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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試 筆 讚本校數位科技傳揚書法
本校承辦「百家萬歲書法展」 老中青書法家發揚精粹

「百家萬歲書法展」總統馬英九（右三）親自出席開幕典禮，中華文化總
會會長劉兆玄（左二）、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右二）、本校校長張家宜
（左三）、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一）、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暨書法研究室
主任張炳煌（右一）也一同觀展。
馬總統
以本校研
發之e筆書
畫系統書
寫「事在
人為」。
（圖／文錙
藝術中心提供）
民視新聞台報導馬總統以e筆書寫
的畫面。（圖／翻拍自民視新聞台）

早稻田 石田光義 來校任客座教授

歐盟週

能把早大的產官學合作經營方式，
應用在淡江。」
石田光義認為，亞洲所的學生都
很活潑，勇於發言，他採取的教學
方法是，整合學生意見一起進行課
堂討論。他說：「大學有三個層
次，分別是學習、學問和研究；學
習是單方面的，老師寫什麼就抄什
麼；學問則是找出問題；而研究可
以拆成兩部分，研是研磨、究是達
到最底部，也就是把思想磨成最尖
銳的地方，這是最困難的部分，也
是研究生要學習的地方。亞洲所碩
一李祖嘉表示，老師的課在一問一
答中，收穫很大，「有興趣的人趕
快來修吧！」石田光義則開心地
說：「很喜歡淡江的環境，希望可
以一直在淡江教下去！」

今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亞
洲所本學期多了一位慈眉善目的
日籍老師─石田光義（Mitsuyoshi
Ishida）！他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政
治經濟學部公共經營研究所，獲日
本交流協會補助，至本校亞洲所擔
任客座教授，聘期至100學年度，目
前開設的課程包括「憲法政策」、
「立法政策」及「公共經營論」三
門課程，全部以日語講授。
石田光義為早稻田大學產官學合
作方面的資深學者，他表示，早稻
田大學和淡江長久以來關係密切，
加上本校日本研究中心的成立，因
此促成了他來淡江任教的緣份；他
指出：「近代國家演變的過程，以
國家為中心的體系已經不太實際
了，應該結合社會、企業、學校，
進而帶給人們更好的生活，「希望

歐洲常識王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歐洲研究所、歐洲
聯盟研究中心、覺生紀念圖書館及台灣歐洲聯盟中心共
同舉辦的第3屆「歐盟週」正如火如荼地熱烈展開中！今
年擴大辦理，從上週三（4日）開始到27日，為期一整個
月。活動內容琳琅滿目，音樂會、美食專題品嚐、論文發
表會，專題演講，有獎徵答，遊＆留學、旅遊講座、資料
庫研習等，吃的、看的、聽的、學的樣樣有！
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5月9日為歐洲日（Europe
Day），是為了紀念大家廣為熟知的「舒曼宣言」，也就
是1950年5月9日，法國外交部長舒曼發表宣言促成今日的
歐洲聯盟；台灣跟歐洲關係緊密，加上淡江有充足的歐盟
研究資源，希望同學能藉此活動，對歐洲各國的風俗民情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承辦之「百家萬歲
書法展」在國父紀念館中山國家畫廊展至本月16日，此
展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書法界希望能為歷史留下一
個階段性的記錄。1日開幕現場嘉賓雲集，總統馬英九、
中華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以及
本校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承辦展出的文錙
藝術中心副主任暨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一同欣賞台
灣建國百年以來所累積的書法文化精粹。
致詞時馬總統表示，書法要結合數位化推行發展，因
為數位科技是傳揚書法的最好工具。他親自體驗了本校
自行研發出的e筆書畫系統，以e筆書寫「事在人為」，
並稱讚研發成果很不容易。張炳煌指出，該系統讓書法
除了以傳統筆墨書寫外，讓年輕族群能夠直接以電腦工
具書寫、輔助學習，也更親近書法，讓書法技藝代代相
傳。同時現也正將e筆系統推行至海外線上數位書法教
育，使台灣在書法發展上成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

