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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看板
█淡水

戴敏育領資管團隊IMTKU

理事長程海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
長暨本校校長張家宜在開幕式中致詞。本校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
會執行長陳惠美都將參加會議。
論壇由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處長林文通，以大
會主題「大學面對的新趨勢與機會」，進行專題演講；
並由與會專家學者，針對「大學發展與學校經營」、
「國際合作與國際招生」、「大學發
展與產學合作」3個共同關切的議題，
進行發表與討論。

獲第2

赴日NTCIR國際資訊檢索評估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資管系助理教授戴敏育
（上圖左一）帶領淡江資管
團隊 （右圖）參加日本NTCIR
國際資訊檢索評估競賽表現
優異。（圖／杜駿提供）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由
資管系助理教授戴敏育領軍的資管系
「IMTKU」團隊，獲第9屆NTCIR
國際資訊檢索評估競賽「文本蘊涵」
（Recognizing Inference in Text；
RITE）項目中，for QA「正體中文達
（CT）」與「簡體中文（CS）」兩
分項的第2名。本次在「文本蘊涵」
中，須和中、日、美、臺，4國、24
隊一起比賽。資管系系主任周清江表
示，很高興首度參賽就能獲得優異的
成績，透過這次的比賽，不但提升國
際的能見度，也有助於促進未來與國
際合作的機會。而參與的同學能從中
提升專業和溝通能力及增廣見聞。他
也提到，未來將繼續培育及輔導參與
國內外的競賽，以保持學生的競爭優
勢。
戴敏育表示，這是資管系首度參
加本屆NTCIR國際資訊競賽，並在
RITE項目的參賽隊伍中，唯一成功展
示文本蘊涵線上資訊系統（IMTKU
RITE System：http://rite.im.tku.edu.

校友金星任駐西雅圖

tw），「能獲得這樣優異的成績，
充分展現出本校資管系學生的研發實
力。」戴敏育解釋，文本蘊涵的研究
主要是比對兩個文本間驗證的準確
度，特別是中文的部分需要針對中文
語法來讓機器學習訓練，以增強準確
度，是邁向未來人工智慧電腦研發的
入門磚。
戴敏育談到，學生時期曾參與第1
屆NTCIR競賽，也曾任中央研究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智慧型代理人系統實驗
室博士後研究員。他進一步表示，這
次的參賽經驗，可讓學生增加國際視
野，了解國外資訊科技的發展趨勢。
IMTKU團隊的組長資管四杜駿表
示，在日本的競賽會場以中、英2國
語言，向國外學者講解參賽作品。其
他隊伍多以海報紙本的方式呈現，而
本校團隊是以60吋的電漿電視即時操
作，是同項目24隊中，唯一使用系統
展示的隊伍，「很高興能夠得到好成
績，也很感謝戴老師的指導和組員間
的團隊合作。」

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處長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美研所（現為美
洲所）校友金星，將於101年1月接任駐西雅圖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他表示，這是首度派任美國，服
務地區包含華盛頓、俄勒岡、艾達荷、蒙大拿、懷俄
明及阿拉斯加等6州，除了受到肯定外，也表示要擔
負更大的責任。
面對臺灣在美國西北地區之代表機構的整體調適及
因應上，金星指出，會先了解及學習相關業務，在因
應未來免美簽政策上，將促進雙邊互動交流，以及在
旅遊、急難等配套措施的規畫與實施。他勉勵有心
進入外交工作的學弟妹，要充實好外語聽說讀寫的能
力，尤其是英文要當每日的必修課程，並可從報章媒
體中練習；另外也要把握機會，積極參加研討會，並
勇於用外語發表自己的想法，以利於將來職場上的發
展。美洲所所長陳小雀指出，美洲所提供多元學習的
教學方式，並對美國國勢、國際情勢多所掌握，是提
供外交人才最好的地方。
金星現任外交部專門委員兼翻譯組組長，負責總統
府、行政院交辦及外交部英文、西班牙文、日文及法
文之筆譯、逐步及同步口譯。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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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將參訪本校文錙藝術中心，由副主任張
炳煌介紹e筆書畫系統，讓外賓親自體驗本校研發
之先進數位書畫工具，感受科技、藝術、人文結
合的奧妙。
主辦單位期許，藉由此論壇的舉辦，激盪出臺日
國際教育的火花。更期望本論壇能成為臺日大學
學術交流的資訊平臺，透過此平臺提升臺日高教
國際交流品質，強化交換學生、共同學術研究等
合作。

2011臺灣文學獎於日前舉行頒獎典禮，
本校中文系校友王昭華（右一）以〈哀爸
叫母〉榮獲「2011臺灣文學獎創作類臺語
散文金典獎」。（圖／王昭華提供）

蔡振興：專注品質 連續4年獲肯定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俄國語文學系日前獲得俄羅
斯聯邦教育科學部外國公民俄語
測驗中心正式授權，於今年11月
與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俄國
語文能力測驗中心（The Rus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

