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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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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60週年校慶在即，宣傳活動如火
如荼展開，26日(週二)下午兩點於台
北誠品信義店6樓視聽室舉辦記者會
暨發表《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影
片。當天預計邀請近130位傑出校友
共襄盛舉。        

本校為了慶祝60週年校慶而出資
籌製淡江大戲─《那些淡江教我們
的 事 》 ， 就 是 希 望 透 過 影 片 敘 事
的方式，讓大家一起來說「淡江的
故事」。除了藉此傳達辦校60年自
由、開放、多元的理念及更彰顯豐

碩的教育成果。
6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公關及文

宣 組 表 示 ： 在 小 組 的 規 劃 與 安 排
下，陳寶旭、楊雅喆、陳慧翎及許
明淳等影視界校友接受淡江委託，
經過多次討論，決定就他們各自擅
長的影像敘事風格編導一部短片，
分享在淡江發生、對他們很重要的
體會或領悟，來詮釋淡江對他們的
影響和意義。並且把這部影片取名
為《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

60週年慶祝將藉由各活動突顯出
本校特有的學風及淡江人勇於創新

的態度。不僅有淡江大戲的呈現，
由本校大傳系所拍攝的音樂MV、校
友雷光夏創作的歌曲－果實，在網
路上也造成熱門點閱；《那些淡江
教我們的事》在Facebook成立粉絲
團，痞客邦部落格也建立《那些淡
江教我們的事》一個故事、一分祝
福，淡江大戲也將在60校慶慶祝網
頁上設立youtube連結，讓每位進入
到淡江網頁的訪客都能欣賞精彩的
淡江大戲。一系列的宣傳邀請世界
各地的淡江人，無論身在何處都能
感受學校慶祝60週年的喜氣。

化學所 教心所 大傳所   名列Cheers最具特色研究所

為慶祝本校60週年而拍攝的淡江大戲《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將於26日發表。圖
為導演之一、本校大傳系系友陳慧翎（右）正與劇中男主角張書豪溝通演出技巧。
（ 圖／文創中心提供） 

時報800期 創辦人賀正經八百 長長久久
【記者湯琮詰、梁凱雯淡水校園報

導】《淡江時報》改版囉！自800期開
始，除了新增新聞版面外，還設置「蘭
陽校園新聞專區」，讓大家得知更多校
園新聞，縮短兩地距離。除此之外，將
「神來e筆」元素加入報中，把一版右側
改成以神來e筆完成的書畫作品，增加整
體美觀度。

另外，時報網站也做了一些改變，減
少文字，增加圖片，使頁面看起來更加
活潑，更活用超連結，增加網站互動
性，同時演講、活動看板整合成「活動
快訊」，將重要活動第一時間「報給大
家知」！

本報特別發行800期特刊，於二版刊登
鈞長對本報的祝福，其中，創辦人張建
邦祝福本報「正經八百，長長久久」。
五版邀請老時報人執筆留下印記；六版
讓參與淡江時報的同仁、記者們說說其
中的甘苦。

10/25(一)

10:00

歐研所
T110

奧地利商務代表辦事處代表Dr. 
Walter
Austraia-EU& Taiwan Relations

10/25(一)

13:00

化材系
E830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
所染料敏化太陽電池研究室研究
員李坤穆
軟性染料敏化太陽電池的現況與
挑戰

10/25(一)

14:00

英文系
驚聲國際會

議廳

英文系教授郭岱宗
英文履歷與自傳撰寫

10/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李思賢
生質能源概論

10/26(二)

10:00

日文系
驚聲國際會

議廳

「開拓動漫祭」台灣動漫畫推廣
協會理事長蘇微希
台灣的動漫文化-兼談日文系同
學進入動漫產業的優勢

10/26(二)

10:10

財金系
L204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何宗
武
On the real interest rates parity:Are 
they long-lived or short-lived?

