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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視野致力國際化 馬總統稱許本校表現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60週年校慶大會，
6日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創辦人張建邦、
董事長張室宜、校長張家宜，以及國際姊妹校外賓
近百人、校友和教職員生齊聚一堂。馬英九總統亦
親臨致詞，當馬總統一現身，全場歡聲雷動尖叫聲

四起。總統表示，「看到全台灣第1所私立的大學
院校能在60年當中發展成目前的規模，我們感到非
常欣慰。」
馬總統除肯定本校長期以來的辦學成果與三化
政策外，並舉出本校在國際知名網路計量研究機

構Webometrics所公布的研究評比「網路世界
大學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一直排名在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前10
名，是台灣私校第一。而本校致力於走向國際
化，也與他的施政理念不謀而合。未來政府計畫
增加對私立大學補助，努力縮短公私立大學教學
資源差距。
張校長致詞時指出，本校辦學理念與使命
是「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
靈卓越的人才」，期待全體教職員工生一起
持續努力，再現淡江新紀元的榮耀，並邀大
家齊呼「淡江六十、保證品質、 淡江壯麗、
名揚國際」口號。
姊妹校前紐西蘭總理、懷卡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aikato）理事長詹姆斯博爾
格（Rt Honor Jim Bolger Chancellor）致詞表
示，淡江大學的遠景為「為學生打造一個適
應當今國際化的環境」，對此深感認同。懷
卡特大學很榮幸每年接待多達10位淡江交換
學生。「敝校及在座各個與會學校，都非常
期待在未來新的60年中，與淡江大學繼續維
持友好的合作關係。」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也蒞會代
表致詞，他說，今天在這裡特別感謝歷任校
長及各位努力經營學校，讓本校的學生出社
會後能創造自己的事業。在台灣都是國立大
創辦人張建邦（左一）歡欣洋溢參加6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學出頭的時候，感謝學校的栽培，讓本校蟬

（攝影／黃乙軒）

歐研所論節能 產官學創新生質新思維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及國家科學委員會等20單位，
協同策劃舉辦的「2010年國際節能減碳生質能源永續經營會議－法台生質能
永續科技與策略研析暨東協國家發展現況」，於9、10日在淡水校園召開。
會議邀請台灣、法國與東南亞等地多位學者專家與會。第一天在文錙音
樂廳及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以專題演講、論文發表、主題圓桌會議等形
式，橫跨科學與政治經濟兩領域，探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科技與策略與
政治。另於驚聲大樓2樓展出壁報論文，並邀請本校弦樂社、國樂社穿插帶
來音樂表演，藝術氣息濃厚，舒緩了研討會的緊張氣氛。第二天覺生國際會
議廳，以主題圓桌會議討論「可再生能源的永續政策」。
大會召集人歐研所副教授苑倚曼表示，這次活動不但讓政府、學術、產
業界屏除成見坐下來好好討論，朝向有效率且規格化的綠能未來一起努
力；也更進一步激發彼此在生質能技術的創新思維。

大師對談小說創作與新詩意境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主辦第27屆五虎崗文學講系列活動
之大師對談，於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接連兩場精采開講。
上午10時，由作家楊照及郝譽翔先以「閱讀、故事與創意」為題，帶領
同學們進入他們的生活，談他們為什麼創作小說，楊照笑著說，會創作小
說是因為「不耐煩」。郝譽翔則表示她會寫小說則是因為「不快樂」，這
是他們的動力。之後他們討論小說起源及最近閱讀的小說，跟大家分享心
得及獲得的啟發，並推薦大家去看。中文三蔡佳臻表示，郝譽翔老師及楊
照老師以平易的方式來談論小說，讓我深刻的感受到小說的有趣之處。
下午2時由中文系副教授呂正惠主持，詩人陳義芝及蕭蕭以「揭開謬思
的面紗」為題，談詩如何寫詩、讀詩、更進一步欣賞詩。陳義芝認為詩雖
短，但情感是強烈的，每個字都極具象徵意義，是非常細緻的。蕭蕭則認
為詩的空間感很重要，同一句話放在不同的空間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聯13年企業最愛用的私立大學。「最後感謝張創
辦人和歷任校長，創造這麼好的讀書環境，讓我
們從這裡畢業、出社會後，都能跟人家比！」
當天並頒發6座金鷹獎座給各領域表現傑出的
校友。由本校第11屆董事會董事長張室宜及汪國
華、陳雅鴻、洪宏翔、林嘉政、李坤炎5位董事出

