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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
七十五年
八月
本校負責大學聯招（日）台東考區、（夜）乙組第二考區，工作圓滿完成。
奉准設立了金融研究所與經濟學系，其中金融研究所為國內財務金融領域中第一個
成立的研究所。經濟學系與原於民國六十九年由夜合作經濟系更名的夜經濟學系合併後
已成為一具日夜間部的完整經濟學系。
一日

「淡江大學世學一號計畫」開始實施。對於未來四年學校發展短程規劃內容

包括：善用資訊科技之大學教育、創新之知識生產、建立研究與服務體系的中心、提高
國際學術地位、創新之大學行政管理、實踐樸實剛毅之校訓等六項。
校長張建邦博士陪同教育部長李煥先生至本校資訊中心巡視大學入學考試分發狀
況。
十七日

本校大傳系陳梅芳同學獲「陳香梅新聞獎」，在中國時報文化中心接受陳

香梅女士親自頒發獎狀及獎金。
廿八日

「中國工程師學會七校會務研習會」一連三天在本校舉行，計有台大、清

大、成大等七校二百多名學員參加。

九月
航海系、輪機系停招，增設交通管理學系、經濟學系，金融研究所設立。
自七十五學年度起，日間部的同學可在夜間部選修輔系或雙學位課程。
三日 「七十五學年度淡海同舟會」在校本部舉行，各社團幹部及負責人二百六十
多位參加。
五日

台灣大學各行政單位主管一行三十九人來校參觀本校「行政電腦化」
。

歷史系主任李齊芳之著作「『王韜』論」獲選刊入本年度由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所出
版的「中國傳統文學指引」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十日
十五日

一連四天進行夜間部新生註冊；十一日至十三日日間部新生註冊。
本校學生專車改由指南客運承辦。

本校擴充資訊教學設備，裝設PRIME 9955 Ⅱ供學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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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大樓竣工。佔地七千一百餘坪，造價約兩億四千餘萬元。學校將商、管、夜間
學院自台北遷回此大樓，並設印刷中心、電腦教學中心、展示廳、實習銀行及驚聲書
城、圖書館等。
本校商管圖書館正式啟用，是為國內首座自動化圖書館。使用終端機查詢書目、借
還書皆自動化，並全日開放冷氣。
十六日 本校校長張建邦因當選北市市議會議長，根據大學法私立大學校長不得兼
任其他職務而提出辭呈。
十八日 本校主辦「第二屆淡江歐洲研究會議」在法國巴黎舉行兩天，主題為「西
歐在太平洋世紀可能扮演的角色：經濟與政治展望」
。
廿六日 第十四次校務會議，會中提案建請教育部准許各外國語文學系學生短期出
國研修外文（至多一年）並酌予承認出國研修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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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編劇獎；夜中文四年級同學蔡素芬則在中央日報與文建會合辦的紀念蔣公百年誕辰
「千萬讀者、百萬徵文」中奪得小說組第一名。

十一月
二日 歐研所二年級郭炳宏、西語系張揚展、蔡孟揚同學獲選參加「第二屆世界青
年會議」，擔任國家代表。此會議本國代表僅三人，皆由本校同學擔任。
學術副校長朱立民、理學院院長魏和祥分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三日 董事會第三屆第二次會議，批准校長張建邦之辭呈，另聘淡江校友陳雅鴻博
士任校長。
七日 本校卅六週年校慶，一連三天擴大舉辦運動大會及一連串慶祝活動，計有卅
六週年校慶紀念典禮、淡江大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發表會、吳炫三畫展、商管大樓落成
典禮、董事長林添福在本校接受美愛荷華州州立杜布昆 （Dubuque）大學校長彼得森博

十月

士（Dr. Walter Peterson）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典禮、校慶運動會、校慶趣味競賽、土風舞

四日 航空四邵忠祥同學膺選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學生代表，赴奧地利茵斯堡市出席
國際太空聯盟第卅七屆年會宣讀論文。
五日 研究學院院長張紘炬領軍，前往參加本校姐妹校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

聯歡、園遊會、蘭花展、校慶特別節目放映、校慶禮儀之夜等十二大項。
八日

李副總統登輝先生蒞校賀校慶，在紀念典禮上致詞，並為商管大樓落成剪

綵。

分校七十五週年校慶。八日並轉往另一姐妹校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拜會。亦

二月二十日正成立的「淡江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正式營運。

前往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洽談締結姐妹校事宜。

廿四日

西語系張翰鈞、曾茂川校友分別考取「外交領事及國際領事特考」、「國

七日 董事會召開臨時會議，就校長張建邦辭職及繼任人選一事進行討論。

際新聞人員特考」榜首。前者尚有十二位校友考取：湯繼仁、王清源、林國泰、劉德

本校第七屆優秀青年在新生訓練開訓典禮上接受表揚，頒發獎狀、獎金，共有廿二

立、張華傑、馮光中、黃明瑞、陳順芳、許樂青、林正惠、張揚展、周潔行。後者另有

位同學受獎。

陳弘基、莊輝恩、殷正仁三位考取。

十日 本校法文三陳奐廷、西洋語文研究所四年級王添源獲中國時報第九屆「時報
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及新詩評審獎。中文系肄業校友楊濟平亦獲新詩組佳作。
十二日 校長張建邦在「淡江大學改制後新聘專任教師教學研討會」開幕致詞中，
指示本校建校三大原則、今後發展四大方向以及三大架構，呼籲全校師生戮力以赴。張

圖書館舉辦「人文社會館際合作組織七十五年會員大會」，與會人士包括來自全省
57個會員單位之負責人及代表九十人參加。

十二月

校長指示，三大原則：一、採取公立學校制度的優點、私立學校的彈性；二、配合國家

一日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林雲山調兼學術副校長，專任教授張家宜新聘行政副校

社會發展的需要；三、配合學校本身發展的理想。今後發展四大方向指的是硬體建設、

長，專任副教授周新民升任董事會主任秘書，專任教授傅錫壬兼秘書處秘書長，李德昭

軟體建設、人才方面、課程方面。而三大架構則是觀念、空間及時間架構。

調升出版中心執行長，專任教授施清吉兼夜間學院院長，專任教授張紘炬兼研究學院院

十九日 董事會前常務董事李克承博士公祭。

長，專任教授紀秋郎兼文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蕭傑興兼人事長，專任副教授黃振豊兼

