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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於本校國際化成效卓著，66週年校慶慶祝
大會上外賓眾多，張校長即席以英文向30所姊妹校代表
致歡迎詞，如下：
Honorable guests, on behalf of Tamkang University,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to join with us
in celebrating Tamkang 66th founding Anniversary. Your
presence here today show your warm friendship and strong
support to your cooperation with Tamk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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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amkang University is like a family reunion. We
receive all together 69 sisters and brothers from our 30
international partner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past with our sister universities, we implemented many
activities, such as faculty exchange, student exchange,
dual degree, and also joint research. For the 66th years
Tamkang University management concepts are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oriented education and future-oriented

建校66載
張校長獲HRCFS頒
推廣未來學傑出成就獎 邁向第五波

education.
Today, Tamkang University is a home of almost 2,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also we have junior study aboard
for more than 500 students each year. So with the opening
of our Shou-Chlie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next
year in 2017, Tamkang University will move on to her fifth
wave to our final goal as a multi-functional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 we hope we still have all the support from our
sister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stay in Taiwan.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慶豐收的舞蹈，獻上對學校的祝福，象徵眾人
辛勤付出，才有今日的治校成果。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在她接任時，本校已
具有相當規模，無論在教學、研究、輔導社區
皆深獲肯定，更曾獲頒國家品質獎殊榮，「明
年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後，象徵本校第五
波之開端，再創新一世代里程碑，並邁向高
峰。」張校長更稱讚上午運動會中大會操的表
現，「我看見學生的熱情與活力，他們將淡
江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並表示，未來本
校將持續創造良好環境、加強鍛鍊學生洞察
力，培育出更多優秀學子，以因應全球發展
趨勢。
會中亦頒發第30屆金鷹獎，表揚邵光華、
柯俊斌、余維斌、王興、李延年、范巽綠、
陳振貴7位傑出校友。現場歡呼聲不斷，學弟
妹特地為獲獎校友製作歡迎背板，還搖旗吶
喊，為校友們慶賀！
慶祝大會中頒發金鷹獎給 7 位校友，水利系校
姊妹校城西大學理事長水田宗子代表外賓
友、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左）從張校長手中 致詞，更致贈張校長玫瑰花作為賀禮，象徵
接下金鷹獎座。（攝影／蔡晉宇）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慶祝創
校66週年，5日中午在圓山大飯店的感恩餐會
中，現場超過500位來自美國、加拿大、巴拉
圭、馬來西亞、印尼、香港、澳門、大陸地區
等各地校友踴躍支持母校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一場餐會下來，捐款金額超過3000萬元。
本次活動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與菁英校
友會、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聯合舉辦，海內外校友，如前財政
部部長李述德、世界留臺校友會聯誼總會副
總會長李子松等校友均出席參與。
會中，校長張家宜頒發感謝狀予捐款校友
代表和勸募代表，以感謝校友響應母校興
學。張校長等一級主管出席致謝，張校長代
表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向校友們致意外，強調
海內外25萬校友是本校重要的資產。張校長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生日快
樂！66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6日上午9時50分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隆重舉行，有30所校姊
妹校，60餘位貴賓親臨祝賀。
在66面象徵淡江人精神標記的巨幅校旗進
場中揭開大會序幕，全場齊聲大喊校慶口號
「淡江66、燦爛99」，祝福校運昌隆、長長
久久，場面震撼。原住民族同學藉著阿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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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夏威夷大學榮譽教授 James Dator（右）頒發「推廣
未來學傑出成就獎」給張校長 ( 左 )。（攝影／閩家瑋）