席頒發金鷹獎。第24屆金鷹獎得獎者分別為：陳
定川、許勝傑、朱則剛、林敬三、陳坤盛及廖聰
明。另於大會中表揚陳慶男學長捐款1千萬元及林
雲山前校長等100萬元以上捐款者。

MV時全場感動不已。擔任主持人的法文系校
友崔麗心即公開表示：「看到這麼多校友回
校，好感動，未來母校有活動需要支持，我一
定回來！」席間徐錠基與日本外賓同桌話家
常，來自麗澤大學校長中山理、亞細亞大學校
長小川春男同時表示：「在日本就算校友人數
眾多，也很不容易看到這麼多校友返校，可見
淡江號召力很強！」
彭春陽表示，今年校慶晚宴與往年最大不
同，就是校友的熱情參與，且在校友崔麗心主
持下，更加溫馨圓滿。校友對今年晚宴有極大
迴響，崔麗心說：「特別從國外趕回來參加晚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為祝賀本校
60週年校慶，6日當天大陸9所姊妹校、9位校
長、副校長蒞臨參加慶祝大會，其中8位校
長、副校長並參加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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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中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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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交換學生協議，預計於下學期開始實施。校
長張家宜表示，本校一直積極拓展與姊妹校的
學術合作，未來將有更多學校加入，期盼在互

TKU Family 淡江感恩家族 蛋 生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主辦的「Diamond Jubilee Homecoming Day」校友返
校餐會，6日上午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以26道美食迎
接海內外約400餘名校友。會中由校長張家宜及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以銀鎚打破金光閃閃的金
蛋，代表「TKU Family」淡江感恩家族誕生。
校友處主任彭春陽表示「TKU除了是淡江的縮寫之
外，同時有感謝的意思。」希望藉由「TKU Family」
的組織概念，凝聚校友們的向心力並整合資源，讓校
友們能透過校友處，得到職場上及生活上的協助。他
並舉例「我們會先整理校友經營與日常生活相關之行
業的訊息，刊登於校友服務處的網頁上，當校友們前
往消費時，只要出示校友卡，就能夠得到折扣的回
饋，如此不但經營事業的校友能夠生意興隆，消費的
校友也能夠節省荷包，可說是一舉兩得！」

國外姊妹校校長 赴蘭陽論高教新趨勢
壇」，與多所姊妹校代表一同探討高等
教育的新趨勢。校長張家宜於閉幕式時
引用創辦人張建邦的話表示：「東方是
東方，西方是西方，但兩者的理念若結
合，則是最棒的作法。」

中南美記者來訪 驚喜：西語麻ㄟ通！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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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由文錙藝術中心主辦、書法研究室策劃「揮毫賀還曆」在體育館旁舉行，邀請
60位師長、校友、名書畫家共襄盛舉。以「歌頌淡江」為詩題，書寫60字由中文系
教授陳慶煌所作之「淡水觀音護校園，江環五虎一崗尊。大師都講春風沐，學子精
勤哈佛論。六藝貫通科技擅，十方欽仰愛心存。年逢週甲虔誠祝，慶典如儀晉德
門。」（文／陳思嘉、圖／何恭偉）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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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所
Q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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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黃儒傑
國小弱勢學生學習狀況之研究
演講人/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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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室
Q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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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商學院
B302A

11/19(五)
14:00

環安中心
鍾靈中正堂

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主任羅燦瑛
關愛乎?騷擾乎?：校園性騷擾之防治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商學院統計計量研究所
教授沃夫岡‧赫德勒
CDO and HAC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常務董事陳曼麗
氣候變遷下的節能減碳生活

淡水校園

宴，看到昔日師長，感到很開心；唱校歌時，
沒想到大家都還記得怎麼唱，超訝異的！」台
北市校友會顧問馬紹屏興奮地說：「昔日好友
看到我，都會主動跑來跟我擁抱，就好像一家
人。」化材系系友會會長孫瑞隆說：「我覺得
校友會很厲害！可以聯繫到那麼多人，沒有想
到參加人數這麼多，也沒有想到可以看到那麼
多老朋友，可以進一步聯絡感情。」晚宴最後
播放淡江畢業21年國貿系（現國企系）校友林
炳宏作詞作曲之<青春進行曲>，特有的懷舊
曲風，喚起校友憶起年輕時光，為此宴寫下難
忘的一頁。