廿一日

會計長。

本學期起，每週二、三、五早晨排定各系分別參加在大運動場的升旗典

禮。
卅一日 夜中文系教授王安祈以「淝水之戰」國劇劇本榮獲廿二屆國軍文藝金像獎

五日 由附中校友會等九個社團發起的「理性、簽名、愛國家」運動發起簽名，抗
議中正機場滋擾事件，簽名布條由訓導長與活動中心總幹事王惠芬同學代表送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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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表示同學對國事的關懷。
七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決議：大一新生期中考試改為教師隨堂考試；並通
過「修讀雙學位辦法」、「修讀輔系辦法」
。
八日 本校副校長趙榮耀、工學院院長余繁、資訊所所長吳憲明及電算系主任劉虎
城，應教育部之邀參加「七十五年資訊月國中生暨大眾資訊巡迴演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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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教務會議決議，自七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取消補考制度，惟考試期間確因特殊情
形應檢具各項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准假通過後，始得補考。
商學院經濟統計研究組裁撤。

紐約聖約翰大學學術交流實際負責人、亞洲學院院長章曙彤博士來訪。

十七日

本校推行「校園倫理」經教育部評核，列為特優，接受公開表揚。

十七日 新任校長陳雅鴻、卸任校長張建邦交接典禮於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董事長

二十日

實習銀行經理易人。原經理盧慶塘因故辭職，改由專任副教授黃振豊兼

林添福監交，二級以上各單位主管、校友會代表、學生代表共百餘人應邀觀禮。是晚並
在國賓大飯店舉行迎新送舊宴會。
第十五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辦事細則」。
十八日 歷史系主辦「第一屆中國近代政治與宗教關係學術研究會」在國際會議廳
舉辦。

代。
成立「淡江大學實習員生消費合作社」
，於同年十一月八日起營運。
廿四日

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總務長、訓導長等單位主管會同淡水交通大隊代

表，針對側門機車違規停放、人潮擁擠、垃圾散置等問題，舉行研討會。雙方決定四月
七日起，嚴格執行違規停車之取締。

廿六日

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批准董事長林添福的辭呈，並通過由董事張建邦繼

任。

廿五日

第十六次校務會議決議由各院院務會議商訂「重點系、所支援項目」及

「教學、研究、行政評估績優系、所獎勵方式」草案後，由學術副校長召集各院院長座

廿七日 由本校區域研究中心承辦之「中加學術暨技術合作協會」成立大會在北市
民航局國際會議廳召開。大會由本校張建邦博士與區研中心執行長芮正皋聯合主持。

七十六年

談，獲得具體方案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工程諮詢服務中心組織規程」、
「資訊中心組織規程」。
廿八日

淡江合唱團參加七十五學年度台灣區合唱比賽，榮獲大專組決賽第一名。

三月
一月
一日

四日
本校出版之「政策與資訊」期刊（PAI），已被收錄在「國際科學百科全書」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簡稱ESS）之中。
五日 屏東私立永達工專校長陳慶懷率該校主管一行十九人到校參觀訪問。

資訊中心應IBM台灣分公司之請，舉辦為期五天的TALIS系統安裝專業訓練

班，IBM公司之香港、韓國分公司派遣工程師前來研習。
七日 第一梯次留學本校的十七位日本麗澤大學應屆畢業生，偕第五梯次來校研習
中文的三十位學弟妹抵校，共同進行畢業暨開學典禮，由校長陳雅鴻主持。

十日 韓國培材大學校長李聖根率該校行政主管及師生一行十一人抵校參觀訪問。

本校獲北區大專軟網男女雙料冠軍。

十七日 本校區域研究中心籌辦的「第一屆淡江加拿大研究會議」在本校國際會議

八日

廳與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參與人士有加拿大各大學教授十四人、國會議員三人及專
程自加拿大來華採訪的記者三人。
十九日 新舊任董事長交接典禮於下午在城區部四樓會議室舉行，張建邦就任董事
長，另聘前董事長林添福博士為名譽董事長。
為響應「世界自由日」、亞盟中國總會邀請韓國民主黨國會議員廉正吉與多明尼加
歐德加參議員蒞校演講，由校長陳雅鴻主持。

商學院金融研究所、國際貿易學系及合作經濟學系舉辦了「金融環境變遷與

因應策略研討會」
。
十一日

姐妹校西德慕尼黑大學校長及副校長夫婦一行四人蒞校參觀訪問。

十二日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率館員一行十五人來校參觀本校執行圖書館自動

化（TALIS系統）的情形。
廿六日

沙烏地阿拉伯文化親善訪問團一行十二人至本校訪問，由校長陳雅鴻親自

接待。
廿七日

第二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學生修讀雙學位辦法」、「學生修讀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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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碩士學位考試暨授予辦法」、「員工互助規則」、「職工考績委員會組織規
程」
、「職工獎懲委員會組織規程」。
廿八日 化工二王堪模同學二度衛冕大專盃圍棋賽女子組冠軍，李明智則獲該組亞
軍；個人級位組第一名亦由本校朱復昌同學獲得。
廿九日 七十三年自本校英文系畢業的盲生陳國詩校友，榮獲救國團青年獎章，於
青年節在台北市中山堂接受頒獎表揚。
本校獲七十六年度青年盃唐手道錦標賽總冠軍。

四月
五日 本校橋藝社獲七十五學年度北區大專盃橋藝比賽冠軍。
廿七日 國貿三王惠芬等十位同學獲選為七十六學年度大專優秀青年。
卅日 「校園安寧與淡水地方首長座談會」假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陳雅鴻
主持，邀集淡水地區有關部門首長及房東代表、師生代表共同召開。針對違規停車、租
賃契約糾紛等問題進行討論。

