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學堂     添現代設備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於6日，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
「第8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校長張家宜、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和蘭陽
校園主任林志鴻皆參與。
 理事長羅森再度連任，並在晚宴

由張校長授旗，現場各縣市校友會
代表一同舉杯，祝創辦人張建邦博
士身體健康，校運昌隆。張創辦人
蒞臨晚宴表示，很高興能和來自全
省的校友見面，並分享求學經驗和
過去從政政績心得。張校長則分享
本校獲得企業環保獎的準備過程，
她表示，未來的一甲子，為尋求更
多突破及創新思維，自100年度起
有多項創新計畫，此外，將規劃建
置資訊教學大樓，希望各界校友全
力支持，協助母校打造優質的學習
環境。
　海內外校友會都齊賀校慶。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表示，
「 祝 淡 江 持 續 發 揚 光 大 ， 永 續 經
營。」羅森表示，「看到母校獲得企業最愛排名
第一，祝福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校運昌隆，鴻
圖大展，也希望校友們共同攜手合作，讓母校發
光發熱。」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指出，今年校慶返回母校

的校友有7位金鷹獎得主、美國華盛頓D.C.校友會
會長李靖中、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彭慶和以及新
成立的大陸廈門校友會會長黃天中等，也返校同
賀。黃天中為本校英文系校友，現任美國紐約州
庫克大學教授、合作辦學項目中國總校區行政校
長以及福建華僑大學董事會海外董事兼教授。黃
天中也祝賀母校61週年校慶，並歡迎廈門和大陸
的校友入會，共同為母校發展努力。
  據校服暨資發處資料，本校在大陸有4個校友

會：中國臺商校友聯誼總會、大上海臺商校友聯

11/18(五)
19:20

國企系
D324

礁溪老爺大酒店總經理沈方正
Don't be a Silly Person!
It's all about the Attitude

11/19(六)
9:30

EMBA
D310

關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洪文照
台商前進美國市場通路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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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運動會、園遊會同賀校慶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61  校慶鷹揚再起 校友師生接力祝壽
第25屆金鷹獎得主專訪

今日體育館7樓慶祝大會、蘭陽植660株苗木  20日登觀音山

台北校園

宮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4(一)
10:10

電機所
E819

長庚大學電機系教授林炆標
光纖載微波技術的發展 

11/14(一)
10:10

公行系
B701

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律師劉承慶
商標法基本概念與案例分析

11/14(一)
12:10

化學系
Q409

刑事警察局偵一隊隊長廖訓誠
學生常見意外事件處理與預防

11/14(一)
13:00

資圖系
L527

碩睿資訊公司經理蕭敬忠 
中國大陸學術期刊資料庫概論

11/14(一)
13:10

化材系
E830

工研院綠能所／智慧節能系統技術組／固態照明
系統研究室研究員黃素琴
LED道路照明應用現況與發展

11/14(一)
13:10

公行系
B428

考試院簡任第12職等編纂（退休）楊文振
國家考試經驗分享

11/14(一)
14:00

諮輔組
L212

董氏基金會林丞增
憂鬱暨自我傷害防治校園情緒教育講座

11/14(一)
14:00

化學系
Q409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助理教授陳德豪
Behavioral ecotoxicology of fish Linking behavior 
with other biological processess

11/14(一)
18:30

公行系
B512

Manager,Institute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Malaysia Eric Lin
Conference Management

11/15(二)
10:10

財金系
L204

中原大學國際經貿系教授陳仕偉
Ar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really sustainable in 
the G-7 countries?

11/15(二)
10:10

管科系
B408

敦南科技處長姜禮燈
製造業的明天與臺商所面臨的挑戰與思維

11/15(二)
13:00

諮輔組
B712

董事基金會謝明慧
憂鬱暨自我傷害防治──校園情緒教育講座

11/15(二)
14:10

水環系
E830

美國田納西理工大學教授李炳基
Sinkhole Flood Prediction in Karst Area

11/15(二)
14:10

數學系
S433

淡江大學數學系博士候選人林遠隆
Cyelic 3-sun graph design

11/15(二)
14:10

物理系
S215

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陳鴻宣
Analysis of the disorder-Induced pseudogap in 
Anders on-Hubbard Model

11/15(二)
15:00

歷史系
L413

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洪紹洋
日本還有競爭力嗎?