10/26(二)

12:10

經濟系
B513

永豐商業銀行資深業務經理邱義晃
金融海嘯後金融產業新思維

10/26(二)

13:00

數學系
H103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數學系教授
魏詩曙
天人合一之數學奇觀與老子哲學觀

10/26(二)

14:00

水環所
E830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計畫主管
黃偉柏
海岸環境營造規劃

10/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助理教
授楊本立
P r o b i n g  t h e  S t r u c t u r e  a n d 
Magnetism in NaxCoO2 by NMR

10/27(三)

10:00

西語系
I201

馥群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黃耀生
國際貿易實務與西班牙語

10/27(三)

10:10

教科系
L102

富邦金控訓練企劃部協理黃文俊
教科人才與教育訓練

10/27(三)

10:10

公行系
B309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法務室事務員
王綉娟
國內專利與國際專利制度分析比較

10/27(三)

10:10

決策系
B508

華碩電腦品質長林全貴
品質管理

10/27(三)

14:10

美洲所
T503

亞 松 森 大 學 教 授 D r a .  E v a 
Chaparro
南錐共同市場的教育現況及展望

10/27(三)

14:10

決策系
B712

威寶電信總經理張豐雄
電信科技的未來及應用

10/28(四)

13:10

國企系
B608

台灣綜合研究院研三所所長戴肇洋
台商海外經營之道

10/28(四)

13:30
法文系
Q305

宜蘭礁溪桂冠酒店總經理陳泰仁
如何籌設開幕五星級飯店及管理

10/28(四)

14:00
企管系

B712

柏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
啟志
如何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傳統
產業的科技傳奇

10/28(四)

14:10
機電所
E830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所
長張寅
Optical F iber Guided Needle 
Insertion to Localize Epidural 
Space in Swine

10/28(四)

16:10
大陸所
T505

德盛科技大壩基金經理人陸宗賢
亞洲基金成長概況

10/29(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光華雜誌資深攝影記者莊坤儒
攝影之人文思考

10/29(五)

14:00
產經系

B51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助研究員
郭彥廉
地震災害的經濟影響分析與減災
規劃

 
【 記 者 梁 凱 雯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天 下

《Cheers》雜誌於日前公布2011年「最受考生
青睞研究所」及國內最具特色研究所。本校企
管所在最受青睞研究所企管學群類排名第4；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大眾傳播研究所與化
學研究所化學組被列為最具特色之研究所。

《Cheers》雜誌從研究生人數最多的5大學
群，選出錄取率最低前10名系所，代表該所
入學考試競爭越激烈；本校企管所以錄取率
3%，名列其中。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表示，
注重產學面的管理，學生能深刻掌握特定核心
能力，有助於畢業後職場銜接；此外，重視實
務導向，幫助學生了解業界；再則提供學生出
國學習的機會，這都是本所受到學生青睞的原
因。

另外，《Cheers》雜誌針對全國研究所，分
成電機資訊、工程、自然科學、醫藥衛生、
社會科學、商管、人文藝術等7大領域16大學
群，參考近5年錄取率及近3年報考人數等進行
調查，列出具特色的研究所排名。

名列特色教育類研究所的教心所所長李麗君

校友溫馨獻禮 Facebook 痞客邦部落格喜氣熱絡

（ 建邦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800期    甲子實力  再創佳績 賀60校慶：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年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表示，教心所始終朝培育具實踐與行動能力的
教育心理與諮商專業人才為目標辦學，用扎實
的訓練課程，增加學生的專業能力，「因為心
理諮商的特質就是『人』，所以所上師生的相
處更能體現對人的關心，未來也會依目前的辦
學目標，持續穩定發展。」

大傳所為特色新聞傳播類研究所，大傳系系
主任楊明昱表示，除了校內的實習平台外，未
來也預計增設創意相關課程；現在產業變化相
當快速，所以除了學術上的理論外，也規劃文
化創意課程，讓同學在畢業後可以因應社會潮
流，更容易找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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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凱雯、攝影／黃乙軒）
自18日起，宮燈大道穿上柔軟的紅綢，點

