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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幅畫，用了粉彩筆的繪畫
工具型式，類近粉彩畫的畫法，
但仍然是 筆的工具所完成。畫
者是直接取景於台北市政府所設
立的人工沙灘，看到最近溽暑迎
夏，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玩耍的
景象。畫作的光影和色彩處理得
很柔和，完全看不出數位工具的
刻板印象，充分展現科技與藝術
的融合。 ︵圖文／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筆書畫展 ：沙灘玩樂迎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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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複合防災演練 ２萬人參與
近

全校動員應變 張校長：事先預防是TQM精神的一環

「歐洲的動、
靜之美」講座在
圖書館二樓閱活
區，邀請台灣知
名建築教育家漢
寶德演講，場面
熱絡。（攝影／
張峻銓）

歐盟週

漢寶德談歐洲建築 常識王 張沛淨王仁奎 奪冠

【記者翁浩原、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
上週一系列歐盟週活動輪番上陣，讓整個
校園很歐風！
9日的「歐盟獎學金—百問大學堂：歐
洲常識王」決賽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全校共56個隊伍參賽，10隊進入決賽，由
西語四張沛淨及化學四王仁奎組成的「低
調鬼」奪冠，抱走2萬元獎金。兩人除了
對歐洲領域很有興趣外，積極上網蒐集資
料，分配準備題目，因此在決賽當中，一
路遙遙領先。張沛淨說：「這是很有意義
的活動，除了拓展視野，以後聽到歐洲的
相關新聞也會更加關注。」第2、3名分別
由戰略所及中文系同學組成的「惡魔黨衛
隊」及「Alpha隊」奪得。
「歐洲的動、靜之美」講座於9至13日

ESI排名本校列

在圖書館二樓閱活區展開。首場邀請台灣
知名建築教育家漢寶德演講「歐洲當代建
築」。漢寶德舉奧地利、北歐建築為例表
示，歐洲當代建築已不像之前具規則性，
反以建築師依自己的理念所設計出的非實
用性特殊外觀、不對稱等建築作為特色，
同時與現代科技結合，考量二氧化碳排放
量，融入環保綠建築概念。圖書館研究助
理許琇媛表示，經由講者對於傳統、當代
建築的介紹跟比較，了解了怪異建築的美
感和設計理念，也引起她對建築的興趣。
10日的「歐洲專題介紹與品嚐」，邀請
曾留學法國藍帶廚藝學校的法國廚藝教室
（Le Gourmet）負責人柯瑞玲，除介紹歐
洲美食，還親手烘焙點心讓大家品嚐。會
計四胡宏開說，「實在令人垂涎」。

前1% 工程化學學門入榜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日
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發
行的《評鑑》雙月刊報導，2011年台灣
ESI論文統計結果，全球ESI論文及被引
用次數排名前1%的學校，台灣有42校
進榜，本校再次名列其中。論文數排名
居全國第16，與去年持平。但在世界排
名表現下降3名，為1,015名；亞洲排名
第290名，較去年滑落10名。工程及化
學學門今年再度進榜，工程學門論文數
排名為365名，與去年相同；化學學門
排名略下滑，為636名。
研發長康尚文分析，本校今年在論文
數量皆有增加，如：論文數2,893篇，
較去年增加123篇；被引次數13,541
次，增加1,386次，他認為，本校在數
量上有進步且穩定，但面對他校緊追在
後，「需要更努力，研發處也會提供更
多獎助措施，作為增加論文之誘因。」
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是美國科學資訊
研究所針對論文被引次數為世界前1%
的機構，進行統計分析排名，本校今
年平均被引次數由去年每篇4.39次提升
為4.68次；每位教師平均論文數為3.91
篇，與去年持平；高被引論文數為5
篇，較去年減少1篇，該指數不僅反映
出論文的品質與重要性，亦是論文在
國際上影響力的表現。工程學門ESI論
文被引次數為第490名，進步17名；論
文數亞洲排名則為120名，被引用次數
亞洲排名為130名；化學學門ESI論文被
引次數為第913，下滑47名，論文數亞
洲排名為198名，被引次數亞洲排名257
名。
康尚文說明：「整體論文總數提高，
平均排名卻下滑，是受到本校教師人數
多、平均分母較大之因素，由於本校為
均衡發展的綜合大學，理工與社會科學
並重，因此在強調理工的ESI統計中，
較吃虧！」他讚許本校教師的努力，但

