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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熱情開賽 蛋捲點燈增氣氛 校友認桌齊歡慶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歡慶60週年校
慶，本週進入最高潮。本校校慶為11月8日，
為使海內外校友回校共襄盛舉，特定於6日
（週六）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60週年校慶慶
祝大會、運動會與校友返校日活動。慶祝大會
中將頒發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本校之
姊妹校亦將前來慶賀，至截稿為止，共35校，
86位校長或教授代表將參加慶祝活動。慶祝大
會亦邀請國家元首級貴賓參與，如：前紐西
蘭總理、懷卡特大學（University of Waikato）
理事長詹姆斯博爾格（Rt Honor Jim Bolger
Chancellor）代表姐妹校致詞。此外，全校多系也

將在本週各自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7日將於蘭陽
校園舉辦校長論壇，預計有15位姐妹校長參加。
慶祝大會自上午10時開始，創辦人張建邦及
校長張家宜將親臨慶祝大會，並頒發6座金鷹
獎座予各領域表現傑出的校友，金鷹獎得獎者
包括：國貿系（現為國企系）校友廖聰明、陳
定川、建築系校友許勝傑、教資系（現為資圖
系）校友朱則剛、電算系（現為資訊系）校友林
敬三及統計系校友陳坤盛。另表揚捐款金額1千
萬及100萬以上捐款者；接著由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理事長陳慶男代表致詞。上午11時30分由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Diamond Jubilee Homecoming Day」校友返校
餐會，海內外約有400餘名校友參與。
6日晚間登場的是7時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樓
宴會廳展開的「淡江之夜校慶晚宴」，由國內外
校友會共58個單位熱情響應「認捐桌數」，邀請
師長、國外及大陸姊妹校外賓和校友們齊聚一
堂，屆時將有1千餘人出席，其中有近百位海外
校友出席。
校園其他的慶祝活動，除有5日在書卷廣場
及海報街的「傳燈傳心點燈儀式」為「淡卷嘉
年華」揭開序幕，6日還有好吃又好玩的「校
慶園遊會」、「校慶蛋捲節」增添校慶的熱鬧
右起導演楊雅喆、統籌陳寶旭、本校校長
張家宜、導演許明淳、代替陳慧翎出席的校
友古明弘。

淡江大戲發表 老中青校友熱情看戲

淡江四季花卉─白梅

作者／顧重光／油畫、金箔

美哉淡江特展
顧重光主持甲子獻畫
為慶祝本校60週年校慶，文錙藝術中心於3日（週三）至12月31日，舉辦「美哉
淡江－60週年校慶特展」，以淡水與蘭陽校園及週邊優美景物為主題，進行寫生
和創作。並將於3日上午10時30分舉行開幕式，同時進行「畫說淡江－淡江甲子獻
畫」儀式，由駐校藝術家顧重光主持，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此展由文錙藝術中心精心策劃，展出69位藝術家的創作，透過這些藝術家們的
敏銳觀察，作品呈現姹紫嫣紅的四季花卉、彩霞滿天的宮燈大道、曲徑幽深的
覺軒花園、旭日清曉的蘭陽校園等，包含國畫、西畫、書法及攝影創作，約有80
餘幅別出心裁，關於本校美麗校園風光之作品，為本校的美留下歷史的見證。
此外，本次特展將展出7件70年代淡水校園的水彩畫作，將與現今校園照片做對
照，讓淡江人有懷舊憶往的機會。
淡江甲子獻畫，由顧重光主持的獻畫儀式，邀請多位知名西畫家，如盧怡仲、
劉獻中、吳天章等，以校園常見的四季花卉為題，分別創作了白梅、紅山茶花、
非洲鳳仙花、鳳凰花、山櫻花及杜鵑花等6件作品。白梅畫作栩栩如生的花朵與
貼上金箔的背景相互輝映。淡江四季作品加上花語，亦將於本次特展中搭配展
出。（文／陳思嘉、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60校慶
金石姊妹校來賀
60週年校慶已進入倒數，姊妹校校長
及教授代表也即將亮相，為校慶賀壽，
本報簡介姊妹校及貴賓，讓你先睹為快。
（文／林姍亭、江啟義整理）
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
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lint）位於美國密西根州東部
福林特市中心，是美國中西部典型的大學
城，文化氣息濃厚且民風樸實，創立於
1956年，與本校於2006年3月簽訂姊妹校合
約，該校教務長Dr. Gerard Voleland及管理
學院院長Dr.John A.Helmuth將來校慶祝60
週年校慶。
該校擁有以人文科學為首的經營學、 教
育學、保健等70個學科領域之專業學士學
位，致力於吸收海外人才，積極為國際學
生提供相應的升學輔導及組織活動。該校
與本校交流密切頻繁，去年共有11位本校
學生至福林特分校就讀，該校管理學院金
融系教授Dr. Seyed Mehdian也蒞校訪問。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隸屬加州州立
大學系統，創立於1947年，與本校於1981
年7月締結姊妹校。該校學術副校長兼教務
長Dr. Joseph Sheley將於11月蒞校參加本校
60週年校慶。
位於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共有8個學
院，約有60種大學課程及40種研究所課
程，以小班制教學，每班學生不超過30
人，並與鄰近的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麥克喬治法學院（McGeorge
School of Law）進行聯合研究所課程。兩