起燈籠，邀大家來談天、喝茶事、憶往事！
穿上新裝亮相的宮燈大道，讓不少經過的師
生都眼睛為之一亮，頓時成為當週最火紅的
話題，即使風雨飄搖，也總是吸引師生駐足
欣賞呢！（相關校慶活動見四版）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你還在為不知
道該選什麼課而煩惱嗎？你還在為自己未來的
出路感到困惑嗎？別擔心！教務處將於11月中
旬推出「課程地圖資訊系統」，將對學生的課

程與未來職業生涯做整合，讓同學們不再為選
課及未來規劃所苦。

課程地圖系統主要是提供學生查詢課程修習
的狀況，包含學院簡介、院系所課程、通識教
育課程、跨領域學程、職涯規劃，以及基本能
力查詢等6項功能。其中，同學可利用「院系
所課程」板塊取得自己在該系所的選課狀況，
「通識教育課程」則提供該課程歷年的修課
情形，「職涯規劃」板塊則與104人力銀行及
yes123求職網合作，方便同學了解未來自己適
合哪些工作。而「基本能力查詢」就是提供學
生查詢已修過的課程，再以圖表方式呈現是否
達到修習該課程應學習到的能力。另外也提供
選課及職涯建議，透過此系統查詢可以得知已
修習過的課程與未來職涯有什麼相關性，最後
分析出尚需補足的課程及能力提供學生參考。

教務處秘書陳漢桂表示，希望藉此設計使學
生知道自己在這4年內學習的課程，對未來職
涯規劃及選課有什麼幫助，都可以作為參考依
據。透過此系統，更能清楚看出自己擁有或欠
缺哪方面的能力，或者了解哪些是稍微不足的
地方，對未來職涯的方向能夠更加明確，也較
能了解將來該選什麼課程，以補強短缺的範
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也和學
校一樣60歲囉！為歡慶創系60週年，將於30日
（週六）在活動中心舉辦「淡江大學創系60週
年 群英相見歡 英緣聚會」活動，並為本校創
辦60週年校慶暖身，邀請約600位系友返校共
襄盛舉。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表示，這次活動
除了慶祝邁入60週年，也希望加強系友和系上
的聯繫，建立橋梁。

包括國泰世華銀行董事長汪國華、科見美語
創辦人侯登見、佳音美語創辦人黃玉珮、敦煌
書局副總經理鄧運怡及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院長平珩等校友，均將回校參與慶祝活動，並
與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活動當天英文系將精心準備太極拳及國標舞
表演，同時，系學會特別製作MV，以懷舊照
片結合歌曲〈光陰的故事〉，並演出淡江過去
及現在生活的不同，今昔對照，讓校友們重拾
往日的記憶拼圖。英文系系學會會長英文二林
彥嘉說：「將片段的回憶拼起，希望能讓回校
的學長姐感動。」他表示，製作MV時，從翻
閱過去的資料檔案，不斷回溯以前的淡江及英
文系，越瞭解她們，就越引以為傲。最後壓軸
由系學會以歐洲現代舞蹈─「傲慢舞」，搭配
振奮人心的音樂，表現系友回校帶給系上的歡
樂及鼓勵，作為完美的句點。

蔡孟昌　NASA 體驗零重力飛行 

張紘炬前校長分享校務評鑑經驗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特邀前校

長張紘炬於29日下午2時至4時，在淡水校園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校務評鑑贏的策略」專題
研習講座，蘭陽校園將在CL408透過視訊同步
與會。全校教學一、二級主管暨秘書及二級單
位助理，約有計160人參加。

本次講座將為100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作

準備，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帶領全校同仁共同
思考教學、研究與服務等各方面問題。教育評
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此次是由校長張家
宜親自力邀張紘炬分享校務評鑑的經驗，和大
家分享相關分配與細項和該注意的重點，期本
校在下學期的校務評鑑中能圓滿進行。