RLCI）正式簽約，並於17至18日舉辦「淡江大學2011第一屆俄
國語文能力測驗」，吸引全國50位考生參加。
俄文系系主任張慶國表示，這次報考有非俄文系學生、社會
人士和自習俄語的國高中生，而淡江第一年舉辦「俄語檢定」
與國際檢定制度接軌，能促使國內俄語教育評量方法更趨標準
化，以作為學生未來就業、留學、申請國外大學入學之語文能
力認證標準。另外，他強調，證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並期許
學生踴躍參與各項考試。「不管考得如何一定會有所成長，這
是驗證自己平時讀書的成果。同時，系上也會積極爭取預算給
予通過考試的學生獎勵！」
俄語檢定（Test of Russian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
TORFL），為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部外國公民俄語測驗中心

論文的發表平台，開放國內外學者同時投稿，
除了增添其內容精彩度並加深期刊的深度及廣
度。《淡江評論》的內容分為生態文學批評
（Ecocriticism）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等兩項議題，除了原有的比較文學，也加入哲
學、心理學等其他領域的探討使其內容相輔相
成。蔡振興也期許，未來將舉辦多場大型國際
研討會，收集更多文章提升《淡江評論》的品
質；同時，以創新題材及重新設計封面，發揮
各學者們的創意。

針對母語非俄語人士所設計之俄語能力國際認證考試。同
時，也是外國學生進入俄羅斯各大學就讀前，必須參加的
一項檢定。張慶國進一步說明，從97學年度起入學俄文系
的學生，畢業前須通過俄語檢定第一級考試，方能取得畢
業證書。日前曾在他校考過俄文檢定的歐研碩一戴妏珊表
示，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考試比較不會緊張，相較之下，更
容易發揮全部的實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星期二，你健走了嗎？女
教職員聯誼會舉辦的校園健走活動，將在本週結束，原定
週二的最後一週活動日將延至22日（週四）舉行，當天校
長張家宜、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將到場致詞，張校長也會
頒發全勤獎，給熱心參與的教職員。女聯會副理事長兼體
育長蕭淑芬表示，「這是一堂很特別的體育課！」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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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的教職員也在上週測量了體脂肪等指數，與第
一次活動測量值比較，總務處編纂王桂枝表示，「體脂肪
指數下降了，體重也有下降！上班變得更有活力，每天都
很期待禮拜二的到來！」蕭淑芬也提到，每週二看到穿著
粉紅、紫色運動服的同仁，一起熱身、一起健走、互相激
勵，「真的很開心，很有成就感！」平時因為上課場地限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蔡惠如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著作權
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洪詠善
課程美學
臺灣大學新能源中心資深研究工程師葉忠福
發明技巧與智財專利佈局保護策略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
From Carbohydrate Chemistry to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從醣化學研究
至創新發展
臺灣銀行總行資深專員彭敏瑜
金融專業證照與金融就業分析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Elaine S.
Tan
Financial Constraints, Firm Growth and
the Dynamics of US Firm Size Distribution
臺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祕書長何立德
臺灣休閒產業之行銷策略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大陸總理德文
口譯王建斌
時代對翻譯的要求
錠嵂保險經紀人公司襄理黃坤傑
如何準備人身保險業務員考試經驗談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大陸總理德文
口譯王建斌
口譯的種類及口筆譯的差異
臺師大物理系助理教授駱芳鈺
Gd-, Ho-, and Sm-implanted GaN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
查研究專題中心研究員謝淑惠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outcome
and covariates missing separately or
simultaneously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中英互譯：乾淨正確的發音訓練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大陸總理德文
口譯王建斌
中外口譯研究對比
光磊國際版權資深經紀人暨台北商業
技術學院應外系兼任講師武忠森、自
由譯者賈翊君
外語學習至出版、翻譯領域生涯歷程分享
南山人壽襄理顏呈芬
如何用投資型保單做理財規劃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中英互譯：連音訓練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周志誠
企業倫理與職業道德
中央大學法文系老師許綺玲、本校法
文系老師蔡淑玲
W/M無盡蜿蜒處：漫談《W或童年回
憶》的中譯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傑出教授賴志仁
Corporate Governance: Global
Perspectives
文物收藏家林文雄
文物的投資與買賣技巧
華碩電腦教育長吳崇文
品質管理
名作家黃玟君
破除英語學習的七大迷思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大陸總理德文口
譯王建斌
口譯實踐
前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楊美莉
現代科學與中國古玉的知識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
蔡孟佳
為本系同學針對各類證照考試準備之
經驗分享
經濟系系友及臺大商研所博士班黃仕宗
研究所升學經驗分享
富兒企業（股）公司業務經理蔡峻明
紡織產業與流行時尚