11/15(二)
16:00

管科系
L204

宏陽健康事業董事長黃松共
生技醫療服務創業經營與分享

11/15(二)
16:30

建築系
Q409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兼任導師沈可尚
從攝影投向思考

11/16(三)
9:10

管科系
U705

臺大商學研究所所長蔣明晃
供應鍊管理相關研究之一些想法

11/16(三)
13:10

資傳系
O303

最靡國際視覺整合有限公司創辦人黃文志
創意商品設計行銷

11/16(三)
14:00

航太系
E830

瑞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芳壽
在失業裁員無薪假及賈伯斯旋風等社會現狀氛圍
下，如何尊嚴自信的謀生與創造永恆的價值

11/16(三)
14:10

歐洲所
驚聲國際廳

歐洲所副教授范倚曼
清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高銘志
法國在歐洲的替代能源研究與政策vs.臺
灣的綠思維

11/16(三)
16:00

資圖系
L206

智慧藏百科網主編杜麗琴
數位內容產業之產品發展

11/17(四)
10:10

會計系
B616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賴
冠仲
後沙賓時期之公司治理──有關高階
管理之薪酬揭露與關係

11/17(四)
10:10

管科系
B504

和碩經營管理部專員王邵強
14.153工作與生活淺談

11/17(四)
12:00

職輔組
Q409

資生堂黃星沛
面試禮儀及彩妝技巧

11/17(四)
13:00

國企系
B512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總經理特助黃愷平
Shaping your behavior:The effects of chain 
convenience stores

11/17(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Divison of Bio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教授李金上
A Lack-of-Fit Test of Zero-Inflated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s

11/17(四)
14:10

經濟系
B505

Assistant Porfes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Division of 
Economics and an Adjunct Senior Fellow at the S. 
Rajaratnai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 
Nanyang,Technological University,Singapore Dr. 
Youngho Chang
OIL AND GOLD PRICES:CORRELATION OR 
CAVSATION?

11/17(四)
16:10

中文系
L201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總編輯余治瑩
台灣童書出版社的發展與前途

11/18(五)
10:00

諮輔組
Q409

東南科技大學諮商心理師陳莉榛
大一導師輔導知能講座

11/18(五)
10:10

大傳系
O202

富士康總部光學部門資深工程師許國基
市場企劃的工作經驗

11/18(五)
14:00

資圖系
L401

聲音訓練老師與兒童故事配音員邱佩轝
說兒童故事的聲音訓練

台北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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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64年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

民國95年英文系副教授退休

民國49年入師大藝術系，因家

貧買不起炭筆宣紙，次年遂轉

入英文系，從此與繪畫絕緣。

直到41年後，因天天路過文錙

藝術中心，童年想當畫家的夢

死灰復燃，先後向沈禎、陳若

慧、呂宗燦、蔡友、冉茂芹等

老師習畫，參加聯展數次。

淡江輝藝賀校慶

張創辦人與校友     歡聚賀校慶

本校校友林生祥獲                   3大獎

校友吳振逢任駐德副代表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交通管理系（現為運管系）校友
林生祥以《大地書房專輯》日前
榮獲第2屆金音創作獎，一舉奪下
「最佳專輯」、「最佳創作歌手」
與「最佳民謠專輯」3項大獎。
   金音獎為行政院新聞局為鼓勵

音樂創作、推廣多元領域及多媒體

音樂創作等優質人才而設，本屆共
有千餘件參賽，經21位評審初審、
資格審及複審會議決議評選，共67
件作品入圍。林生祥表示，這次能
以《大地書房》獲得3個獎項非常
開心，因為這是將文學與音樂結合
的專輯。他指出，音樂對他而言是
種表達心靈的敘事方式，期望藉由