五月
七十六年國科會研究獎勵費，本校化學系陳發清教授獲優等獎，甲種獎勵以代表作
獲獎的有趙榮耀等六十五人，以專題獲獎的有黃世雄等十六人，乙種有林志雄等六人。
一日 本校選派管研所副教授黃明達、土木系副教授胡銘煌、電算教學中心系統工
程師藍毓華、程式設計員鄭儒鴻赴美進修CAI與CAD/CAM，此一訓練每年皆由學校選
派教職員各兩位參加，為期四天。
自七十三年本校接下大學入學考試新制聯招電腦作業之重責大任，歷經二年之資料
搜集彙整，完成了大學入學考試電腦作業系統（上）（下）二大冊之出版，為新制聯招
電腦作業留下完整的規範紀錄。
十二日 第六屆五虎崗文學獎進行三天的公開評審，各類得獎的一名為：散文類─
─野豬之死（會計二B蔡銘東）；新詩類──演奏（法文二B林雯殿）；極短篇類──
孝感動天（大傳一劉志文）;短篇小說類──不倒之翁（法文二B林雯殿）；報導文學類
一至三名從缺；論文部分一、二名從缺，第三名為中文四B胡常清的「將軍碑之初
探」
。
十六日 七十五學年度輔導工作研討會假驚聲中正堂舉行，全體訓導人員、軍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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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精簡社團活動。
廿日 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假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分三天在校本部及城區
部舉行茶會。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在活動中心舉行第二次投票，企管二初文卿當選。
廿一日

第廿三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請各學院提供最新簡介資料送訓導處，發動

各中學校友會將資料攜回其母校作有力之宣導。
廿三日

淡江青年四十一期參加「七十六年全國青年期刊比賽」榮獲優等獎。

建築系留美校友廖宇膺設計美國第一座愛滋病醫院。其作品為他在德州農工大學攻
讀建築碩士學位的畢業作品，五月底在德州醫院協會於休士頓舉行的會議中展出，年底
並在該協會的年會中再次展示。
廿四日

商學院金融研究所、國際貿易學系及合作經濟學系舉辦了「第一屆合作事

業學術研討會」。

六月
建築研究所碩士畢業生授予學位改為「建築學系碩士」；管理科學研究所畢業博碩
士改為「管理學博碩士」。
七十六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胡德軍兼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劉燦樑兼教研中
心執行長。
九日 七十五學年度大學聯招放榜，本校共錄取三○○○名新生。
十三日

七十五學年度畢業典禮暨遊園會在校本部舉行。各學院並舉行頒獎茶會，

共有三六二八位同學畢業。
統計系楊玉華同學因成績優異，符合大學法規定，成為本校第一位因成績優異而提
前取得學士學位的人。
十五日

第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原則通過重點系所名單及支援、考核、獎勵方

案，惟每年須視預算情形給予經費支援，其重點系所亦得作適度之調整；通過修正「職
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規程」。
廿二日

第五梯次留學本校的三十位麗澤大學學生，在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結業

式，由林雲山副校長主持。

七月

官、導師及社團指導老師皆參與該會。林雲山與張家宜副校長及各學院院長列席指導，

七十五學年度起擴大暑修開課，未修過者均可參加暑修。

董事長張建邦及師大教研所黃昆輝教授分別作專題演講。會中決議將統一安排導師時

廿三日

教育部長李煥蒞校，參加由本校主辦之「圖書館自動化統發表會」，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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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圖書館自動化方面的推展與成就，極表推崇，並盛讚董事長張建邦對教育熱忱且眼
光遠大。

八月

大事記 703

作的發展，期勉同仁共同努力。陳雅鴻校長期盼加速國際化的腳步。
十七日

大專杯圍棋賽，本校顏光宇及李明智分獲亞軍。

廿二日

監察院七十六年中央機關巡迴監察教育組蔡孝義與陳翰珍兩位委員蒞校巡

察，教育次長林清江亦陪同。本校校長陳雅鴻率一級主管接待，除座談外並安排參觀。

十日 中華民國第五屆比較文學會議在本校召開，在五天的會期中共有國內外學者

廿四日

邰中和任管研所友會會長。

近兩百五十人參加，分為六個小組進行討論，計提出論文多達七十九篇，此項會議於十

卅一日

實踐學社及童軍團代表本校參加七十五學年度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

四日閉幕。

審，獲得學藝性及及服務性績優社團。

廿一日 資訊中心執行長沈一鳴於亞太高等教育主管會議報告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TALIS。

淡水姐妹市Mankato City派三名見習生到淡水鎮公所見習，本校應鎮公所之請，安

九月

排在本校會文館住宿，並安排在國貿系、美研所、麗澤班聽課。

七日 第廿四次行政會議建議訂定「遴選教學優良教師辦法」
。
九日 在美與朱經武博士共同研究超導體的校友吳茂昆博士，今返校發表兩場專題
演講並與物理系所師生舉行座談，吳博士此次係國科會邀請，返國參加九月七、八兩日
在清華大學舉行之「低溫物理研討會」，而於九、十、十一日三天返回母校與全校師生

八日 慶祝本校創校三十七週年，校慶典禮於上午十時舉行，由校長陳雅鴻主持。
計有啦啦隊比賽、大隊接力、校慶溜冰表演、拔河比賽、德奧文物展、校慶蘭花展、園
遊會等活動。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捐贈新台幣一百萬元作為「淡江講座」的基
金，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於校慶典禮中代表接受，並以「嘉惠菁莪」紀念銀盤回贈王

座談並演講。
自七十六學年度開始，碩士論文口試委員以不超過三人為原則。
十一日

十一月

本校榮譽董事長林添福為表揚傑出校友，特創設「淡江菁英獎」，第一位

理事長。
唐手道社榮獲七十六年中正盃唐手道國際邀請賽團體組總冠軍。

頒給研究超導體有成，馳譽國際的吳茂昆博士。除了頒贈獎狀，並特別打造一座「金

廿日 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博士，在驚聲中正紀念堂，接受由董事長張建邦博士

鷹」，不僅與「菁英」同音，在象徵意義上更是十分貼切。此外亦有一筆獎金，吳校友

代表董事會所致贈的「功在淡江」帆船模型一座。當日在場觀禮者有一百餘位師生外，

當場全數回贈母校，作為研究發展基金。

尚有遠從日本來的此座模型製造者本島洋先生。

廿九日 台北縣縣長林豐正先生抵本校，接受本校航海、輪機二系所捐贈的三艘救
生艇。這項典禮由董事長張建邦先生主持，假商船學館舉行，當日到場觀禮的有師生一

圖書館開始提供光碟唯讀記憶體（CD-ROM）的資料庫及電傳視訊服務，電傳視訊

百餘人。
數統三陳子欣同學獲得國泰航空盃網球賽男子組單打冠軍。

是利用微電腦，透過電話網路，檢索電信局電傳視訊中心之資料庫，便利讀者快速取得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資訊。

