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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慶祝
創校64年！今日（8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7樓舉行「64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將
頒發第28屆金鷹獎、捐款及勸募感謝獎，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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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0(一)
13:10

產經系
L417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
從自由經濟示範區談臺灣的經濟
發展策略

11/10(一)
13:10

化材系
E819

新鼎公司系統整合事業群副總經
理陳振欽
煉化產業統包工程新思維

11/11(二)
10:00

會計系
B119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陳俊光
金融業常見經營模式及相關風險
探討

11/11(二)
10:10

戰略所
T507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
授施正鋒
臺灣的大戰略

11/11(二)
11:10

性平會、
學務處

I201

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
醫學倫理：《南非彩虹高高掛》

11/11(二)
13:10

性平會、學
務處
O202

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女性影展
活動組經理謝君竹
影 視 分 鏡 與 剪 輯 ： 《 談 情 不 說
愛》的性別觀

11/1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東華大學光電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陳美杏
Correlations of interfacial phenomenon and 
device efficiency in organic photovoltaics

11/11(二)
14:10

水環系
E787

科技部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研究員連和政
水庫三維數值模擬之應用研究

11/11(二)
15:10

亞洲所
T702

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政策
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黃兆仁
全球經貿趨勢與臺灣現況

11/11(二)
15:10

數學系
S433

中央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沈俊嚴
Fourier analysis meets additive 
combinatorics

11/11(二)
15:10

歷史系
L205

古意墩文物公司顧問尤家瑋
古玉美術賞析

11/12(三)
10:00

財金系
B501

臺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所教授
張琬喻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putation and 
the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s

11/12(三)
10:00

法文系
H107

翔輝運通公司副總黃澤民
法國藝術在今日臺灣的市場

11/12(三)
10:10

財金系
B713

富邦產險董事長石燦明
產險業概論

11/12(三)
11:10

性平會、
學務處

T311

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
醫學倫理：《南非彩虹高高掛》

11/12(三)
13:00

國企系
B408

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
理陳勁初
生技保健食品之微笑曲線

11/12(三)
13:10

歷史系
T212

昀珊國際創藝工作室負責人李昀珊
藝術幫．幫忙：公共藝術的文創
精神與產官學

11/12(三)
14:10

會計系
B501

大愛電視新聞部經理、主播陳竹琪
大愛無國界

11/12(三)
15:00

俄文系
H112

台灣威柏實業(股)公司men's uno
行銷經理崔翰
時尚媒體行銷術

11/13(四)
10:10

未來所
ED601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副主任鄭凱方
環境變遷下的產業轉型

11/13(四)
13:10

歷史系
L205

古意墩文物公司顧問梁蘭莒
楚玉所表達的生死觀

11/13(四)
14:10

數學系
L201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教師翁憲章
數學與人生

11/13(四)
14:10

機電系
E819

研華應用電腦事業群副總理鄧覲臺
智慧城市與物聯網之產業應用

11/14(五)
10:10

大傳系
O202

資深配音師郭如舜
旁白的媒體運用與角色

11/14(五)
10:10

資工系
T212

育學資訊(股)公司董事長特助酆隆恭
社群媒體的新商機－輿情(商情)分析

11/14(五)
14:10

經濟系
B606

康和證券總經理特助陳翠芝
投信業簡介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0(一)
8:10

觀光系
CL325

噶瑪蘭旅行社經理林庭吉
激烈競爭下，旅行業者對未來的前瞻

11/10(一)
15:00

資工系、
職輔組
E308

研鼎崧圖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簡博彬
穿戴智慧人生

11/11(二)
16:00

資傳系
SG506

木酢家行銷總監陳育璉
從數位行銷到社群商務整合 - 新
媒體行銷與新創事業時代

11/12(三)
9:00

英文系
Q409

專職自由譯者柯乃瑜
英文系口譯講座(二)

11/12(三)
17:00

出版中心
B515

奇果文創工業負責人楊海
微型出版的運用與發展

11/13(四)
14:10

資工系
T505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資安服務事
業處資深專業顧問陳惠群
資訊產學論壇－資工人的經驗分享

