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校60
週年校慶及延續本校早期爬觀音山的傳統，由
員工福利委員會、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及
五虎崗童軍團合辦的「全校觀音山健行」於
上月31日，在校長張家宜帶領下，參與活動的
教職員工生及眷屬齊聲誓師「攻克觀音山」，
從觀音山下的凌雲禪寺展開1小時的「攻頂計
畫」，本次活動負責人、資深女童軍團團長機
電三顏翊婷表示，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充分感受

到「健行」的感覺，無論是動線和時間都做了
詳細的規劃，此次參加人數約200人，前幾天
陰雨綿綿的天氣絲毫沒有減退大家的熱情，連
路上遇到的山友看到這樣的陣仗都豎起大拇指
稱讚「猴賽雷（好厲害）！」

張校長表示，這次特別提前預約報名，為的
就是要和大家一起體驗登山的樂趣，觀音山和
淡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自然成為登山活動
的最佳地點，張校長甚至打趣地說可以把爬觀

音山的活動列入新生訓練的課程之一，「只要
是淡江人都應該要爬過觀音山！」童軍團主任
委員黃文智則認為活動人數較去年略增，特別
是僑生和外籍生的熱情參與，讓本次健行多了
「不同語言的聲音」。 

活動當天，山間偶有雲霧繚繞，一路上有童
軍團貼心準備的精神標語激勵大家，本校外籍
生中文一渡邊道寬笑著說：「一邊爬山一邊看
著這些標語，不知不覺就熱血起來了！」他表

]

11/8(一)
10:10

中文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作家楊照、作家郝譽翔
閱讀故事與創意

11/8(一)
13:00

化材系
E830

工研院綠能所節能照明研究室研究員黃素琴
彩繪璀璨旅途人生

11/8(一)
13:10

國企系
B912

明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暨服務與創新管
理研究所教授馬成珉
跨國供應鏈現況與趨勢

11/8(一)
13:10

亞洲所
T311

京都大學博士生中本龍市
日本企業的成長與國際化

11/8(一)
14:00

中文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詩人陳義芝、詩人蕭蕭
揭開繆思的面紗

11/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淡江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潘伯申
Synthesis of Macrocycles and Their Biological 
Evaluation as Anti-tum or and Anti-bacterial Agents.

11/9(二)
09:10

電機系
E510

明世電子技術副總李永文
無線網路產品RF電路設計

11/9(二)
10:10

財金系
L204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林建秀
Financing Decision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for the Venture Capital Industry in Taiwan

11/9(二)
13:10

資圖系
L412

華藝數位公司總經理陳建安
臺灣數位出版產業發展(電子書與產業政策)

1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林秀豪
Coulomb Superconductor How can repulsive 
electrons form pairs

11/9(二)
14:10

水環所
E830

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梁文盛
水資源工程之應用

11/9(二)
15:30

數學系
S433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教授陳珍信
Location-Scale Regression Models with 
Non-Susceptibility i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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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三)
12:30

教心所
C30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洪聰敏
從腦神經學談運動如何促進身心健康

11/11(四)
10:00

歐研所
T306

Director of Eu-Russia Center Brussels Dr. 
Fraser Cameron
Eu-Asia Interation Compared

11/11(四)
10:10

資圖系
L302

中興大學圖書館館長詹麗萍
大學圖書館館藏的評鑑分析

11/11(四)
12:30

圖書館
圖書館總館2樓

閱活區

曜演影視製作公司編導曾文珍
我的導演之路

11/11(四)
12:30

課程所
C308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老師吳敏而
研究與閱讀

11/11(四)
14:00

企管系
B712

元大京華證券資深副總經理林象山
如何進入「華爾街」?台灣金融業的現在
與未來

11/11(四)
14:10

機電所
E830

中央警察大學消防學系助理教授曾偉文
建築安全整合防災系統

11/11(四)
15:00

歐研所
T306

Director of Eu-Russia Center Brussels Dr. 
Fraser Cameron
Eu-China Relations

11/11(四)
16:10

大陸所
T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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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對台商的影響

11/12(五)
10:00

歐研所
T306

Director of Eu-Russia Center,Brussels Dr. 
Fraser Cameron
EU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ew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11/12(五)
10:10

大傳系
O202

納智捷行銷協理李昌益
行銷策略與案例分析

11/12(五)
10:10

化材系
E515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水田
如何走出自己的人生

11/12(五)
10:20

商學院
B302A

經濟系副教授楊秉訓、產經系教授麥朝成
The Effects of Uncertainty ov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Spatial Firm's Optimal 
Decisions