十月
八日

十二月

五日 英專第二屆校友蔡永興為回饋母校，捐贈「電漿激發分光儀」一部，由董事
新生註冊及訓練舉行兩天。開訓典禮上頒獎表揚七十五學年度本校優秀青

年，有邱裕益等廿三位同學獲獎。此外，學校首度安排新生爬克難坡，由校長陳雅鴻帶
領多位師長及新生四百五十人，徒步登上一百三十二階梯，體驗校訓「樸實剛毅」精
神。

長張建邦代表接受，也回贈「嘉惠母校」銀盾給蔡校友。
六日

討主題是「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
。
廿一日

四日 第十八次校務會議，張建邦董事長應邀致詞，就如何加速本校教學與研究工

中文系主辦「第一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兩天，研
本校聘國際知名CAI專家Dr. Martin A. Siegel教授來校指導，作為期六天的

教學課程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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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日 班代表、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分別在城區部及校本部舉辦四場。

七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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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為一學年。
廿一日

地上，開放同學參觀，並提供同學學習及研究之用。
廿九日

一月

空軍總部捐贈本校一架F一○○戰鬥機，安置於工館及商船學館之間的空
本校校友文化基金會會館及開幕啟用典禮，在城區部五樓舉行。由董事長

張建邦及校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焦威聯共同主持剪綵。校友文化基金會會館設於城區部

十三日 蔣總統經國先生病逝，國喪期間，學生社團在寒訓中有關娛樂性質的活動
一律停止。並自十四日起降半旗，致哀一個月。學校並於商管展示廳設置靈堂，由校長
陳雅鴻親率全體教職員生代表，前往致哀。
十七日 第一屆拉丁美洲會議，由世盟、亞盟及本校區域研究中心聯合主辦，在台
北城區部舉行，李總統登輝先生特頒書面訓詞，會中以「中南美洲當前之政經情勢」為
主題共發表論文32篇。
廿一日 陳校長率行政主管到榮總懷遠堂向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行哀祭禮。復於廿四
日率師生一百八十人在寒風細雨中排隊三小時到忠烈祠瞻仰經國先生遺容。
廿二日 姐妹校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教育訪問團一行九人，由校長渥克及兩位副
校長黃天中、Charles B. Love 及太空人史丹福博士等率領，蒞校參觀訪問。
教務會議決議，研究所教授指導研究生論文，以每學年每位教授指導研究生不超過
五位為原則。

五樓，室內溫水游泳池則在原來的體育館。

四月
本校第一位以交換生身分前往哥斯大黎加大學深造，取得語言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的
潘惠珍校友返國。
中文研究所核准成立，正式加入研究所招生考試。
九日

合經三A鄭德珪同學榮獲七十七年台灣省北區七縣市孝悌楷模，是為大專組

二位得獎者之一。在宜蘭市救國團蘭苑接受各界表揚。
廿一日

第二次訓育委員會決議：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將改為全校普選，將於下學

期實施。候選人須經各班級代表或社團負責人五人以上之連署推薦，採無記名投票。

五月
七十七學年度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在二次投票均無人當選的情形下，由訓導長遴選

三月

產生，由建築二陳肇勳擔任。

輪機三翁志宏因參加全國華夏盃擊劍錦標賽，打下第一名戰績，獲選為奧運儲備選
手。

一日

中文系主任龔鵬程所著「文學與美學」一書榮獲中興文藝獎章，另中文系教

授李猷亦榮獲十一屆「資深優良文藝工作者」，此兩獎項皆由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主

圖書館與荷蘭SWETS公司系統連線。
六日

本校企管三A康慧嫺及化學系校友賴明和，當選本年度第十四屆「炬光十大

優秀青年」
。
八日 本校與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建立資訊交換中心，簽約儀式在台北福華飯店的
第四屆中瑞合作會議上，由本校歐洲研究所所長邱大環博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洲
研究中心副主任Mr. Ake Von Sydow 代表雙方簽約。
九日 日本麗澤大學第七梯次卅八位留學生的始業式及第二梯次四十位留學生的畢

辦，在台中市「文藝節慶祝大會」上頒獎。
三日

經濟學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Dr. Maxwell J. Fry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五日

第七屆五虎崗文學獎評審結果公布，各類得獎的一名為：散文類──人生札

記（夜中文三A許翠琴）；新詩類──婚禮（水利四陳哲鵬）；小說組──蚊子的飛舞
（中文三B林宏祥）
。
七日 夜日文四陳玉敏、日文三廖品參加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主辦的「全國大學生
日語演講比賽」獲一、二名。

業典禮，一併在驚聲中正紀念堂展開。典禮由張董事長建邦親自頒發證書，校長陳雅鴻

第四屆法語教師教學研討會假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張建邦董事長應邀致詞。

主持，學術副校長林雲山、文學院院長紀秋郎、文學院各系主任及該校事務長小泉喜

十日

七、建設委員宮田鎌一皆出席，並邀請教育部次長施金池先生及日本交流協會久保田部

瓜地馬拉總主教貝納多斯（Penados）及主教孟瑞沙（Manresa）蒞校參觀。

長蒞會致辭。由於歷屆以來，麗大同學學習意願高昂，自第七梯次起，研習課程自一學

十二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國會議長孟多亞率訪問團蒞校。
班代表及社團負責人會議分十二、十九、廿日三梯次以酒會方式舉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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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鴻校長主持。
十六日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獲選出任世亞盟新任理事長。
金融研究所邀請Dr. James A. Gentry（IB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Finance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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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一日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施國肱兼工學院院長暨綜合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專任
教授張詩經調任人事處人事長，李德昭調任建教中心執行長，專任教授鈕撫民兼出版中

十八日 第廿七次行政會議，會中綜合建議，到各高中訪問宣傳，可將本校簡介之

心執行長。

錄影帶寄送受訪學校自行放映，往訪教授最好是受訪學校之校友。並加強發揚「校園倫

十九日

理」精神，增進在校學生之向心力。
十九日 本校校友也是旅美傑出物理家吳茂昆博士，在本校張建邦董事長的陪同下
晉見李總統登輝先生。李總統對吳校友多年來從事超導體的研究成果，深表嘉勉，同時
也祝賀他最近獲美國國家科學院頒發的「康史達克獎」
（Comstock）。
廿日 吳茂昆博士回校進行兩場演講，第一場在校本部驚聲中正紀念堂，以「超導
體、淡江與我」為題；第二場在城區部中正紀念堂，題目為：「簡介高溫超導體」
。
廿五日

