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歡迎對製播節目有熱忱的同學，
加入賽博頻道節目製作團隊！只要
對拍攝影片、採訪新聞有興趣，或
是對節目企劃、廣告設計有創意想
法的學生，都有機會發揮專長。賽
博頻道是為全校師生提供教學、新
聞、活動的訊息交流平臺，除播放
校園即時新聞，也會積極製作以學
生為主的專題報導，讓你拓展自己
的無限可能。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
來參加，有意願的同學，逕洽遠距
教學發展組馮富雄，校內分機，
2162。（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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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接發高手 許傳陽

被學生暱稱「小太
陽」的大傳系助理教授許傳陽，除經常
受邀發表論文，更是馳騁排球場上的箇中好
手！他靦腆地表示，一直都有運動的習慣，
每周至少3次，因為透過運動，可以使腦袋
清楚，釐清思緒，他說：「寫論文碰到瓶頸
時，就會去打排球，轉換一下心情，既可以
休息，又能補充寫論文的能量，達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許傳陽自大二起就是籃球系隊，曾經因為

熱身不夠在轉身跳投時，
膝蓋因此受傷，
才轉往排球、遊
泳等較緩和的運動，因
此，他常提醒學生，在
快樂運動的同時，也要注
意自身安全。他常常和學生
到體育館打球，不僅達到運
動效果，又能拉近師生距
離，在場邊休息時，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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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書展漫遊宜蘭答題送獎品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2日
在蘭陽圖書館舉辦「漫遊宜蘭主題書展」，除
了提供宜蘭的在地書籍和DVD，供同學閱覽
視聽，並舉辦有獎徵答活動，讓學生可藉由問
答方式，了解宜蘭的在地資訊。參觀書展的資
通四林昱辰表示，「藉由這個書展，讓我知道
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宜蘭地名的由來。」政經
四楊珺茹表示，「很高興可以得到圖書館提供
的可愛小禮物。」

大傳系校友分享節目製作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你是《康熙
來了》的忠實觀眾嗎？你對節目的製作有興
趣嗎？由本校大傳系同學會協辦的PPAPER講
座，將於18日（週日）邀請到《康熙來了》
節目製作人及大傳系校友陳彥銘，在PPAPER
CAFÉ分享綜藝訪談形式節目的幕後秘辛。有
興趣者歡迎報名，請E-mail至cafe@ppgroups.
net或撥打02-25212608洽詢。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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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資訊工程學系於5日舉辦「2011海峽兩岸資訊科學
與資訊技術學術交流會議暨亞太大學資訊教育數位學習發
展研討會」，邀請到中央研究院院士劉炯朗（左上）、
美國匹茲堡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張系國（左下）等，就資
訊領域發表專題演講，吸引上百人次到場聆聽。劉炯朗以
「數中有詩，詩中有數」為題，讓觀眾呼聲連連，他們把
握機會，自動排成一列，現場開起簽書會，與其簽名留
念。（攝影／李鎮亞、鄭雅文）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兩岸建築界
盛會「文化建築 建築文化—第14屆海峽兩岸建築學術
交流會」將於17日（週六）在臺北中油大樓的國光廳
舉行，而本校建築系除了協助執行該學術交流會外，
也承辦「未來都市 未來生活—2011海峽兩岸建築院校
學術交流工作坊」，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表示，適逢
建築系50週年，很高興可以承辦這個活動，這也是兩
岸三地的學生的第1次有機會交流。
而11日（週日）在本校建築設計教室開始的實作工
作坊，參加人員以兩岸三地的教授、同學為主，將以

企管系副教授李文雄，榮獲經
濟日報主辦的第2屆「權民搶百
萬」首季冠軍，相較於股市好手
的股海搏鬥經驗，他認為勝出的
原因，主要是憑著理論和實務基
礎。他表示，投資千萬不要抱著
僥倖心態，須事前做好功課才會
成功。平常除日常教學，他擅長
房地產投資，他鼓勵同學，要多
留意國際情勢，並將書本內容融
會貫通，結合理論和實務才能在
投資上獲利。（王雅蕾）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
於8日、9日舉辦「2011海峽兩岸資訊科學與
資訊技術學術交流會議暨亞太大學資訊教育
數位學習發展研討會」，邀請到中央研究院
院士劉炯朗、美國匹茲堡大學電腦科學系教
授張系國和中國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博士姜青山等人，就資訊領域發表專題演
講，吸引上百人次到場聆聽。
8日上午9時30分，劉炯朗以「數中有詩，
詩中有數」發表演說，以數學遊戲和詩詞賞
析，將兩者的共同點巧妙連結起來，從對稱
提到回文、從遞迴提到頂真格、從編碼、資
料壓縮提到謎語，從「聲聲慢」提到量化
等，讓聽眾不但欣賞詩詞之美，還能體會數
理的奧妙，他以「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為
例，說明其中蘊含的科學概念和哲學邏輯。
整場演講幽默生動，會後資工系同學呼喊
「大師簽名」，現場來賓及聽眾自動排成一
列，現場即展開簽書會，與劉炯朗簽名留
念。資工碩一陳俊碩表示，講者巧妙把用數
學的對稱概念，呈現在詩詞創作上，除了有
趣之外，又能啓發我們，用跨領域的角度，
發掘數理活潑的一面。
9日上午11時，張系國舉行「Slow