台北校園

10/25(一)
19:00

保險系
D404

泰安產險公司總經理陳嘉文
台灣產險市場經營分析

10/28(四)
19:20

財金系
D310

寶碩財務科技董事長施敏雄
兩岸經貿與金流－全球化與
歷史觀點

10/30(六)
09:10

國企系
D324

東方廣告總經理侯榮惠
整合行銷傳播

10/25(一)
15:00

旅遊系
CL402

Google台灣區行銷協理利啟正
如何成為國際企業人才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與圖
書館學系教授兼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黃鴻珠，
榮獲臺北縣教育會第三屆金鐸獎大專組優良教
師，獎金一萬元、證書、獎座各一只。

黃鴻珠自民國57年起於本校服務，年資長達
40餘年，不僅擔任過本校資圖系系主任、圖書
館館長等職，更於民國75年參與本校DOBIS/

圖書館館長黃鴻珠  獲北縣金鐸獎
LIBIS/TALIS圖書自動化系統的開發，首創將
中、外文整合於一個系統內，贏得了國內外
的好評。同年，更推動本校加入美國OCLC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合作網，
使本校成為OCLC亞洲第一個用戶。民國95
年，黃鴻珠更獲選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理
事長，將聯合國內圖書館界於台北舉辦2007
年IASL（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hip）國際會議，吸引了100多名國外
人士前來參加，成功將我國圖書館事業推進了
國際舞台。資圖系系主任林信成表示：「黃老
師從以前到現在不管是在館務、系務上都盡心
盡力，在教育事業上也投入大半輩子，這次系
友感恩餐會，更有許多學生回來指名要看黃老
師，由此也可知她真的是桃李滿天下，獲得這
個獎可說是實至名歸。」

台北縣教育會邀請理、監事及各級會員學校
校長等公正人士組成了10人評選委員會，一致
認同黃鴻珠推動本校國際化發展的辛苦付出，
黃鴻珠則謙虛地笑說：「教育工作必須要靠全
校教職員工共同的努力才有辦法達成，這份榮
譽應該歸功於學校！」

古
木
鸚
鵡  

創辦人張建邦賀淡江時報發行第800期。（圖／馮
文星提供）

作品簡介：e筆書畫展陳若慧  知名水墨畫
家，作品以本校研發之e筆書畫系統產品作
畫，題名「古木鸚鵡」，從蒼古的樹枝上，看
出鸚鵡的嬌艷姿態和美麗的顏色，配合成為一
幅視覺效果絕佳的畫面。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機電系博士
生蔡孟昌以「平板迴路式熱管」研究專題獲得
國科會千里馬人才培育計畫補助，於去年9月
赴美國馬里蘭大學進修1年，將於今年11月3日
返台。

研究發展處處長康尚文表示，蔡孟昌自大學
時代就讀本校機電系以來就表現優異，之後擔
任他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鼓勵他申請國科會

作品簡介：e筆書畫展陳若慧  知名水墨畫
家，作品以本校研發之e筆書畫系統產品作
作品簡介
家，作品以本校研發之e筆書畫系統產品作
作品簡介

　　為發揚淡江傳統文化及推展本校研發之神來 e 筆 ，
淡江時報於 800 期起，於新版面 闢一專區介紹可書
可畫的神來 e 筆作品展 , 歡迎共襄盛舉。

的千里馬計畫，出國進修加強專業研究、英語
能力及拓展國際視野。

蔡孟昌於馬里蘭大學機械系擔任研究助理，
參與「相變化熱傳實驗室」，並被NASA挑選
為16個研究精英團隊之一，前往德州進行模擬
月球失重狀況及低重力場的環境，順利完成研
究成果測試。他認為國科會的補助計畫使他在
研究領域上有很大的提升，並很難得在NASA
接觸到零重力的飛行經驗，與來自其他國家的
研究人員做學術上的交流。從最初計劃申請過
程及執行研究所遇到的困境，到最後飛行試驗
成功所得到的成果，他表示收穫良多，並鼓勵
學弟妹多爭取出國研修的機會，以拓展視野及
學術研究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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