七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決議：恢復日間部大一新生期中考試與

二、三、四年級同時舉行。

持。麗澤學舍的興建地點在科學館後方，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可容納九十人，總工程
費為新台幣一千七百五十萬元，預定於今年校慶當天落成啟用，供麗大留學生及本校日
文系學生住宿。
廿四日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交流處負責人德柏（Mr. John Hedberg）及教務

處主任許洛德（Mr. Max Schroder） 蒞校參觀訪問。

九月
日間部銀行系改稱財務金融學系，水利系改稱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夜間部銀行
系改稱財務金融學系，工商管理學系改稱企業管理學系。中文研究所設立。水資源研究

六月

所改名「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

七十七年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化學系魏和祥老師獲優等獎，甲種獎勵以代表作獲獎
者有廖述良等四十五人，以專題獲獎者有陳幹男等十三人，乙種有羅孝賢一人。
十二日 本校第九屆畢業生畢業典禮暨遊園會同日在校本部舉行，各學院並舉行頒
獎茶會，共有三六七○位同學畢業。
廿七日

由麗澤大學出資興建的「麗澤學舍」，舉行動土典禮，由陳雅鴻校長主

圖書館舉辦「現代化資訊科技在圖書館之應用研討會」，五天的研討會計

有一五○人參加。

七月
本校南加州校友會捐贈母校美金三千五百元作為獎學金，由校長陳雅鴻親自接受。
本校化學系第二屆校友林進二，為繼承其尊翁林壽楨先生遺志，捐贈「台灣儀器行
創辦人林壽楨先生紀念獎學金」新台幣一百萬元，供本校運用孳息，獎掖理、工學院品
學兼優之學生。林壽楨先生生前熱心教育，早在民國四十九年林進二入本校就讀時，即
捐贈本校化學、物理及生物等儀器標本乙批，時值十三萬餘元。
廿三日 美國阿拉巴拿州立大學新任校長巴杜羅（Dr. Louis Padulo）偕該校董事會
秘書兼校長特別助理希斯（Mr. John Hicks）蒞校參觀訪問。

三日

七十七學年度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閉幕。

五日

日本公私立大學留學生顧問牧野和孝一行廿七人來校訪問。

廿日

本校學術副校長林雲山設宴款待日本麗澤大學第七梯留學生。今年開始，麗

大的學生來校修課由原來的一學期延長為一學年，此為第二學期開始，學校特安排餐
會。

十月
本校奉准於七十八學年起設立二博士班：資訊工程研究所、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
所；一碩士班：拉丁美洲研究所及一學系：公共行政學系。
英專時代第一屆畢業校友謝新烈，在所創的百齡基金會中，每年提供十五萬元，做
為獎學金，獎助本校清寒優秀同學。
四日

今起一連舉辦八場「大學教師教學方法系列專題講座」，邀請學者專家作系

列講座，由全校專任教師參與聽講。
八日 第二十次校務會議，董事長張建邦會中指示：今年開始推動辦公室自動化，
希望在1990年至1991年完成，以配合本校成立四十週年校慶。
十一日 日間部及轉學生註冊。十一、十二日新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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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學年度優秀青年獎於新生入學輔導開訓典禮中，由董事長張建邦親自頒發，
共有美研所黃乃琦等十九位獲獎。
十四日 在漢城舉行的第十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我國的學者代表團共有十二人參
與，由本校王甦教授領隊。共發表論文十篇，其中本校教授就佔了六篇之多。

大事記 709

美國愛荷華州杜布克大學校長貝德博士，為表示對該校最傑出校友、本校名譽董事
長林添福的敬意，設立林添福博士獎學金，全額補助前往杜布克大學進修。
十二日

基層文化服務隊榮獲教育部七十七年度全國推行社會教育有功社團，獲獎

的社團多為社會上之慈善或教育性質之團體，學校社團僅本校得獎。

十五日 第四屆全國大專新生盃圍棋比賽經兩天苦戰，本校獲團體組總冠軍。

廿三日

教務處與資訊中心設計的MIS系統完成，將於七十八學年度全面實施。

廿一日 監察院七十七年度中央巡察僑政組蒞校巡察。

廿八日

第五屆美國研究會一連三天在城區部舉行，本屆會議的主題為「美國對亞

廿四日 中文系慶祝建系卅週年，展出「中文系卅週年特展──文字之美」
。

洲的外交政策：鑑往知來」。外國學者三十五人與本國百餘位學者共同參加此一盛會。

廿七日 美國教育部官員及教育專業人員訪問團一行九人來校訪問。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及校長陳雅鴻分別擔任大會的主席及副主席。

卅日 七十七年中正盃唐手道國際邀請賽，本校再度蟬聯冠軍。
本校商管學會獲教部甄選為七十六學年度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獲獎金一萬元及

圖書館與美國OCLC館際互借系統連線。

獎牌一面。

十一月
本校公共行政系主任孔秋泉捐資八萬元成立兩獎學金，獎掖公行系同學：孔博士秋
泉獎學金及孔夫人楊人熙女士獎學金。
圖書館與教育部「國際學術網路系統（BITNET）
」連線。
四日

十二月

本校自行研發的圖書館自動化TALIS系統榮獲教育部頒發「圖書館自動化研

究發展工作獎」，獎金一百五十萬元。由教育部長次長林清江於本校驚聲中正堂頒發給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總統府資政李國鼎應邀致詞，並邀到圖書館、資訊界學者專家
及大專院校校長等三百位嘉賓蒞臨觀禮。會後並將參觀圖書館為校慶舉辦的自動化
TALIS系統徵集及叢刊系統功能展示會。
六日 李總統登輝伉儷蒞校參觀校慶蘭花展，並勉勵同學要有理想、抱負、更要有

