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6期

賀60校慶：淡江..有我的青春 我的夢 更希望能一起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課外組組員吳孟香）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 New/english.php

建築系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年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筆書畫展 ：玉山

e

台北郵局許可證台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form‧Z 大賽 李宸安獲首獎 蔡琬琳佳作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建
築五李宸安參加2009-2010 form‧Z
全球聯合學習計畫（form‧Z Joint
Study Program），以作品「從台北
101出發」榮獲「工業設計類」首
獎，「數位製造類」作品「人力驅
動汽車」獲得佳作；建築五蔡琬琳
則以「綠騎士」，獲得工業設計類
佳作，本校為此次比賽全台灣唯一
獲獎的學校。
李宸安首獎作品「從台北101出
發」，以重塑都市經驗作為想像藍

圖，以101發射煙火時的盛況為啟
發，在101設計一個可彈式的玻璃座
艙發射平台，遊客可搭乘座艙至台
北地區某一處，並抵達最接近捷運
站的座艙接收站，運送途中遊客可
以俯瞰台北的美景，來場不一樣的
航空之旅！李宸安表示，因為是土
生土長的台北人，所以對重新塑造
台北有很大的想像，「我希望台北
人潮不只集中在東區、士林等少數
精華地帶，台北郊區也有很大的發
展空間。」

全台唯一獲獎學校

佳作作品「人力驅動汽車」創作，
將人與環境的關係回歸到原始的狀
態，把「人」作為驅動的能源，此
作品被提名參賽的原因之一，在於
可以利用CAD／CAM（電腦輔助設
計與製造）製作出模型，提昇了未
來實際製造成玩具或交通工具的可
能性。李宸安表示，因為要設計出
模型，所以在構圖時零件的接點都
要仔細計算，步驟相對較繁複。
蔡琬琳「綠騎士」的概念來自花
卉博覽會，「欣賞植物為何一定要

在固定的地點？」於是有了在「移
動」中也能享受綠意的想法，以學
生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摩托車為基
礎，設計成移動的花園。作品為一
個蓮花花瓣造型的安全帽，以及可
放置盆栽的瓢蟲造型背包，「因
為瓢蟲擅於傳播花粉，所以我希望
可以把植物的美跟花粉一樣傳播
出去。」蔡琬琳表示，作品在構想
跟實際做出成品的差異，是最需克
服的地方，「想像中把花瓣跟安全
帽組合很容易，但現實情況需要不

斷的調整，才會達到最佳的組合狀
態。」
指導老師建築系副教授陳珍誠表
示，「從台北101出發」用不同的角
度看城市，對現今城市的狀況開了
一個「小玩笑」，具有反諷現實的
意味；「人力驅動汽車」與「綠騎
士」則可以實際產出模型，「這表
示他們的技術相當有水準！」陳珍
誠勉勵獲獎的同學繼續加油，提升
自己在建築設計的能力。

吳茂昆演講 大學養成啓發多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由企管系主辦的
「創業成功人士系列演講」1日邀請傑出校友中
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長吳茂昆，以「大學養成對我
的研究生涯之影響」為講題，分享大學學習及學
術研究的寶貴經驗。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中華
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也慕名而來，不僅有
理、工學院學生，各系學生都想一睹學長風範！
以愛因斯坦的「宇宙最難理解的事物，都是能
被了解」為引言，表示任何不懂的事物，經過努
力都可以成為專業，為此勉勵學弟妹，無論在什
麼領域，不斷嘗試新事物，勇於接受挑戰。吳茂
昆長年研究高溫超導體，在國際間備受肯定，成
為首位以台灣身分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吳茂昆細數研究過程，將一路堅持不懈的精神
歸功於大學求學的啟發。他指出「超導現象」是
在大四學習的理論，為他打開超導之路。憶起大

李宸安作品「從台北101出發」，以 一個可彈式的玻璃座艙發射平台設計，榮獲
form.Z大賽首獎（圖／李宸安提供）。 得獎者建築系李宸安（圖左下）。（攝影／湯琮詰）

ISO14001外稽 延伸驗證蘭陽校園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週三（8日）由台灣檢驗公司（ＳＧＳ）主任稽核員黃延榮、
稽核員邵輝群、楊圖中、胡治國及朱蕙玲等人，將至淡水校園、台北校園與蘭陽校園進行本年
度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外部稽核驗證。
在淡水校園部分，稽核員將現場訪視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總務處等4個地點。稽核的項
目包括環境考量面、環境目標、標的及方案、監督與量測、文件管制、紀錄、作業管制、緊急
準備與應變、廢棄物管理等。今年首次將蘭陽校園加入外部稽核的一環。總務處專員邱馨增表
示，「蘭陽校園的延伸驗證，代表著學校對環境保護更進一步的承諾」。