11/12(五)
14:10

產經系
B511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陳南光
Asset Price and Monetary Policy-The Effect 
of Expectation Formation

11/12(五)
16:00

歷史系
L41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劉序楓
清初東亞海域的海上交通與中日貿易

張校長率200人  觀音山登頂遠眺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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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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校60年傳統再現 新生代淡江人爬出熱情

（中文系組員黃涵怡）802期 感謝您用一甲子建構了一個温馨的學術殿堂，祝福您，生日快樂！ 賀60校慶：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年
十一月六日　星期六

台北校園
11/11(四)

19:00
財金系
D310

中華民國劵商公會首席副秘書長林英哲
證劵市場管理漫談

淡江一甲子獻畫 四季花卉綻放校園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
導】為歡慶60週年校慶，文
錙藝術中心於3日（週三），
舉辦「美哉淡江－60週年校
慶特展」開幕式暨「畫說淡
江 － 淡 江 一 甲 子 獻 畫 」 儀
式。現場有40多位知名的藝
術 家 一 同 參 與 這 場 藝 術 盛
宴，並搭配弦樂社的小提琴
伴奏，使文錙藝術中心的空
氣裡充滿高貴典雅的氣質，
由駐校藝術家顧重光教授的
帶領下，獻畫本校。校長張
家宜表示：感謝多位畫家共

襄盛舉，為校慶活動創作。
   作品以淡水及蘭陽校園常
見 的 四 季 花 卉 為 主 題 ， 由
顧 重 光 為 召 集 人 ， 邀 請 盧
怡仲、劉獻中、吳天章、潘
鈺 、 陸 先 銘 等 知 名 畫 家 創
作。並加上花語，綻放於文
錙藝術中心。
   知名畫家潘鈺表示：藉由
這次的活動，才發現淡江四
季的開著不同的花，希望同
學可以藉由這些畫欣賞不同
角度的花卉。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0週年
校慶，在國外及大陸一百多所姊妹校中，約35
所大學、85位貴賓於今天（6日）蒞校，參加
校慶慶祝大會，為本校獻上祝福。並將分別參
加今天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的「兩
岸大學校長論壇—兩岸大學合作的新展望」，
以及7日上午9時20分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
廳舉辦的「『高等教育新趨勢』校長論壇」。
　「兩岸大學校長論壇」，邀請大陸姊妹校代
表與會。並將與大陸天津大學簽約，成為本校
在大陸的第29所姊妹校；與南京大學簽署學生
交流協議，並將於下學期開始進行交換學生。
會中邀請前教育部長、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
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澳門大學校長趙偉及吉
林大學校長展濤，擔任引言人，探討未來兩岸
高等教育的進一步交流合作策略，以促進兩岸
大學優勢互補，共創雙贏的大學教育事業。

 　「『高等教育新趨勢』校長論壇」，邀請姊
妹校校長及代表參加。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校
長Prof. Robert A. Corrigan、捷克查爾斯大學校長
Prof. RNDr. Václav HAMPL、日本津田塾大學校
長Prof. Masako Iino、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校長
Prof. Judith A. Ramaley、日本麗澤大學校長Prof. 
Osamu Nakayama，以及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副
校長Prof. Lena Gerholm等6人，將發表論文，討
論全球化、社會變遷及科技衝擊對於高等教育
的影響，藉此進行學術交流、開啟對話管道、
增進我國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政策的瞭解及掌
握，以達到區域性及跨國界的學術交流合作。
 　下午姊妹校貴賓將參觀故宮博物院，晚上
則參加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淡江之夜校
慶晚宴；明天將參訪蘭陽校園，8日則安排拜
會教育部長吳清基，並參觀台北國際花卉博覽
會，希望貴賓們能夠不虛此行，滿載而歸。

      

國外 35姊妹校賀壽        大學來結盟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
導】99學年度第1學期期
中考日期為11月15日（週
一）至21日（週日），應
考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
分證、健保卡、駕照等) 。
若未帶上述證件者，請提
前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
誤考試入場時間。

本次期中考修習「中國
語文能力表達」的同學須
參加「中文能力測驗」，

檢測成績將列入平時成績
計算，但不為畢業門檻。

期中考試前開放教室供
同學溫書，請多加利用。
開放時間及地點為： 8至12
日（週一至週日）每日18
時10分至22時開放B119教
室；13日（週六）8時10分
至17時開放B118教室；14
日（週日）8時10分至17時
開放B119教室。