這項展覽邀集老中青從38歲到97歲書法家共155位，
總年齡數約一萬零五百歲，將臺灣造詣深厚、奉獻於書
法推廣傳承的書法家們的作品，聚於一堂展出，展覽作
為多年以來書法在台灣整體發展的紀錄，呈現了涵蓋老
中青三代書法藝術家的作品，張炳煌並從三代書法家指
出，如張光賓、林章湖、蔡瑞成、黃智陽等人，除了具
劃時代意義外，也讓民眾欣賞到從年長的傳統書法到年
輕一代具視覺藝術概念的現代書藝。他進一步說明，作
品從年長編排至年輕書法家，除了可以看出書法日新又
新的表現外，也可全盤了解書法藝術的特色發展。
張炳煌表示，從作品中展現台灣書法有別於其他國
家、地區的三大特性為：多元包容性、使用繁體字，以
及傳承自中華文化的穩固根基。他並建議，觀看書法作
品時，可從三大面向切入，包含從筆力觀察到代表書法
生命力的「神」、文字的結構「形」，以及作品的全篇
表現。

博士生廖竟婷蔡程緯 唯一私校獲國科會赴日補助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化學博三廖竟婷和資工博三蔡程
緯，獲2011年國科會與財團法人日本
交流協會合作之「博士生暑期赴日
研究計畫」補助，研究期間8週，補
助機票及生活費，在獲補助的學校
中，本校為唯一的私立大學。
蔡程緯以「以動量為基礎的動態
修補演算法」研究為題獲得青睞。
他指出，影像修補是一項熱門的研
究領域，目前研究室雖已有一套完
善的圖片或影像的演算法，但動態

結構修補（如火焰、河流、煙霧物
件）還無法處理得很完美：「希望
此行可以完成動態背景修補的演算
法，透過動態修補讓每個人都可以
當自己的導演。」指導教授資工系
教授王英宏稱許：「蔡程緯是很有
膽識的學生，積極爭取申請國科會
補助並得到資格，相信他在知識上
的體會能夠更深刻。」
廖竟婷以「具高度手性盤狀液晶
材料的合成與性質探討」為題，以
能讓光產生偏轉的特性，即稱為手

淡江影像60出版

性，此一特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顯示
器材料都可以應用，以達到大幅降
低材料成本。她表示，此次前往日
本研究有助於延續及擴展雙方在科
學交流上的成果，並以合作方式促
進在科學上的深入了解。
指導教授化學系教授徐秀福認為，
博士班的學生更需要把視野擴大，
掌握任何學術交流的機會，他並稱
讚「廖竟婷是具備實力且很有能力
的學生，而且她是做好準備才能得
到這份殊榮。」

紙上電影觀一甲子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由 備委員會「校慶叢書編撰及出版組」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所召集的校慶籌 出版之刊物-《淡江影像60》日前出
版，藉由照片真實記錄淡江走過60年
的歲月點滴，呈現以英專、學院到大
學的建校軌跡，為淡江留下人事物的
身影，見證歷史的腳步。本書除了成
為接待外賓時作為「認識淡江」的最
佳「伴手禮」外，未來更將開放販
售，讓所有人都能留存淡江的美好時
刻！
「以紙上電影的概念，記錄淡江
成長之路！」擔任執行編輯的法文
系教授吳錫德說，透過舊照與新照
的古今對照，刻劃出淡江一甲子的改
變，以圖為主、文字為輔的方式編
《淡江影像60》集結了四百餘張 版，創造視覺感動。他表示，本書不
圖像，見證淡江的發展。（攝影／ 只是一部留給淡江的文獻資料，也是
讓所有與淡江有情感、甚至是未來將
張峻銓）

與淡江有關的人，都能重新認識已往
的淡江，並看見未來的淡江。書中包
含校史，以「大事紀」的方式完整
記載60年來的重要事件，更以學生的
「德智體群美」及淡江校園風景為主
體，呈現淡江自由且活力的特色校
風。吳錫德強調，本書不歌功頌德，
而是忠實呈現淡江風貌，許多珍貴
的歷史照片也將永遠流傳，「相信
這都會是所有淡江人記憶中的共同經
驗！」而英文版也即將出版，讓海外
的姊妹校也能透過本書，見證淡江的
成長！
《淡江影像60》編輯委員之一、秘
書室專員馮文星指出，這本書收集了
4百餘張淡江成長的點滴，可以看到
許多珍貴畫面。

及豐富知識、歷史，有更多的了解。
今天（9日）10時將在文錙音樂廳舉行開幕音樂會，由通
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李珮瑜鋼琴演奏，校長張家宜、
台灣歐盟中心主任蘇宏達等均將與會；另由前駐教廷大使
杜筑生分享「我在歐洲從事外交工作的經驗與感想」。10
日（週二）則邀請曾獲法國農業部頒發農業騎士勳章、法
國藍帶廚藝學校畢業的柯瑞玲帶來「歐洲專題介紹與品
嚐」。
郭秋慶特別推薦自今天起，每天下午1時10分到14時30
分，一連5場，在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閱活區舉辦之「歐洲
的動、靜之美」專題講座，首場由台灣知名建築教育家漢
寶德帶來「歐洲當代建築」，另有前外交部政務次長楊子