11/14(五)
10:00

保險系、
職輔組

B912

國泰人壽綜合企劃部經理陳崇佑
保險公司的運作與保險專業能力

教學
卓越

長張家宜致詞。
　前校長陳雅鴻、趙榮耀、林雲山、張紘炬、
董事洪宏翔、陳慶男、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
總會總會長陳定川、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孫瑞隆等來賓蒞會。
　慶祝大會頒發金鷹獎予麥業成、陳世安、
劉世芳、林志銘、董煥新5位得獎之傑出校友
（專訪見2、3版）；另由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長羅森代表致詞。將致贈捐款感謝
狀予徐航健、曾志明、林健祥等人，以及頒發
勸募感謝獎，感謝對本校的捐贈。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上午11時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行「菁英校友會迎新茶會-老鷹迎小
鷹」，由歷屆「老鷹」喜迎今年金鷹獎得主。
上午11時30分則在學生活動中心安排午宴，舉
行「2014年校慶校友返校Homecoming Day活
動」，席開65桌，迎接校友們回娘家。下午13
時5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安排校友徐航健主
講投資理財專題。蘭陽校園則於紹謨紀念活動
中心側門平臺舉辦園遊會，另邀請佛光大學熱
音社和熱舞社加入表演，另有點歌活動。球類
錦標賽決賽，於今日（8日）在紹謨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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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的革新，來自追求進步與創造的意志，
建設性地想別人不敢想的事。

－創辦人張建邦，《即將來臨之繁榮》，1984。

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淡江預見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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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產經論壇 聚焦臺灣經發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TPP（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RCEP等全球經貿整合議題，
在即將召開的APEC年會中，成為討論焦點。
為此，產業經濟學系於4日舉辦「淡江產經論
壇」以「全球經貿整合趨勢下的臺灣產業發
展」為題，由產經系系主任林俊宏主持，邀請
5位當前對臺灣產業發展有卓越研究的專家學
者與談，吸引逾40位師生參與。
　論壇中，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指
出，全球化發展將在TPP逐步確立後，面臨國
際供應鏈模式的再轉變，「臺灣產業太依賴外
貿，未來應加強內需發展，建構優良環境吸引
資金、技術等重要生產要素，來面對經貿全
球化的挑戰。」他強調，臺灣一定要從投資趨

動，轉換為創新趨動。本校產經系教授許松根
分析了臺灣過去的產業經貿政策演變，並提點
當今國內需求與投資皆停滯、民間消費緩慢成
長的經濟困境。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就效益與分配的
角度說：「經貿全球化固然帶來經濟成長，但
缺乏公平分配的情況下，將帶來新的社會問
題，追求成長同時如何兼顧分配是政府要審慎
思考的課題。」
　本論壇也邀請臺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產業發展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呂曜志，與青平台基金會副
執行長陳錦稷與會，林俊宏表示，「這個論壇
一直持續關注臺灣產業在全球經貿化中的趨勢
與脈動，期為本校師生進一步深入剖析。」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榮譽教
授陳伯陶於3日獲贈日本政府2014年秋季敘勳
之「旭日中綬章」，以表揚對日交流的奉獻。
陳伯陶於1980年擔任日文系系主任期間，推動
首屆日本麗澤大學的臺日交換生，並於1983年
在大阪的萬國博覽會中募款日幣350萬元後設
立日本語文研究所。
　陳伯陶致力於日語教學，著有《日語修辭
學》、《日本文化詳說》、《日本文化概論》
等17本，亦將家中部分珍貴日文藏書捐給本校
圖書館，對日本語教育、臺日學生交流及人才
育成等推動卓有貢獻。對獲此獎，高齡83歲的
陳伯陶笑著說：「很高興能獲獎，雖然已有年
歲，但仍會貢獻己力於日文系，鼓勵學生積極
深入學習日文課程。」

陳伯陶獲　旭日中綬章日
本

　【本報訊】本校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於上月24日與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舉辦「淡江大學與電氣通信大學聯合
實驗室合作計畫簽約掛牌儀式」。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右）代表簽署，日本電氣通信大學教授青山尚之
（左）、金森哉吏觀禮，期待擴大師生國際交流與學術合
作機會。
　此次簽約由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暨電機系教授翁慶