相交流下，能迸出更多火花。
會中研討兩岸大學未來的走向與面對全球
化的挑戰，引言人前教育部長、佛光大學校長
楊朝祥表示：「目前大陸在台學生遇到住宿、
輔導等障礙，希望未來能設立兩岸相關協商機
構，幫助學生。」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表示，
擴大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是趨勢，希望能夠盡快
解決學歷互認的問題，拓展合作發展。吉林大
學校長展濤表示：「希望能拓展暑期學習，提升
兩校互動的機會。」虞國興表示：「近期已在規
劃深化與姊妹校交流的計畫。」
大陸姊妹校來訪貴賓也利用這次機會參觀淡
水校園，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陪同山東大學校
長徐顯明參觀校園，黃一峯表示：「徐校長對
宮燈大道雅緻的環境，十分讚許；由於山東大學
正規劃新建圖書館，徐校長對覺生圖書館的設
施特別留意，稱讚淡江大學圖書館用心經營、
設計貼心。」

虞國興提 3年學術發展計畫

校友返校餐會校長張家宜（右）、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
男（左），以鎚破金蛋，代表感恩家族誕生。（攝影／湯琮詰）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將於16、17日（週二、三）
上午9時10分開始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太空
學術研討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式，大陸方面由北京理工大
學校長胡海岩代表致詞。
會議邀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
學、西北工業大學等著名大學及科研機構，20餘位學者專家來台，
與台灣多所學校之學者專家共同研討，發表論文包含空氣動力學、
航太結構及先進材料、太空力學與人造衛星等主題。航太系系主任
表示，該研討會已有15年的歷史，由兩岸輪流舉辦，是兩岸學術交
流的重要平台之一，期待透過經驗交換，提升兩岸航太工程教育與
科技的水準。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有朋自遠方來！「中南美洲記者訪
問團」為採訪「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開幕來台，並於9日參訪
本校，與美洲研究所進行座談。所長陳小雀說：「花博是台灣的盛
事，讓遙遠的拉丁美洲國家，見證台灣最好的一面之外，也藉此機
會，讓學生有更多練習西語的機會，體驗最真實的國民外交。」
訪問團成員包括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巴拿馬、瓜地馬拉、巴拉
圭、秘魯、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墨西哥等地的媒體從業人員，
陳小雀表示，訪問團除對台灣人的熱情印象深刻，也驚喜於「在台
灣，西語麻ㄟ通！」

演講看板

█台北

兩岸校長論壇 天津大學來結義南京大學協議交換生

來賓齊揮毫還曆 歌頌淡江大學六十年慶

航太研討會 促兩岸科技人才合作

█淡水

海內外千人賀壽 晚宴溫馨歡聚

【記者莊旻嬑、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千人
齊聚賀壽！88桌校友及教職員工生超過千人，
於6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淡江之夜─
校慶晚宴」，近百位海外校友回家聚首，秘書
室主任秘書徐錠基表示，感謝世界各地校友
的鼎力相助，可見淡江有一個壯大而有凝聚力
的校友組織。校友處主任彭春陽穿梭各桌與
校友熱情寒喧，場面溫馨熱絡！校長張家宜
與國外姊妹校校長一同赴宴，由姊妹校哈爾
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日本長崎大學校長片
峰 茂校長、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Prof. Robert A.
Corrigan、日本電氣通信大學校長梶谷 誠校
長代表致詞。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及中華民
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聯合致贈母校創校
60之法藍瓷賀禮、校歌變奏曲授權書；另為
「Give2Asia」舉辦揭幕儀式，此為美國非營利
機構亞洲基金會所建立，校友可透過捐款在美
加及香港地區抵稅。
而在淡水管弦樂團演奏開場後，另播出秘
書室、遠距組製作的《走過60》懷舊MV，內
容以「一段路連接我們不約而同選擇的淡水
河畔，展現人生最璀璨、最瘋狂的路程，過去
前輩們的努力幻化為一張張黑白照片。」播出