【記者朱世凱、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未
來學所慶祝66週年校慶，與韓國慶熙大學、夏
威夷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未來學部門於10日、11日聯合主辦「遊戲X未
來：共塑願景與策略的新方法」國際學術研討
會，夏威夷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HRCFS）
頒發「推廣未來學傑出成就獎」給校長張家
宜。張校長表示，淡江推廣未來學逾15年，感
謝慶熙大學、夏威夷大學與我們長期合作，並
給予未來學相關指引及幫助。日後，除了積極
推廣未來化，未來學課程將調整，以彰顯重要
性，讓學生具有多元的挑戰力，培養有潛力、
創意的淡江學子。
來自逾10國、近百位專家、學者及師生出席
盛會，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開幕致詞表示，「歡
迎各位前來參與這次國際研討會，面對未來化
發展趨勢，我們持續共同努力，期望各界藉此
機會一同激盪出新穎的想法、理念及學習方
式。」未來學所長紀舜傑說：「很高興透過本
次研討會探討多種不同的互動、新興遊戲，也
嘗試帶領大家進入未來的想像與計畫實踐，期
待共同推動此一未來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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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創校 66 週年慶祝大會，在彩帶齊放下，
圓滿落幕。（攝影／閩家瑋）
兩校情誼友好，她特別表示，「此株玫瑰以張
校長的名字命名」時，全場歡呼，掀起另一波
高潮。
接著頒發捐款水晶獎座和感謝狀予陳定川等
19位捐款人；另外，頒發勸募水晶獎座，獎予
張校長、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等33位勸
募人。（完整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校友代表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致
詞時，大讚本校校友表現傑出，舉例建築系校
友所建之建築物在921地震後，全數無裂痕、
無倒塌，「可見本校培育出的人才，不僅擁有
專業能力，也具備對社會負責的高道德觀。」
對此他感到與有榮焉，也勉勵在校學生，培養
專業、經營人際關係、建立好的品格等三大能
力，成為心靈卓越之人。
典禮最後彩球與彩帶齊放，全場驚聲連連，
不斷地拍照！禮成後，仍不減熱鬧歡騰氛圍，
張校長與蒞會嘉賓、校友留下珍貴合影，學生
們也把握與傑出學長姐見面接觸的難得機會，
場面歡樂且溫馨。

演講人/講題

11/14(一)
12:30

化材系
E819

經濟部工業局石油化學科科長郭肇中
循環經濟-綠色創新材料之發展

11/16(三)
19:10

航太系
E787

華航學科教師謝琪振
飛機系統

11/17(四)
10:00

機電系
E680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副工程師蔡
孟昌
高功率泵浦光源散熱模組研製

11/17(四)
12:10

理學院
C308

淡江大學土木系助理教授羅元隆
理學院CAPSTONE課程的設計概念與
實際操作建議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6(三)
12:10

11/17(四)
14:10

演講人/講題

聖約翰科技大學老人服務事業系副
教心所
教授兼系主任李旻陽
驚聲國際
105學年度「大學學習」課程教學
會議廳
講座
統計系
B302A

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助理
教授劉建良
Matrix Factorization and
Recommender Systems

11/17(四)
14:10

機電系
E811

新加坡ATRON執行董事繁榮社會企業
創辦人吳忠威

11/18(五)
10:10

產經系
B505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耿紹勛
Performance Pay, the Marriage
Market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aiwan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9(六)
12:30

演講人/講題

兩岸金融 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林蒼祥
研究中心 開創FinTech商機，Undertalking
D221
Future &Opportunity

感恩餐會 校友3千萬捐輸守謙

來自海內外超過 500 位淡江校友齊聚感恩餐會中，響應本校之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興建。（攝影／何瑋健）

議
第 76 次校務會

350萬獎勵績優研究中心團隊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5日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76次校務會議，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會中，校長張家宜頒發105學年度第1學期
「榮譽學程碩士班獎學金」共8位學生榮獲獎
學金；104學年度全品管研習會說話的藝術心
得寫作「文質獎」由10個單位獲獎及俄文系特
別獲頒「特別用心獎」；頒發105學年度重點
研究計畫獎勵，以資鼓勵。水資源管理與政策
研究中心獲得140萬獎勵金、視障資源中心獲
50萬獎勵金、風工程研究中心獲20萬獎勵金，
電機系機器人研發團隊獲140萬獎勵金。
張校長感謝各單位努力協助校慶各項活動，
並指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預計明年完工將啟