昌與電通大教授青山尚之領導的青山研究室建
立合作關係，計畫包含國際交流、人才培育、
跨領域整合、創意思考及產學合作5項重點。翁
慶昌期待，藉由不同國籍與各校專精領域的結
合，透過實際接觸及學習，讓學生提升國際交
流與合作能力，增加未來共同研究與產學合作
機會。
　此次也邀請了日本電通大學生參加「2014 
Crossover IT Robo-Mech Remote Control 
Contest Development」交流活動行前規劃及
測試工作，此交流自2008年舉辦至今，透過

機器人中心與日電通大簽署合作

爭取國際競爭力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
教育部訪評委員於12日蒞校，就
「 大 專 校 院 國 際 化 品 質 視 導 機
制」進行實地訪評，訪評委員將
就本校國際化之運作情形與境外
生及行政輔導相關人員進行廣泛
且深入訪談。
　本次視導層面包含「學校國際
化發展目標及特色」、「境外學
生國際化學習支援」、「大專校
院 國 際 化 人 力 及 行 政 資 源 」 、
「國際化校園及外文網站」，以
及「國際合作及交流」。

守謙動土 64校慶繪淡江新S形曲線
中心一決高下。
　總務處於下午3時30分舉辦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新建工程動土典禮，由張校長、3位副校長
邀請徐航健、陳定川等6位貴賓在建築基地進
行動鏟儀式。

　「窗外有蘭天」64周年校慶蘭花展於6號至8
號在黑天鵝展示廳絢麗展出！校長張家宜於首
日中午到場觀展，本展共計展出434株蘭花，
其中品種包羅萬象，而今年的蘭花評選總冠軍
為萬代蘭，副總冠軍為拖鞋蘭，歡迎有興趣的
同學把握最後一天前往參觀。（文／李昱萱、
攝影／吳國禎）

蘭花評選 萬代蘭奪冠

64
校慶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992年的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R.A Marcus（魯道夫•
馬庫斯）及1986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獎人
李遠哲均於11日蒞校，參加化學系與中研
院化學所共同舉辦的QSCP-XIX研討會，
並發表專題演說。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兩位諾貝爾
獎得主同時到訪，是很難得的機會，特別
是正值校慶活動之時，更是喜上加喜。」
　 化 學 系 系 主 任 林 志 興 表 示 ， 「 本 次
QSCP-XIX研討會是物理化學界的大事，
有多位理論化學家的到來，期待藉此讓學
生與世界一流的學者有共同討論的機會，
相信學生必能有所獲益。」

2諾貝爾得主 重量來訪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為
慶祝本校64週年校慶，由文錙藝
術中心舉辦「e筆淡水風情」繪
畫比賽，前3名分別由土木四蘇
俊仰（左）、日文二林薇、機電
一林宜萱獲得。4日的頒獎典禮
中，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右）
致詞時談到，e筆書畫系統為結
合現代科技與傳統藝術的產品，
本校設立文錙中心、通核課程將
藝術學門列為必修，充分展現對
於學生在藝術涵養的重視。
　張炳煌除了恭喜得獎者外，期
盼日後透過展覽、競賽等活動宣
傳，讓更多具有繪畫天分的同學
們一展長才。贏得冠軍的蘇俊仰

笑說：「當初偶然在淡江時報上
看見比賽資訊，報名後平均每天
花1至2小時在海博館練習使用e
筆設備，能獲評審肯定覺得很感
動。」評審之一的駐校藝術家顧
重光認為，其作品色彩鮮明、取
景大方，成功地將本校
開闊的風景齊聚於
畫中，用明媚風
光開展了淡江
遠景。
　 獲 獎 9 幅 作
品 自 4 日 起 在
海博館展出，歡
迎師生前往欣賞。
（攝影／吳國禎）

