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金鷹獎得主李大經等人到場祝賀。現場席
開55桌、到場近550人，另有熱舞社、舞研社
及魔術社帶來精彩的表演活動。
　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表示，「系上每年都
進行畢業系友工作狀況回報，加強系友連
結。今年首度舉辦盛大活動，且管科系是一
個歷史悠久的系所，希望系友間能相互扶
持，持續讓管科大家庭更加茁壯。」
　
　6日上午，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帶領日
本書道協會及U-CAN美術事業部120名團員
參訪蘭陽校園，與蘭陽校園駐校藝術家周澄
和林妙鏗進行書道和茶道交流。活動當天，
現場揮毫觀摩討論，還有當地茶藝社的品茗
活動，日本書道協會理事長品川惠保等人還
在蘭陽校園進行水墨畫寫生。張炳煌表示：
「適逢日本書道協會及U-CAN美術事業部於
來臺舉辦展覽，很高興能藉此機會促成本次
文化交流。」

飛躍65 校慶喜洋洋
會聯合會總會長羅森致詞時表示，
「我們擁有最堅強的校友會！母校
各類型校友會的組織不僅完善也很
活絡，是國內各大學校院的楷模。
更在校長和師生還有25萬名校友的
努力下，淡江將成為臺灣未來的哈
佛！」語畢得到大家熱烈掌聲。
　會後，張校長與蒞會嘉賓、校友
合影，學生們也把握與傑出學長姊
見面的難得機會，場面歡樂溫馨。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7日11
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65週
年校友返校聯誼餐會」，總計席開
62桌，逾6百人共襄盛舉。此次是由校友發起
認桌，其中認桌數最多的是菁英校友會與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化材系校友會，各認8桌。
　張校長致詞表示，感謝全校教職員生的努
力，更感恩各行各業校友提供母校實習機會和
獎學金。張校長強調，本校極度重視學生的就
業能力，近年來學校與校友企業互動頻繁，保
持非常緊密的關係，盼學生善用在學資源，以
爭取更多的實習機會，期以降低學用落差。同
時也邀請校友們：「明年一定要來參加淡江66
週年校慶，不見不散。」（文轉三版）

　管科系於7日晚間6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管科系系友返校晚宴」暨慶祝博士班成立40
週年，邀請前校長趙榮耀、張紘炬、神通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蘇亮，以及本校第20

　7日上午11時舉行藝輝
守謙藝術展開幕活動，
校長張家宜、校友、藝
術家等超過80位嘉賓參
觀 1 0 2 位 藝 術 家 作 品 。
張校長感謝參展藝術家
近一年的籌備，致詞時
表示，本校雖無藝術科
系，但藉文錙中心成立
15年來陶冶學生美學涵
養並學習欣賞藝術。文
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說明，文錙中心長年與藝術家建立深厚情誼，為推廣藝術典藏信念下特舉
辦本次展覽。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說：「本次展品都出自頂尖書畫家，每件都值得收
藏紀念。」菁英校友會會長陳慶男分享：「這次展覽看到母校對藝術創作的支持，生動的藝
術作品令人想再次觀賞。」歡迎全校師生前往欣賞。（文／陳照宇、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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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位校友返校辦桌聯誼相見歡
　【記者林妍君、杜歡、陳照宇淡水校園報
導】淡江生日快樂！65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7
日上午9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行。
　會中頒發第29屆金鷹獎，表揚簡宜彬、容繼
業、王紹新、石瑜、孫瑞隆、周麗燕與吳榮賜
7位傑出校友。現場歡呼聲不斷，學弟妹特地
為獲獎校友搖旗吶喊，為學長姊們慶賀！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本校能夠在高等教育
佔有一席之地，除了感謝董事會、歷任校長和
師長同仁們的帶領下，更重要的是25萬名校友
給予學校的支持，「這乃是淡江向前發展的重
要動力！」張校長指出，現正興建的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是來自校友、企業、團體的捐款，
盼落成後能營造更優質的環境。她說明本校在
國際化、未來化、資訊化的具體成果，如榮獲
教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唯二的「特優
獎」、機電系參加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

