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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幅作品為沈禎教授運用 筆
所繪作。沈教授曾任本校駐校藝
術家，現任教於元智大學。曾留
學於美、澳，為國內少有的藝術
博士，畫法貫通中、西，尤善人
物的表達，和景象的捕捉。此作
人物沉思的表情十分生動，色彩
運用精到。
︵ 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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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淡江大學居更重要角色 發展為國際化大學
產學14位校外委員訪評校務 稱許本校治理並提建議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100年度校務
自我評鑑校外委員實地訪評活動於6日舉行，
14位校外委員蒞校，全校一級單位主管暨秘
書及校務評鑑工作小組全程參與。經過一整
天緊湊的簡報、參觀、晤談與資料檢閱後，
評鑑委員總召集人在綜合討論時表示，淡江
歷史悠久、制度健全、自我定位明確、教職
員生共識高，向心力強、組織運作順暢、計
畫訂定嚴謹，民國81年即推行全品管，皆是
優點。但是在少子化的衝擊下，對未達經濟
規模的校區，應早謀對策。
校長張家宜在校務簡報上針對學校的校務
現況及全面品質管理機制特色作簡報，並將
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擬訂相關的PDCA改善策

略。她表示，以明確的規劃學校自我定位與
校務發展重點特色，並落實執行計畫，配
合持續改善的機制，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
標。
簡報後各委員參觀圖書館、盲生資源中
心、情境模擬教室、體育館等，委員們對於
圖書館資源投入相當可觀，印象深刻。也有
委員指出，遠距設備、數位學習與盲生資源
中心很具特色，應進一步與產業結合爭取外
部資源。
委員們在下午與勾選的教職員生進行晤
談，發現「學生學習歷程」應向學生進一步
推廣說明。教學評量項目則是晤談教師們關
切的重點，有新任教師期待教學評量結果可

獲得相關單位協助以改進教學方法。此外，
空間規劃的適切性也被提出討論。
自我評鑑報告之五個項目，在綜合討論
時，由各項目委員們分別提出建議，包括教
學評量的計分、統計方法的意義，校務發展
與規劃執行委員會與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之
權責與功能區別，校教評會與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之委員的代表性問題。
許多委員並表達對淡江作為國內第一所私
立大學的期許，有委員期許本校朝國際化大
學邁進，也有委員建議將本校獨特的淡江品
質獎改為校際活動，讓其他學校也得參與學
習全面品質管理。

80位研究績優教師 聯歡會表揚

100年度校務自我評鑑校外委員實地訪評活動中，覺生紀念圖書館副館長鄭麗敏解說
該圖書館特色，委員們對於圖書館資源投入相當可觀，印象深刻。 （攝影／ 羅廣群）

選課與學位考試 多項要點修訂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依99年10月
27日教務會議通過，公布本校最近修訂部
分法規，新法規將讓教師在開課上、學生
在選課時有更多面選擇，分別如下：
「淡江大學必修科目學分替代規則」第
二條修正條文：增列第三款，規定應屆畢
業生或延修生修習必修替代課程之條件；
增列第四款，規定轉系生必修科目替代之
認定。
「淡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六
條修正條文：放寬進行學位考試場地之規
定，不限於本校校園，新增姐妹校及與本
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之大學。
「淡江大學英語能力檢定畢業門檻實施
要點」第三條修正條文：增列「進修英

文」學分及成績計算方式。
「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第
五條修正條文：1、明確訂定大學及碩士學
分學程最低課程規劃學分數。2、增列，碩
士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至少為十二學分。學
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六學
分不屬於學生原系、所之應修科目，但各
學程得為更嚴格之規定。
「淡江大學學則」修正條文：第九條
增列「、生產、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
女)」。第十六條依甄選入學方式，修改為
「繁星推薦」學生。增列第四十七條第六
款規定學生提前畢業條件，及增列第六款
規定學生提前畢業條件。

國科會專題 本校總額與單項金額近年新高
【記者湯琮詰、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根據「99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案申請率
暨通過率」截至9月14日止統計，本校申請
總件數共551件，通過件數共289件，通過
率52.5％，核定總金額更高達2億1仟多萬
元，比去年成長，研究能量備受肯定！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以964萬1千元獲單項
計畫案最高額補助，並以4件通過件數成為
個人通過件數最多，榮登「雙料冠軍」。
根據統計，單項計畫案補助第2、3名分別
為物理系教授林諭男900萬及物理系助理教
授葉炳宏345萬4千元；個人通過件數由化
學系教授李世元3件及物理系教授林諭男3
件併列第2名。今年補助金額與通過件數

前三名皆為理學院，展現理學院研究企圖
心！
以「“2011化學年活動計畫(一)：化
學－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未來”前置作業
計畫」為單項最高補助金額之計畫，王伯
昌表示，本計畫正好配合2011年國際化學
年的全球性活動，內容是將科學普及教育
推動至國、高中，「遇上化學界的國際盛
事，因此讓計畫能見度提高，意外受到肯
定！」王伯昌說，通過申請案的關鍵在於
計畫的縝密性，「更重要的是對研究的熱
忱與創新的突破！」計畫通過後的執行，
才是艱難的開始，他期許透過計畫帶動研
究風氣，提昇研究品質。

