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
導】傳播館全新開張！1日
中午舉行傳播館揭幕典禮，
由校長張家宜、文學院院長
邱炯友、研發長康尚文、總
務長羅孝賢等共同蒞臨，眾
多嘉賓一同為傳播館揭幕。
張校長表示，傳播館是由教
育館搬遷後所翻新，經過深
思熟慮規劃後，將空間主要
留給大傳系與資傳系使用，
並將研究發展處數位語言研
究中心與淡江時報也搬入，
「希望能將整個空間有效運
用，達到最好的效果，期望
未來學生在這裡能有更優異

的表現，再創傳播館第2條S
曲線。」
   傳播館整合大傳系所、資
傳 系 數 位 媒 體 教 學 實 習 中
心、淡江時報、研究發展處
數位語言研究中心、新媒體
展演室、傳播行動觀察實驗
室、產學合作工作室，成為
多功能一體的傳播空間。揭
幕儀式後，張校長至各單位
參觀，其中大傳系溫馨布置
讓校長備感溫暖；淡江時報
以 現 爆 爆 米 花 象 徵 「 爆 好
料」迎接貴賓；數位語言研
究中心則是展現傑出的研究
成果，獲得校長高度讚賞。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教授李世
元、機電系教授楊龍杰及化材系副
教授吳容銘各自以研發成果，獲得
中華民國及美國3項專利。李世元
「用於重金屬檢測之重金屬感應分
子及其製造方法」的研發成果是利
用有機化合物檢測水中是否含有汞
離子，別於坊間的儀器分析，滴在
水中即可以裸眼辨識。李世元表
示，會做這樣的研究主因是汞是臺

灣天然的汙染物，加上工廠
製程所造成環境汙染，所以
汞檢驗是必要的，目前正洽
談產學合作。
   楊龍杰因應生物科技趨
勢，提出「具有交聯的生物
高分子微圖案的生醫裝置及
其製備方法」運用機電科技

和明膠蛋白質，在晶片上繪製微圖
案培養幹細胞，傳統是用纖維母細
胞描繪圖案化，須費時2周，使用
本方法1天內可以完成。楊龍杰表
示，希望能加以推廣，希望能結合
跨校院系組成生技團隊。接下來，
楊龍杰邁向仿生科技前進，短期內
將舉辦座談會，請大家拭目以待。
吳容銘的「新型的旋風分離器」專
利最大特色是作為顆粒分選用，亦
即將粒子分為大、小兩群，可廣泛
應用於造紙、醫藥、廢水處理、生
物分離、冶礦、固液分離等工業及
程序中，吳容銘表示，此發明還獲
得2012年3月俄羅斯發明展銀牌、
9月臺北國際發明展金牌，「感謝
神賜給我創意靈感，一切榮耀歸於
神。」

   【記者林佳彣、劉昱余淡水校園、莊
思敏蘭陽校園報導】歡慶創校62週年，
今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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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屆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由
校長張家宜致詞，前校長林雲山、張紘
炬、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及董事陳雅
鴻、監察人王美蘭、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理事長羅森將蒞會。慶祝大會頒金鷹
獎予傅崐萁、王曉蘭、謝英俊、朱秋
龍、蔡進發、李子松6位得獎之傑出校
友（專訪見2、3版）。接著致贈捐款及
勸募感謝獎，感謝對本校的捐贈；另由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慶男代表致
詞。
   頒獎典禮後在B302A進行「老鷹迎小
鷹」活動，由菁英校友會會長侯登見帶
著歷屆金鷹獎得主，歡迎今年獲獎的
「小鷹」，透過這項歡迎活動，讓這群
傑出淡江人能互相交流。校服暨資發處
將於上午11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2012年校慶校友返校Homecoming 
Day－聯誼餐會活動」，重溫母校溫馨
與歡樂，因應本校節能政策，會中安排
低碳便當讓校友「吃飽又環保」。
   上月27日香港校友會慶祝校慶暨成立
35週年，會長林偉業代表香港校友會
捐贈港幣1萬元並表示發起，希望藉由
「一人一磚感謝」的認捐活動方式，幫
助母校籌建國際會議中心，聊表對母校
培育的回饋，同時也希望張校長明年能
到香港校友會主持新舊會長的交接儀
式。
   總務處為62週年校慶舉辦「一蘭無
遺」蘭花展，於上午8時在黑天鵝展示
廳展出。今年獲得董事長獎的風蘭為產
於馬達加斯加島的原生種蘭花，其花朵
開花度、菱形葉片的完整及保持良好狀
態，因而獲獎。