未來不僅在數量上要保持水準，「下一
步希望在『被引次數』上能有進步！」
康尚文表示，被引用次數與論文質量相
關，跨校、跨領域合作之論文，往往有
較高的價值，他希望盡快建立「被引獎
勵」及「跨領域獎勵」機制。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表示，工學院在被
引次數上有增加，但在亞洲排名下滑，
略受印度、韓國興起的影響，「引用增
加，表示質的提升已被看見！」他說：
「目前針對資深副教授升等，以及助理
教授的8年條款，工學院內已啟動了增
加研究論文數的計畫，戰鬥力提升，在
各系所教授的凝聚力下，未來預期能有
十足的成長！」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前工學院院長、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
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受歐研
所之邀於上週三（11日）在S104演講
「綠色城市」，分析溫室氣體對氣候
變遷的影響，並建議代步多使用BMW
（Bike，Bus，Metro和Walk），盡量
使用當地當季食物，和使用碳足跡少
的產品。
簡又新表示，氣候變遷已帶來大氣
系統的改變，因此全球各地都容易產
生極端氣候與天氣，進而對各地造成
影響，例如：氣候型態改變，導致局
部地區發生異常大雪和大雨，而產生
災害。他說：「都市是人類活動產生
溫室氣體的主要區域，未來都市開發
應以替換方式，補償對原有自然環境
的破壞，像德國在建設高速公路的同
時，也進行同等區域的綠化，達成都
市永續發展。」回來聽講的歐研所校
友洪凱殷說︰「講者舉出的聯合國數
據，讓我更了解台灣現在所處的環境
現狀，以及未來可能面對的環保生態
問題。」

1

為支援的力量。
當天下午3時30分校安中心廣播響起，全校複
合型防災開始演練，接著一波波人潮由所處的位
置往外進行逃生疏散。全體教職員生依循樓層的
引導人員指示，就近撤離至建築物外的避難集合
點，隨後進行人數清查和安全回報。 邱吉陽在
演講時教導，防護員核能災害應變與防護知識，
並說：「核子事故發生的機率極低，但仍須做好
萬全的準備，建立起迅速的通報應變機制。」
防護團人員與師生當天以分組方式進行
CPR、緩降機、濃煙避難、室內消防栓操作等
實務的演練，透過消防隊員的細心教導，讓參與
的教職員生獲得滿滿的收穫。教官夏紹俊表示，
此次訓練的團員參與度高，也更加專注於防災演
練上，以期在突發災難時，臨危不亂的協助師生
疏散。參與濃煙避難的日文一賴佳妤表示：「透
過這次的逃生防災體驗，讓我得到防災知識，對
於突發的災害能有一定的應對方式。」
另外，校安中心表示，本週全台北部地區18日
14時至14時30分將實施100年度「萬安34號」北
部地區防空演習30分鐘，請全校配合演習。

校友吳茂昆 獲 日經科學獎

【本報訊】本校物理系校友及金鷹獎得主吳茂
昆，榮獲今年日本經濟新聞的日經亞洲獎的科學
技術獎項，並將於25日在日本東京接受頒獎。吳
茂昆表示，很意外也很高興，很高興的原因是在
日經新聞中提到「肯定台灣科技的表現」。他表
示，在本校就學期間接觸超導體，並且受益良
多，他也勉勵學弟妹，大學是個成長的環境，要
把握校園生活。
吳茂昆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
是台灣獲得日經亞洲獎的第5位得獎人，他曾任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6日由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主持的「畢業典禮暨畢業生校園巡禮協調會」，
確定今年主題為「淡江走過一甲子，企業愛我一輩
子」。
今年畢業典禮將於6月11日（週六）上午10時在淡
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當天將首先登場的是畢
業生巡禮，而畢業典禮儀式開始前，計劃邀請社團帶
來精采演出，而畢業生致詞代表也於日前出爐，將由
來自薩爾瓦多的國企四孟熙娃，全程將以中文演講，
學務長柯志恩表示，希望這次能帶給大家不同的驚