校友創作展 即日起與你有「ㄩㄢˊ」
【記者李冠賢、王鈺淡水校園

報導】為慶祝淡江60週年校慶，
圖書館舉辦之「ㄩㄢˊ」來就是
你-淡江大學校友專書著作展及
創作分享系列活動已於2日上午11
時20分在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大
門口開跑。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校友
當中有不少人才遍及企業界及學術
界，充分展現淡江培育人才的實
力。透過60週年校慶展出校友的著
作及創作，展現淡江一甲子以來從

英專、文理學院時期到現在淡江大
學不變的辦學理念-作育英才。

圖書館館長黃鴻珠表示，在圖
書館二樓閱活區所展示的校友專
書著作及創作展，除了專書著作
之外也包括影視作品，充分展現
淡江校友發揮的創意，有些更受
到青睞而獲獎。希望藉由60年校
慶的專題展出讓全校師生認識校
友的創意實力作為楷模，進一步
培養專長，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中
展現自身的實力。

60週年校慶活動表 
日期/時間 地    點 活 動 名 稱

11月6日 淡水校園
校慶活動

Diamond Jubilee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活動

11月7日 參觀花博會 Diamond Jubilee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活動

11月6~8日 淡水校園
黑天鵝展示廳 60週年校慶蘭花展

11月6日
9:00~9:25

淡水校園
田徑場 60週年校慶運動會開幕表演

11月6日
9:50~10:40

淡水校園
紹謨紀念體育館 6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11月6日
10:40~11:00

淡水校園
覺生紀念圖書館 國外及大陸姊妹校校長團體照

11月6日
11:00~12:10

淡水校園
覺生綜合大樓9

樓貴賓室
國外及大陸姊妹校校長拜會張創辦人

11月6日
11:00~12:10

淡水校園
紹謨紀念體育

館旁週邊
揮毫賀還曆

11月6日
11:00~

淡水校園
書卷廣場海報街 淡卷嘉年華

11月6日
11:30~13:00

淡水校園
學生活動中心

Diamond Jubilee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
會會員大會

11月6日
11:30~14:00

淡水校園
學生活動中心

Diamond Jubilee Homecoming Day校友返
校餐會

11月6日
12:10~13:30

淡水校園
覺生國際會議廳 國外及大陸姊妹校校長午宴

11月6日
13:00~14:00

淡水校園
學生活動中心

Diamond Jubilee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員大
會

11月6日
14:00~16:15

淡水校園
驚聲國際會議廳 兩岸大學校長論壇

11月6日
14:30~16:30

淡水校園
學生活動中心 管弦樂團演奏音樂會

11月6日
16:00~17:30

淡水校園
月亮咬一口旁

平台
大學慶典─三校桃李展現爵士風華

11月6日
14:00~17:00

淡水校園
紹謨紀念體育館 淡江達人、挑戰60決賽

11月6日
19:00~21:30

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3F宴會廳 淡江之夜校慶晚宴

11月6日
9:30~12:00

淡水校園
B712教室 保險系系友大會

11月6日
10:00~15:00

淡水校園
鍾靈中正堂 慶祝校慶、創所10週年暨所友返校活動

11月6日
12:00

淡水校園
外語大樓大廳

或B1
西、法、德、日、俄5系校友回娘家

11月7日
9:20~11:40

蘭陽校園
強邦國際會議廳 「高等教育新趨勢」校長論壇

11月7日
11:40~12:10 蘭陽校園 國外及大陸姊妹校校長參訪蘭陽校園

11月7日
12:20 礁溪老爺大飯店 國外及大陸姐妹校校長參訪蘭陽校園午宴

【本報訊】為祝賀本校60
週年校慶，被譽為「詩魔」
且精研書法的本校第21屆金
鷹獎得主、英文系系友莫洛
夫親自揮毫，以《詩經‧小
雅》〈天保篇〉：「天保定
爾，以莫不興。如山如皋，
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為母校賀壽。

莫 洛 夫 目 前 旅 居 加 拿
大，為60週年校慶特別返
國，他表示，《詩經》這
一段話有福壽綿長之意，
希望以此祝福母校聲望日

盛，發揮文化教育的功效，
作育英才，永遠萬壽無疆。
莫洛夫所致贈的賀壽墨寶，
將於文錙藝術中心所舉辦的
「美哉淡江-60週年校慶特
展」中展出。

莫洛夫揮毫賀母校 聲望日盛萬壽無疆 

60位代表揮毫 賀還曆

 黑天鵝廳 蝴蝶蘭展風華

 