校締結姊妹校情誼近30年，互動密切，
每年均有大三生、交換生等交流，2008
年該校校長Dr. Alexander Gonzalez及副校
長Dr. Ming-Tung Lee均曾來訪；同年，
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率隊參訪沙
加緬度分校。
日本亞細亞大學
亞細亞大學（Asia University）位於日
本東京，創立於1941年，與本校於1970
年5月締結成為日本在本校的第2所姊妹
校。該校校長小川春男及國際交流委員
長石川幸一等一行3人，將來校慶祝60週
年校慶。
該校擁有9個學院及研究所，學生9千
7百餘人；是一所以國際教育交流聞名的
學校，外國留學生約 500名；自1954年創
立留學生別科，在日本是留學生教育機
構的先驅。與本校每年互派交換生，該
校校長亦曾於本校55週年校慶來訪。
大陸天津大學
天津大學（Tianjin University）位於大
陸天津市，創立於1985年，該校將於本
月6日與本校締結為姊妹校，成為本校在
大陸的第23所姊妹校。該校校長龔克、
建築學院院長張頎，以及港澳台辦公
室副主任李鏘等，將來校慶祝60週年校
慶。
該校為教育部直屬國家重點大學，前
身為北洋大學，是1959年大陸首批確定
的16所國家重點大學之一，也是「211工
程、985工程」首批重點建設的大學。大
陸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公
佈的2007—2009年學科評估結果中，天
津大學化學工程與技術學科和儀器科學
與技術學科位居全國第1。該校曾於2006
年9月來訪，並參觀文錙藝術中心及圖書
館。
大陸廈門大學
廈門大學（Xiamen University）位於大
陸福建省，創立於1921年，為大陸第一
所由華僑創辦之大學，於1995年4月締結
為本校在大陸第2所姊妹校。該校校長朱
崇實、副校長鄔大光及港澳台辦公室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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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上週二
（26日）在台北誠品信義店6樓視聽室舉
辦慶祝本校60週年影片《那些淡江教我們
的事》發表記者會。當天除了校內人員及
媒體，許多校友更不畏天氣驟變特地前往
與會，和大家共同回溯60年點點滴滴，現
場彌漫濃濃的感人溫馨氣氛。
校友會前會長校友羅森說：「淡江教我
樸實剛毅」。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校友杜
明翰說：「淡江教我視野開闊，也深刻體
會到愛心不是隨便說說就可以達成。」
影片發表後，校長張家宜接受由製作團
隊獻給本校影片儀式。

氣氛。至於運動會比賽項目包括：鉛球擲遠、跳
遠、跳高，各項短跑、長跑、男女大隊接力等，
將於6日在淡水校園田徑場熱情開賽。另有「淡
江達人、挑戰60」決賽、「大學慶典－三校桃李
展現爵士風華」等慶祝活動。豐富多元的校慶
系列活動，將展現全體教職員工生創意活潑、
團結的一面，歡迎嘉賓、校友一齊同樂！

預見2060 探討亞洲未來4日登場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由未來學研究
所、美國未來基金會及韓國慶熙大學合辦的「預
見2060：轉變中的亞洲未來」60週年校慶國際研討
會，將於4、5兩日（週四、五）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及覺生國際議
廳登場。會議邀請來自澳洲、印度、伊朗、韓國、馬來西亞、阿曼王
國等9國25學者與會並發表論文，探討氣候變遷、政治經濟及認同。
研討會以「減碳與新亞洲」、「創新亞洲經濟與治理模式」、
「探討亞洲新認同」為主題，探討2060的新亞洲圖像。未來所所
長鄧建邦表示，減碳已是全球性的問題，該研討會採對話形式進
行，透過跨國合作、多元對話，尋求解決之道；並進一步探討政
治模式及區域、文化認同，期能激發對亞洲未來50年可能的創新
觀念與定位。

