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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與聯經出版發行世界文學

演講看板
█淡水

校約100萬元。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表示，此為外語領域最具前瞻及
領先的學術計畫。《世界文學》即
日起徵稿至12月15日。
吳錫德指出，《世界文學》是國
內首本期刊包含全世界各種語言

的文學作品，甚具國際性與多樣性，此
次出版方向採多元化路線，並以質感取
勝，務求帶動閱讀樂趣，協助此書出版
有利於提升本校聲譽及外國文學研究的
領導地位。
聯經出版社副編輯胡金倫認為，《世
界文學》的精神與方向，符合聯經出
版社的人文精神，「期許和淡江的合作
能長長久久。」吳錫德表示，《世界文
學》的計畫，得到聯經出版社的大力贊
助，還有校內外資深教師的幫忙，加上
過去的經驗，使得《世界文學》得以誕
生，希望這本期刊的出版能夠幫助讀者
開拓文學視野，在文學的領域中放眼全
世界。
此次出版計畫是繼本校40年前，領先
全國推出國際比較文學研究及發行英文
版《淡江評論》後，又一項甚具指標性
的出版計畫，而《世界文學》的編委會
成員，除了包含本校的教授外，還有校
外的學者、作家和譯者也共同參與，務
求讓期刊的內容更具權威性和學術性。
《世界文學》每年4期，首期主題為
「文學與身體」，刊物分為5個主題：
「研究論文」、「研究特區」、「書評
書藝」、「每季一書」、「國際文壇動
態」，另外在第二、三、四期主題分別

校友劉德立喻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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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育外交大使搖籃
【本報訊】現任外交部禮賓司長也是本校西語系校友劉德立，
將於12月調任巴拉圭大使，行前於20日來校拜訪校長張家宜，
西語系系主任吳寬、校長室祕書黃文智在場陪同。
張校長十分肯定劉德立的傑出表現，而劉德立比喻「淡江是
孕育外交工作的搖籃」，因為多位校友在外交工作上都有優異
表現。他並分享在建國百年國慶中接待外賓的經驗。劉德立感
恩淡江的培育，淡江自由的學風化育他獨立思考的性格，「很
愛淡江，尤其是社團經驗更培養出我的組織力和籌畫力。」這
對他在禮賓司的工作上幫助很大。張校長致贈本校宮燈領帶等
紀念品，並表示計畫明年春天將拜訪中南美姊妹校。
劉德立也回憶，學生時代最喜歡圖書館和宮燈教室，「宮燈
真美！而圖書館是個大寶庫，讓學生可以挖寶！」黃文智表
示，學長因社團經驗豐富，而培養出多元組織力與執行力，使
得他在工作上能有傑出表現。（攝影／張峻銓）

管科會27日蒞校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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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學》編委會在金華街希臘左巴餐廳召開，外語學
院院長也是編委會召集人吳錫德（站立者），與委員們討論
合作事項。（圖／外語學院提供）

能夠得獎，也讓師培中心在因應制度的教學方法上的努
力，得到了肯定，「師培中心的老師們都很有共識，並
共同帶領實習課，這樣的優勢不只在教學上更團結，也
讓課程推廣更順利。」
游育嫻目前正在桃園縣立竹圍國中任教，為教科系校
友，去年畢業後進入桃園縣立大園國中進行半年的實
習。在審評資料指出，其計畫不僅具有良好教學理念，
更具有實際而明確的目標規畫，且步驟清晰，加上教學
外積極協助學校行政，因而獲獎。游育嫻表示，透過實
習過程與學生的相處，「我體會到，『愛就是在別人的
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大專生國科會申請補
助，本校通過件數共27件。由工學院以17件蟬聯全校通過件數
冠軍，此外，今年的通過件數中，首次有蘭陽校園學生獲得2
件。商學院及管理學院皆通過3件，外語學院及理學院各1件。
資創三古大衛以「Context-Aware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for Tourisum: Tourist to Lanyang Museum as the case」為題，設
計一套與Google相異的改良式搜尋引擎，除了可快速且直接找
到特定的蘭陽博物館資訊外，更可以節省搜尋時間，而此軟體
也可應用在行動通訊。他表示，和教授討論後，決定以資料取
得方便的蘭陽博物館為計畫研究方向，希望能藉由這個軟體，
讓更多人認識蘭陽在地文化。指導老師資創系系主任林銀河表
示，古大衛成績優異，對於該研究主題也十分有興趣。他並指
出，「大學生參加研究計畫，可以提升研究能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
100學年度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之經費補助，本校再次蟬聯綜合
大學第一類組第1！
本次撥額給37所私立大學，金額共計
28億3519萬餘元，本校獲得1億1千965
萬餘元。較去年經費減少約1千多萬，
為私校第5，次於逢甲大學、中原大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廣流智權事務所所長李文賢
專利訴訟實務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系助
課程所 理教授林吟霞
U602 國民中小學國語文科書主題編選與圖文
編排
工研院材化所／有機發光材料與元件研
化材系
究室研究主任曾美榕
E830
OLED應用語顯示與照明技術
中興大學生醫工程研究所教授廖國智
化學系
Introduction of Medical Device Development
Q409
（Glucose Fiber-Opticsensor Platform）
歐盟資訊中心研究助理許琇媛
歐洲所
歐盟是否在國際舞台挑起大樑？-從2010
C013
年歐盟與全球關係觀之
公行系 淡江高中校史館館長蘇文魁
B312
細說淡水
歐洲所 歐洲所副教授張福昌v.s.中正大學戰略所
驚聲國際 助理教授林泰和
會議廳 德國的國際地位與歐洲聯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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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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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
S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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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所
SG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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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
B616