學科學中心主任、中國物理學會會士、奈米國家
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
此獎項由日本經濟新聞所創設，每年針對日本
以外亞洲有特殊貢獻人士頒發「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及「文化」三大部門獎。
吳茂昆為國內外著名的超導科學家，1987年與
朱經武博士，發現世界第一個高於液態氮溫度的
超導體：釔鋇銅氧超導體，被提名諾貝爾物理
獎。1989年應邀回國，任教於清華大學物理系，
從事高溫超導的研究。

喜！
總務處交通安全組則在會中提到，因淡水校園車位
有限，希望參加畢業典禮的親友團能盡量搭乘大眾交
通工具，並安排接駁車在淡水捷運站接送親友。典
禮會場將設有家長觀禮席，並於早上8時50分開始進
場，為避免席位不足，體育館1樓至3樓也備有家長休
息室，提供茶水，現場亦同步轉播典禮實況。學習與
教學中心主任徐新逸表示，不能與會的親友們，也可
在網路上觀看畢業典禮的現場直播（http://cyber.tku.
edu.tw/show/graduated.htm）。

60畫家水彩畫聯展 文錙 美麗上演
文錙藝術中
心展出之《台
灣水彩畫協會
會員聯展》作
品內容包羅萬
象，兼具傳統
與現代、寫實
與寫意，水彩
作品的輕快流
暢，別具風韻
與獨特的美
感，吸引同學
觀賞。（攝影
／張峻銓）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即日起舉辦《台灣水彩畫協會會員聯展》，展
出60位畫家的83件風貌雋永，精湛多元的水彩
作品，展期將至6月26日止，並於上週四舉行開
幕茶會。台灣水彩畫協會創會會長施翠峰、現
任會長林仁傑、榮譽會長賴武雄以及本校校長
張家宜、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皆到場致
詞。
台灣水彩畫協會成立於1970年，是國內歷史
最悠久的水彩畫團體，多位台灣水彩畫協會會
員也蒞臨茶會現場進行交流。除了畫家間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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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5/17(二)
12:00
5/17(二)
12:00
5/17(二)
13:10
5/17(二)
14:10
5/17(二)
14:10
5/17(二)
14:10
5/17(二)
16:30
5/18(三)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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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新光人壽研修部協理尤文熙
壽險專業證照與職場生涯規劃
Deputy director of division of Biometrics
VI,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統計系
Research,FDA,USA 莊易
B302A
HYPOTHESIS TESTING OF CLINICAL
TRIALS：COMCEPT AND ISSUES
教心所 鉅微管理顧問公司經理范淑婷
Q213 諮商師在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中的角色與功能
化學系 綸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周文祺
Q409 科普雲端運算服務；計算模擬的蛻變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副教
課程所
授張芳全
C423
問卷就是這樣編
企管系學會 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資處副總廖明智
B712
樂活與樂學
公行系學會 公行所碩士李政明
Q409 生涯規劃系列講座-高普考
保險系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經理宋狄鑫
Q409 保險業務開門7件事
物理系 台灣大學擬態中心副研究員張玉明
S215
超快雷射光譜在材料研究的應用
水環所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局長張振猷
E830 因應氣候變遷淡水河流域防洪治理策略探討
保險系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資深副總經理楊清榮
B505 我國財產保險市場之現況及展望
建築系 九典職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張清華
Q409 瞎子摸象說建築
公行系 青年輔導委員會主委李允傑
Q409 與青年有約－逐夢講座
歐盟中心 歐洲語言諮詢公司經理磊欣怡
N204 到浪漫的歐洲學習和旅行-遊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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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國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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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系學會
B712

5/18(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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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
I501

5/16(一)
13:00
5/1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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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一)
14:10
5/16(一)
14:10