歐盟創意短片賽 劉佩恆等獲冠軍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2010年全國 仍熱心給予幫助，像影片中的法語配音、客串演出
公開競賽「歐盟創意短片」頒獎典禮於 等，是很難得的團隊合作。而張家瑜、吳姝旻一同
上月29日晚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 獲獎則展現淡江資傳系優秀的媒體製作能力，藉由
行。歐研所碩三劉佩恆獲冠軍，她與國 這項技術向國人推廣歐盟及歐盟中心的重要性。
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王
文毅合作，以「明信片」為主題，兩人
分別運用各自對歐盟認識的專業背景及
影片拍攝技術共同完成。
劉佩恆表示，希望讓台灣人對歐盟有
所認識，影片中以自身與法國的學生做
語言交換的經驗，帶出自己嚮往前去歐
洲留學的夢想，並介紹歐洲各國人文風
情。
資傳四張家瑜、吳姝旻則一同獲得季
軍，她們以EUTW為主題，用故事繪本
及動畫的方式呈現歐盟的歷史及介紹台
灣歐盟中心。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主任郭秋慶表示，
本校歐盟中心主任郭秋慶(左一)、冠軍得主劉佩恆(右二)、台
劉佩恆獲得冠軍要感謝歐研所其他同學
灣歐盟中心執行長鄭家慶(右一)，於頒獎典禮後合影留念
的幫忙，大家雖忙於研究及撰寫論文，

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致敬 10日開幕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美洲研究所及
覺生紀念圖書館將於10日（週五）至24日在圖
書館閱活區，舉辦為期兩週的「向2010年諾貝
爾文學獎得主尤薩致敬：拉丁美洲文學賞析」
講座暨「拉丁美洲6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暨魯
本‧達利歐」書展。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
這次共介紹7位拉丁美洲西語區作家，其中一
位雖不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仍值得介紹，
讓同學不僅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感興趣，也擴
及整個拉丁美洲西語圈。
開幕式將於10日上午10時舉行，屆時中南美
洲友邦使節，如：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
辦事處處長慕東明、祕魯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
表郭棟及、尼加拉瓜特命全權大使達比亞等亦
將蒞臨共襄盛舉，巴拉圭辦事處還特別贊助表

演巴拉圭傳統舞蹈。開幕式後將舉辦酒會，讓
師生品嚐秘魯的「酸奶畢斯科」（pisco sour）
雞尾酒。陳小雀表示，尤薩將於10日在瑞典斯
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所以選在這天舉
行該活動；尤薩於20年前曾經造訪淡江，現場
也將展示他當年的蹤跡。
此外，現場將展出各作家的中文及譯文文
本，並以海報介紹作家及其作品、風格。講座
由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爵先發，於10日下午
2時10分主講「為什麼是巴爾加斯‧尤薩」；
13日至22日則由陳小雀及西語系副教授林盛
彬接續進行7場演講，包括「魯本‧達利歐的
《希望與生命之歌》」、「阿斯圖里亞斯與
《總統先生》」等。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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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四年讓他交到不同科系的朋友，「生活是靠自
己尋找的！課閒之餘，最愛和同學爬山、烤肉，
過程中討論學習經驗，認識跨領域的好友，像是
小社會一般，提早學習人際交流。」吳茂昆也
表示，淡江最難能可貴的，就是師生間的情誼，
「這深深影響我，使我選擇就讀本校研究所，甚
至後來的留學之路，在淡江學會的研究方法與精
神都讓我受用一輩子！」
「淡江是磨練自我的地方！」吳茂昆期許學弟
妹努力學習也用力玩樂。吳茂昆並介紹正在進
行的「磁波儀」研究，徵求被實驗者，不少學生
踴躍爭取，紛紛在會後向吳茂昆報名。公行四王
力信說，「聽了學長的演講，雖然我不是理學院
的，卻也對物理感到興趣，想把握機會成為研究
團隊的一員，在大學生涯中嘗試新事物。」