監察院審計長林慶隆
公司治理、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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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系
E830
資工系
E819

劉光德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所長劉光德
專利實務（二）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副理林咨銘
4G and the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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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科系
B713

投信投顧公會秘書長蕭碧燕
靠基金小錢也能變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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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I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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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所
T505

10/28(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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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系
O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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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所
T701

臺南大學英語系老師夏捷奇
豪取多益黃金證照的雲端演講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史芳銘
跨國公司透過第三地的金融調度與管理
模式
藝譔堂國際策展藝術公司執行長羅健毓
當代藝術與文化行銷
歐洲所博士生孫艾雯
歐洲審計院在監督歐盟財政上扮演的角
色及其發展

10/28(五)
14:10

產經系
B511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張宏鏞
Tutte polynomials and G-parking functions
中研院應用科學中心副研究員李連忠
Key Issues in Graphene Electronics Scale-Up
Production and Band Gap Opening
University of Bordeaux,France Jean
Baptiste
Models of a fungal disease of vine at
various scales
澳洲Sunshine Coast 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
院兼任教授Sohail Inayatullah
究竟什麼是未來研究觀點方法與技巧

真理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黃珈卉
Tax Incentives and R&D Activity:Firm-Level
Evidence from Taiwan（租稅誘因與研發
活動：以台灣製造業廠商為例）

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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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參考。

蘇大曹健一行3人來訪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19日上午
大陸蘇州大學繼續教育處處長暨對外聯絡
接待辦公室副主任曹健一行3人蒞校參訪，
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主持簡
報及座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文學
院院長邱炯友、成人教育部執行長施國肱
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祕書郭淑敏亦共同接
待。
會前參觀宮燈教室，港澳台辦副主任茹
翔表示，「在這麼優美的校園裡學習，一
定可以培養出很多出類拔萃的人才！」會
中，邱炯友在會中介紹文學院的發展特
色；施國肱說明陸生短期進修的規畫。蘇
州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逢成華表示，對台灣
文化創意產業有高度興趣，希望可以有更
多的合作。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人/講題

公行系
B701

數學系
S433

語言四金冠甫的「台灣飲食習慣與國際禮儀『食』層面之差
異」計畫，以外國及本地留學生訪談的方式，比較台灣與國際
的飲食及用餐文化。金冠甫表示，台灣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深
植於日常生活中，例如「用餐禮儀」：在國外的用餐順序是以
客人為先；但在台灣，是長輩優先吃飯。這樣的文化差異，可
能會使在國外的學生遇到窘境。因此希望透過這個計畫，能讓
出國留學者事先參考，進而減少文化衝擊。
電機四林冠宇以「雙眼視覺系統於人形機器人設計與實現」
計畫，將立體視覺應用於機器人，運用此技術可在判斷資訊
時，抓取更多的特徵點，增加其對應動作的準確度。林冠宇
說：「若是將雙眼視覺的技術應用於機器人的臂障、攀岩及競
走等比賽中，不僅可以突出我們的機器人特色，也能讓機器人
因更精準的判斷，降低錯誤率，在比賽中有更好的表現。」

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
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表示，
因為各類組類型不同，教育部評估的
標準也不一樣。但針對總金額退步的
部分，教育部不願意公布其他學校的
各項指標，我們無從比較。「但我們
會進一步了解已公開的資料，盡力尋
找增加獎補助的方式。」他也表示，
「本校一直不斷地在超越自
己，但是現在私校間競爭激
烈，如果別人進步的更快，我
們也只能更努力。」白滌清提
到本校教學和學術都提出了特
色計畫，只要能夠落實，相信
預算執行成效會越來越好。
他也提到，將於12月30日的第
122次行政會議中，各系系主
【本報訊】20日中午12時30分，圖書館閱活區坐滿對雲
任也將與會，屆時將報告相關
端科技有興趣的聽眾。由北台灣科技學院助理教授林慶
評比指標，提供教學單位持續
昌，以「雲端漫步，隨觸閱讀」為題進行演講，除了分
享第一手的實戰經驗，也帶了自己隨身配備，並以簡單
易懂的方式介紹雲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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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慶昌以「雲端發展」、「淡江圖書館資源」兩方
向進行說明，其中談到雲端的好處有「節能省碳」、
「Green IT」、「Virtualization」、「Consolidation」、
「分身有術」等好處說明雲端科技的實務面；並在本校
目前170萬餘冊電子書中，談到本校TKU Liberary雲端寶
藏，包括My library、SpringerLink English及古騰堡計畫。
並以觀賞影片「玻璃構成的一天」結尾，藉由瞭解康寧
CORNING廣告，讓聽者體驗未來的世界會如此進步。
運管二何庚晉表示，雖然目前沒有類似iPad的行動裝
置，但對這主題很有興趣。物理四王家宜表示，本身對
雲端科技就很有興趣，聽完演說，更想去買相關設備，
他建議，「學校圖書館在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應用度，可
以更廣。」