競賽勇奪金牌獎、電機系連續
10年獲得FIRA世界機器人足
球冠軍等。張校長勉勵同學，
充分運用學校資源培養實力，
「相信你們的表現會超越台上
學長們。」
　接著大會頒發捐款水晶獎座
和感謝狀予永光化學榮董陳定
川等12位捐款人、勸募水晶獎
座予張校長和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等22位勸
募人（完整名單請見淡江時報
網站）。校友代表世界校友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學生在
全國比賽中傳出捷報！英文三張靜宜在「文藻
盃全國大專組英語即席演講比賽」拔得頭籌；
英文四張子瀚、英文三朱翊菱在「文藻盃全國
大專組英詩團體朗誦比賽」奪得第二。另外，
張靜宜和英文三張育聖在「2015全國大專學生
I See Taiwan英語簡報比賽」榮獲第三。
　朱翊菱表示：「因我和夥伴都偏英式發音，
所以挑選英國詩歌。除了勤練發音之外，深入
了解詩歌背景和詩人風格也非常重要。我們來
自不同年級，共同練習時間有限，也經歷許多

磨合，這次得獎非常開心，特別感謝英文系副
教授王慧娟的指導。」
　參加兩項比賽且都獲得傲人成績的張靜宜分
享，因國高中時曾參與英文演講比賽等類似經
驗，所以大學時想挑戰自己選擇參賽，「我在
一週內要同時準備兩項比賽，確實感到壓力很
大，但幸虧英文系副教授張雅慧、講師雷凱等
系上教師的指點，與搭檔張育聖的鼓勵合作，
讓我能發揮所長並且榮獲佳績。希望未來能再
精進自己，加強自信，並提高獨立思考和現場
應變能力。」

18日ISO外稽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將於18至
20日進行「104年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年度稽核驗證，將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SGS）謝振誠共10位稽查員來校進行
ISO14001、OHSAS18001之3年一次稽核驗證
之外；另外還進行ISO50001能源管理稽核，
了解本校能源管理系統的成效。18至20日分別
在臺北校園、蘭陽校園和淡水校園進行稽核。

英文系學生 獲文藻盃金銀獎

　【記者蔡晉宇、王心妤、秦宛萱淡水校園
報導】兩岸領導人總統馬英九、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於7日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的「馬習
會」，本校大陸所所長張五岳、教授趙春山獲
總統府邀請，以學者身分隨行，提供府方專業
諮詢意見。
　對於有幸前往馬習會，張五岳難掩興奮地表
示，「本校在國內有關大陸議題的研究上具
有代表性，此次獲邀是對本所長期耕耘的肯
定。」趙春山則說明，「這是66年來兩岸領導
人首次交流，很榮幸見證重要歷史時刻。」擔
任陸委會諮詢委員的戰略所助理教授黃介正亦

參與此行，與TVBS頻道現場直播觀察評論，
提出專業的解析。黃介正對淡江人不缺席馬習
會感到與有榮焉，「本校多位教師參與這歷史
一刻，顯示淡江在重要歷史中並未缺席。」
　張五岳、趙春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
等人也在馬習會隔日主持相關研討會、論壇，
分析馬習會對兩岸的影響。另外，戰略所所長
李大中、美洲所教授陳一新等亦接受校外媒體
採訪，對此次會談做出分析見解。
　本校大傳系校友、聯合晚報副總編輯何振忠
以聯合報系採訪團團長身分，出席採訪7日新
加坡的馬習會，並在馬習會後我方國際記者會

上率先提問馬習會共識將如何落實。這是何振
忠繼22年前同樣在新加坡報導辜汪會談後，再
次見證重大歷史性會談，馬總統在記者會秀出
當年何振忠之辜汪會談報導。何振忠說：「兩
岸交流經過22年的努力，發展到官方國家領導
人的交流，突破兩岸關係；身為媒體人，有此
難得機會，實屬幸運。」大傳系系友會於14日
下午舉辦「等一個人咖啡」活動，以下午茶形
式邀請何振忠分享「從辜汪會到馬習會」。

馬習會不缺席 本校教師任智囊

第74次校務會議 通過5修正提案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演講看板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20(五)
18:10

