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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榮耀 謝英俊獲 Curry Stone 設計首獎
首位華裔建築師獲獎 專業技術助災民重建家園 11月哈佛授獎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系再添榮
耀！建築系第9屆校友，第三建築工作室創立者謝英
俊，日前獲得美國2011年Curry Stone設計獎首獎，獎
金10萬美元，是
首位華裔建築師
榮獲此獎項，頒
獎典禮將於11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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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舉行。Curry Stone設計獎由美
國Curry Stone基金會創立於2008年，每年頒出首獎一
名、佳作兩名，獎勵作品蘊藏人道關懷、對社會產生
影響的建築師或設計師。該獎項第1屆得獎者是Luyanda
Mphahlwa，他是南非少數黑人經營的建築師事務所
（MMA Architects）的創意總監，並曾擔任南非世界
盃足球賽場館建設顧問。謝英俊集結了建築師與設計

師，以簡易的設計，幫助居民靠自己的力量，建造自己的家；並從九二一
大地震後開始，陸續在汶川大地震、莫拉克颱風等災後區域，協助災民重
建家園。
該獎項評審團表示，在有限資源下，謝英俊努力重建災區基本的房屋
結構、公共衛生設備等設施，幫助了無數的災民；而他也指導政府當局有
效的維持重建的環境，使社區能夠持續發展。目前在成都的謝英俊表示，
「在災區的工作，支撐我們持續投入這工作的最大動力，是來自於對專業
作為的自我肯定」。對於諸多貢獻事蹟他表示，「就如同看見有人在旁邊
跌倒，一定會把他扶起來啊！愛心、熱情是像空氣，是隨時存在的。」他
並勉勵學弟妹「努力精進專業技術最重要。」建築系系主任賴怡成說：
「謝英俊老師一反建築就是要光鮮亮麗，以便宜又能讓居民自己建造房屋
的形式，為建築界注入了不同的思想，並且達到真正關懷社會的目標。」

去

建築碩生莊政修等3生 獲國際競圖優選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碩二莊政修、顏鼎承與陳基文，
日前參加UIA 2011 Student Competition國際競圖競賽，獲得優選。
以設計未來2050年的建築為主軸的UIA 2011 Student Competition國際競
圖競賽，共有4大主題，約有500多組作品參賽，莊政修和楊鼎承以「稻敷
市新生態的建築計畫」主題出發，將水源設為源頭，連結稻田、住宅與
動物形成一條「環保綠帶」；建築物方面，則以動物的習性和人類的居住
環境分為5個階層，不同的階層設有瞭望台、鳥類棲息區等設施。顏鼎承
覺得，雖然這次主題鎖定在環境，但之後的建築模式，也會漸漸以生態作
為導向；莊政修表示，位於
日本茨城縣稻敷市的整體環
境，其實跟林口等郊區蠻類
似，在構思時也曾去關渡做
實際的勘察，「過程中很感
謝客座教授加藤義夫、平原
英樹，以及系主任賴怡成給
我們的建議。」

支持玉山進入世界七奇景，本校校長張家宜與全校師生
組成玉山加油團，於12日在淡水校園福園前舉辦音樂會
強力放送，為玉山拉票，現場架設10台電腦供學生投
票。外籍學生歌手克羅德，與師生大合唱「美麗島」，
氣勢如虹。 （攝影／梁琮閔）

