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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淡江生日快樂！再晉久久。賀60校慶：

專業優異：商管/財經/觀光占私校鰲頭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60週年
校慶，文錙藝術中心15日起至10月31日在文錙藝術
中心展覽廳，舉辦「傳美輝藝」展，邀請淡江大學
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作品暨收藏，並將於30日上
午10時30分舉行開幕式。

此次參展者為歷任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包括
雕塑、繪畫、音樂、藝術管理領導者及收藏家共13
位，及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副主任張炳煌總

【記者林俞兒、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本
校60週年校慶，學校利用暑假的時間美化及設置了
許多新的設備。

總務處營繕組負責美化改善校園。教室方面，已
更換商管大樓階梯教室4間桌椅，讓學生們能在更
舒適的環境中學習，未來將逐年更新其他階梯教室
桌椅。而驚聲大樓外牆的整修，使驚聲大樓變得更
漂亮。

在新設施方面，由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所規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Uni-versite of Jean 
Moulin，Lyon 3）創立於1973年，位於法國
里昂市中心，與本校於2000年11月正式締結
為姊妹校，並簽訂碩士班（1+1雙聯學制）
及大學部（3＋1＋1）雙學位合約，目前已
有不少學生自該校學成歸國，取得雙學位。
60週年校慶時，該校副校長Prof. Pierre Servet
將代表出席，為本校獻上祝福。

公立里昂大學集團下屬里昂一大，里昂二
大和里昂三大，其教育和研究領域幾乎覆蓋
所有的學術學科，商學院的企業管理、法學
院的國際法在法國享有盛名，商學院更被評
選為2008年最好的商學院。其中，里昂三大
企業管理系（Institut d’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 IAE）在國際深具影響力，助其
躋身全球前300大商學院。近年來，兩校交
流熱絡，除每年互派交換生之外，該校校長
Prof. Guy Lavorel及中文系主任Prof. Gregory 
Lee均曾蒞校訪問。

日本城西大學（Josai University）位於日本
本州琦玉縣阪戶市，創立於1965年。於1994
年5月締結成為本校第33個姊妹校。本校校
長張家宜於2008年接受該校頒贈名譽博士學
位，以表彰張校長在國際教育研究發展上的
卓越貢獻。適逢本校60週年校慶，城西大學
理事長水田宗子將親臨賀壽。

該校共有8千餘名學生，大學部設有經濟、
經營、現代政策、理學及藥學等5個學院；開
設「別科日本語專修課程」，以高合格率著
稱。課業上以通過日本語能力檢定一級為目
標；並配合課外活動，使學習效果加倍，還
可使用豐富的圖書館及體育館資源，以及參
加大學祭、企業實習等課外活動。

本校研究所企業最愛評比

日期/時

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遠見》雜誌企業最愛研究生大調查（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招生組為
提升本校招生競爭力、加強宣傳以提高學校知
名度，舉辦「創意招生活動企劃案」設計比
賽。

金獎、銀獎及銅獎得獎者，分別是國企四沈
于崴的「國際蛋捲日-世界捲一圈」以淡江的
國際化為企劃主軸，希望透過異國文化風情吸
引高中生前來就讀。企管四呂采蓉的「驚聲牌
淡江蛋捲-嚐鮮體驗營」納入了淡水老街的地
緣魅力，並將蛋捲（書捲廣場的暱稱）作為前
來就讀的學生體驗淡江優良師資的象徵。國貿
進學四張勻榕的「淡江盃銀韶獎」運用本校為
民歌發源地的傳統，作為吸引喜愛玩音樂的高
中生前來就讀的招牌，希望以網路競賽的方式
吸引學生參與。

教務處招生組組長王嫡瑜表示，三位獲獎同
學皆是商管學院的學生，展現出豐富的創意及
撰寫企劃書的能力。她也鼓勵各學院的同學踴
躍參加下一次的比賽，展現文創實力。

創意招生 蛋捲大熱門 

 60 校 慶

60週年校慶活動將於11月6日舉行，屆時
有29位姊妹校之校長或教授代表蒞臨，我們
搶先介紹來訪學校與貴賓。

日本城西大學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大陸吉林大學

金石交姊妹校來賀  

吉林大學（Jilin University）位於大陸長春
市，創立於1946年。於2001年8月簽訂學術
交流備忘錄，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12所姊妹
校。該校校長展濤將於60週年校慶時，來校
祝賀本校生日快樂。

吉林大學於1960年被大陸列為國家重點
大學，多年來培養大批優秀人才，是國家基
礎科學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點學校
之一；自2003年至今舉辦的「北國風情夏令
營」，本校多位學生參加；除自98學年度起
互派交換生之外，2009年該校校務委員主任
陳德文等人亦曾蒞校訪問，兩校互動良好。