   蘭陽校園今年校慶活動與淡水校園同
步，園遊會於建軒一館平臺登場，中午
12時將有熱舞社、熱音社，及國標社等
社團表演。還有校慶盃籃球賽和排球師
生盃總決賽，將在籃排球場一決高下，
究竟冠軍落入誰家，敬請期待！
   電機系則於5日（週一）上午9時在福
容大飯店舉行「IEEE國際智慧型信號處
理暨通訊系統研討會」，張校長將蒞臨
開幕，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另外，由學生會主辦第10屆校慶蛋捲
節暨園遊會，將於上午11時在蛋捲廣場
開幕，以「蛋捲童玩國」為主題。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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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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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期
臺北郵局許可證臺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1 1 月 3 日   星 期 六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1學校要聞版

4版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蛋捲節暨園遊會今登場 影音實況轉播

金鷹獎得主經驗傳承 校友返校聯誼餐會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5(一)
09:10

管科系
B708

台灣宅配通營運本部部長徐慶懿
台灣宅配業之行銷策略

11/5(一)
12:00

國際研究
學院
T306

主持人/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戴
萬欽
美國總統大選預測與兩岸關
係發展

11/5(一)
14:10

化學系
C013

日本慶應大學化學系Tohru 
Yamada
E x t r a o r d i n a r y  E f f e c t  o f 
Microwave on Enantioselective 
Catalysis

11/5(一)
13:10

化材系
E830

國森企業總經理陳世輝
石化與環境—新加坡裕廊島石
化工業區之探討

11/5(一)
16:10

中文系
L201

知名作家王昭華
台灣民俗與我

11/6(二)
08:10

保險系
B614

臺灣金控臺銀人壽業務部副
理張育綺
保險業行銷倫理與職業道德

11/6(二)
14:10

國企系
B708

F i r  R e s o u r c e s  S D N .  B H D . 
Managing Director（董事總經
理）李銀福
非營利組織行銷實例解析

1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東海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簡士深
Graphene-based nonvolatile 
transistor with optical-reactive 
azobenzene copolymer

11/6(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兼任
教授潘國樑
遙測於水環科技之應用

11/6(二)
14:30

數學系
S433

逢甲大學統計系教授李燊銘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Randomized Response Data

11/6(二)
15:00

西語系
T310

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教授方真真
西班牙人在臺灣的歷史

11/6(二)
16:00

數學系
S433

華東師大教授周風
Exis tence and s tab i l i t y  o f 
solutions of a semilinear heat 
equation with exponential 
reaction term

11/6(二)
18:10

國企系
B509

F i r  R e s o u r c e s  S D N .  B H D . 
Managing Director（董事總經
理）李銀福
非營利組織行銷實例解析

11/7(三)
10:10

大陸所
驚聲國際
會議廳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張顯耀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

11/8(四)
10:00

企管系
B704

達多科技總經理張瑞峰
企業e化經營和競爭

11/8(四)
13:00

戰略所
T306

公職考試系列：國安特考經驗談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王嘉徹

11/8(四)
14:10

機電系
E830

臺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師羅志宏
造船工程師的生涯

11/8(四)
14:10

資工系
E819

輔仁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林振緯
QoS-Aware Vir tual  Machine 
and Data Placement in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11/8(四)
16:00

大陸所
T701

BenQ品牌管理中心處長溫慕垚
中 國 大 陸 是 否 是 臺 灣 的 h o m e 
market?

11/9(五)
10:00

運管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Chairman of ERTICO-ITS Europe 
Automotive Suppliers Sector 
Platform Mr. Marcel Visser
112 EU eCall-the perfect wave 
歐洲eCall計畫之創新發展

11/9(五)
10:00

大傳系
O202

燈光攝影指導林良忠
營造視覺燈光之美

11/9(五)
12:10

國企系
L215

兆豐證劵顧問（前兆豐證眷總
經理）張明杰
國貿環境解析與實務案例分享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5(一)
19:10

管科系
D408

品牌贏家顧問公司總經理蔡益彬
神經行銷學應用實例

11/7(三)
19:10

保險系
D406

內政部消防署專門委員林金宏
活著離開

11/7(三)
19:20

國企系
D403

兆豐證劵顧問（前兆豐證眷
總經理）張明杰
個案實例研討

11/10(六)
13:10

國企系
D403

澄禧廣告公司副總經理吳思穎
廣告與品牌溝通

掃描QR Code
用行動裝置掃瞄QR Code
可以瀏覽淡江時報網站唷

校園資訊帶著走

更多訊息，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2、3版 第26屆金鷹獎得主專訪

李世元 楊龍杰 吳容銘 獲專利

藝群玩家美展開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
中心與臺中市校友會於1日舉辦「開一送
百‧藝群玩家美展」開幕茶會，展出23
位藝術家作品，多位藝術家到場參與，
其中畫家廖素真到校贈畫、校友暨木箔
畫家李審當場致贈「水牛飛鶴-成雙入
對」展出作品，表達感謝之意。
   校長張家宜表示，淡江有23萬位校友在
各領域都有傑出表現，雖本校沒有藝術
相關科系，但此次美展的優秀作品，均
是出自校友之手，呼應本校重視美學、
課外活動「全人教育」的方針。臺中市
校友會理事長林欽濃表示，母校除了培
養專業人才外，還培養許多藝術人才，
希望能拋磚引玉，藉此展覽讓更多人對
藝術產生興趣，以發掘更多藝術人才。