 期中考 15日登場

謹訂於
中華民國99年11月6日（六）上午9時50分

在本校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
舉行創校60週年慶祝大會

敬請  蒞臨指導

董事長  張室宜

第5屆淡品獎 3單位蓄勢待發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
導】第5屆淡江品質獎已於上
月29日截止申請，有資訊中
心、總務處及軍訓室3個單位
參加。12月10日進行初審以
書面審查為主，1月18日複審
則為實地訪查。
　評審標準共分8個項目：
領 導 與 經 營 理 念 、 策 略 管
理、研發與創新、顧客與市
場發展、人力資源與知識管
理 、 資 訊 策 略 、 運 用 與 管

理、流程（過程）管理、經營
績效。由本校特邀專家組成
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分，結果
將於99學年度歲末聯歡會公
布。另外，本校也提供獎金
15萬元、證書及獎座給獲獎
單位，希望透過實質獎勵，
提升整體教育和服務品質，
同時鼓勵從事對本校品質管
理有貢獻之研究、推廣及實
踐之單位，建立優良組織形
象。

觀音山健行活動，校長張家宜領隊登頂，與同仁們於硬漢嶺合影。（攝影／何恭偉）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0週年
校慶，今晚將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淡江
之夜─校慶晚宴」，邀請各地校友「回家聚首」。
現場除了由淡水管絃樂團演奏作為開場之外，更邀
請知名主持人、法文系校友崔麗心擔任主持人，並
邀請多所姊妹校校長一同為淡江祝壽。
  秘書室秘書曾華英表示，本次慶祝大會特別製作
了《走過60》懷舊MV，以新舊照片互相交錯對照
的方式，讓大家迅速掌握學校的變革「更希望能透
過這支MV，勾起校友的回憶！」
  同時，晚宴將為「Give2Asia」舉辦揭幕儀式，
曾華英說明，「Give2Asia」是美國亞洲基金會
所建立的非營利機構，由於是聯邦政府認可的
非營利慈善機構，校友可透過捐款在美加及香
港地區抵稅。目的是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提
高校友捐款意願，爭取更多經費，讓學校能無
後顧之憂的發展。          

【 記 者 陳 昭 岑 淡 水 校 園 報
導】配合60週年校慶，國際企
業學系策劃「陳定川系友國際
企業產學菁英系列講座」，以
國際經濟與企業未來的發展方
向為主題，邀請3位學界、5位
業界領袖人物演講。

第1場講座於5日上午9時在
B302B舉行，邀請元智大學遠
東管理講座教授許士軍精闢解
析「國際化潮流新思維─走向

網絡化的國際企業組織」，許
士軍分享許多因應全球化的來
到，國際企業應如何靠網絡組
織與策略，使得企業經營能跟
得上外在環境的全球化，達到
競爭優勢。

觀眾聽得津津有味，會中並
在演講結束後開放時間讓觀眾
向主講者提問，在一來一往的
知識交流下，激盪出精采的演
講。

淡江六十 保證品質  淡江壯麗 名揚國際  

校   長  張家宜
淡江大學 敬邀

示，觀音山環境清爽宜人，沿途風景優美，攻
頂後的景致更是令人流連忘返，這是他第一次
從高處眺望淡水河，「只能用『感動』兩個字
來形容我現在的心情！」

健行結束後舉行的抽獎活動將現場氣氛帶至最
高點，共有餐具組、外接式硬碟等50項獎品，其
中，第2大獎音響組由國貿系系友徐沁平的女兒徐
語婕獲得，徐沁平笑說：「會幫她保管到出嫁的
那一天，作嫁妝！」獲得第1大獎小筆電的財金系
教授李命志則低調地表示，第一次參加就抽到大
獎感覺不錯，「明年一定會再來。」

英文系系友莫洛夫親自揮
毫「卜爾，萬壽無疆」祝福
母校聲望日盛。（攝影／鄭
雅文翻拍）

 6日校慶晚宴 崔麗心主持

陳定川講座 許士軍談企業新潮流

【 記 者 陳 思 嘉 淡 水 校
園報導】歡慶60週年校
慶，由文錙藝術中心主辦
的「揮毫賀還曆」將於今
日上午11時，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旁廣場，邀請60位
本校師長、傑出校友、知
名書畫家及學生，包括：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
男、本屆金鷹獎得主陳定
川等。揮毫內容由中國文
學學系教授陳慶煌撰寫，
以「歌頌淡江」為題，詩
文共60字，現場將由參與
揮毫的60位來賓齊揮毫，
賀校慶。

天津
南京

慶祝60週年校慶，黑天鵝展示廳
即日起至8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舉辦
蘭花展。本校蘭花展行之有年，已
成為淡江的傳統，今年花品以蝴蝶
蘭為主軸，現場並有蘭藝協會的成
員擔任評審，評選董事長獎、校長
獎、副校長獎等83個獎項。（文／
梁凱雯、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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