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文錙音樂廳啟用十週年系
列音樂會上學期獲得好評，新學期將續
辦文錙音樂廳啟用十週年系列音樂活
動，預計舉辦3場音樂活動，將邀請多
次奪得國際大賽冠軍的茱蒂口琴樂團、
由來自臺灣、比利時和荷蘭的爵士音樂
大師組成的曾增譯爵士三重奏，以及
紅蝴蝶：王俊傑的鋼琴&陳明章的音樂
會，活動精采可期，近期內將開放索
票，敬請期待，活動詳情請見文錙藝術
中心網站（http://www.finearts.tku.edu.

tw/c_index.htm）。

   【本報訊】文錙藝術中心成立13年以
來，受到數百位藝術名家的眷顧，陸續獲
贈名家作品予文錙藝術中心典藏，以豐富
校園藝術學風。文錙藝術中心為感謝各
界藝文人士的愛戴，於1日上午10時舉辦
「淡江迎春雅集感謝茶會暨典藏名家書畫
展」，並邀請校長張家宜出席，以品茗、
舞墨和賞音相互交流。張校長表示，感
謝各位這13年來對文錙藝術中心的支持，
本校貫徹三化的教育理念，但仍著力推廣
傳統文化，如與淡水社區中小學合作舉辦
書法大賽、參加新春開筆大會擔任主筆官
等，「本校重視品德推廣藝文活動，這次
的茶會是項創舉，結合音樂、品茗和書畫
展形成特殊風味並在開春之際舉辦，相信
對同學的品德陶冶有所助益。」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
炳煌感謝大家的支持，
未來將規劃在校園各角
落 都 可 以 舉 辦 藝 文 展
覽。現場邀請與會書畫
家如陳一郎、倪占靈、
陶 晴 山 、 舒 曾 子 、 李
登勝、高明達、王仁鈞
等人提筆揮毫。陶晴山
稱許本校成立文錙藝術
中心以陶冶學生性情，
「藝文是很重要的軟實
力，提升文化素養是很
重要的。這次揮毫作品
是中文系教授陳慶煌描
繪淡江校園的新詩作，
與大家共勉。」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參加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舉辦「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進入複審階段，
上月27日評審委員蒞校訪視，校長張家宜主持，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總務長羅孝賢、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
等相關人員陪同。張校長致詞時歡迎委員蒞臨指導，表
示本校致力環境教育工作多年，並運用全面品質管理精
神推動環境教育且獲各界肯定，如通過國際安全學校認
證、榮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連續2年獲得中華民國企
業環保獎、通過「OHSAS18001」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
證等，此次很榮幸獲得新北市政府推薦，並通過初選進
入實地訪評，將持續朝向綠色大學目標邁進。
   接著由羅孝賢進行簡報，他以「謝小毛的一天」的食
衣住行介紹本校的低碳飲食政策、節電節水管理、宿舍
改用熱泵系統、鼓勵使用大眾運輸方案、學生環境素
養的培養等，說明本校實施環境教育的成效。羅孝賢強
調，本校以「生活即教育、人人皆是營造員」的理念，
在環境教育議題上持續研究與創新，如宿舍舊床板再利
用，變身課外活動組辦公桌屏風、學生自製模型宣導少
肉多菜等。

   校園訪視中，高柏園帶領參觀商管大樓4樓學務處的
空間活化、免沖水小便斗的節能宣導、行人徒步區、課
外組辦公室報廢品再利用、化學館實驗室廢棄物分類、
紅28公車候車處、美食廣場低碳飲食、教育館和工學館
的節能系統等，儘管天候不佳，委員們不減訪視用心。
   訪視後進行座談，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名譽教
授曾四恭等7位評審委員，各自說明及建議改善項目。
委員們一致表示，淡江以系統化管理的方式推動環境教
育，明顯地看出成效，感受到淡江的用心，如校園綠
化、結合學生社團共同維護校園整潔、開辦環境教育及
服務教育課程、對紅28公車候車亭印象深刻等；建議可
加強生態綠化以營造生物多樣性環境、增加故事性宣導
讓更多學生了解、可增加綠色商品等。羅孝賢、學務長
柯志恩、軍訓室主任陳國樑逐一回應，張校長亦感謝委
員的肯定與指教。
   新北市環保局綜合規劃科股長林宜香給予本校肯定並
表示，「淡江大學在推動環境上不遺餘力，並將服務學
習課程納入環保概念，以實踐環境教育是獲推薦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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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教科四李宗擇微
電影獎20萬

3版 碩士班產學合作講座課 夯

2版 一流讀書人 遊戲如何吸引創意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5(二)
19:00

公行系
D501

前國民健康局科長、營養師
彭巧珍
飲食健康管理

3/6(三)
19:10

財金系
D223

臺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榮譽
顧問暨前中國輸出入銀行理
事主席李勝彥
安倍"貨幣經濟學"面面觀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4 (一)
10:10