臺北市校友會 溫馨接待境外生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與臺北市
淡江校友會於上月20日，在淡水
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境外
生「溫馨接送情」接待家庭聯誼
活動，逾110位校友和境外生參
加。臺北校友會理事長董煥新和
中華商會協會理事長彭煒騰皆到
場致詞；本校國際處國際長
李佩華、境外生輔導組組長
陳珮芬與組內4位同仁也到場
參與。會中，商管學會、淡

江國際大使團也在會中協助活動
進行，現場氣氛活潑溫馨。
   李佩華表示，為了讓境外生更
易融入臺灣社會，感受臺灣文
化，因而安排同學們認識臺灣家
庭的機會。「本次活動參與人
數是去年的2倍，感謝大家的支
持。」統計系校友董煥新談到，

北區11校夥伴教師 來校研習數位教學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北一區區域夥伴學
校，及各大專院校教師數位科技與多媒體製作能力，遠距
組於1日舉辦「教師數位學習專業成長3」研習活動，邀請
具豐富數位學習經營與推廣經驗之專業師資：資策會數位
教育研究所講師陳珮庭講授「線上帶領實務經驗分享」、
勝典科技顧問服務部經理呂玥  （音同玲）介紹「線上帶
領理論與應用」2大主題，共有11所學校20位教師參與。
   陳珮庭分享線上遠距教學「翻轉課堂」概念，由於傳統
的教學效果較無法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加上線上視頻的
快速普及，因此遠距教學儼然成為一股新的教學趨勢。陳
珮庭表示，數位學習就是把課堂教學改由網路呈現，學習

時間較彈性，學習者也可自由選擇主題與內容，學習成效
較佳。但教學影片的目的，並非要取代教師實質上教學，
也不代表同學從此不必再寫作業，而是要讓課堂時間更有
生產力，並重新定義老師與學生的角色。她建議，製作教
學影片時可將其分成多個小單元，之間搭配練習題或問
答，讓學生腦力激盪增進吸收。
   呂玥   提到，同步課程規劃需搭配非同步課程、設定清
楚課題且於事前提供議程，並活用線上工具設計互動以激
發學習者興趣及提供回饋。銘傳大學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組員邵秀梅表示：「更了解教育科技的應用趨勢，認識數
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有助於未來線上帶領課程參考。」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於上月24日
率領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教授
蔡淑玲及副教授葛浩德等3位教師
遠赴法國里昂第三大學，與另一
所姊妹校柏桑松大學4位教師一同
召開姊妹校校際研討會，以「文
化差異的傳遞：語言、文本、應
用與想像」為題，認為多元多樣
的論述有助於當前外語教學的推

進。3所學校於研討會上共發表
16篇論文，吳錫德表示：「此行
落實學術國際化的實質交流，會
中並決議一年內出版中法雙語論
文 集 ， 以 留 下 珍 貴 教 學 研 究 成
果。」
   2010年本校法文系於60週年校慶
之際主辦跨校研討會，會中決定
本校、里昂三大與柏桑松大學三
校每隔二年舉辦研討會。今年由

里昂三大舉辦，後年則為本校派
遣大三學生出國至柏桑松大學交
流20週年。目前本校有3位碩士班
學生與3位大學部學生在里昂三大
進行學術交流，參與大三實習計
畫之碩士班同學，將取得本校獨
有之雙學位認證。

外語學院訪法姊妹校 召開校際研討會

總務處勾勒國際會議中心藍圖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日
前126次行政會議中，校長張家宜
揭示籌建國際會議中心，預定在
105年度的66週年校慶落成，要求
各單位著手規劃且積極進行。在創
校62週年之際，總務長羅孝賢針對
國際會議中心等校園設施規劃進行
說明。
   國際會議中心方面，羅孝賢指出
淡海輕軌及淡江大橋皆已在推動興
闢階段，未來可藉由這2個交通要
道增加對外連結，甚至桃園機場；
加上本校優秀的學術團隊人才資

源、優美的校園環境和週邊的觀光
文化商圈，本校佔有地利優勢有機
會成為淡水區門戶，迎接國際會場
策展趨勢，以舉辦大型學術研討
會，「目前國際會議中心的初步構
想會提供住宿、餐廳、會議、休閒
等全方位服務，因此籌建經營成為
重要課題，不僅是資金需求，同時
希望在各領域豐富專業經驗的校友
們能共同支持，希望在66週年的大
順之年，完成這項建設，除提升淡
江大學的能見度，也和校友們共同
創造多贏局面。」