十四日

論的提案，應早作準備工作，提高工作效益。
十五日

士則作主題報告。
本校校友阮大元教授，為回饋母校贈送本校書刊三百四十五冊。
十八日

淡江菁英獎，並致賀辭。此次獲頒菁英獎的校友有陳雅鴻、謝新烈、陳元音、李保玉、
侯登見、游象源、黃天中、魏和祥、莊敏華、鄒忠科等十位。
校慶校友餐敘晚會上，校友總會焦威聯先響應董事長張建邦之號召，以「校友文化
基金會」之名，捐贈八十五萬元設立「講座教授」乙名；此項講座之目的在聘請國內知
名學者來本校任教，這是本校邁向國際水準的重要計畫之一。
校慶運動大會舉行兩日，紀政小姐親臨致詞。法文系邱幗嫦破全校跳遠紀錄。

美中國建學術聯誼會為表彰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在台北市政及辦理教育

上的成就與貢獻，特頒贈行政及教育成就獎牌一面。
廿一日

台灣航空公司與本校航空系建教合作，捐贈美製西斯納（CESSNA）206

型堪用小客機一架，供航空系同學實習課程及教學使用。典禮由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
福、校長陳雅鴻、台灣航空公司董事長劉漢河、總裁鄧紹唐及立法委員紀政聯合剪綵。

七十八年

化學系建系卅週年舉行兩日活動，包括系友大會、慶祝酒會、系史展及多項趣味活
八日 創校卅八週年校慶，張董事長及林名榮譽董事長於慶祝大會上頒第一、二屆

一九八八國際計算機會議在校本部舉行，本屆研討的主題為「超級計算機

與超級電腦」大會由董事長張建邦主持，並由總統府資政李國鼎作專題演講，張系國博

使命感，認識國家當前處境，為國家社會服務。
動等。

第廿八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請各單位經常保持橫的連繫，凡需提會討

一月
廿日 本校與世盟、亞盟、太平洋文化基金會、東南亞研究學會、中加學術暨技術
合作協會聯合舉辦「太平洋地區研究會議」，會議進行兩天，分別於校本部及城區部舉
行。開幕典禮由董事長張建邦主持，兩天的會議共有七場討論會，主持人分別為章孝
慈、魏鏞、蔣緯國、薛琦、馬英九、高希均、江炳倫。
卅一日

七十七學年度員工動員月會暨春節聯歡會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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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年國科會研究獎勵費，本校朱立民、魏和祥獲優等獎，甲種獎勵以代表作獲

二月

獎的有王士紘等五十八人；以專題獲獎者有王明蓀等十二人，乙種有羅孝賢等八人。

本校土木系及土研所所籌設的「大氣邊界層風洞實驗室」，於二月完工，為國內公
私立大專院校唯一能從事大氣擴散、結構氣動力研究的風洞實驗室。
本校成立「淡江大學環境保護小組」由總務長陳敏男召集，以改善學校環境，提升
十四日 本校化學系教授簡素芳與馬偕醫院主任林媽利研究出的「以酵素法改變血
型」技術，在晚間由國科會召開記者會宣佈這項研究成果，隨後新聞局也召開記者會。
研究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林明義因獲教育部羅致派往西德工作，辭職照

准，所長缺由專任副教授鄒忠科兼任。新舊所長在今日交接。

三月
七日

一日 立法委員紀政來校主持商管學會所舉辦的校園馬拉松比賽。
二日 本校中文系主任龔鵬程率同本校九位本校專任教授前往北京參加一項大型的
兩岸紀念五四運動學術研討會。並到北京大學、北師大、人民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研究
分院作多場演講。

生活品質。

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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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麗澤大學出資興建的麗澤學舍於二月底竣工，落成典禮於校本部舉

行，第八梯次開學典禮及第三梯次留學生的畢業典禮也一併舉行。由於適逢本校與麗澤
大學締結姐妹校十週年，特別在會文館舉辦慶祝酒會，董事長張建邦、副校長林雲山、
張家宜、趙榮耀及麗澤大學廣池幹堂伉儷、教育部官員、日本交流協會久保田部長、亞
東關係協會等貴賓皆與會。
廿二日 台北市議會圖書館和本校圖書館電腦自動化系統（TALIS）完成連線。
三十日 圖書館以電話撥接方式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訊中心「科技
性全國資訊網路系統（STICNET）
」連線。

四月
七日 第廿九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校園安全為本校全體同仁的責任，希望大家

八日

建教中心假商館展示廳展出為期一週的「美日澳大學介紹展」。邀請到美日

澳三國共計七百多所大專院校前來參展。並有五位澳洲大專校長蒞校說明。
十三日

經濟系主辦的淡江講座邀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經濟學教授富來（Maxwell

J. Fry）博士主講。
十五日

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企二B劉愛雯當選。

十六日

教育部楊永清、紀登斯及劉昌博三位督學蒞校進行兩天視導。

本校金融研究所及企管系聯合邀請伊利諾大學教授堅崔（Ｄr. James A. Gentry）來
校進行淡江講座，至十九日共四場演講。
十九日

七十七學年度社團評鑑揭曉，中工會、商管學會、證券投資研習社、合唱

團、夜女聯、慈幼會等獲特優。
本校大傳系學會發起簽名活動支持中國大陸青年爭取自由，並將聲明書傳送給中國
大陸的「北京校自治聯合會」
，以表達支持之意。
廿一日

由慧炬雜誌社主辦的大專青年佛教演講比賽，本校包辦前四名，依次為：

日文一許惠晴、電子二林大棟、夜企一林淑真、應物一黃德賓、會計二陳文義（並列第
四名）。
廿四日

教務會議訂出逾期退選辦法。

廿五日

「淡江大學與淡水鎮首長聯席會議」下午三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多加注意；利用體育課訓練女生防身術，應是很好的作法，但其學習成績應列入體育成

本校同學所組成的「學生活動中心爭取合理房租促進會」在大門拉起抗議布條。該促進

績，促使認真學習。

會並於五月卅一日及六月一、二日分別舉辦遊行，並於二日向鎮公所遞交抗議書。

廿四日 社團負責人酒會於下午在松濤羽球館舉行，由陳雅鴻校長親自主持，一級
主管都應邀參加。
卅日 中文系王仁鈞教授榮獲中興文藝書法獎，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頒獎。