太陽能驅動海水淡化 獲最佳海報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校友李
建璋、王柏翔，在系上教授張煖、何啟東的指導及帶領下，參加
由台灣化工學會、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共同主辦的「第13屆亞太化
工會議」，以「太陽能驅動海水淡化系統」為論文主題，榮獲最
佳海報獎，於上月5至8日的化工會議中頒獎。
李建璋說明，鑑於資源與能源日益減少，因此在研究中利用
可再生太陽能加熱，使海水溫度上升，在裝置內薄膜兩側產生蒸
氣壓差，再透過冷卻板將過濾後的水蒸氣凝結成人類可飲用的淡
水。張煖表示，這次的論文主題為國科會三年期整合計劃中的子
計劃之一，與國內多所大學均有合作，題目本身具創新且與綠色
科技結合，加上海報製造強調以圖表取代繁瑣的文字呈現，因此
受到評審的肯定。
李建璋表示，這篇論文前後花了近一年半的時間才完成，而且
多次請教老師與同學，「有時候自己想破頭也想不出來的問題，跟
別人討論後馬上就開竅了。」對於獲獎他十分意外，「因為最近才
頒獎，對已經畢業的我來說感覺好突然，也算是喜從天降吧！」

品德教育學校評選 校園菸害防制 本校分別獲優選與銅賞獎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前參加由教育
部舉辦的「品德教育績優學校」評選，以及由衛生署
舉辦的「99年度大專校院校園菸害防制計畫」徵選，
分別獲得大專校院優選與銅賞獎；將於本月26日在國
立編譯館國際會議廳進行座談會與接受頒獎，本週一
（1日）在台灣科技大學舉辦的「大專校院校園菸害
防制方案成果觀摩會」上進行頒獎與經驗分享。
為激勵師生全面參與品德校園文化，教育部表揚積
極推動品德教育表現優良之公私立各級學校，本校為
16所獲獎的大專校院之一。校內推行生活教育已久，
品德教育為淡江生活教育中的一部分，以「尊重教
育」、「愛護環境」以及「關懷行善」為主軸，透過
活動的推行，讓品德在生活中落實，服務在學習中紮
根。今年陸續舉辦「陽光大使選拔」、「勞作教育課
程」、「人際關懷系列活動」、「中小學宣教」等許

主任林瑞榮將於11月蒞臨，祝賀本校60
週年校慶。
大學部有22個學院、60個科系；擁有
完善的教學、科學研究設備及公共服務
體系，擁有校本部、漳州、翔安等3校
區。與英、美、日等國共150所大學締結
姊妹校，並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共建「全
球十大聯盟」。名列中國管理科學研究
院《中國大學評價》第23名。該校代表
團曾於今年4月來訪，由校長張家宜接
待，並進行學術交流協議續約。
澳門澳門大學
澳門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cau），
創立於1981年，前身為私立東亞大學。
該校校長趙偉，將於11月來校祝賀本校
60週年校慶。
該校設有工商管理、教育、社會科
學人文、法學、科技學院及中華醫藥研
究院等，授課語言以英語為主；運用國
際化管理及管理體系，從世界延攬優秀
教師，為學生創造多語的國際化學習環
境。為建立優秀教師團隊，大學採用國
際評審制度評核教師能力，獎勵優秀教
師以提升教研品質。澳大教務長彭執中
於今年2月參訪本校，並對本校淡海同舟
的優良傳統，以及22萬校友累積的龐大
實力表示佩服。
法國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
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Universite de
Franche-Comte）位於法國東部弗朗士－
孔泰地區中，歷史名城貝桑松市，在全
法國87所大學當中，名列前15名；1989
年11月簽約成為本校在法國的第一個姊
妹校。60週年校慶當天，應用語言中心
主任Evelyne Berard Director將蒞臨本校賀
壽。
該校開設有文、理、工、法、醫等學
科專業。 其應用語言學院更是蜚聲法國
國內外，每年約5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
生至該校接受語言培訓，更是中國學生
到法國學習法語的首選之地，被法國駐
華使領館列為向中國學生推薦的一流學
府。目前每年與本校互派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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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活動與課程，學
務處生輔組組長白
怡昌表示，學校平
日就時常舉辦心靈
影展、小團體對談