財金系
L206

中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劉
文謙
Does the Early Bird Catch 
the Worm?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aiwan's Index 
Option Trading in the Early 
15-minute Pre-extension 
Session

3/4(一)
14:10

化學系
Q409

長興化工總經理蕭慈飛
材料技術的應用與產學發展-
長興公司的例子

3/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東華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曾
賢德
F a b r i c a t i o n  a n d  S o m e 
Proper t ies  o f  Assembled 
Nanostructures with Surface 
Molecules

3/5(二)
14:10

數學系
S433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所教授
魏秀娟
A  c e l l - t o - c e l l  m a p p i n g 
method for dynamical systems

3/5(二)
15:10

保險系
B505

前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
工程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3/5 (二)
16:10

歷史系
L310

日本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研究員王瑞來
金榜題名後：「破白」與「合
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

3/5(二)
18:20

資工系
D503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
安科技研究所工程師王歆綺
資訊安全證照與工作分享

3/6(三)
14:00

圖書館
U203

SAGE公司亞太區域期刊總裁
Rosalia Da Garcia
Simple Guide to Writ ing a 
Journal Article（如何投稿國際
期刊論文-以出版社及編輯的
觀點）

3/7(四)
10:10

文創中心
L412

財團法人臺灣文創發展基金會
副總經理康文玲
風土人情-時代之風 文化．創
意．產業

3/7(四)
14:10

統計系
B1012

中央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王義富
Bayesian Model Selection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7(四)
14:10

資工系
E819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生
院副教授曾國坤
ECG User Identification

3/7(四)
15:10

國企系
B912

資深國際行銷業務顧問（前
臺灣樂金(LG)市場行銷部總
監）詹千慧
行銷大小事

3/7(四)
16:10

大陸所
T701

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李政亮
從流行文化看中國社會變遷

3/7(四)
18:10

國企系
B504

資深國際行銷業務顧問（前
臺灣樂金(LG)市場行銷部總
監）詹千慧
行銷大小事

外語學院簽約 拓展學生赴日研習
擴大同志社大學院際交流

   【本報訊】本校文錙藝術中
心及員工福利委員會共同主
辦、海事博物館承辦的「水岸
迎春-愛之船」半日遊聯誼活
動，將於23日在明媚的淡水河
上舉行。這是首次舉辦校內未
婚聯誼活動，將安排參觀造船
廠、從關渡到漁人碼頭搭艇遊
河，讓參加的未婚男女在淡水
河的美麗風光下營造戀愛氛
圍；此外，若因本活動而成為

情侶者，將可獲得員福會贈送
的高級情侶裝。
   報 名 時 間 自 即 日 起 至 8 日
（週五）下午5時止，歡迎本
校專任教職員工未婚男女報名
參加，年齡不拘，每人費用
150元，相關活動詳情請洽海
事博物館專員黃維綱，校內分
機分機2618、員福會活動組江
夙冠，校內分機2219。

本校 聯誼報名中

外交部次長  來淡江當新生

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評審訪視

   【記者李亞庭、仲葳淡水校園報
導】因日文系近年派遣大三學生赴姊
妹校同志社大學留學成效良好，外語
學院進而擴大兩校實質交流，上月由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與同志社大學文
化情報學部長田口哲也簽訂長短期學
生研習交流合約，田口哲也並率領該
校師生共31人至本校交流，同時在本
校舉辦同志社大學同學的畢業論文發
表及觀光導覽。

　吳錫德表示，「由於該校國際長山
內教授與本校交往密切，雙方咸感擴
大交流之必要而有此一次交流活動之
議。」本交流計畫的負責人日文系主
任馬耀輝表示，同志社大學為本校的
姊妹校，這次的簽約是學院與學院之
間的交流，「未來希望能促進本校與
同志社大學短期的訪問機會」，讓老
師、學生們能在學術研究方面更增廣
見聞。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
自101學年度起於院共同科開設外語入門雲
端課程，鼓勵全校同學修習，本學期新開
拉丁文入門、西班牙語入門、法語入門、
日語入門、俄語入門等5種語言，外語學
院院長吳錫德院長表示，「目前每班選課
人數均達開課上限，顯示本校同學對多元
外語的學習興趣相當高，102學年度將新開
波蘭文、葡萄牙文、德文、英文、韓文、
越南文、泰文、印尼文、馬來文、菲律
賓文等10種外語入門課程，歡迎同學們選
修。」
　外語學院繼上學期開設「義大利文與文
化」課程後，本學期錄製完成的外語入門
課程將放在本校教學平臺上供選課同學複
習，並將設計成數位教材向校外行銷，吳
錫德表示，不但成為外語學院特色，也提
供對學習外語有興趣的社會人士更多元的
選擇，「本學期將有5門數位課程製作完畢
並將與成人教育部合作推廣。」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第二屆亞洲研究所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於今日（4
日）開課！由本校亞洲所及美洲
所合作開設的數位學習碩士在職
專班，並於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為遠道而來的本屆17位拉
美籍學員及第一屆15名拉美學員
舉辦歡迎茶會。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外語學院
院長吳錫德、秘書長徐錠基、總
務長羅孝賢、國際長李佩華、美
洲所所長陳小雀、亞洲所所長林
若雩、國際處秘書郭淑敏、教務