教育部數位成果發表 我校受邀分享

數位學習學位碩士在職專班，117門課程通過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承辦「數
認證。淡江大學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等學校進行
位學習在職專班」及「北區大專院校數位學
遠距交流，在跨國遠距教學方面有顯著的發
習推廣與數位學習跨校合作計畫」獲教育部
展，期盼將本校經驗推廣至各校，提升國內數
肯定。校長張家宜受邀參加教育部於上月30
位學習普及率。張校長則承諾，未來將以西班
日，在國立編譯館舉辦的「大專校院數位學
牙文開設數位學習學位碩士學程，計劃招收20
習聯合成果發表會」啟用儀式，與教育部部
至30名中南美洲友邦學生，將數位學習的資源
長吳清基、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何榮桂和國
技術分享給南美洲，促進當地的教育發展，實
立編譯館館長潘文忠共同擔任啟用儀式嘉
現永續學習。
賓，為成果發表會揭開序幕。
本校則由學習與教學中心主任
徐新逸及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
慶帆解說本校數位學習經營的成
果，獲得熱烈迴響。
徐新逸表示，本校對於數位學
習十分重視，在網際網路發展方
面領先各學校，「這是一個趨
勢，目前各大專校院無不開始積
極發展數位學習，我們除了扮演
輔導各學校的角色之外，並積極
投入發展，厚植實力，以因應競
爭激烈的未來。」同時期許未來
將數位學習在職專班推向各學
院，透過國際遠距教學與全球各
學校交換課程，完成跨國際的資
源整合。
校長張家宜（左一）獲邀為「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聯合成果發表會」啓動
吳清基談到，國內在數位學習 儀式貴賓，與教育部部長吳清基（左二）、教育部電算中心主任何榮桂（左
方面的推動已經有6所大學，9個 三）、國立編譯館館長潘文忠（左四）共揭序幕。圖／教育部新聞組提供

閱讀校友著作 500篇心得傳淡江精神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叫我閱讀王！
由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的「校友著作～好閱
道：閱讀心得分享」競賽結果出爐，共計約
500篇的心得，前10位優勝者名單已於圖書館
網頁公告。其中，財金四徐旻君、統計三盧瑄
文和中文博四陳惠鈴，分別以52、49和43篇心
得篇數，獲得前3名。
由夢中的橄欖樹寫作分享校友蔡素芬演講
後，頒發獎金6,000~3,000元及獎狀。圖書館副
館長鄭麗敏致詞時說：「60年來，本校校友著
作豐富，並獲得各界肯定，希望透過這樣的活
動讓同學認識淡江人的特質，也期許各位寫手
們在閱讀完這些著作後能將淡江精神繼續流傳
下去。」
徐旻君開心地表示，「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
和同學到圖書館『尋寶』！感謝圖書館提供的
豐富資源，省下許多買書錢」。盧瑄文則大力
推薦大傳系校友鍾文音的《裝著心的行李》繪
本，內容以圖文的方式呈現作者對人生旅程的
心得與感受，「真的很好看喔！」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圖書館圖書典藏組組長方碧玲談到，收集著
作是件大工程，看到了這麼多同學熱情參與，
格外感動！

█淡水

e e e

演講看板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6(一)
13:00

化材系
E509

12/6(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2/6(一)
14:10

資圖系
L527

12/6(一)
15:10

德文系
FL411

12/6(一)
16:00

歷史系
L412

12/7(二)
10:00

企管系
B302

12/7(二)
10:10

財金系
L204

12/7(二)
13:10

大傳系
L412

12/7(二)
13:30

教科系
L102

12/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2/7(二)
14:30

數學系
S433

12/7(二)
17:10
12/8(三)
10:10
12/8(三)
10:10

資傳系
SG318
企管系
B713
公行系
B309

12/8(三)
13:00

企管系
B312

12/8(三)
13:10

資圖系
L302

12/8(三)
13:10

國企系
B302B

12/8(三)
14:10

決策系
B712

12/8(三)
15:00

亞洲所
SG503

12/9(四)
10:00

統計系
B712

12/9(四)
12:30

課程所
C308

12/9(四)
14:00

企管系
B712

12/9(四)
14:10

英文系
U403

12/9(四)
16:10

大陸所
T505

12/10(五)
10:00

企管系
B601

12/10(五)
10:00

企管系
B601

12/10(五)
10:00
12/10(五)
10:10

統計系
L510
大傳系
O202

12/10(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12/10(五)
14:10

產經系
B511

12/6(一)
19:20

國企系
D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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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張炳煌先生以 筆所繪
製，本圖除了原有的 筆濃淡顏
色的應用，還加入了 筆團隊所
開發的半透明技術，使得台灣聖
岳 玉
- 山的高聳和山勢的雄偉，
得以透過線條及筆墨的水墨濃淡
和色彩表現出來。
圖／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學校要聞版