《大地書房》能激盪出更多音樂的
火花。
  林生祥致力於音樂創作，曾獲金

曲獎最佳作曲人、最佳專輯製作人
金曲獎最佳客語流行音樂演唱專
輯、最佳樂團及最佳作詞人等，
2010年以《野生》獲第1屆金音獎
最佳民謠專輯獎。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創校
61週年，今日（12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7樓舉行「校慶慶祝大會」，將頒
發第25屆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並由
校長張家宜致詞，3位前校長趙榮耀、林雲
山、以及張紘炬都將蒞會。
  慶祝大會頒發金鷹獎予董延齡、練福星、

莊文甫、林全貴、彭曼齡、陳國森，林健祥

7位得獎之傑出校友（專訪見2、3版）。接
著致贈捐款及勸募感謝狀，感謝對本校的捐
贈；另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代
表致詞。
  此外，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第8屆第1次

會員大會，於今日在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除理監事改選外，也將報告明年的
雙年會活動。

  在蘭陽校園，因應校慶並響應「一生一樹
綠海家園減碳活動」，日前向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申請配播台灣欒樹、光臘樹、茄
苳、青楓、烏心石5種共660株苗木，於今日
上午10時舉行「校慶植樹活動」，由全球創
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與認養植樹活動的台
灣愛普生公司總經理李隆安等百餘人，在戶
外運動場旁園地一同植樹。  
  另外，由學生會主辦的校慶蛋捲節暨園遊

會，將於11時以「蛋捲心世界」為主題，在
蛋捲廣場開幕。另外，下午邀請國企三克羅
德、歌手小宇、魏如萱等藝人接力表演，以
及由淡江之聲舉辦的「卡拉吧！蛋捲」決
賽。現場還有「蛋捲闖天關」及「蛋捲Let’s 

Love」等趣味活動。在海報街上也有熱鬧
的園遊會「蛋捲Have Fun」，以及「蛋捲樂
天堂」的剪紙達人、摺氣球達人等街頭藝
人，讓你吃喝玩樂；別忘了還有「蛋捲全員
Go」，喜歡蛋捲寶寶的人快來合照留念！
  文錙藝術中心舉辦「淡江輝藝—淡大親族

藝術聯展」，邀請長期在藝術領域耕耘的校
友、教職員工、駐校藝術家以及眷屬參展，
於14日上午10時30分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行開
幕茶會，歡迎喜愛藝術創作的朋友蒞臨參
觀。校慶活動一路歡慶到20日，由員工福利
委員會、淡江大學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
五虎崗童軍團主辦的觀音山健行活動，將帶
領全校師生登觀音山，歡迎全校一同參與。

 【記者謝孟席淡江校園報導】
本校歐洲研究所校友吳振逢日
前由外交部派任為臺灣駐德國
代表處副代表，今已就任。歐
洲研究所所長郭秋慶透露，被
派任很不容易，「表示他過去
的工作表現受到肯定！」
  吳振逢表示，自己從大學、

研究所時期即就讀德文系以及
德文研究所，奠定了他對德國
相關事務的了解基礎，加上長
時間接觸熟悉德國事務。吳振
逢在碩士班畢業後通過國際新
聞人員特考，外派至德國慕尼
黑、漢堡，以及柏林等地達11
年，建立臺德雙邊友好關係。
  這些工作經驗，讓他對德國

政府與政治現況累積了深厚的
認識；爾後轉調立法院，曾任

職 外 交 及 國 防 委 員 會 主 任 秘
書 ， 負 責 監 督 外 交 及 國 防 政
策，任職期間考進歐洲所博士
班。吳振逢用心投入課業，上
課不缺席，後來以「從德國聯
邦制度論歐洲聯盟的整合」撰
寫博士論文，同時也強化了在
外交事務的學理基礎。他認為
自己獲得派任副代表的原因之
一是結合長年工作經歷與學術
背 景 。 郭 秋 慶 則 表 示 ， 「 從
他身上看到有志者事竟成的表
現，人生中機會很多，只要有
強烈動機就能成功。」
  面對副代表職務，吳振逢表