公行系
D309

遠見民調中心首席顧問洪永泰
民意調查與選舉預測

淡江預見大未來
要理解生活，需要往後看
；要過好生活，必須往前
看。 ─ Søren Kierkeg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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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6日下午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74次校務會議，與蘭陽、臺
北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對管科系副教授
李旭華輔導「甜甜圈」團隊進入本校「103學
年度品管圈競賽」複賽、諮輔組組長胡延薇協
助本校獲臺灣諮商心理學會「103學年度表揚
績優實習機構」、中文系副教授倪台瑛指導學
生社團「如來實證社」和公行系系主任李仲彬
輔導「公行系學會」獲「104年全國大專校院
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特優獎，感其貢獻
良多，特各頒獎牌一面。

　張校長分享赴日參與姊妹校城西大學50週年
校慶的交流心得，致詞表示：「國際化觀點、
翻轉教育及產學合作等都是大學未來的發展趨
勢，本校將朝這個方向進行與世界接軌。」
　會中，進行兩場專題報告，由文學院院長兼
出版中心主任林信成以「飛閱走讀寫作網」說
明本校學術傳播與出版能量；總務長羅孝賢則
以「橋、軌來了！」為題，說明未來淡江大
橋、淡水輕軌建設，對本校未來新風貌發展。
　在討論事項中，則通過教務會議設置辦法、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
法、本校組織規程等5項修正提案。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為促進本校產
學合作研發能量，即日起成立2研究中心。在
研究發展處下新設臨床醫學資訊系統發展與應
用研究中心，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教育
學院則成立策略遠見研究中心，由未來學所助
理教授宋玫玫兼代該中心主任。而商管學院將
成立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由管科系
系主任曹銳勤兼任該籌備處主任。
　遠見中心旨在推動本校未來化教育理念，於
上月28、29日在「104年度防災檢討策進共識
營」中，首次以「未來思考六支柱法」帶領40
餘位水利署幹部，思考未來防災措施及應變。
宋玫玫表示：「本次營隊中看到公務體系幹部
提出許多意想不到的回饋，期望未來政策能多
未來學模式，以能有更多執行方向。」

策略遠見研究中心成立

圖館5樓開演心靈饗宴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
圖書館非書資料組舉辦「心靈饗宴Light you 
up」心靈勵志影展已經開跑，凡到5樓非書資
料室借閱或觀賞，還能集點換精美贈品。
　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只要於早上10時、下
午2時、晚上7時到5樓非書資料室觀賞或借閱
該主題系列影片就能累積點數，累積點數最
多的前10名，將提供精美禮品。本次提供《再
見全壘打》、《39磅的愛》、《春風化雨》、
《不老騎士》等2百多部心靈勵志影片，快到
非書資料室觀賞，活動詳情請至圖書網站查
詢。（網址：http://goo.gl/t1O5Ry）

65週年校慶活動花絮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6(一)
14:10

參考組
U301

Thomson reuters公司client 
stecialist Maggie Kan
掌握數據資料的最佳利器- 
Datastream

11/17(二)
10:00

教學支援組
B218

本校網路管理組技士王裕仁
本校郵件系統介紹、 實用小
技巧及安全防護

11/17(二)
10:10

會計系
B912

KPMG會計師事務所副總經
理朱成光
資料分析實務與數位鑑識應
用(上)

11/19(四)
9:30

教心所
ED201

臺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光國
本土心理學大師講座：儒家
的修養與倫理療癒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17(二)
8:00

商管AACSB認證
辦公室

B130

本校資管系副教授楊明玉
Office教學應用分享(限商管
學院教師)

11/17(二)
10:00

法文系
FL411

法文系系友會會長葉麗珠女
士、 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
教學社群討論會-法文系產
學合作之產學兩端認知探討

11/8(三)
10:00

財金系
B701

兆豐銀行大安分行科長張菁蘭
存匯業務介紹

11/8(三)
14:10

航太系
E819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
學系教授苗君易
太空探險-挑戰與展望

11/19(四)
12:00

教發組
I501

本校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
借力使力：以手機為互動媒介

11/19(四)
12:20

教發組
T307

本校英文系助理教授胡心
瑜、 講師林敘如
英文授課助理研習-讓學生
Eye上英語課

11/20(五)
12:00

遠距組
I501

本校教科系講師張峻愷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數位時
代的教與學

　65週年校慶中，教務處招生組舉辦
「擁抱蛋捲」大學生活體驗營，邀請北
北基區高中和員林高中逾130位高中生來
校歡慶校慶並了解本校特色。他們參觀
宮燈教室、覺軒花園，參與熱鬧的園遊
會等，直到活動結束還意猶未盡，東海
高中生黃紫耘對本校大傳系及企管系表
達興趣，開心地說：「很期待未來的大
學生活。」（文、攝影／王心妤）