　風工程研究中心於5日在新工學大樓3樓舉辦為期4天的「2014風
工程週」。現場有工作人員向學生解說，預計建位臺中市水湳機
場旁的「臺灣塔」模型。（攝影／吳國禎）

風工程週 臺灣塔橋梁模型吸睛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風工
程研究中心於本週在新工學大樓3樓
舉辦為期4天的「2014風工程週」。
5日，邀請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主持開
幕，風工程中心主任鄭啟明致詞時表
示，希望透過此展，讓全校學生更了
解本中心整體研究方向與成果，進而
引發同學對風工程的興趣，未來歡迎
大家能加入研究中心，進一步對於風
工程有更深入的研究。
　本次展覽以「高層建築」為主，一
進展場，就能看到「臺灣塔」模型，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外交部長林
永樂於4日蒞校演講「活絡外交的成果與展
望」，由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歐研所
所長陳麗娟、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大陸所所
長張五岳等共逾250名師生前往聆聽，讓驚聲
國際會議廳座無虛席。
　王高成表示，很榮幸邀請到林永樂演講，
藉由他的經歷和外交經驗，是讓學生學習外
交事務好機會，「外交是全民的工作，希望
未來有更多人能一同投入。」
　林永樂說明我國活絡外交發展的具體內
容，如人道援助、文化交流、傳遞中華文化
等方式以拓展國際空間，未來將加強與邦交
國關係、維持重要經貿夥伴、積極參與國際
組織等，來拓展外交版圖。另外，林永樂鼓
勵青年朋友可多了解外交部提供的度假打
工、國際青年大使等國際事務活動，利於與
國際接軌。
　中文四陳韋如認為，在異鄉面對外國人所
展現出臺灣人友善的態度，就是最好的國民
外交。中文四曾令維則表示，經過這場演講
後，更了解我國外交工作的內容以及與青年
相關的外交事務。

外長林永樂籲全民外交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邀請日本電通大學
生參加「2014 Crossover IT Robo-Mech Remote 
　　　Control Contest Development」行前規劃

教部12日訪評

此案是由風工
程中心受委託
研究建物結構
受風場壓力的

評估，該塔預計建於臺中市水湳機場旁，規劃
做為觀景臺，未來將成為中部地區新地標。
　土木系助理教授羅元隆說明，「現今臺灣高
樓林立，許多建築都需要仰賴『風洞實驗』，
透過研究建築的風力載重和外牆風壓，以確保
建物安全性。經由研究員及學生的長期努力，
應用學術理論在實例中，才有今日成果。」
　現場另有基隆河汐止景觀橋的橋梁模型，展
示其受颱風影響的風壓及環境風場變化。看完
展後的土木二葉宜欣說：「對風工程的應用有
基本的認識，對建物受環境風場的實驗也產生
了興趣。」

　 【 本 報 訊 】 本 校 7
月 2 1 日 與 近 2 百 企 業
同時簽訂產學合作協
議書，藉由雙向合作
以縮小學用差距。適

e筆繪賽 淡卷風情奪首獎 本
校
與
逾
　
企
業

產
學
合
作
電
子
書

逢本校64週年，特別將當天的簽約活動
製作電子書，歡迎至「淡江數位書城」
APP中瀏覽。

64週年校慶活動

上午9時
　《校慶慶祝大會、頒金鷹獎、捐款及勸募

感謝獎》（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上午10時20分
　《五虎崗綜合球場啟用典禮》（淡水校園
五虎崗綜合球場）
下午15時30分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淡水校園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建築基地）

上午11時
　《菁英校友會迎新茶會》（淡水校園驚聲
國際會議廳）
上午11時30分
　《64週年校慶校友返校Homecoming Day

感恩餐會》（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上午9時
　《64週年校慶蘭花展》（淡水校園黑天鵝
展示廳）
下午13時50分
　《校友徐航健投資理財專題演講》（淡水
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慶典活動

校友活動

其他活動

鏈結校友企業 騰飛輪

遠端遙控平臺，運用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網路遠端遙控位於電通大試驗室
內的小型載具，讓臺日學生透過網路競賽，
進行交流、切磋。及測試。（圖／機器人中心提供）

教學
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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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秘書處、製表／張瑟玉）

（圖／總務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