍將在現有的基礎上，持續推動校園合法使用教科
書，強化校園師生尊重智慧財產權的價值觀，並增進相關法律知識，以落
實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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