示，自己會做最好的準備，會
盡最大的努力，協助駐德代表
推動臺德雙方更緊密的交流。

誼會、廣東臺商校友聯誼會及廈門校友會，協助校友
至大陸工作、讀書以及經商，並藉此連繫校友情誼。

  英語會話社社長大傳二蔡仁豪感謝
學長的捐款，「取之於自己所成長的
地方，未來回饋於自己的母校，真的
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他也提到，
以前英會社都在宮燈教室上社課，但
是後來因為多媒體設備不足而改到工
館，若能回到宮燈上課，教室特別的
環境對外國朋友來說會很有氣氛，戶
外活動的環境也夠大，更不必擔心會
吵到其他在上課的同學。
  這學期在宮燈教室幫嚕啦啦社團上

課的課外組專員李意婷表示，多媒體
設備是很大的福利，因應社團必修
化，未來社團要使用的教室一定會更
多，宮燈教室的改建讓社團可以利用
的資源更多了！而且讓教學活動更有
彈性，不再侷限於靜態的課程。

百年   得 黑天鵝見

燈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剪綵啟用

蘭
陽

海內外校友齊祝校運昌隆  新設廈門校友會黃天中致賀 

蘭
   總務處為61週年校慶舉
辦「百年蘭得一見，蘭
花爭奇鬥豔」蘭花展，
今日（12日）上午8時在
黑天鵝展示廳展出。  
  今年有超過300株來自
全臺北中南各蘭園的蘭
花，並有逾80盆蘭花得
獎。而為了讓參觀者更
了解花的品種及特色，
今 日 （ 1 2 日 ） 上 午 1 0
時、下午2時各一場蘭藝
專家導覽，今天開放現
場報名，心動者要快點
行動。
  今 年 獲 得 董 事 長 獎 的
「萬代蘭」（右圖），
其 花 朵 有 兩 種 相 對 顏
色、整體的整齊度、花
朵圓潤飽滿以及花形平
整等，因而獲獎。（文
／林俞兒、攝影／李鎮
亞）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站立左）、校長張家宜、董
事會主任祕書周新民（站立右）等與校友們在晚宴
聚首。（圖／董事會提供）

              11月12日（週六）

校慶蘭花展（淡水校園黑天鵝展示廳）

校慶植樹活動（蘭陽校園）

校慶園遊會（淡水校園海報街、圖書館前）

校慶慶祝大會（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頒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

校慶蛋捲節（淡水校園書卷廣場）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員大會
（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11月20日（週日） 全校教職員工生登山活動（觀音山）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碧瓦紅牆的宮燈教
室擁有全台獨一的建築設計，而今宮燈教室添置多
媒體設備，於日前完工。今日（12日）中午12時，
在宮燈大道上進行「多媒體設備啟用儀式」，邀請
校長張家宜與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
共同剪綵，接著將使用新購之多媒體設備，播放宮
燈教室簡介。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宮燈

教室增添設備，經費主要來自陳慶男捐款中的640
萬元。陳慶男對校務相當熱心，適時的挹注資金，
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嘉惠學生，希望同學能好好

愛惜。陳慶男表示，很高興能讓學弟妹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帆表示，為配合宮燈教室古色古香的韻味，

在設置多媒體配備時，考慮牆壁結構及採光與其他教室不同，也因此，
H105、H106、H107的單槍投影機品質較佳。資訊處網路管理組組長蕭
明清表示，目前宮燈教室的網路環境也已建置完成，以後就不必擔心無
法上網了。

（圖／數位設計組提供、攝影／羅廣群）

蘭陽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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