總務處推環保餐具 低碳便當盒徵試用種籽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現正研擬機制，讓低碳便當盒流通可
以像借還書一樣方便，刷學生證或服務證即可辦理。總務處資產組即日起徵
求「低碳便當盒試用種籽」。全校師生皆可報名，有意者請至活動報名系統
（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為設計出師生滿意之管理機制，總務處資產組希望先行為低碳便當全面發
配作業作前導測試，徵求「低碳便當盒試用種籽」，報名者將配發每人1個
低碳便當盒，於美食廣場流通使用，再於期末了解測試成效，作為管理機制
設計之改進參考。
每位參加者將於測試期間獲得一個便當盒，於美食廣場外帶餐點時使用，
每次可折抵2元餐費。食用後自行清除廚餘，再將便當盒送回原消費的店
家，換取乾淨的便當盒，並於「低碳便當盒試用統計表」上簽名，作為低碳
便當流通統計之依據。國企三謝佩穎表示，美食廣場菜色很多，而且便當盒
送回後還會消毒，感覺較衛生，又能節能減碳！「我想參加！」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
加退選後收退費辦理時間為18至30日。補
繳、退費單，將於18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
學親自簽收（就貸生暫不辦理），請同學
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淡水校園B304處
或台北校園105處辦理；18至30日補繳費
者亦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
加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本
處另將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
務處網站http://www.fc.tku.edu.tw查詢。未
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0學年度第2
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出納組夜間及假日延長辦理補繳、退費
時間，淡水校園18至21日晚上6時至8時
止，台北校園晚上5時至7時止；22日台北
校園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至4時接受辦
理。

建築系系友謝英俊身著工作
服，在四川羌族村落建造房舍。
（圖／謝英俊提供）

教學行政革新研討

剖析兩岸高教 期待霓虹天 發光

【記者謝佩穎、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教學
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14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以
「洞悉兩岸高教發展態勢，掌握境外招生競爭契機」
為題，由校長張家宜及3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等同
仁參與。透過影片說明主軸，影片中穿插張校長前往
大陸與兩岸四地學校交流的畫面，並使全校師生能夠
應變世界高教競爭的局面。
張校長致詞說，我們必須更明瞭兩岸四地發展，才
能知己知彼。她並以台灣高等教育競爭、兩岸四地大
學校長會議節錄，來剖析兩岸高教發展的態勢與契
機。張校長並以商業周刊報導霓虹天鵝為例，鼓勵大
家努力使淡江閃閃發光。
專題方面，品質保證稽核處副研究員侯永琪報告，
追求全球大學排名，各校皆努力提升成為世界級大
學，並追求學術卓越的各項分析；中國大陸研究所教

授楊景堯說明，中國高等教育招生的現況和體制，且
提出政府與各大學機構必須思考招收陸生要同時兼顧
質與量；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講述，因淡江擁
有企業最愛第一的美譽，未來應努力做好與陸生的交
流及宣傳。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楊瑩港說明，
港澳高等教育現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
講述陸生招生策略。
另由三位副校長及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分組討論兩
岸高教趨勢、本校招收陸生策略及陸生在台學習與生
活輔導。在綜合報告中，學術副校長虞國興指出，希
望全力推展校務發展特色計畫，系所須追求卓越建立
特色；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談到，以不同面向探討如何
吸引陸生；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談到，陸生來台各
系皆有前置準備，以期讓陸生儘快融入淡江。本報將
於837期「教學與行政革新特刊」刊載詳細內容。

招生中

補退學雜費 30日止

熱活志工前進高中 分享淡江的美好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務處招生組、熱活招生志工隊、
員林高中校友會，於5日由軍訓室主任教官陳國樑帶隊，至彰化縣員林
高中進行「漫談大學科系及社團生活」講座。其為招生組於100學年度
推行的「前進高中計畫」，為因應少子化及城鄉差距等問題，除穩固
原有的學生來源學校之外，盼能增加區域地方的生源。
由熱活招生志工隊講解學校各科系的課程內容，員林高中校友會輔
以介紹學校的社團生活，以輕鬆、活潑的方式讓高中生去了解自己感
興趣的學群，也以互動式的方法來加深學生對淡江的印象。熱活招生
志工隊指導老師趙新柔說，這是他們首次擔任主講員，希望能把在淡
江生活學習到的經驗分享給學弟妹。因為只有念過淡江的人，才懂淡
江的美好，也只有在淡江成長過的人，才能驕傲的說我們是「企業最
愛」！此外，希望志工隊以後能有更多的機會，與地區性校友會合
作，一起將本校精神發揚光大。員林高中校友會公行二謝志健也表