5/18(三)
15:10

全球同步觀畢典：淡江走過一甲子 企業愛我一輩子

簡又新：以 B-M-W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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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0年「複
合型防災應變演練暨防護團常年訓練」於10日上
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研習活動，除校長張家
宜親自對全員精神講話外，另由核能一廠課長邱
吉陽、新北市消防局第三大隊組長洪土容及本校
諮商輔導組組長胡延薇進行災害應變課程講座。
校安中心表示，因應日本大地震所造成的嚴重災
害，本校首次實施全校性複合型防災應變演練，
全校總動員近1萬8千人，透過實際的參與演練，
強化防災的應變能力。
上午張校長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訓練研習活動中
表示，本校所推行的全面品質管理「事先預防」
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因此每年防護團都會進行
基本的防護演習，例如：緩降梯、CPR的訓練
與教官對學生住宿查訪工作等，透過事前的預防
工作，展現TQM的精神。更希望藉由全面性演
練，未來亦將舉行常態性演練，希望全校教職員
生能明白防災的重要。
防災演練前，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在商管大樓
B302A主持校安會議時表示，此次全校性演練，
希望能加強師生面對災害時能有正確的逃生觀
念，另外，期許本校防護團透過防災訓練，能成

演講看板

5/18(三)
18:00
5/18(三)
18:30
5/19(四)
13:00
5/19(四)
14:00
5/19(四)
14:10
5/19(四)
15:10
5/19(四)
16:00
5/20(五)
10:00
5/20(五)
10:00
5/20(五)
14:10
5/20(五)
18:30
5/20(五)
20:10

保險系
B712

美加托福名師心宥
完全透析托福TOEFL-iBT,輕鬆留學去
EF國際文教機構課程副理王綉綺
EF國際遊學講座<<淡江大學>>衝出校園邁向世界

證基會人才培訓中心主任王甡
財金人的職業生涯發展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陳宜廷
經濟系
Modeling Maximum Entropy Distributions for Financial
B302D
Returns by Moment Combination and Selection
企管系學會 春禾劇團團長郎祖筠
B712
感夢行動 照樣精采一生
歐盟中心 斯洛伐克外籍生馬瑞克
B516
斯洛伐克：文化與觀光
世新大學英語系兼任助理教授林劭貞
資圖系
以照片談法為圖書館使用者滿意度與觀
L516
感調查法
大傳系助理教授許傳陽
大傳系
我國數位電視之發展與趨勢：以民間全
O202
民電視為例
機電系 三陽工業研發中心4輪設計室技術經理葉啟南
E830 機車產業之創新研發與產品的結合流程
化學系教授魏和祥
化學系
自然學門「提升教師教學技巧」講座－
C013
生活中的化學：趣味、美麗與讚嘆
大陸所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專案經理何孟穎
T505 迎接Grid Parity．全沛光電產業發展
資圖系 資圖系助理教授林雯瑤
L507
專利資訊及其檢索概論
保險系 新光人壽行政管理部經理曾仁健
Q409 健康保險之核保實務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登興
產經系
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Trade and
B511
Growth
歐盟中心 斯洛伐克外籍生馬瑞克
B309 斯洛伐克：文化與觀光
台北市立西松高中外聘諮商心理師林上
諮輔組
能
Q409
離線ONLINE~心理魔獸劇場－心理劇團體I

台北校園
5/16(一)
18:20

資工系 金寶山集團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正安
D503 資訊從業人員的就業與生涯規劃

蘭陽校園
5/17(二)
13:10

旅遊系 安益國際展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涂建國
CL404 從台北花博談會展產業經濟與城市行銷

日本國民感謝卡：最愛台灣人

日前本校舉辦「日本甘巴嗲，淡江愛很大」為日
祈福音樂會及師生捐助等活動，果然順利傳達到日
本，上月收到來自日本國民寄來的感恩明信片，強
調台灣人是其最喜愛的鄰國，並絕不會忘記這般恩
情。（攝影／鄭雅文）

交流討論外，也有畫家熱心地在駐足觀賞畫作
的同學旁，親自解說創作理念，讓觀畫者更了
解、貼近別具風韻與獨特美感的水彩作品。
台灣水彩畫協會現任會長林仁傑表示，淡江
的文錙藝術中心內外新穎，展場內欣賞畫作的
距離也取得非常恰當，看起畫來感覺非常舒
服。除了表示對文錙中心非常喜愛以外，對於
淡江的校園美景也十分印象深刻，他說道：
「在淡江，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建築特色非常特
別，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想將宮燈的街道和兩
旁的宮燈教室美景取到畫作中。」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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