處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課務組組
長蘇許秀凰、學習與教學中心遠
距教學發展組組長沈俊毅，都將
與會觀禮。另邀請外賓：薩爾瓦
多駐華大使錢曾愛珠、瓜地馬拉
駐華大使杜瓦德、宏都拉斯駐華
大使傅丁、多明尼加共和國駐華
公使卡斯鐸、 巴拉圭共合國駐華
商務代辦艾蒂佳、多明尼加駐華
總領事克勞迪歐、薩爾瓦多駐華
參事羅培斯及外交部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司公使葉德貴。
   該課程以西語、遠距數位教學
授課，主要招收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區的在職菁英，課程內容
以亞洲區域政經、文化和戰略為
主軸，集結了亞洲領域的國際事
務專家、西語授課師資。第一屆
在職菁英已2月25日開課，而本屆
等在職菁英將於今日開始面授課
程，並學習使用Moodle平臺等。
   陳小雀表示，這個專班對於臺
灣、友邦及本校都是培養軟實力
的最好方式，今年入學的菁英
如：瓜地馬拉外交部次長艾斯比
諾沙、薩爾瓦多執政馬蒂黨國會
議員傅華安及巴拉圭參議院資訊
處處長歐何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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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校園各角落可覓得春神的蹤
跡，尤其是櫻花盛開燦爛，連日籠
罩在清晨薄霧與雨中，浪漫氣息瀰

漫整個校園，吸引著師生目光享受
著春天的視覺饗宴。（圖、文／羅
廣群）

文錙感謝茶會 品茗 揮毫迎春

   由中華民國書學會主辦、
本校協辦的「癸巳新春開筆
大會」，於上月2日在總統
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開
筆大會，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左三）、文錙藝術中心主
任張炳煌（左四），以及
駐校藝術家李奇茂3人，與
其他各界意見領袖代表11
人，共同寫下「好運接龍迎
新歲、揮毫報喜樂豐年」
14個大字。除主辦單位邀

請的200位知名書法家將在
現場展身手，已報名參加的
人將由主辦單位提供宣紙，
自由書寫，彼此相互觀摩，
或把作品贈送前來觀賞的來
賓。當天受邀書法家代表作
品和現場獲選的揮毫作品，
將於4月底在國父紀念館展
出，歡迎舊雨新知共襄盛舉
前往參觀。（文／林薏婷、
圖／中華民國書學會提供）

　【本報訊】「淡江i生活」APP自上
線以來，獲得好評。為提升服務品質，
「淡江i生活」新增行事曆、校園分機、
考試小表功能，並將最新消息再區分為
今日訊息、近期消息和近期活動，以符
合使用者瀏覽訊息的需求，任何行動裝
置均能下載使用。！

淡江i生活 功能新增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於本週
五（8日）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九
屆第2次會員大會。會中除了進行第十屆理監
事改選、101年活動回顧、綜合座談外，因適
逢三八婦女節，舉辦賓果遊戲等團康活動與
大家同歡，獎品豐富。此外，為了鼓勵前來
與會的會員，提供精緻簡餐及精美紀念品，
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表示，女聯會即是透過
聯誼，讓本校女性教職員工有彼此交流的機
會，因此唯有參與和發聲，才能更加了解大
家的需要並進步，歡迎同仁踴躍參與。

女聯會3/8會員大會

   上月外語學院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簽訂長短期學生研習交流
合約，與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左三）、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部長田
口哲也（左二）、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教授山內信幸（左一）、國際
長李佩華（右二）、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右一）合影。（圖／外語學院
提供）    外語學院完成「義大利文與文化」的課程錄製，將放在

本校教學平臺上供選課同學複習。（圖／外語學院提供）

新春開筆大會 好運接龍

   文錙藝術中心1日舉辦「淡江迎春雅集感謝茶會
暨典藏名家書畫展」，邀請與會書畫家提筆揮毫。
（攝影／羅廣群）

文錙音樂廳10週年慶 回饋3場表演

   上月27日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複審委員蒞校訪視，到訪時適逢雨天，
委員們撐傘參觀校園，評審委員之一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環
委會委員徐美秀表示，這是首次在雨中訪視，是很難得的經驗。（攝影／
鄭雅文）

義大利文與文化 即將與你線上見

多元外語學習熱 

拉美數位碩專班開學

886-1.indd   1 2013/3/1   下午 07: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