Intelligence Systems」演講。張系國運用日常
生活的例子，說明Slow Intelligence的概念，
以栽種玫瑰花的觀察經驗為例，植物在生長
過程當中會隨著光線，溫度和水份等因素，
自行調整生長，並為延續生命，會讓 部 分
花朵枯萎，以集中養分在存活能力更 強 的
植株上面，這就是植物界的Slow Intelligence
Systems，其特性正好與達爾文的進化論互相
呼應。他認為，傳統的「窮舉式」演算法正
是一種Slow Intelligence，在沒有任何的限制
下，透過窮舉式演算法的Slow Intelligence一
定可以找出解答。
劉炯朗為國際知名資訊學者，曾於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任教，並曾擔任過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助理副校長職務，1998
年至2002年間，毅然放棄美國籍，返臺擔任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系國為計算機和電機專家、中文科幻小
說作家，寫作觸角延伸至文學、哲學等，代
表作《棋王》曾搬上銀幕、改編成音 樂 舞
臺劇、電視劇等。1965年臺灣大學電機系畢
業，1966年入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分別於
1967年與1969年取得該校碩士與博士學位，
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電腦科學系教授。

「未來都市、未來生活」為題進行設計溝通和交流，
屆時參與學員將跨校分組，黃瑞茂表示，讓兩岸學生
有更多互動的機會，「畢竟很多事情不是單打獨鬥，
需要團隊合作，可以趁此時多交一些朋友！」
為擴大參與層面，本次的工作坊自12日（週一）10
時起，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規劃了系列的演講，提供有
興趣的學生自由參加，詳細講座時間及內容請參考
網站（http://2011workshop-ts.blogspot.com/2011/12/
blog-post.html）。

師生盃桌球賽閉幕 陳韋廷摘后冠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歷經一週的賽程，蘭
陽校園100學年度第1學期師生盃桌球錦標賽的最後結
果出爐！女子單打是由資創二陳韋廷摘下后冠、男子
單打則由資創二呂彥承奪冠，團體組則資創二獲得冠
軍。陳韋廷表示，很高興可以得到冠軍，「去年只有
第2名今年總算雪恥了。」呂彥承表示，整個比賽的
過程滿有挑戰性的，而且去年並未得名，很高興可以
得到冠軍。團體組隊長資創二呂彥承指出，因為有很

好的團隊默契，加上大家專心一致，才拿得到第一
名，「很高興和團隊一起領獎。」
女子組第2名至第4名，分別由資創二練允琪、資創
二吳亭誼、資創一張如婷拿下取得；男子組第2名至
第4名，則由資創一朱占九、資創一陳志恆、資創一
崔恩豪獲得；團體組第2名至第4名，為教聯隊、語言
一、觀光四。

歐研所研討會 柔性權力看歐盟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歐研所於2日在臺大社
會科學學院舉辦「歐洲聯盟柔性權力學術研討會」，
邀請14位來自全國各領域的學者，針對「柔性權力」
發表研究論文。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柔性權
力」為歐洲聯盟研究重要議題，意旨歐盟利用非傳統
硬性權力向外傳播「民主、人權」等歐盟價值觀，並
以文化、典章制度影響國際社會，如歐盟進行歐盟區
經濟整合、使用歐元，進而影響到亞洲國家提出亞元
概念。
此次研討會的討論議題，預計納入「臺灣歐洲聯盟

研究叢書」，郭秋慶指出，歐研所向臺灣歐洲聯盟中
心提案，參與「臺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的出版計
畫，希望能讓臺灣各界更重視歐洲研究，同時加深民
眾對歐盟的認識，並可強化國內歐盟研究學術社群的
凝聚力。他表示，「淡江是臺灣第一個創設歐洲所的
學校，累積長達40年的學術能量，所以對於學術推廣
當仁不讓！」歐研碩二李宛芝說：「透過研討會中不
同論文議題，看見了歐盟的柔性權力，在不同面向的
展現。」