統計二高郁晴表示，來訪學生完全不會說
中文，必須全程以英語溝通，讓他們發現
自己英文口說能力的不足。企管一廖信銀
說：「未來會更加強口說能力，也希望學
校能多開設相關課程，供大家修習。」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來校談產學合作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中國科學
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樊建平、總經
理孫江明與等人於上月29日來訪，本校由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
尚文、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
瑞祥、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工學院院長何
啟東等人接待，針對產學合作進行交流。
當天介紹本校與先進技術研究院相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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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及資訊中心問卷調查開跑
【本報訊】填問卷送好禮！即日起至本報及
資訊中心填寫99學年度滿意度調查，本報即送
紀念品，資訊中心以抽獎方式把獎品送給你！
本報為瞭解讀者對本報品質滿意度及期望，
即日起至10日進行問卷調查，凡填寫本報問卷
或利用網路方式填寫即贈送紀念筆一支。（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
想獲得平板電腦、數位照相機、或16G隨身碟
嗎？資訊中心即日起至31日進行「99學年度資
訊中心服務滿意度調查」網路問卷調查及抽獎
活動，填答問卷並留下e-mail信箱者皆有機會
獲獎。（網址：http://w5.tku.edu.tw/feedback/
ipc2011/）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9(一)
歐研所 前駐教廷大使杜筑生
文錙音樂廳 我在歐洲從事外交工作的經驗和感想
11:00
5/9(一)
資工系 庫柏資訊產品研發處產管副總經理陳劭平
E404
13:10
資訊人生如浮"雲"
5/9(一)
圖書館 知名建築教育家漢寶德
13:10 圖書館2F閱活區 歐洲當代建築
5/9(一)
諮輔組 諮商心理師李克翰
16:00
C012 120公分的世界
5/10(二)
中文系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洪淑苓
10:10
L528
女詩人童話書寫
5/10(二)
歐研所 荷蘭外籍生郭艾力克
11:10
SG321 荷蘭王國
5/10(二)
諮輔組 諮商心理師李克翰
13:00
L212
遊戲輪子
5/10(二)
圖書館 德國布蘭登保工業大學世界遺產研究所碩士生林秀叡
13:10 圖書館2F閱活區 「世界遺產」是個關鍵字-看看歐洲，想想台灣
5/10(二)
水環所 綠基會執行長余騰耀
14:10
E830 我國節能減碳推動策略與發展
5/10(二)
資圖系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採編組組長孫繡紋
15:00
L507
圖書館經營管理實務
5/11(三)
資工系 愛荷華州立大學電子與電腦工程系副教授張致恩
09:00
E830 Bandwidth Recycling in IEEE 802.16 Networks
5/11(三)
資傳系 愛合購網站總經理劉罄豪
10:00
O306 here愛合購～持續創新
5/11(三)
歐研所 法國外籍生娜德芝
10:00
N204 法國與各省區
5/11(三)
圖書館 決策系教授時序時
13:10
圖書館2F閱活區 芬蘭一瞥
5/11(三)
產經系 喬治梅森大學教授Gioffi-Revilla
14:10
B302A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歐研所 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
5/11(三)
就輔組 長簡又新
14:10
S104
綠色城市
5/12(四)
生輔組 董氏基金會反菸志工及講師蔡梅瑛
08:20
Q409 菸害防制講座「無菸青春 Yes,We Can!」
5/12(四)
資圖系 紐約科技大學副教授王向葵
科技教育相關
10:00
L507
5/12(四)
決策系 神達電腦經理吳添傑
10:30
B601
政府專案與研發協同作業
5/12(四)
圖書館 前外交部政務次長楊子葆
13:10
圖書館2F閱活區 關於美的歐洲經驗與思索
台灣海峽兩岸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專業投資顧問師倪維
5/12(四)
大陸所
大陸最新經貿法令問題及台商因應之道－外匯、稅務與
14:00
T505
勞動規定及其衍生之問題
5/12(四)
統計系 清華大學統計系研究所教授曾勝滄
14:10
B302A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in IC Fabrication
5/13(五)
生輔組 董氏基金會反菸志工及講師蔡梅瑛
08:10
B606 菸害防制講座「無菸青春 Yes,We Can!」
5/13(五)
圖書館 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觀光研究所助理教授劉以德
圖書館2F閱活區 歐洲文化節慶:舞動文化、活化城市
13:10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姚睿
5/13(五)
財金系
The Mean-Variance Relation and Idiosyncratic skewness
14:10
B505
in stock returns