用，各單位可儘早籌備106學年度各項國際研
討會。針對教育部訪視教學卓越成果，各系所
老師須多參與校務研究；持續努力招收東南亞
學生；另外，對畢業生流向，希望各系所主任
多加關懷；在少子化下，相對財務收入縮減，
各單位行政人力若有臨時缺額，須共體時艱。
本次由未來學研究所所長紀舜傑，以「未來
秘笈大公開－認識淡江未來學派」為題，說明
手冊編纂的深意。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
任翁慶昌分享「新（機器人）時代之突破與改
變的教育思維」，以創新設計思考分享跨領域
合作的未來。
會中通過104學年度決算案，並通過員工福
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

千人校友佳偶走紅毯

本校66週年校慶中，海內外近千
位校友返校回娘家，校服暨資發處
以「淡江佳偶666•今生今世999」
為主題，邀請超過千位校友夫妻
檔，走上淡江歷史建築物宮燈大道
上所鋪設的兩百公尺紅毯，老中青
校友甚至新生兒排成長長人龍，不
少校友攜家帶眷，甚至重披婚紗走
紅毯，開心響應母校66週年生日快
樂。紅毯上捕捉到的畫面有老當益
壯的英文系校友、科見美語創辦人
侯登見、英文系校友沈妙香伉儷、
壯盛中年的日文系校友彭春陽、莫
海君伉儷、青年代表則有因社團結緣的化學系校友王隆昇和會計系校友王韻涵小倆口，抱著
健壯小寶寶出現，王隆昇表示，「為慶賀母校生日快樂，特別與太太身穿婚紗盛裝，帶著我
們的『淡海同舟寶寶』一起返校走紅毯。」（文／本報訊、攝影／戴先怡、文轉三版）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職員任免待遇服
務辦法、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5項修正案。
「辦事規章」第七條，修正後通過。

普立茲克獎得主Rem Koolhaas

受邀演講當下之務

【本報訊】為慶祝66
週年校慶，本校建築系
邀請國際建築大師Rem
Koolhaas於8日下午在
台北市立美術館，以
「當下之務」為題發表
專題演講，並與系上教
師們座談。校長張家宜
（圖／建築系提供） 致詞表示，「推崇Rem
Koolhaas教授在建築藝術、文化與都市發展上
的不凡成就，也感謝Rem Koolhaas願意在百忙
之中，為建築系師生及校友們分享創作思維與
心得，相信可以啟發大家更多的文化創意與
巧思。」Rem Koolhaas是哈佛大學教授，曾於
2000年獲得建築界最高榮譽普立茲克獎，2003
年獲得日本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賞，並
於2010年獲得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金獅終身成就
獎，在建築文化發展的成就得到國際肯定，由
他設計的「台北藝術中心」正在士林施工中。
Rem Koolhaas從個人的成長經驗出發，說明
在建築藝術創作與反思數十年來的心路歷程與
發展。同時，在漆志剛主持引導及林芳慧、林
家如的提問下，更深入的談到對建築思維的發
展與未來建築的期許，獲得聽眾熱烈迴響。會
後仍見眾多校友、師生交換心得。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張校長（中）與哈薩克歐亞
國立大學、美國佛羅里達理工
學院、日本電氣通信大學、吉
林大學校代表們簽署協議及進
行合約交換儀式。（攝影／何
瑋健）
姊妹校貴賓們欣賞本校冠軍機
器人創意展示「淡江 66、燦爛
99」標語。（攝影／閩家瑋）

▲

表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於明年度即將落成，
本校將以創新資訊化能力、前瞻性的未來化思
維走向國際化的世代，是邁向第五波之新里程
碑。
現場中，菁英校友會會長陳慶男提到，母校
孕育傑出人才無數，淡江校友在各界表現活
躍，對此感到與有榮焉。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
會長、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感謝母
校培育，希望校友們能夠心手相連。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表示，一所學校能走
到66年實屬不易，「沒有淡江就沒有現在的我
們。」
校友們相見敘舊外，紛紛與師長們拍照留
念，本次活動以「我的淡江青春歲月」的影片
和「淡江十景」為題的菜色，勾起校友們校園
回憶。除了國樂社校友會帶來4首曲目外，基
隆校友會前理事長戴學禮改編「外婆的澎湖
灣」歌詞融入「淡江」，博得滿堂彩。最後，
張校長與陳慶男、陳定川、林健祥等人在臺上
演唱「小城故事」掀起活動高潮，感恩餐會在
眾人大合唱下圓滿結束。