█蘭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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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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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系主任李漢文
The catalytic applications of
palladium carbene complexes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員曾玲莉
學術電子資源之產業環境、需求人
才與競爭策略分析
輔仁大學德文系教授王美玲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經驗分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所副教
授張素玢
國之南疆－東沙島嶼南沙島
英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營運管
理處處長王圓
行銷與業務管理之生涯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莊文議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vestors’Overconfident Trading
Behavior
華藝數位公司總經理楊長春
台灣學術期刊出版產業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人才發展部專員
馮國鈞
當教科遇到人質
中研院物理所博士李啟正
First-principles study on strong
magnetic anisotropy in parent
compounds of iron-pnictide
superconductors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蕭金福
Design and Evaluation in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ails
西門紅樓副總監劉雯婷
紅樓原創品牌的美學與經營
智邦科技共同創辦人兼總經理盧崑瑞
雲端視訊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范曉玲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度
谷威貿易創辦人、川流文化教育基
金會董事長陳維滄
中小企業經理人的經驗談
工研院圖書館經理梁美玉
工研院圖書館經營實務案例
台灣永光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偉望
培育二十一世紀的全方位人才－永
光化學經驗分享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組長楊永芳
及早開始個人投資
前駐瑞士大使王世榕
亞洲協會（Asian Foundation and
Taiwan）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許星鴻
統計在保險公司經營的應用兼談統
計系學員應有的認知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麗華
全球議題課程設計與實例

Google業務總經理游文人
Google如何創新服務?發現雲端的
秘密
竹圍國小教務主任王淑玲
English Teaching for a Better WorldSharing on English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袁明仁
台商企業投資中國大陸常見的風險
及因應政策
碁曜機構總經理關慶豐
如何成為稱職專業經理
新華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信貸評級部
總監莊慧玉
專案計畫與行政管理
錦華資訊副總經理呂有勇
統計人的生涯：以銀行業為例
台新銀行經理秦有義
職場溝通技巧
國企系助理教授黃哲盛
社交網站應用程式中產品置入型式
與品牌知覺之關聯研究－網站沉浸
之中介影響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
員于若蓉
Interviewers’Traits and Survey
Outcomes : Evidence from a Faceto-face Panel Study of Taiwan

台北校園
公平交易委員第三處科長葉添福
多層次傳銷概說

邱錦添 探ECFA之影響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企業學系
於1日舉辦「陳定川系友國際企業產學菁英系
列講座」，邀請台北市兩岸商務法學會理事
長邱錦添演講，題目為「探討ECFA簽訂生效
後，如何發揮仲裁在促進與保護兩岸經貿之作
用－兼談大陸『十二五規劃』對兩岸經貿之影
響」。
邱錦添分析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和澳
門不同的仲裁制度和特色，舉出與現實生活相
關的案例和法規來解釋華人社會如何實施仲
裁，彼此間如何相互配，並對對岸正在進行的
「十二五規劃」（第12次5年規劃）表示未來
兩岸應尋求經濟合作模式，達成雙贏的局面。
國企碩一劉逸華表示：「這場演講讓我更了解
到台灣與大陸之間貿易仲裁的差別，最後談到
許多平常實用的法律知識，讓我們接觸更多業
界，吸取理論實務經驗。」

青輔會協助就業力 王昱婷說分明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涯規
劃暨就業輔導組邀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
委王昱婷於上月3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課堂外修鍊--讓夢想起飛」演講，吸引約
150位學生到場聆聽。
根據青輔會調查，有45%的在校生表示，如
果人生可以重來想更換就讀系所；而大專院校
畢業的就業青年想更換系所更高達54.4%，所
以王昱婷將演講著重在協助同學們尋找自己的
夢想。王昱婷說：「如果可以順著自己的興趣
走未來的路，才能得到成就感並精進自己，人
生也會更快樂；如果志不在業的話，就會過得
渾渾噩噩。所以要趁著年輕多多與自己對話，
找尋夢想。」
王昱婷說明青輔會提供給學生的多項補助、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專案計畫，規劃出4個面向：思考力、關懷
力、行動力和就業力，協助同學尋找到自己的
興趣。思考力方面，青輔會鼓勵學生多參與公
共事務，如青年政策大聯盟等活動，讓學生能
有機會跟在政府機關的各部門首長旁見習。關
懷力方面，鼓勵青少年從事志工活動；行動力
區塊，還有以國際參與目的為主的國際志工服
務、海外僑校志工及青年壯遊計畫、尋找屬於
自己的感動計畫。就業力也是同學們最關注的
部分，青輔會建構教育與職場的接銜機制，提
供暑期社區工讀、公部門見習計畫。意猶未盡
的保險三陳家彬說：「聽完演講，迫不及待的
想參與青輔會的許多活動，尤其是看到參與的
學生所製作的影片，如果能親身參與，一定可
以獲得難得可貴的經驗。」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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