劃的「垃圾壓縮機」，已此於13日開始使用，此設
備即可減少垃圾量，亦是一種環保的表現。但前提
需大家做好垃圾分類的配合。

淡水校園裡又多了一個覓食的好去處─「白鷺鷥
的家」，位於商管大樓與建築館之間，以西式輕食
及簡餐為主題的餐廳，16日已開幕，歡迎全校師生
前往享用。

此外，宮燈教室增設冷氣，未來如果師長們要補
課，或是同學們要借用教室，則多了一處，不僅冷
氣涼爽且寧靜空間的好選擇。

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表示：「這都只是校園整體規
劃的開頭，在未來，學校將有更多改善的措施，給
予師生們一個更舒適、更安全的校園環境。」

9/20(一)

10:10

電機系

E819
索爾思光電(股)公司副總經理吳嘉仁 

Aspects of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9/20(一)

13:00

化材系

E830

長庚大學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郭守義 

化合物半導體的綠色科技研究
9/2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中研院天文所助研究員辜品高博士

倬雲中的大千世界：漫談系外行星
9/23(四)

16:10

大陸所

T505

文化大學講師田玫琪 

如何保持外在及內在的修養
9/24(五)

14:10

產經系

B302B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陳明郎

Optimal Taxation in Two-sector Human Capital-based Models

項目/年份 2010 2009

表現最佳的私立大學碩士畢業生
（私校第1）

1 1

畢業生「進入職場後」自我能力、
工作表現提升最多（私校第1）

4 --

碩士畢業生危機處理能力最強、
反應最快、最有創新能力（私校第1）

6 --

整體素質、工作表現提升最多的
碩士畢業生學校（私校第1）

6 7

整體表現最佳的研究所學校
（私校第1）

7 7

 本校專業領域表現評比

項目/年份 2010 2009

商管/財經/觀光領域最佳研究所
（私校第1）

4 4

人文/傳播/社會科學最佳研究所 4 6

藝術/設計/建築領域最佳研究所 4 8

數理化/心理/生科最佳研究所 9 8

資訊/工程/電機領域最佳研究所 10 12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統計系校友
石瑜於今年7月，在溫哥華所舉行的美國統計學會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簡稱ASA）會議
中，獲頒「院士」，該頭銜為美國統計學會會員的
最高榮譽，今年全球共有53位獲得。

美國統計學會是美國最主要的統計學及相關專
業的組織機構，1839年在波士頓成立，是世界上最
具權威的統計學會之一。石瑜以其多年在生物統計
學術研究上的傑出貢獻，經由美國統計學會提名、
遴選，獲頒院士。統計系系主任溫博仕表示，石瑜
在生物統計的學術研究，十分有成果，他感恩母校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美洲研究所於本月1至3日，遠赴墨西哥舉辦
「中華民國第12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該會以「亞洲及美洲文化交流：
拉丁美洲獨立200週年之反思」為主題，共31篇論文發表。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
率領西語系教授白方濟、美洲所副教授王秀琦、美洲所博三梁其超、碩四陳奕帆
及美洲碩拉研二呂宗賢一同前往，發表論文並和各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該研討會獲得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研究中心、墨西哥州
立自治大學等當地多個相關單位支持，參與討論。陳小雀表示，今年適逢墨西哥
獨立200週年，在這特殊的日子裡，發表學術研究成果，並和各國學者進行平台
對話，別具意義；更重要的是，可以帶領新銳研究生，見識不一樣的場面，拓展
國際觀，接受挑戰！

此次活動，陳小雀特別帶了8尊布袋戲偶及5隻舞獅玩偶展示，讓墨西哥民眾
可以了解中華文化，她說：「布袋戲偶及舞獅陳列在墨西哥的故宮—古代阿茲特
克大神殿遺址裡，饒富異國風情與趣味。於當地文化中心舉辦研討會，就好像預
見墨西哥愛國主義的慶祝活動一般，令人印象深刻。」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投身特殊教育12
年，對身障生視如己出的電子工程學系（電機工程
學系前身）校友李及時，於上月9日榮獲「教育部
暨所屬機關學校99年度優秀教育人員」獎，也是全
國啟智學校中唯一獲獎的教育人員。李及時說：
「得獎不是一個人可以達到的，而是全體同仁的合
作；對我們來說，看到孩子的進步，才是動力來
源。」

現任國立彰化啟智學校教務主任的李及時，曾於
私立工商任教13年，對教育充滿熱誠，有感於特教
界極需師資，因緣際會下轉入啟智學校執教。他表
示，一開始，在教法的轉變上難免有些不適應，但
換個角度想，「身為老師，就是要盡可能的去幫助
每一個孩子，只要付出更多的照顧，沒有不能解決
的問題。」秉持著這樣的信念，12年來幾乎不曾向
學校請假，獲獎對他來說是一種肯定。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慶祝本校60週年
校慶，經濟系特別邀請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艾德華．普列斯卡教授（Professor Edward C. 
Prescott）於今天（20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主講「Asia Booming, U.S. Depressed, and 
Europe Stagnation」。