【記者梁凱雯蘭陽校園報導】60週
年校慶，共26所國外姊妹校58位貴賓蒞
校，除參加6日的校慶大會，其中8位
校長亦參加7日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
議廳舉行的「高等教育新趨勢校長論

小姐仿圖所作，很巧妙的運用e筆在數位中的
多彩顏色及筆觸，將畫景中鳥的姿態和花的繽
紛表現出來。此作最高的價值是筆跡過程完全
錄製於檔案，隨時可以取出供作參考。（圖／蔡
素華、文／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提供）

會議由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捷克查
爾斯大學校長、日本津田塾大學校長、美國
維諾納州立大學校長、麗澤大學校長、瑞典
斯德哥爾摩大學副校長，進行專題演講，分析
其所屬學校及所在國家所面臨的教育趨勢，議
題包括達到社會公平與公正的作法、全球化的
網路與日本女子的高等教育、瑞典高等教育的
趨勢等。
維諾納州立大學Judith A. Ramaley主講「21
世紀的教育方針－為何要擴展國際的交流計
畫」議題時表示，深耕教育不只是地區性，
而是全世界均應重視的事，期望能藉由交
換生計畫，更落實國際交流；麗澤大學校長
中山理主講「重建高等教育道德的思維」，
分享麗澤大學兩個協助促進道德與倫理教
育的研究機構─「R-bec」及「CMSE」，
其中「R-bec」成立於2001年，主要目的為
促進商業倫理、企業服從與危機評估；而
「CMSE」，則是執行道德科學的研究與計
畫。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示，
除藉此論壇讓姊妹校之間彼此更深入瞭解之
外，也讓國外姊妹校認識蘭陽校園國際化的
特色及成果。
更正啟事：本報第801期五年一貫
相關報導，「管理學院之會計、統
計、資管以及運管等4系於100學年度
實施」應為99學年度實施，謹此更
正。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第64次校務會
議表揚率領學生參加「2010年FIRA Cup世界
盃機器人足球賽」，榮獲多項獎項的電機工
程學系教授翁慶昌、指導學生參加「2010年泛
珠三角安利盃大學生計算機作品賽」，榮獲金
獎及最佳演示答辯效果獎的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梁恩輝；並頒發獎金150萬元給電機系機器人
研發團隊及水資源管理與政策中心獎金130萬
元、盲生資源中心獎金80萬元、風工程研究中
心獎金70萬元團隊研究績優獎。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專題報告「將淡江學術地
位推向新紀元」，提出未來三年發展計畫及再
投入新台幣3億的教學與研究預算，希望建立
至少9個特色學系、產學合作於私立大學排名
前3名等教學和研究面向著手。此外，校慶慶
祝活動籌備會總幹事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報告，
校慶活動分8大類共101項，以多元、數位、創
新為活動意象，預祝校慶活動圓滿落幕。

福建對外經貿學院來訪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大陸福建對外經貿
學院於2日前來本校建邦創育中心參訪，財經
系系主任邱建良為福建對外經貿學院介紹本校
學分學程的課程，並針對學生人才交流及產學
合作洽談相關事宜。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表
示，此次福建對外經貿學院的來訪，主要在尋
求大陸學生畢業前來本校一年修習商管學院所
開設之學分學程，結合育成中心及商管系所使
陸生將所學知識與實務經驗帶回大陸，以推動
本校與福建海西地區的產學及建教合作。

歐美琴懷音樂會 聽眾如痴如醉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2日晚間在文錙
音樂廳舉行慶祝60週年校慶文錙系列音樂會第
4場，來自奧地利的格拉茲沙龍樂團帶來「華
麗歐風＆美式琴懷」，座無虛席。該團特地演
奏〈生日快樂歌〉為學校賀壽。
此樂團由弦樂、管樂、鋼琴和打擊所組成，
曲目游走於古典與現代，開場便帶來熱鬧活潑
的傳統維也納舞會最受歡迎的開幕曲〈赴宴圓
舞曲〉，中文四蔡宜儒說，很喜歡他們的演
出，印象最深刻的是電影組曲，而安可曲所演
奏的〈雨夜花〉可以看出他們的用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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