百位高中生來校擁抱蛋捲

藝輝守謙開幕 推出典藏藝術展品

管科博班40週年 5百校友返校祝賀

校友聯誼餐會62桌歡聚

日本書道協會赴蘭陽校園揮毫寫生

米食節低碳愛地球 集章抽贈品

女聯會二手衣飾義賣 精品競標吸睛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上週舉辦「你的舊
愛‧我的新歡」二手衣物義賣活動，現
場除了超過百件二手衣之外，還有包
包、鞋子等配件和生活物品供大家挑選
購買。特別的是，本次增設精品競標
區，寫下對心儀物品的出價金額後，於
13日中午公開價高得標者，現場熱鬧滾
滾響應愛心活動。本次義賣金額將全數
捐給弱勢團體。女聯會理事長蕭淑芬感
謝全校師生支持與捐助，她分享：「印
象深刻的是法文三的一位陸生也拿衣物捐贈義賣，讓我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彼此關懷，也特別
感謝這次張校長、張董事長等人捐出精品支持這次新設的『帶回新歡』競標活動。透過本次
義賣除了幫助弱勢外，還能將自己不需要的舊衣物，成為別人的新歡。」俄文一陳思儒說：
「因為自己最近需要皮帶所以來選購，用品區十分有趣。」（文／劉蕙萍、攝影／張令宜）

教學
卓越

　管科系於7日晚間6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管科系博士班
40週年慶祝暨系友返校晚宴」，現場席開55桌，超過5百位
校友返校歡聚。（攝影／閩家瑋）

　65週年校慶慶祝大會中，校長張家宜（右）

頒發第29屆金鷹獎予國企校友簡宜彬（左），

感謝校友對母校的支持。（攝影／吳國禎）

　學弟妹為獲獎的學長姊拍掌歡呼，表達祝賀

之意。（攝影／林俊廷）

金鷹學長好棒！

等

蛋捲節賀校慶
學生秀創意力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想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境外生交流不同
的風俗民情嗎？來「國際文化萬花筒」就對了！國際處於上月30日起，
在驚聲大樓10樓首邀來自越南的中文三杜氏翠雲分享越南文化，她身著
傳統越南服飾為大家介紹越南的美食與習俗；來自印尼的國企三何順勇
則現場教說印尼話；遠從蒙古來的航太一安亮吟分享自己家鄉的風土民
情；秘魯的國企一孟士儒也帶來當地歷史遺跡的介紹。參與活動的日文
二蔣格瑋表示，之前在新加坡工作時遇到也有齋戒習俗的馬來西亞人，
因此這次聽到印尼的宗教文化，感到特別印象深刻。
　你錯過這場分享會嗎？之後也將分別於27日、12月11日、12月18日、
12月25日中午舉辦分享會，歡迎大家前來參加，盼能增進大家對於各國
文化和國際事務的多元瞭解，欲知活動詳情，請上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http://enroll.tku.edu.tw/）。

國際文化萬花筒 交流各國風情

　來自越南的中文三杜氏翠雲，她身著傳統越南服
飾為大家分享越南文化。（攝影／吳重毅）

　總務處資產組響應低碳環保，於65週年校慶推出「第5
屆台灣米食節」，與校內餐飲商店合作推出折價券，許多
師生排隊索取。資產組組員汪家美說明：「本次活動鼓勵
師生多食用當季多樣飲食和建立縮短食物里程的價值觀，
美食廣場商家有校內營養師監督，師生們可吃得美味安
心。」折價券優惠至27日止，優惠期間師生集滿3張已消費
並加蓋商店戳章折價券即可參加抽獎，將於16日至30日每
天中午12時於行人徒步區抽獎，千萬要把過機會，不要錯
過。（文／李昱萱、攝影／陸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