理學院「科技與藝術的對話」音樂會，邀請第23屆金韶獎創作組冠軍
「Vast & Hazy」樂團前來表演。（攝影／洪聖婷）

科技與藝術音樂對話 熱鬧爆滿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理學
院「科技與藝術的對話」音樂會，於
5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和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等均到場參加。整場座無
虛席，精彩演出引人入勝，理學院院
長王伯昌表示，很高興一年一度的理
學院音樂會讓學生們有表演機會，並
一起度過愉快的夜晚。
開場是由狀況劇將全場從緊張的氣
氛中，引領我們進入音樂表演，演奏
暮光之城配樂、宮崎駿動畫配樂和卡
農變奏曲等耳熟能詳的曲目，更邀
請第23屆金韶獎創作組冠軍「Vast &

Hazy」樂團前來助陣。在古典音樂之
後，緊接著由數學四吳易儒帶來魔術
表演，風趣的內容讓觀眾哄堂大笑。
另外，物理三李伯逸帶來「No clear
mind Dream is destiny 無實無虛」的現
代舞表演，替音樂會擦出不一樣的火
花。最後由4位同學以銅管樂器合奏
流行樂曲「Bad Romance」為音樂會
畫下一個令人驚嘆的句點。
化學四黃郁雰表示，全場節目最喜
歡「Vast & Hazy」帶來的表演，更驚
訝的是，「沒想到大家私底下都有如
此多才多藝的一面，實在很厲害！」

諾貝爾物理獎提名 總統科學獎得主 將任東華大學校長
中，這是很難得的。」物理系教授林震安推崇吳茂昆為人
謙遜，「在這場演講中深入淺出，分享他的2個重大研究
歷程，在個人研究上有助益。」物理系副教授杜昭宏表
示，吳茂昆很照顧後進，並以開放的態度討論研究內容，
常鼓勵後進深入思考，有重組想法的機會。物理博一邵禹
成表示，聆聽演講後，在觀念和知識上獲得開展，並以學
長的學識風範作為學習指標，將來想成為像吳茂昆一樣的
研究工作者。
每個男孩小時都有科學夢：穿著實驗袍、埋首在實驗室
中，希望為這個世界帶來新發現，而吳茂昆的科學啟蒙是
來自於旅美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開展他對科學的理想，「因為這兩位華人科學家，震驚了
當時的科學界，便對科學家這行業有了憧憬。」
中學時，他從化學轉往物理領域，因為他發現，生活與
物理息息相關，他笑著說，「大部分的科學家都是先從身
邊的事物感到好奇的。」花蓮中學畢業的吳茂昆，成績很
好，考上本校物理系，爾後努力學習讓他受益很多，他表
示，「大學是個成長的環境，除了唸書外，更要去體驗人
生，把握校園生活。」因此，吳茂昆在淡江的校園生活多
采多姿，除了求學，會和同學打彈子（打撞球）、玩橋
牌，最常在下課後，去後山走走，親近大自然，一起打籃
球、踢足球。他認為，大學生活可以認識形形色色的人，
透過不同科系的同學，吳茂昆學習到如何跟別人相處，及
從不同特質的同學身上，能學習到不同的層面，幫助自己
對事情有不一樣的看法，因為人生的歷練並不是在實驗室
中，他說：「我認為淡江對學生的成長過程來說，是蠻理
想的學習環境，因為大學生活也就是社會的縮影，如果能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讓大學生越接近社會的實質，就能發揮正面效應，激發
學生。」
平常的吳茂昆除了研究工作外，也喜歡閱讀偵探、武
俠小說，晚上閒暇時會和夫人一起看電影，特別是動
作片，能讓他感到放鬆。重視家庭生活的他，對孩子的
教育，是沿襲父母給他的觀念和信任，他扮演指引的角
色，引領孩子找出自己的路，「我希望能讓孩子都很清
楚自己的任何決定，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能力和自信
心，並對他人關懷。」或許受到身教言教的關係，大兒子
目前也是物理專家，他的臉上掩不住驕傲的喜悅，「可能
會有一點影響吧，或許在他的心裡也想跟隨父親的腳步
吧！」
吳茂昆即將在明年接任東華大學校長，他在候選人說明
會中用「建構以花蓮特色為基礎的東華大學」為題，說明
他的治校理念。他認為，這是回鄉貢獻的最好機會，也是
現階段的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他以目前臺灣高校的教
育環境，希望能形塑出從小到大的整體教育環境，進而幫
助學生發展志向，協助他們有達成夢想的能力。他舉例說
到，當一個小學生對科學有興趣時，可跳脫傳統的教育方
式，讓小學生在課後能以大學的教育資源結合，除種下科
學的種子，累積他的興趣，也讓大學生能發揮專長，他的
目標是讓學生在就學期間，能依照自己的專長去努力，並
與社區結合，形成雙方皆成長的環境。因此，他就任的第
一件事，就是幫助學生了解自己，並與校內老師組成團
隊，幫助學生思考自己的未來，吳茂昆坦承：「這正是我
面臨的挑戰，會極力的克服。」
對於很多人來說，物理如同看不懂的公式般艱澀，而眼