ISO14001外稽 26日進行

談網路著作權

虞。
羅雪梅以曾偵查的案件為例，佐
以相關法條來說明著作權的重要性
及合理使用範圍，特別說明在網路
上的張貼或引用行為可能涉及的侵
權項目。她指出，著作權是採取不
告不罰的告訴乃論方式，一旦著作
人提起告訴，就須負起刑事和民事
的責任。她提醒同學，網路世界豐

女聯會很特別的體育課:

█蘭陽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淡水、
臺北、蘭陽校園將於26日，由臺灣檢驗公司
（SGS）主任稽核員楊文智、稽核員高健倫、陳
志成及洪經綸蒞校進行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定期追查稽核。
稽核的項目包括紀錄管制、作業管制、緊急
事件準備與應變、環境考量面、目標標的與方
案等。而在淡水校園部分，稽核員預計將稽核
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總務處等4個地點。
環安中心提醒各單位，參照ISO14001程序書，
按時填報相關文件，並備妥相關資料，以供查
核。

檢察官羅雪梅以案件為例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公行系於12日邀請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智慧財產分署檢察官羅雪梅，
以「網路的著作權問題」為題進行
演講。內容說明在網路環境下，任
何的文字、圖片、影音等資料，若
未經著作人同意，擅自公開供人瀏
覽，不但侵權，而且侵害到著作財
產權人的公開傳輸權，也有觸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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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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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格中，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可以上網閱讀。
（http:// blog.roodo.com/cit_lui_hoe）

俄文系首辦TORFL俄語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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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I Core收錄淡江評論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系
出版的《淡江評論》已連續4年獲行政院國
科會人文處「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收錄，總編輯暨英文系系主
任蔡振興表示，《淡江評論》最大的特色在於
它保留了比較文學的傳統，對臺灣學界有根本
的意義，連續4年獲得肯定，證明本校專注在
品質上的努力，希望未來能持續《淡江評論》
的學術水準，繼續獲得佳績。
蔡振興進一步說明，《淡江評論》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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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王昭華臺語散文 獲金典獎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文壇年度
盛事2011臺灣文學獎，於日前頒獎，本校中
文系校友王昭華以〈哀爸叫母〉，獲得創
作類臺語散文金典獎，並收錄在《2011臺灣
文學獎創作類得獎作品集》。王昭華在她的
「花埕照日」創作部落格中，寫下「感謝！
我會閣再繼續寫！！」的感謝詞並表示，在
淡江讀書時曾參加過臺語文社，並深受當年
在中文系已故教授陳恆嘉影響，因而開啟了
臺語文的寫作之路。因為以臺語文創作的獎
項不多，能獲獎是肯定，她也勉勵學弟妹，
「要忠於自己，朝自己有興趣的方向去發
展，並好好發揮。」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很高興校友能
有如此亮眼的表現，從學生時代就能堅持創
作，「這樣的精神值得學弟妹學習。」中文
三康詩亭表示：「學姊獲得這個創作獎項，
對有興趣創作的同學無疑是打了一劑強心
針，讓大家在創作的路上不孤獨！」
王昭華目前是臺語寫文寫歌的自由工作
者，〈哀爸叫母〉也刊載在「花埕照日」

█台北

淡水校園
台北校園
淡水校園

教部貴賓今開幕致詞 林文通談大學面對的新趨勢與機會

【本報訊】「第一屆臺日大學校長論壇」將於今日（19日）在本
校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會議由教育部主辦，中華民國
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協辦、並
委由本校承辦。本屆論壇主題為「大學面對的新趨勢與機會」，會
中將有來自臺灣及日本，約71所高等教育機構、42位校長，學者專
家約120位，來校共襄盛舉。
預計將有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本校駐校藝術家，臺師大藝
術系油畫第一名畢業、文大美
研所碩士，曾獲第三屆香港國
際繪畫沙龍銅牌獎、畫學會金
爵獎，歷任北市美展、省展、
全國美展、國際版畫評委。近
年來融合東西方的思想與技
法，用新寫實的西方技巧和水
墨畫的東方畫法創作。

富有趣，但要注意在分享文章等資
料時，是否有侵害著作權，千萬
不能存有僥倖的心態，以免得不償
失。
公行三黃芃璇說：「聽完演講
後，我才知道，原來上課時錄音也
必須先徵求老師的同意，否則就可
能會不小心侵犯到著作權。」

今年最後一堂

制，在健走的時候也會走到平常校園內不會走到的地方，
在美景之下與一群人一起運動，「看到大家開心的表情，
覺得一切都值得！」蕭淑芬還說，未來會盡力規劃更多動
態的活動，供女教職員參與。幾乎全勤的教務處專員黃祖
楨表示，其實上班族幾乎沒什麼時間運動，這是個規律運
動的好機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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