示：「很開心能回母校和學弟妹分享自己的大學生活，也從中學習到
很多經驗，很多事要實際去做才能體會其價值。未來，相信學弟妹也
會跟我一樣愛上淡江！」
另外，熱活招生志工隊將於11月12日校慶當天，帶領來校參訪的員
林高中學生進行「模擬人生-勇闖淡江大學城」一日遊活動，幫助他們
加深對本校的了解，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加入志工隊的行列，報名請電
校內分機2016，洽教務處招生組職員趙新柔。

校建築系系友林洲民規劃，以「E.D.U.C.A.T.I.O.N」立
體雕塑字作為教育學院標誌。整棟大樓的設計重視空間節
能，因此改建時從「屋頂綠化隔熱」及「建築立面通風隔
熱」來落實節能的理念。外觀約3000片的綠色玻璃隔柵設
計，除了可以有效隔絕日曬、減少空調耗能外，也考量通
風，使室內各獨立空間減少空調使用。姜宜山指出，「未
來將考慮申請綠能標章，讓教育學院大樓成為淡水校園第
一棟綠建築。此外，該大樓內首次全面
採用刷卡節電管理系統，希望可以減少
用電。」
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表示，教育學院
目前沒有屬於自己的教學大樓，系上師
生間的聯繫較為不便。如今學校規劃出
教育學院使用空間，不但可以讓師生對
教育學院的歸屬感增加，也期許教育學
院在未來的發展主軸規劃能更深入。目
前就讀教育學程二年級的中文三李孟瑄
表示：「將來若是搬到教育學院大樓上
課，感覺很新鮮！希望新大樓可以提供
更多設備。」
將搬遷至驚聲大樓之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國際長李佩華表示，學校積極提升國
際交流，透過將境外生服務的業務整
改裝後的教育學院大樓，外觀綠色玻璃讓行經的路人，被其美景與質感觸 合，不但可以讓分工更加明確，加上搬
遷至新的辦公地點，將有更完整的空
動，強烈感受與自然共處的意境。（攝 影／林奕宏）
間，資訊交流也會更為便利。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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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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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歐洲所博士生黃筠凱
10/17(一)
歐洲所
歐洲高等教育整合:論歐洲聯盟對俄羅斯軟
10:10
I201
權力之影響
10/17(一)
電機所 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邱謙松
10:10
E819
自走車之模糊控制
10/17(一)
公行系 台灣科技大學專利研究所副教授劉國讚
10:10
B701
專利申請實務
10/17(一)
化材系 工研院南分院/綠能與生態研究中心經理陳文祈
13:00
E830
生態材料創新應用
新北市警察局淡水分局中山派出所所長
10/17(一)
公行系
楊迪光
18:10
B508
交通安全與自我保護
10/18(二)
公行系 前客委會主委羅文嘉
10:10
B312
解析台灣文創產業發展歷程
交通大學財金系教授鍾惠民
10/18(二)
財金系
Board Structure and Market Decline
10:10
L204
Liquidity Risk
10/18(二)
數學系 數學系主任張慧京
12:00
S104
精算學分學程說明會-針對數學系學生跨領域說明
10/18(二)
諮輔組 中華得勝者教育協會沈錦秀
13:10
B712
多元性別關懷
台大物理系副教授朱士維
10/18(二)
物理系
Application of ultrafast laser in biomedical
14:10
S215
imaging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品質長兼副永續
10/18(二)
管科系
長林全貴
16:10
L204
邁向創新惟美與永續經營
10/18(二)
建築系 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詹偉雄
16:30
Q409 當前台灣所缺少的文化
資深記者傅依萍、蔡文怡
10/18(二)
大傳系
「走過百年.慶祝建國百年系列」記者座
18:00
O202
談分享會
盲生資源 諮商心理師張郁君
10/18(二)
中心
性別文化專題講座—「戀夏500日」電影討
19:00
B302A 論會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
10/19(三)
中文系
所教授鄭縈
10:00
L511
詞彙的共時與歷時研究—以小稱詞為例
10/19(三)
亞洲所 前台灣駐瑞士代表王世榕
10:10
T212
台灣參與全球公民社會的策略
10/20(四) 會計系 百騏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孫初偉
10:00
B616
會計師學長給會計系學弟妹的一些話
10/20(四) 企管系 美食達人85°C協理張佶文
10:10
B704 台灣蛋糕如何征服全世界的味蕾？
10/20(四) 職輔組 英文系教授郭岱宗
Q409 優質的英文履歷與自傳撰寫
12:00
環境工程軟體銷售經理林群超
10/20(四) 管科系
資料處理實務講座：網路樞紐分析表
12:10
B218
建置之訣竅
10/20(四) 課程所 精英國際文教集團董事長張義雄
C308 文教產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12:30
10/20(四) 教科系 旭聯科技客戶經理林家正
職能與績效評核
L102
13:10
10/20(四) 機電系 劉光德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所長劉光德
E830
專利實務（一）
14:10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教授陳玉英
10/20(四) 統計系
Statistical Models and Inferences for
14:10
B302A
Pharmacokinetic Data
香港海通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營銷
10/20(四) 管科系 總監蔡青龍
15:10
B713
兩岸三地財富管理市場之新趨勢與發
展策略
10/20(四)
15:10