詩詠花博 張韶祁 張富鈞 囊括一二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出才
子！由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
局、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主辦－「詩
情花藝」「星光詩歌頌花博」之詩王爭霸
活動，中文博六張韶祁以「遊園四首」
勇奪古典詩創作類學生組第1名，獎金4萬
元；中文博四張富鈞以「草山杜鵑五首」
抱走第2名，獎金3萬元；中文碩三籃閔釋
以「四時花君子四首」獲得佳作，獎金5
千元。頒獎典禮將於16日在圓山公園區之
爭艷館舉行。
這次比賽以「美麗的力量」、「花卉」
為主題概念，古典詩創作組以絕句或律詩
創作3到5首的詩一組。複賽開放民眾投出

最喜愛的作品，決賽由參賽者在花博現場
朗讀或吟唱，再由5位評審現場評出前3名
及佳作。
參觀花博展館後，張富鈞表示，「爭艷
館的植物及表演會隨著時間改變，若有時
間還要再去參觀。」對於獲得第2名他表
示：「參加比賽是練習，得獎對我就是種
肯定！」而對於寫詩，他表示，只要習慣
古典詩格式，寫起來就會很順手。張韶祁
與張富鈞都對古典詩創作表示支持，他們
指出，「台灣寫古典詩的人不多，因不想
看到古典詩沒落，希望藉由自己不斷的參
賽，讓主辦單位可以支持這個項目，使古
典詩能不斷地流傳下去。」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98
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績優教師將
於21日的歲末聯歡會接受表揚。
凡研究計畫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
上者，將上台受領「淡江之光」
琉璃水晶獎牌表揚，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以研究計畫經費4800餘萬
元連續10年蟬聯本校之冠。將有
80位教師獲頒獎牌，含近5年累計
金額達250萬元，未曾獲頒獎牌者
包括數學系教授陳順益等9人。
績優名單中，研究計畫案達500

萬元以上者：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機電系教授葉豐輝、校長張
家宜、電機系教授翁慶昌、土木
系教授鄭啟明、化學系教授李世
元、水環系副教授張麗秋、土木
系教授林堉溢、土木系教授吳重
成、土木系副教授王人牧、土木
系副教授張正興11人；300-500
萬元：水環系教授康世芳、資管
系副教授蕭瑞祥、機電系教授蔡
慧駿、物理系教授林諭男、化學
系教授陳幹男、化學系教授吳嘉

麗、運管系副教授張勝雄、化學
系副教授陳曜鴻、物理系教授彭
維鋒、化學系教授徐秀福10人；
100-300萬元：物理學學系副教
授杜昭宏等50人。
李世元以有機光電材料及生物
活性分子為研究項目，獲得國科
會700餘萬元的研究計畫經費。
李世元表示，有機光電材料主要
用於生物、醫療等用途上；生物
性活性分子則可應用於抗菌、清
潔等相關產品。他強調，由於從

陳亭君考取外交特考葡萄牙文組

開筆官張炳煌 「靖」字為建國百年祈願
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右一）在今年元旦當天的「第七屆漢字文化節」，受邀代表書法界
擔任「開筆官」，並與總統馬英九（左二）、行政院長吳敦義（左一）、台北市長郝龍斌（右
三）、台北市議長吳碧珠（右二）等人一起揮毫慶祝建國100年。選擇「靖」字作為祈願字，
他說：「期許100年的社會能夠像鏡子一般，讓亂象盡速恢復安穩。」（圖／張炳煌提供）

張炳煌 獲選中國書法十大代表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書畫專業媒
體「中國書畫報」於日前公布「2010年中國書法
十大代表人物」，本校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暨書
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對書法的傳承念茲在茲，長
期推動書法藝術，並以「e筆書畫系統」在傳統領
域挹注科技創新，是台灣第1位獲得此殊榮者。
張炳煌謙虛地說，能夠受到大陸肯定很開心，「e