吳茂昆以「物理就在生活中」的理念，不為自己設限，依照自
己的興趣、特長發展，讓我們看到這位臺灣的頂尖科學家，也是
拔尖的生活教育家。（攝影／梁琮閔）

吳茂昆開放態度提攜後進 為高教築夢 建構花蓮特色

【記者陳昭岑專訪】2011年，是本校物理系校友及金鷹
獎得主吳茂昆榮耀再現！他獲得2011年日本經濟新聞日經
亞洲獎的科學技術獎項，並在11月17日從總統馬英九手中
接獲2011年第6屆總統科學獎座-數理科學組；此外，在
東華大學校長遴選中獲得最高票，即將於明年出任東華大
學新任校長。在他的辦公室桌上「實至名歸」等盆花的
賀詞，反映出學術界及友人對他的認同與敬重，吳茂昆表
示，很感謝大家的肯定。
吳茂昆的學術貢獻卓越，最具意義的，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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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a2Cu3O7），因此被提名諾貝爾物理
獎，讓他聲名大噪。他回憶起來，在發現的那一刻，全身
發抖興奮莫名，「一輩子中能有一次這樣的經驗，真的
很滿足」。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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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主
委、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科學中心主任、中國物理
學會會士、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等，在國內推動
物理研究環境上不遺餘力。
他於11月29日返校演講，物理系教授及碩博士生均到場
聆聽。物理系系主任周子聰表示，吳茂昆在學術上的成
就眾所皆知，依據他對臺灣整體教育環境的了解，並在
全球競爭下，對系上提出建議，讓物理系受益良多，「吳
茂昆不但是傑出的科學家，也是優秀的管理人才。」至於
物理系教授錢凡之，與吳茂昆在美國休士頓大學中博士班
同學，他以「玉里的土人」形容吳茂昆質樸的個性，錢凡
之笑著說，「他很平易近人，平常樂於接觸新事物且熱心
學生事務，只要有需要都會盡力協助，在繁忙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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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副教授李文雄獲首季冠軍

建築系50週年 兩岸三地交流未來都市
蘭陽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創意數
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今日（12日）中午12時
在Q409，舉辦招生說明會，凡對媒體有興趣
的全校大二生，均可直接前往參加。創意數位
媒體教學實習中心負責人陳起慧表示，本次說
明會主要說明，各組招生規則及整體營運模
式，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如有疑問請洽創意數
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校內分機，3114。

利用空檔，向他詢問論文
寫作的問題，他笑著表示，
「這也是關心學生的另一種方
式。」
喜愛運動的許傳陽，未來將挑
戰簡易高爾夫，在時間比較容易
掌握外，更重要的是，對身體負擔
較小。他建議學校能多增加運動空
間，讓更多人加入運動的行列，他
呼籲大家，要保持運動習慣，「運
動前一定要熱身，並注意安全。」
（文／張莘慈、攝影／張峻銓）

大師蒞校演講 劉炯朗 張系國 從生活看數理

國科會補助寫作計畫即日申請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國科會「101
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寫作計畫補助
案」，即日起開始申請。
申請的方式採線上申請，符合申請資格之計
畫申請人應依相關規定，提正式計畫申請書，
申請類別為「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並將計
畫歸屬點選「人文處」。但符合資格的新聘任
人員或現職人員，另有申請規定。其他補助經
費申請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請參考國科會網
站（http://web1.nsc.gov.tw/），或參考研究發
展處所寄發之相關信件附檔。

【本報訊】為協助經濟系學生增加職場上的
競爭力，及因應金融機構的財金證照需求，凡
經濟系大學部及碩士班的學生，只要考取證券
商業務人員、投信投顧業務員等相關證照，就
能申請金融證照獎勵。另外，為讓經濟系學生
更了解市場上的考照趨勢，即日起至21日止，
每週一、四，由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和經濟系
副教授陳炤良，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開放學
生詢問金融證照相關問題。經濟系助教許育傑
表示，這是經濟系因應學校特色計畫首次辦理
的金融證照獎勵及輔導，希望能透過這樣的方
式，鼓勵學生在學時就能取得市場所需的證
照，並且將於下學期加入考古題說明，歡迎大
家把握機會踴躍參加。有意參加者，提供基本
資料以E-mail傳至tbyx@mail.tku.edu.tw報名，
或洽經濟系系辦，校內分機，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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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這位談笑風生的科學家，可以打破這些公式，以「物理
就在生活中」的理念，用淺顯易懂的詞彙、輕鬆的口吻表
達他對物理的熱愛，吳茂昆這一路走來，不為自己設限，
依照自己的興趣、特長發展，讓我們看到這位臺灣的頂尖
科學家，也是拔尖的生活教育家。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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