工作坊等活動，推動品德教育，並鼓勵同學從
校園的環境維護開始努力，進而推展至校外，
甚至是國外的愛心服務，同學參與情況都很不
錯。但是目前在校園張貼廣告的部分，仍須加
強改善，希望部分打工的同學也能凝聚共識，
一起給師生一個更整潔的學習環境。
另外，校園菸害防制計畫評審項目以「輔導
訪視暨過程評價」、「創意競賽」及「實際
戒菸成果人數」等為主，本校從31所大專校院
中脫穎而出獲得銅賞獎，軍訓室教官尤臺蓉
表示：「比起三年前曾在一學期拾獲13萬根菸
蒂，近來學校與春暉社在禁菸宣導的努力下，
校園內的菸蒂已明顯減少，宣導成效越來越
好。」自從執行禁菸活動以來，致力於校內舉
辦禁菸創意短片、63禁菸週、新生體檢、樂活
禁菸班等各種菸害防制活動，其中與社區結
合，進行校園週遭環境整潔是本校一大特色。
尤臺蓉說：「雖然不是得第一名很可惜，但是
這給了我們更進一步的動力，未來也將持續以
無菸校園為目標努力。」

理、管理兩院加入五年一貫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本校學生繼續留
讀原系碩士班，並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效
果，理學院、管理學院及其各系繼工學院後，將推出
「大學部學生五年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即代
表該院系同學可於大三下時申請此規章，並通過研究所
考試後即可於大四提前修習碩士班課程。理學院之數
學、化學、及物理等三系之提案自99學年度開始實施，
而管理學院之會計、統計、資管以及運管等4系亦同時
則於99學年度實行。
另外，課務組表示，將於100學年度起擬實施「大學
部學生期中停修課程機制」，停修後修習學分總數不得
低於「學生選課規則」規定之最低選課學分數，而申請
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且停修課程學分不計入該
學期所修學分數計算，欲退選同學仍須慎重考慮。
根據10月27日教務處註冊組統計，99學年度大學部
新生註冊率達97.24%，較去年註冊率97.17%有所成長。
本校註冊率能維持高於其他私校之比率，原因可能在
於學生在外界表現亮眼，並且學校科系也都有良好的評
價。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主任，運用e筆所繪。李主任為國際聞名水墨
畫大師，從動態寫生捕捉到人物或動物的姿態
神情，栩栩如生，令人感動。李主任雖不擅
於電腦的數位應用，但是直接以e筆簡單的線
條，所表現出來的雙猴遊戲，無論是面部表情
或動作都具有十足動感。（文／文錙藝術中心
副主任張炳煌提供）

█淡水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11/1(一)
13:10

化材系
E830

Nagoy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E. Iritani
Energy-Saving Deliquoring of Deformable
Solid-Liquid Mixtures Due to Expression