日期/時間 活動項目

11月3日

校慶慶祝大會(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Homecoming Day校友返校聯誼餐會(學生活動中心)
蘭陽校園師生球類錦標賽決賽(籃、排球場)
蘭陽校園園遊會、社團表演(建軒一館前景觀步道)
校慶園遊會(海報街)
校慶蛋捲節：蛋捲童玩國(海報街、書卷廣場)
校慶蘭花展 (黑天鵝展示廳)
物理系校友座談、校園巡禮(騮先紀念科學館)與系友活
動大會(淡水漁人碼頭福容大飯店)
法文系系友返校活動(滴咖啡)
戰略所30週年所慶(戰略所所辦)
擁抱蛋捲-101淡江大學生活體驗營(E411~E416、海
報街、書卷廣場)
課程所校友返校座談(ED201)
師培中心校友返校座談會(ED201)
各系所、校服暨資發處：大家再一起來「讀冊」(宮燈教
室)
淡江之聲「台友回娘家」台慶活動(覺軒花園)

11月7日 校慶運動大會(淡水校園運動場)
11月9日 「e畫淡江之美」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海事博物館)
11月10日 管科系40週年系慶暨校友聯誼會(覺軒花園)
11月12日 校慶盃高爾夫球賽(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11月17日 會計學系系友IFRS 研習會(臺北校園中正堂)
11月18日 全校教職員生登山活動(觀音山)

11月20 ~23日 中文系系友藝文展(黑天鵝展示廳)
11月26、28日 林生祥與樂團音樂講座(文錙音樂廳)
11月1~30日 第二屆台灣米食節(美食廣場)
10月11日~

12月7日 開一送百．藝群玩家美展(文錙展覽廳)

62週年校慶活動一覽

　校長張家宜（左）率團參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學60週年校
慶，與該校校長懷進鵬交流（右）。（圖／國際處提供）

　校長張家
宜 於 1 日 傳
播 館 揭 幕
後，參觀淡
江 時 報 。
（攝影／謝
佩穎）

　校長張家宜
（ 右 ） 於 1 日
傳 播 館 揭 幕
後，參觀數位
語文研究中心
的研究成果。
（攝影／謝佩
穎）

傳播館揭幕 創第二S曲線

令

令

蘭陽
淡水

訪3姊妹校歸來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校長張家宜、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前學術
副校長馮朝剛日前前往北
京、南京與上海參訪3所姊
妹校。針對本次學術交流行
程，張校長表示，北京航空
航天大學與南京航空航天大
學隸屬於大陸的「工業與信
息化部」而非教育部，特色
為偏重「軍事課程」方面的
訓練，相當特別，此外官方
給予的經費充裕，因此能提
供學生較優良的研究環境。
此次適逢兩校的60週年校
慶，工業與信息化部部長苗
圩特別出席致詞給予勉勵，
顯見大陸對兩校十分重視，
因此未來淡江希望能與兩校
簽訂「交換生協議」，加強
雙方各科系之間的交流。北
航建立之初是以專科學校起
家，亦重視學生的品德教

養，戴萬欽認為，他們的學
生素質特優，因此希望淡江
的航太系能與其有更多的交
流互動。同濟大學的土木系
和建築系享譽盛名，張校長
說，「大陸很多所大學的校
園，都是同濟大學的學生協
助興建的！」其德文系亦相
當出色，未來淡江的英文和
日文系，可與他們做外語方
面的交換交流，而淡江的商
管12院系可對應其「經濟與
管理學院」，因此，同濟大
學相當盼望與本校進行更多
的師生學術交流。
   此外，張校長分享，北航
與南航的校慶晚會表演精彩
動人，「同學們在台上朗誦
詩詞、載歌載舞，話劇社的
同學逼真演出宿舍生活！」
豐富的表演節目未來可供本
校參考。

張校長冀實質交流

喜迎創校62週年 校友師生      歡慶

  本校電機系機器人團隊獲「2012FIRA 
Cup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5金3銀3銅
的佳績，校長張家宜（左）於2日第68
次校務會議中頒贈獎助金180萬元、獎
勵金予電機系教授翁慶昌金10萬元、助
理教授鄭吉泰、李世安各5萬元，以資
鼓勵，由翁慶昌（右）代表受獎。（攝
影／鄭雅文）

機器人團隊獲5金

校友會提供獎學金、豐富多元的活動，期望境
外生能多參與，也期望能凝聚校友向心力。本
校會統系校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副秘書長王
肇嘉說：「希望境外生藉此機會瞭解臺灣文化
和民情習俗。」來自薩爾瓦多國企二梅莉莎希
望：「透過這樣的活動瞭解校友們所提供的生
活、打工資訊及就業建議。」

張校長頒200萬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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