校慶添喜 與4姊妹校締約
貴賓團讚蘭陽表現
【記者趙世勳淡水、蘭陽校園報導】慶祝
本校66週年校慶活動，在全球五大洲195所姊
妹校中，30所姊妹校、60餘位校代表於6日跨
海蒞臨本校親賀。本校派出曾榮獲FIRA世界
盃機器人足球賽10連霸的淡江機器人及獲得上
銀科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締造3連霸佳績
的「大黃蜂MIT」在覺生紀念圖書館以「淡江
66、燦爛99」標語相迎，貴賓團盯著機器人目
不轉睛，豎起大拇指讚賞，甚至拿起手機不斷
地捕捉機器人動感模樣！
下午「簽約典禮」由校長張家宜代表，與美
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校長T. Dwayne McCay 簽
署雙學位合作備忘錄；與日本電氣通信大學理
事中野和司進行研究所國際共同研究計畫約本
交換；與哈薩克歐亞國立大學副校長Assemgul
Moldazhanova進行合作意向書約本交換；和吉
林大學副校長王利鋒進行公行系與吉林大學行
政學院雙學位合作意向書交換；張校長致詞表
示，簽署合作協議，讓本校與姊妹校的學術交
流更加緊密與扎實，邁向國際化更大一步。
「校長論壇」主題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新
活力與新策略」。T. Dwayne McCay以「高等
教育國際化：肇始、策略與成果」為主題，指
出該校對於「邊做邊學」的重視及國際化豐富

該校學生的多元性。南京航天大學校長聶宏以
「國際化戰略：一個發展模式」為題，說明該
校致力籌組一流的學術團隊，整合專門學科師
資，提供高品質教育訓練，以達世界級研究水
準。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立石博高以「追求品
質保證、豐富多語文人力資源」為題，指出該
校重視學生外語能力，開設14個地區65種語言
教學課程，培養洞悉國際情勢的人才。韓國中
央大學校長金昌洙說明該校廣招國際學生並提
出「客製化為導向、強化學習與生活、增加就
業率、教育品質保證」五大策略。麗澤大學校
長中山理除了讚揚本校校園環境，也倡導品德
教育因應高等教育將面臨的挑戰。
「外賓晚宴」在台北101海鮮景觀餐廳舉
行，董事長張室宜、張校長、主管、校友、師
長、貴賓等約百人出席交流情誼、互動熱絡。
7日貴賓團前往蘭陽校園參訪，由張校長率
領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國際長李佩華等師生們接待。全發院院長
劉艾華以「Educational Paradise」為主軸介紹
「三全」教育特色－全大三出國、全英語授
課、全住宿學院。貴賓團針對辦學特色、住宿
學院經營秘訣等深感興趣踴躍提問。參訪校園
中，貴賓團對住宿書院，印象深刻！

米食節推低碳集章抽獎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低碳
環保並推廣米食，總務處資產組於66週年校
慶推出「第六屆米食節」活動。1日在松濤
館前舉行開幕，現場備有150份飯糰，吸引許
多同學駐足拍照打卡按讚，領取飯糰獎勵。
活動承辦人、資產組約聘行政人員黃筱瑀表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示，只要師生至校內特定餐飲店家消費米食
料理或自備環保餐具，即可獲得點數。集
滿3點可抽獎，摸彩券投遞時間至18日止，
將在22日於美食廣場公開抽獎，歡迎踴躍參
加。詳請請見網站。（網址：https://zh-tw.
facebook.com/Tkuricefestival/）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