11/1(一)
13:30

課程所
C423

台北縣崇德國小校長林文生
學習經驗的轉化與知識建構

11/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11/1(一)
15:10

法文系
E308

11/1(一)
16:00

歷史系
L412

11/1(一)
16:10

法文系
E308

11/2(二)
12:00

就輔組
Q409

11/2(二)
13:00

中文系
L301

作家敷米漿
創作力最強的時期-寫作無悔的青春

11/2(二)
14:00

水環所
E830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龔誠山
21世紀的水利工程

11/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11/2(二)
14:10

數學系
S433

11/2(二)
15:00

數學系
S433

11/2(二)
16:00

歷史系
L413

11/2(二)
19:00

資管系學會
B713

11/3(三)
10:00

亞洲所
S102

工學博士暨大同公司策略委員林佳添
台日企業倫理與經營

11/3(三)
10:10

公行系
B309

明沂律師事務所律師簡榮宗
數位內容著作權之基本問題及侵權

11/3(三)
10:10

資圖系
L302

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先進技術研發中心
智權室經理朱維知
專利實質分析與實務

11/3(三)
12:00

就輔組
Q409

台灣資生堂美容講師謝思嫻
面試禮儀與彩妝技巧

11/3(三)
14:10

決策系
B712

富蘭克林投顧公司副總經理馬珮琴
共同基金行銷分享

11/3(三)
16:10

德文系
B503

博鴻國際專案管理顧問公司前行銷暨訓練
事業處長馬淑怡
如期、如質、如預算的由你「玩」4年

11/3(三)
19:00

大傳系
O202

光華雜誌資深攝影記者莊坤儒
攝影意念啓發－異想小說情節

11/4(四)
12:00

教科系
L102

富邦金控訓練管理系統產品經理簡伶伃
數位學習在企業的營與應用

11/4(四)
14:00

企管系
B712

104人力銀行研發中心協理王榮春
2011年就業趨勢大預測！你準備好了嗎？

11/4(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教授樊采虹
Statistical Inference on Accelerated Life Tests
of a Series System with Masked Interral Data
Under Exponential Lifetime Distributions

11/4(四)
14:10

化材系
E311

元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張誌民
求學就業創業經驗談

11/4(四)
14:10

資傳系
SG314

11/4(四)
16:10

大陸所
T505

11/5(五)
09:10

國企系
B302B

麥栗得行銷經理林宛靜
真實力量的創意與行銷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史芳銘
中國大陸內銷市場稅務問題及ECFA對台商
的影響
元智大學遠東管理講座教授許士軍
國際化潮流新思維－走向網絡化的國際企
業組織

11/5(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力譔堂整合行銷公司總經理歐陽穎華
談笑風生論行銷－政府部門標案面面觀

11/5(五)
10:10

俄文系
O504

國立台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蔡明興
永無止盡的追求：我是誰

11/5(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化學系助理教授謝仁傑
Cycloaddition and coupling reaction of
benzyne
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藝術村營運部資深專員
余素慧
藝術介入空間：文化創意駐點與藝文推廣計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國棟
焚葉如焚夢-十七世紀末期由台灣流落到
北京一本聖經的故事
信鴿法國書店負責人林幸荻
不呼口號確實永續文化：非主流文化企業
經驗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專任助
教盛業信
旅遊證照考試講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陸亭樺
Structured beams emitted from the laser
cavity
俄國訪問學者Buterin Sergey
Inverse scattering problem for the SturnLiouville operator on a non-compact startype graph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蔡炎龍
Tropical Curves and Tropical polynomials
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客座上級研究員
春山明哲
歷史散步:談後藤新平與新渡互稻造
地圖日記人創辦人郭書齊
Idv.tw在雲端找到你的專屬入口

產經系教授梁文榮

Spatial Compeition and Flexible
Manufacturing

台北校園
11/4(四)
19:20

財金系
D310

飛天科技董事長吳建瑩
What Are You Here?

11/6(六)
09:10

國企系
D324

東方廣告總經理侯榮惠
廣告品牌管理

「樂」在安全校園 本校分享經驗

【記者林俞兒台北校園報導】由本
校和社團法人花蓮縣記憶空間學會
所主辦的「2010台灣國際安全學校
暨安健學校論壇」於上個月27日在
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
論壇在臺北市興華國小的優美
樂音下揭開序幕。由張校長、教
育部軍訓處王福林處長、臺北市
衛生局陳正誠副局長、國民健康
局陳瑞菊研究員等蒞臨致詞，及
遠道而來的貴賓WHO CCCSP 國
際安全學校委員會主席 Mr. Max L.
Vosskuhler、世界衛生組織安全社
區月刊編輯Mr. Koustuv Dala、日本
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校長藤
田大輔。本校張校長表示：「不論
是國品獎還是安全校園的認證，證
明淡江有持續改進的精神，希望能
做得更好。淡江在2008年認證通過

國際安全學校，不是代表百分之百
沒有安全問題，而是當事情發生時
有標準作業流程快速處理。還有另
一項重要的功能，就是淡江和淡水
鎮地區學校密切的合作。」
論壇分別由本校建築系副教授
兼總務長鄭晃二、日本大阪教育
大學附屬池田小學校長藤田大輔
及WHO 國際安全學校委員會主
席 Mr. Max L. Vosskuhler說明國際
安全學校推動概況。其中，鄭晃二
在「三心兩E好安全」的演講中，
分享本校所推動的各項安全品質管
理，包括校園少狗化、外食不外
帶、夜間護送等成果。今年安全學
校的代表字為「樂」，其意義是希
望推動者能夠樂在其中，學校的師
生們能有一個幸福快樂的校園環
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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