五月
旅美校友張寶生當選美國一九八八年傑出青年。張校友是在本校獲碩士、博士學位
後，再於一九八七年修得美國西北大學電腦博士，旋即受邀到俄克拉荷馬大學任教。

二十屆大專盃柔道賽中航空二雷治中、中文三徐娟琦分獲金牌。除此並獲一銀、兩
銅。

六月
一日 本校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就任交通部長，張董事長原為台北市議會議長，五月
卅日內閣改組，李登輝總統任李煥為行政院長，次日發布政院各部會首長令，於今日交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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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中共軍隊在北平天安門對要求自由民主又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血腥屠殺，一
天之內，死傷數萬人。消息傳來，本校全體師生，無不義憤填膺，共同商討發表宣言，
一致全力支持大陸民眾爭取自由，並譴責中共政權。一群署名「中國人」的同學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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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任期屆滿，聘為西班牙語文學系講座教授。新舊任校長、副校長交接典禮在城區部四
樓會議室舉行，由董事長張建邦親自監交。
廿四日

本校日文系教授林丕雄以外國學者身分得日本岩手日報學術文學獎，赴日

中心設置靈堂，並全體佩帶黑紗，以致哀悼，連日來往祭的同學，包括日夜間部，人數

受獎。頒獎會上林丕雄教授以「漂泊詩人──石川啄木的世界」為題，發表長達四個小

約兩萬人。

時的演講。

七日 一千三百餘位同學參加抗議中共血腥暴行並哀悼學運中死難同胞的大遊行。
下午三時三十分自本校出發的隊伍，並在淡水鎮上與淡水工商隊伍會合。同學在書卷廣

八月

場搭起自由女神像，由活動中心總幹事陳肇勳帶領，大家高呼口號，並唱「龍的傳

拉丁美洲研究所正式成立，由熊建成博士擔任所長。

人」
、「歷史的傷口」等歌曲。遊行經中正路、大忠街，回返活動中心，約一小時。

一日 七十八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趙榮耀任校長，專任教授張紘炬兼財政副

九日 由全校師生發起，亞盟協辦的「血灑天安門，日落北京城」聲討大會，晚間
六時三十分假書卷廣場舉行。本校李瑞騰、王文進、周志文、王樾、李子弋、龔鵬程、
華僑謝忝宇、亞盟秘書長及大學生、研究生代表皆發表對中共暴行的譴責。
十日 上午一十時由校友文化基金會舉辦迎新校友茶會，並提供摸彩餘興。
十三日

「淡江大學電腦管理教學（TKCMI）系統發表會」上午在驚聲國際會議

校長，學術副校長林雲山休假一年，專任副教授黃天中兼研究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漫義
弘兼秘書處秘書長，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海事博物館館長。
日文系林志盛等十一名畢業校友，於八月份通過日本交流協會甄試，獲得赴日公費
留學獎學金。
十四日

淡江大學與中韓文化基金會合辦「第十一屆中韓學者會議」在校本部舉辦

兩天，此次會議主題為「戈巴契夫的改革運動對東北亞的影響」
。

廳舉行。
董事長張建邦及校長陳雅鴻號召師生，積極響應萬人簽名聲援大陸學生民主改革。
這項活動分別在淡水校本部、城區部展開。
廿二日 「從五四到新五四」座談會，由中文研究所主任龔鵬程等教授和同學面對
面交流，諸位教授講述親身觀察大陸學運的心得，引起在場同學的熱烈迴響。
廿三日 歷史系舉辦「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際會議廳一連舉辦三天，

九月
本校教授協助完成編纂花蓮縣志及淡水志。此兩文獻前者由申慶璧任總編輯，全校
十三位老師協助，歷時四年完成；後者由申慶璧、白惇仁、龔鵬程協助淡水公所，歷時
八年完成。

主題為「中外思想與文物之交流」，共有來自美國、日、香港與國內的廿四位學者發表

本校增設公共行政學系。

論文，國內專家亦有百餘人與會。

拉丁美洲研究所設立。

廿四日 第廿一次校務會議，商船學館改修為海事博物館，全部工程預定於十月底
完工，並於十一月八日剪綵啟用。
廿六日

圖書館一連四天舉辦「網路時代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研討會」，計有八十人

參加。

七月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電腦教學中心併入資訊中心。
二日

七十八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會開幕，並於六日閉幕。

九日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上午九時三十分在校本部舉行，由趙校長親自主持。

邀請資策會副執行長周誠寬博士以「電腦在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為題，發表演
說，並分組進行研討。

十四日 由本校中文系主任所領隊的「淡江大學教授西北考察團」一行五人，考察

第廿二次校務會議中，趙榮耀校長表示「世學一號計畫」實施情形，正由世學二號

路線為西安、蘭州、西寧、敦煌、烏魯木齊等地，並與各地的文教機構展開交流座談及

計畫委員會進行檢討。預計在次年暑假依據檢討結果並配合本校傳統與特色以及當前國

訪問。

家的需要，世界學術的發展趨勢，展開另一個為期五年的「世學二號計畫」。

卅一日 董事會聘趙榮耀博士為校長，張紘炬博士為副校長。第三任校長陳雅鴻博

十一日

七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上課。新生訓練及註冊同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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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本校與姐妹校日本麗澤大學簽署「麗澤大學日語系學生留學淡江大學」協
議，由該校副校長松田和夫、日文系主任北村甫和本校校長趙榮耀共同簽署。
廿五日 董事長張建邦在研究生的開學典禮上應邀致詞，勗勉同學除掉心中的牆，
吸收新知。

位主管及淡江時報五位編輯、十二位記者與會。
八日 創校卅九週年校慶，林添福榮譽董事長於慶祝大會上頒第三屆淡江菁英獎，
並致賀辭。此次獲頒菁英獎的校友有八位，分獲金鷹獎一座：葉能哲、焦威聯、陳田
仁、黃英雄、何惠東、楊曦、王孝敏、林丕雄。

校長趙榮耀、建築研究所所長王紀鯤、建築系教授謝景鋒代表中國工程師協會出席
「世界工程組織聯盟」大會及技術會議。

淡江週刊更名，在一○五二期之後，於校慶當日更名為淡江時報，並改為雙日刊，
每逢二、四、六出版一大張。
十一日

十月

宜江大學工學院建校用地簽約儀式在宜蘭礁溪國小大禮堂舉行。本校校長

趙榮耀博士率本校各級主管及各學院院長、教授、學生及校友代表等前往觀禮；宜蘭各

二日 本校應物系三年級張瑞明代表國家參加在香港舉行的邀請賽和十一日在北平
舉行的亞洲盃擊劍錦標賽。
四日 第十二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本校龔鵬程、王甦、王仁鈞教授應邀出席，並
發表論文。