筆書畫系統」功不可沒。
張炳煌長年從事書法創作研究與推廣，被譽為
台灣書法推動的先驅者，他於10年前進入本校擔
任教職，並創立「書法研究室」。為使書法走向
年輕及國際化，與研究團隊研發出「e筆書畫系
統」，開啟書法的新科技紀元。他表示，希望未
來能夠將「e筆書畫系統」介紹給更多的人。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
教育處自即日起，受理專任教師申請100年教育
部「學海築夢計畫」，可選送學生赴海外專業實
習，截止日期為3月4日。另外，短期出國留學為
錢所苦的學生，機會來了！可申請100年教育部
「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專案計畫，由系所
彙整推薦名單，於2月25日送國交處。
「學海築夢計畫」鼓勵大專校院，提出與海外
先進交流，或與具有發展潛力之企業、機構進行
合作，選送學生赴海外實習。獎助經費可包含海
外專業實習團員（含計畫主持人）之來回機票及
生活費等；獎助最高期限為1年。去年本校旅遊與
旅館管理學系申請通過，已預計於今年5、6月，
選送學生赴帛琉著名飯店實習。國交處主任李佩
華呼籲本校教師踴躍提出計畫，讓學生有機會能
到海外實習。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大陸福建華僑
大學人事處處長王秀勇，率領該校教務處處長
池進、新聞處處長莊志輝及材料學院院務會主
席季娜等，於上月30日蒞校參訪，由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等在T306進行簡報與座談。
池進於座談時表示，對本校的學術交流、國
際化留下深刻印象，盼與本校有進一步的交
流。戴萬欽表示，希望兩校交流能循序漸進，
由邀請兩校教師參加研討會起步，也可進行系
對系之交流。隨後，一行人參觀宮燈教室、覺
生紀念圖書館及文錙藝術中心等，王秀勇驚嘆
本校擁有豐富的圖書資源及新穎設備，也對文
錙藝術中心展出校慶特展的作品，讚賞不已。

退休聯誼會贈校「溫馨」雕塑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 19日拼獎金

本報於810期刊登「行政會議通過彈性薪資辦法 新增設品質管
理稽核室」標題有誤， 應為「新增設品質保證稽核室」； 「淡
品獎18日複審」，應為 「淡品獎17日複審」。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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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華僑大學來訪

「學海飛颺」申請資格為99學年上學期成績班
級排名前30％；「學海惜珠」名額不限，但須領
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且99學年上學期
成績在各系所前40％。另外，申請以上兩專案之
學生，皆須已參加留學國語言之外語檢定考。李
佩華表示，教育部在「學海惜珠」專案中，提供
中低收入戶學生較優渥的獎助金，讓他們能有更
多機會到國外拓展視野，希望符合條件、想出國
學習的同學好好把握。
曾獲「學海飛颺」計畫補助，已順利留學歸國
的國企碩三蔡依君建議，申請的事前準備工作很
重要，除了課業成績外，社團或服務經驗也不可
或缺，自傳則應儘量充實內容豐富。詳細申請
辦法請洽國交處業務承辦人林淑惠，校內分機：
2002、2003。

更正啓事：

811_1.indd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歐研所碩一陳
亭君日前高中99年外交領事人員特考葡萄牙文
組。陳亭君因為對外交事務非常有興趣，加上
過去曾經學習葡萄牙文，所以報考該組，她表
示，很高興能考取。
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國內會葡萄牙文的
人才不多，陳亭君在葡萄牙語能力有一定的程
度，因此獲得肯定；過去歐研所的學生或校友
錄取外交特考人員，多以英文組、西班牙文組
或法文組為主，今年又增一筆葡萄牙文組，值
得慶賀之外，亦顯示在語言學習上，小語種同
樣具有發展潛力；且本校歐研所學生在語言能
力上，呈現豐富多元的走向，展現了國際化的
成果。

100年學海飛颺等計畫 即起申請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員工福利委員會及體育室主辦「99
學年度教職員工趣味競賽」，將於19日（週三）下午1時30分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員福會主委林震安表示，希望透過活動促進同
仁休閒及交流，並增進彼此的感情和培養團隊精神。
競賽項目包含「君子好球」、「瞎拼ABC」、「坦克車」、「人
生抉擇」、「攜物接力」等5項。前3名的隊伍分別可獲得獎金5000
元、4000元、3000元，另外也有造型獎獎金2000元。而未得名的隊
伍也有精美禮物一份。報名至12日（週三）截止。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去年開始投入校外的整合型研究
計畫，而使他獲得較多的經費；
他也指出，若加強學術研究的凝
聚力，教師將能獲得更多經費補
助。
獲得專題研究績優獎的教師人
數，以工學院34人及理學院23人
居首，研究計畫案達500萬元以上
的名單中，工學院就占了82%。
（詳細得獎名單請見本報網頁
http://tkutimes.tku.edu.tw/）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退休聯誼會於60週年校慶捐贈銅雕作品
「溫馨」，表達對學校的懷念與感恩。（攝
影／湯琮詰）
【本報訊】長年服務於本校的退休人員感念
在校園工作的美好時光，特別委請雕塑大師王
秀杞製作銅雕作品「溫馨」，並決定於創校60
週年時捐贈學校，藉以表達對學校的懷念與感
恩。該雕塑品象徵著校園是一個大家庭，在校
園裡的每一個成員凝聚共心、和樂相處，一同
創造美好的未來。「溫馨」置放在驚聲銅像廣
場旁、驚聲路口側，將於1月21日上午11時30分
恭請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家宜與退休人員聯
誼會理事長林雲山共同主持揭幕儀式。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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