俄文系
L413

俄文系第7屆系友陳雅芳
培養自己的H型人生—俄語與第二專長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會計師史芳銘
跨國公司透過第三地的金融調度與管
理模式
10/20(四) 詞曲創作社 宏力音響公司老闆林經宇
18:30
B117
器材講座
10/21(五)
大傳系 紀錄片導演曾文珍
10:10
O202 台灣紀錄片人的經驗談
10/20(四)
16:00

大陸所
T505

10/21(五)
14:10

資傳系
O205

10/21(五)
14:30

歐洲所
I201

10/21(五)
19:20

國企系 東方廣告總經理侯榮惠
D324 Consumer Behavior and IMC

世樂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何文華
遊戲規劃與設計
歐洲研究所博士生丘崇宇
初探歐洲聯盟國際援助角色的運作、
影響與轉變——以歐洲發展基金
（EDF）為例

台北校園

ISO14001內稽今展開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第1次內部稽核，已於
今日（17日）展開。
今年的稽查重點包括上次內、外稽不符合項
目；環境考量面鑑別情形之追蹤；各單位環境
目標訂定、執行、績效展現；環境紀錄管理表
填寫情形；實驗室毒化物申報、運作紀錄，以
及各表單繳交狀況等。環境管理程序書及各類
表單可至環安中心網站http://environment.tku.
edu.tw/下載。

圖書館帶您漫步雲端

綠建築理念走進淡水校園-教育學院大樓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女生宿舍自強館換新裝！
學校費時1年，重新整修自強館為教育學院大樓，教育學
院預計寒假搬遷，名稱未來將另訂。另外，驚聲大樓10樓
（原為觀海堂餐廳），將成為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辦公地
點，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估計「今年11月底改
裝完成。」
教育學院大樓改建是由仲觀聯合事務所負責人，也是本

1

本校教務處招生組、熱活招生志工隊、員林高中校友會成
員，在員林高中為學生分享大學點滴。（圖／招生組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市面上不斷推
陳出新的數位產品、行動裝置，知道如何運用
他們讓閱讀不再需要攜帶厚重書籍嗎？圖書館
將於20日（週四）中午12時30分，在圖書館2樓
閱活區舉辦「雲端漫步，隨觸閱讀」演講。邀
請北台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林慶昌蒞臨分享雲端
科技、智慧型行動裝置、平板電腦等，並介紹
本校圖書館的隨觸閱讀資源。
你知道本校圖書館有將近180萬本庫藏的電子
書嗎？圖書館也舉辦了2場「搜尋與閱讀電子
書」講習，採一人一機的現場示範教學，分別
於18日（週二）下午6時30分及20日（週四）下
午2時20分在圖書館總館3樓301指導室舉行，有
興趣的同學快上圖書館講習課程網頁（http://
service.lib.tku.edu.tw/）報名。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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