台北校園
巨東企業副董事長林麗玉
企管系
從實務到理論,我如何帶人帶心,一個女企
D501
業家的私房祕密
保險系 AON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人總裁賴麗敏
D408 大型企業的危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5/13(五)
19:00
5/14(六)
09:10

決賽 開幕音樂會歐洲動靜之美講座接力展開
葆談「關於美的歐洲經驗與思索」等。
此外，「歐盟獎學金—百問大學堂：歐洲常
識王」決賽也將在今日舉行，決賽的隊伍將在
P K
賽中廝殺，搶奪最高獎金2萬元。週二（10日）至週四
（12日）每天下午12時至13時，圖書館門口則有「有獎徵
答」，有機會獲得歐洲各國辦事處所提供的精美小禮品。
另外，本校歐盟籍外籍生，如來自荷蘭的日文二郭艾力
克、來自法國的戰略所碩二娜德芝和來自斯洛伐克的化材
系碩二馬瑞克等，將帶來6場國家介紹講座。26、27日則
以「歐洲多元文化」論壇暨第一屆全國歐洲研究生論文
成果發表會，為歐盟週劃上句點。更多活動詳情請上網
http://www2.tku.edu.tw/~tiexm/2011euweeks/ 。

密西根大學 日本長崎外國語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來校交流
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蒞校參訪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美
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助理教授Jacob
Peng，於2日率領該校師生12人蒞校交
流。上午由商管學會學生帶大家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館及宮燈教室等學校熱門景點；
10時30分則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
持，在B302A舉行座談。
參訪學生均為第一次來台，對於校園中
的一景一物都興趣濃厚，尤其對宮燈教室
讚嘆不已，直呼「好漂亮」；參觀校園過
程中，來訪學生Patricia Harrold看到本校
學生進行服務學習課程，驚訝地表示：
「這真是很棒的學習體驗！」負責接待的

1

這幅畫題名荷塘飄香，描寫的
是荷花在水塘中綻放艷麗的花朵
景象。由於荷葉搖曳生姿，感覺
一股清香飄盪。這是畫者仿古畫
以 筆畫成，畫者善用 筆的取
色功能，以濃淡層次表現荷塘中
荷葉和花的錯落，加上白鷺鷥在
水中行走覓食，讓水塘看起來非
常生動，右上角的題款，使畫作
更具有中國畫風的特色。︵圖文
／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筆書畫展 ：荷塘飄香

學校要聞版
e
e

紹組織發展及研究概況。虞國興說：「本
校目前規劃的100至102學年度之校務發展
計畫中，其中一項就是─『全力推動產學
合作』」，希望更能將教師們的研究成果
落實在業界，加強對國內產業的貢獻。他
也指出，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研發成果
的高轉化率及該如何分配行政及研究資源
等，都是本校值得學習的地方。樊建平表
示，希望能和淡江大學合作成立聯合實驗
室，未來在研究上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日本長崎外國語大學 來校談雙學位進行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姊妹
校日本長崎外國語大學校長石川昭仁及國
際交流中心教授長新居田純野於2日下午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來訪，由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等多位主管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座
談，並討論未來兩校雙學位計畫的進行。
張校長表示，非常歡迎該校師生至本校
交流。兩校自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後，即
保持良好關係，互派交換學生、教師學術
交流及共同舉辦研討會等交流活動熱絡。
石川昭仁表示，前兩任的校長也都非常喜
愛淡江，曾至淡江訪問數次，希冀兩校在
學生交換及教師互訪等交流，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及法文系系
主任楊淑娟也表示，該校擁有英文及法文
相關科系，希望未來一同舉辦國際研討
會，促進教師與學生的交流。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船

海博館模型

DIY 小朋友好樂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所主辦的
「一起做船趣─模型船DIY」活動，於上月30日在海事博物
館熱鬧舉辦，約有30位家長及國小三、四年級小朋友一起
動手做並試航！當天由海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介紹海事博
物館內的模型，另安排參與者帶著完成的模型船，在福園
舉行「下水試航」。海事博物館表示，希望藉此活動讓大
家認識船舶科技與海洋文化，而小朋友自己DIY做模型船，
更可以培育、引導他們對模型藝術的興趣。（圖／文錙藝
術中心提供）
更正啟事：本報821期1版「林園高中來訪」新聞，為商學院
介紹系所者為經濟系助理教授李鈞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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