愛德華．普列斯卡現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
授，以及聯邦準備銀行明尼亞波立分行資深顧問，
也曾在明尼蘇達、芝加哥、西北等美國知名學府任
教。普列斯卡因其對動態總體經濟學研究的貢獻，
榮獲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李及時投身特教 獲獎 

本校於16日上午10時15分與淡水鎮公所進行「公
園綠地認養活動」簽約儀式。由學務長柯志恩代表
本校與淡水鎮鎮長蔡葉偉簽訂「淡水鎮公所／淡江
大學『服務學習』合作協議書」，以及頒發認養
證書與豎立認養牌，並由3名學生代表承接認養工
具－竹掃帚。蔡葉偉表示，感謝淡江大一學生走出
校園融入社區，希望未來的四年，同學們能對淡水
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感謝大家對淡水付出的關懷與
奉獻。柯志恩指出，此合作可使本校學生透過實際
的體驗，將淡江生活融入淡水。儀式結束後，資工
一C、統計一A及大傳一的同學們立刻展開服務學
習課程初體驗，流了滿身汗的資工一蘇子玄說，在
運動公園掃地不但不會感到厭煩，反而覺得很有意
義。（文／李冠賢、圖／學務處提供）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前建築系系主任吳
光庭於本月15日借調擔任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吳
光庭表示，建築是藝術之母，建築與藝術有相當密切
的關聯性，在擔任北美館館長期間，希望不只是用純
粹藝術的面向領導北美館，而是用「環境」的角度，
讓北美館成為一個公共的空間，讓每個人隨時可接觸
藝術，將生活與藝術做緊密的連結。

吳光庭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U of Michigan）
建築碩士，經歷包括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學術委員會
委員、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分區使用管制審議委
員會委員，及《雅砌》月刊總編輯等，曾獲行政
院新局頒80年度「雜誌報導」金鼎獎、82年度行政
院三等服務獎章、百樂門精英獎（Parliament High 
Achievers Award，1993）。

治學嚴謹的吳光庭，與學生感情超好，因為長相
酷似「史瑞克」，所以學生送他的史瑞克玩偶擺滿
研究室；曾是吳光庭學生的建築系助教黃彥一形容
吳光庭，「就像一個好爸爸」，總是樂於回答學生
的問題，雖然吳光庭擔任北美館館長時期，學生上
他的課的機會變少很可惜，但衷心祝福他「擔任館
長期間，能汲取到新的經驗。」

【記者洪予揚、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新任
第11屆董事會董事陳慶男，回饋母校不遺餘力，今
年適逢本校60週年校慶，陳慶男於8月捐贈兩百萬
供母校添置宮燈教室冷氣，他期待學生能在更好的
學習環境中成長。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
陽表示，陳慶男不但在校友的凝聚努力推展各類活
動，對於校務更是關心，並以捐款讓母校得以順利
推動校務。

陳慶男畢業於本校商學系，現為國內最大民營造
船公司慶富集團總裁，曾任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
總會總會長，現任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
長，對於淡江校友會各項事宜盡心盡力，他對母校
的感念及回饋，在其對學校校務發展的關心及支持
中，表露無遺。

宮燈教室新妝 再領風騷
校董事陳慶男捐款 

的栽培，每年都會回到系上拜訪，洽談各項合作相
關事宜。溫博仕高興地說：「系上規劃明年底邀請
石瑜回母校短期授課，期能帶給系上學生不同的視
野！」

石瑜大學同窗好友統計系講師楊文表示，該學會
「院士」相當於統計界的「台灣中研院院士」，對
於學長獲得此頭銜與有榮焉，石瑜將帶領范得堡大
學的團隊，出席本校60週年校慶所舉辦的「2011應
用統計國際學術研討會」，和與會者切磋交流。

13位藝術家提供85件至寶大作，進行高水準展出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遠
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合作「2011年
企業最愛研究生」調查結果出爐，本
校連續3年蟬聯「整體表現最佳研究所
學校」私校第1！為唯一躋身前10強的
私立大學。104人力銀行公關經理方光
瑋在《遠見》雜誌中表示：「成大、台
大、淡江三大品牌地位確立」。此外，
在企業評比項目中，本校獲得5項私校
第1，職場上出色的表現，讓淡江品牌
地位更加鞏固。