█網路

10/25(二)
14:10

私校獎補助獲1億1千餘萬 綜合大學一類組最高

林慶昌談雲端閱讀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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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 本校獲27件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委員將在27
日（週四）蒞臨本校！管科會委員受教育部委託，訪視關於99學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之運用。
委員將訪查淡水和蘭陽校園，透過各單位的資料訪查，包括財務
處的年度經費分配情形，學務處、總務處、人資處、圖書館等單
位將就各自業務，準備經費分配資料備查，還會晤談12到16位教
師，藉此了解經費執行成效，並檢視98年的改善情形。委員也會
在綜合座談中提出訪視建議，使本校在實質的座談中獲得改善依
據。此外，當日也將協助訪視「101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師資質量」，由2位訪視人員來校查核
書面資料。

圖書館舉辦「雲端漫步，隨觸閱讀」演講，閱
活區坐滿對雲端科技有興趣的聽眾。聽者仔細凝
聽北台灣科技學院助理教授林慶昌的解說。（攝
影／李鎮亞）

10/24(一)
13:00

10/24(一)
14:10

【記者梁凱芹、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師培中心主
任暨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宋佩芬與教科系校友游育嫻
日前獲得教育部100學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宋佩芬以在
實習課程指導的努力，獲得指導教師典範獎；而曾修習
教育學程的游育嫻在畢業後之實習成果，則獲得教育實
習學生（教師）楷模獎，並將於本月31日（週一）於彰
化師範大學舉行頒獎典禮。
累積11年教學經驗的宋佩芬，她的績優事蹟包括「確
立本校教育實習的內容與實施方式」、「建立教師團隊
討論的分享制度」，也用模擬考與歷程檔案輔導等廣泛
又實用的方式，熱心指導實習生。宋佩芬表示，因為實
習制度的改變，讓中心集思廣益重新設計教法，而這次

█蘭陽

淡水校園

為「空間與身體」、「女性與身體」、「生態與文學」。相關
徵稿訊息及寫作格式請參見外語學院網頁（http://www.tf.tku.
edu.tw/intro2/super_pages.php?ID=intro2）。

教育實習績優宋佩芬游育嫻獲獎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外語領域最具前瞻及領先之學術計畫 即起徵稿 明年2月發行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外語學院與聯經出版社簽訂產
學合作計畫，合作出版《世界文
學》，預計明年2月發行，由本校
負責文稿內容及編審資料；聯經出
版社負責印製發行，並每年贊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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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系 考試院委員歐育誠
D405 公務人員俸給法制與待遇實務

本校全面禁菸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今年
8月1日起本校已「全面禁菸」囉！並
且全面撤銷校園內的吸菸區，環安中
心也於上個月修訂部分「淡江大學禁
菸規則」修正條文，並於20日由秘書
處公布生效。
環安中心表示，已在過去所設置的
吸菸區張貼禁菸標誌，提醒吸菸者。
軍訓室教官梁平和表示：「今年菸害
防制的相關活動仍會繼續推動。」並
提出過去幾年的活動，包括舉辦菸害
防制課程講座、招募無菸害勸導隊
志工、配合新生體檢實施的全面CO
檢測、校園反菸陽光大使選拔、開設
戒菸班等，希望能透過活動的方式，
凝聚師生們的無菸意識。而在成效方
面，除了獲得100年度大專院校菸害
防制計畫的最高補助金額外，在99學
年度所開設的戒菸班中，已有4位同
學戒菸成功。梁平和表示，本學年度
軍訓室的教官仍會在校園內巡查，且
自17日開始，在校內違規吸菸者，第
一次者記申誡，再來將會以校規處
分，提醒同學不要因一時之便以身試
法。

B119溫書室 24日開放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
學期期中考日期為10月31日至11月6
日，教務處提醒同學，應考時務必攜
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
等），並遵守考場規則。學生證遺失
者，請於考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
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發；應考未帶
證件者，請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另外，期中考試前開放商館B119教
室供同學溫書，開放時間為24至28日
（週一至週五）每日晚上6時10分至
10時；29、30日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
時。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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