評比項目中，「表現最佳的私立大學
碩士畢業生」同樣3度蟬聯第1；在「整
體素質、工作表現提升最多的碩士畢業
生學校」則從去年排名第7上升至第6；
「進入職場後自我能力、工作表現提升
最多」與「碩士畢業生危機處理能力最
強、反應最快、最有創新能力」方面，
分別位居第4與第6名，皆為私校第1，
成績亮眼。

對於蟬聯3年私校第1，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表示，淡江優良表現關鍵在於
教師的付出，以及教學、研究環境持
續改善、求新。虞國興除了感動全校
師生的共同努力獲得肯定之外，也強
調「追求卓越」是不變的目標，未來

域最佳研究所」由第8名提升至第4名，為私校
第2。「數理化／心理／生科最佳研究所」則
與中正並列第9，私校第3。

各個學校圖書館的館藏資源調查中，「圖書
資料」方面，本校以97.77萬冊，排名全國第
6，私校第2；在「光碟及線上資料庫」方面，
則以414種，位居全國第3，私校第2。

在研究所百家爭鳴的現今，「特色」重點
科系成為學生選擇就讀的關鍵。根據《遠
見》雜誌報導指出，淡江在數理、外語具有
一定地位，機器人研究、資訊工程、資訊管
理、管理科學、大眾傳播等領域，在業界更
是極具份量。虞國興分析，本校特色研究所
的形成，有賴於資源的投入及大師級教授的
延攬，雙管齊下讓系所發展能夠良性循環，
保持領先；至於要帶動其他科系發展特色，
就得從學校政策去引領系所，鼓勵發展重點
研究目標，並結合時代動脈，進而提升與業
界接軌的能力。

要持續給教師最好的研究環境、給學生最好
的學習資源，讓好還要更好。

根據調查，未來3年的職場趨勢商管領域及
資訊工程研發人才將最受歡迎，而淡江在專業
領域中，也以「商管／財經／觀光領域最佳研
究所」拿下第4名，勇奪私校第1，僅次於台
大、政大及成大等3所國立大學；對此，商
學院院長胡宜仁分析，淡江商學院研究所歷
史悠久，學術或實務經驗都有穩固的扎根，
尤其近年來教師與產業合作密集，廣邀業界
人士傳授市場操作經驗，大幅提升學生與市
場接軌之能力。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則表
示，管理學院研究所組成多元且廣泛，能跨
領域結合各產業，緊扣社會脈動，加上所上
教授各具教學特色，讓學生在面對不同要求
時學習應變能力，進而加強適應與抗壓力。

「資訊／工程／電機領域最佳研究所」則首
次擠進前10名，成為理工領域新秀。工學院院
長何啟東面對本校理工科系能躍上前10名，他
將功勞歸功於新進教師的努力，為工學院研究
所注入研發新活力，也肯定學校推動研究獎助
獲得成效，未來將努力帶動研發能量，藉由專
利提高研究效益。

其他領域也有明顯上升的表現，「人文／傳
播／社會科學最佳研究所」從去年的第6名上
升到第4名，私校第3；「藝術／設計／建築領

服務學習深入淡水

計提供85件堪稱藝壇
之寶的大作，進行高
水準的展出。更為台
灣的藝術發揚和傳承
留下難得的里程碑。

展 出 的 作 品 中 ，
最受矚目的乃諮詢委
員之一白省三豐富傲
人的本土及西洋美術
品之收藏，他提供了
陳澄波、廖繼春、藍
蔭鼎、郭雪湖、李石
樵、洪瑞麟、吳冠中
等7位重量級前輩畫家
的作品，使得此次的
展出更增添歷史見證
及美術傳承的意義，
為展覽增色不少。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本月1日
至14日與日本女子大學，在該校共同舉辦「Viable 
community in Asian housing」國際工作營，由建築系系
主任賴怡成、客座教授加藤義夫、副教授陳珍誠、助
理教授宋立文，以及大學部、碩士班共36位學生一起
赴日參與。

日本女子大學建築系培育出相當多優秀建築人才，
建築界最高榮譽普立玆克獎本年度得主妹島和世即畢
業於該校；此次工作營已是兩校第四次合作交流，以
永續發展的社區為主題，兩校學生以分組方式，運用
風力、水力與熱能等再生能源，加上創意共同設計出
可自給自足的亞洲住宅，成果將於日後刊登在日本建
築界知名雜誌《新建築》中。

陳珍誠表示，本次參訪讓學生有跨文化與跨層次的
設計經驗，日本女子大學學生在設計上較重視務實性，
本校學生則較具創意，讓這次分組合作激盪出不同的火
花。前往日本交流的建築三廖苡斯說：「在學校比較少
團隊合作的機會，這次活動讓我學到更多，和組員『溝
通』完成計畫的技巧，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辦跨國工作營日本女大
建  築  系

普列斯卡今演講

文錙《傳美輝藝》展

豐碩收藏饗各界

蔡葉偉：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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