界機關學校團體首長、民意代表、地方人士、鄉民代表等千餘人到場觀禮。由前董事長
張建邦以宜江工學院創辦人的身分與礁溪鄉鄉長陳德治共同簽署讓售鄉有林地供宜江大
學工學院作建校用地的協議書。發起人：林燈、林昭文、林坤鐘、楊玉焜、楊塘海、張
家宜、簡文雄等人也在協議書上簽字。宜江大學工學院校址設於礁溪鄉林美山，佔地六

五日 「十四屆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在本校校本部舉行兩天。由本校土木研究所
及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主辦。由本校校長趙榮耀主持，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陳龍吉蒞
臨致詞。

十公頃，背山面水，景色怡人。預計於民國八十一年參加聯招。
十八日

本校副校長張紘炬在十八、十九兩日，就「宜蘭縣民對宜江大學工學院設

校的重視度」於宜蘭縣境進行民意測驗，結果顯示近九成宜蘭縣民表示關心。

「學生租賃民房事宜座談會」下午在會文館會議室舉行，會中學校、學生代表、鎮
民代表出席討論房租飆漲因應之道，但因出席不踴躍而未達預期效果。
十一日 七十七學年優秀青年選拔，經評定由金融所一年級劉寶桂等十六名同學獲
獎，特別安排在新生入學輔導開訓典禮中舉行頒獎。
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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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合作經濟學系主辦的「第二屆合作事業學術研討會」在城區部舉

行，中興、文化、逢甲三所大學協辦。會中農委會主委余玉賢以貴賓身分致詞。

十一月
土木系郭瑞芳副教授將教育部所頒七十七年度特優教師獎金十二萬元，悉數捐作土
木系圖書獎學金，嘉惠同學。
一日 第卅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本校已朝向辦公室自動化，舊的作業方式應予
革除，一切應科學化並簡化表格。
二日 班代表會議針對本校同學支援六四事件的捐款，進行用途的討論，這筆高達
五十二萬餘元的捐款，最後經決議全數捐給本校圖書館。
五日 本校唐手道社在七十八年度中正盃唐手道邀請賽中表現優異，在中、日、美
三國選手的激烈競爭下，在七個量級中，獲四個量級九項獎牌，獲團體總冠軍。
六日 由訓導長楊立賢邀請淡江時報編緝及記者召開記者招待會，共有訓導處各單

本校教研中心主辦「廿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研討會」於城區部二樓中正紀念堂舉
行，開幕式由本校董事長、交通部長張建邦及台灣省議會議長高育仁主持。
十九日

我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首屆國際會議在伊州香檳城舉行三天。此次會議由

伊大政治系主任于子橋及本校美研所所長李本京共同主持。
廿七日

校友吳茂昆博士應理學院之邀來校演講。吳博士時任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應邀於理學院週會演講。
本校及台灣電視公司共同主辦「宜江之夜」義賣晚會，募得五百八十萬元，全數捐
作宜蘭殘障基金。
廿九日

本校手球、羽球、籃球、排球代表參加全國大專盃比賽授旗典禮在大操場

司令台舉行，由校長趙榮耀親自授旗。
卅日 名為「超越另一個自我」的工學院八系運動會展開，有躲避球、拔河、大隊
接力及腕力大賽等比賽項目，由中工會統籌舉辦。
學生活動中心設立學生「眾聲園地」專用看板，提供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行政單位
溝通的另一管道。

十二月
七十八學年度成立「學分進修輔導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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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

裂之認知與反應」一文，經美研所推薦，獲得中國政治學會傑出論文獎，在政大公企中

本校樸毅社會工作團榮獲教育部七十八年度全國推行社會教育有功社團，在國立華

心頒獎表揚。

僑中學中山堂接受表揚。
五日 圖書館假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書鄉之旅」展覽。
十三日 研究學院管科所學生陳炳宏，成功破解城區部學分班電腦所感染到的三種
病毒，獲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頒發「研究學院創意獎」
。
十七日 金融研究所伏和靖的畢業論文榮獲中國經濟學會最佳論文。該論文的題目
為：「台灣地區貨幣市場利率期限結構之實證研究」
，其指導教授為莊武仁博士。
十八日

美眾議員戴里安（Marvin Dymally）應美研所之邀，以「當前美國政治情

勢」為題，來校演講。
商學院邀請Dr. George M. Von Furstenbe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廿九日 趙榮耀校長邀請全校教職員工參加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辦的「教職員工聯
誼茶會」
，以慰勞同仁一學期的辛勞，聯絡彼此感情。

七十九年
一月
圖書館與美國「研究圖書館網路系統（RLIN）
」連線。
資訊中心完成教育部委辦全國大專校務行政電腦化資訊管理系統。
十五日 國內首次舉辦的「盲用電腦教育訓練」在本校展開兩梯次的課程。這項訓

廿一日

本校新研社歷屆校友假台北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行「淡江大學新聞研習社

OB會」成立大會暨聯誼茶會。
「理想的國際開發援助」國際研討會，由本校區域研究中心、亞洲太平洋反共聯盟
中華民國總會、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中加學術暨技術合作
協會聯合主辦。共邀請七國二十位蜚聲國際的學者與會。本校趙榮耀校長、董事長也是
交通部長張建邦、世盟趙自齊理事長皆蒞開幕典禮致詞。

二月
一日 增設海事博物館，專任副教授陳敏男為館長。
十一日

圖書館舉辦「全國九所師範學院圖書館工作人員業務研討會」七天，計有

85人參加。
廿三日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留學生第十梯次開學典禮及第四梯次留學生畢業典禮

假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共有十二位學生畢業、四十四位同學來校研習中文。
廿六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系教授葛芮珀（Dr. Doris Graber）女士應美研所之邀

來校演講「傳播媒體對美國的影響」。
廿七日

合經系創系二十週年慶，在展示廳辦成果展，並舉行躲避球、拔河、歌謠

大賽及禮儀之夜。

三月

練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辦，本校資訊中心承辦，教務處盲生資源教室協辦。受訓對象

本校化學系、大眾傳播學系、電子計算機科學系各獲教育部頒一百萬元獎金。三系

為目前就讀各大專院校的盲生、啟明學校教師及就業於設有視障圖書資料中心的工作

經教育部核定，在全國三十三個系所中脫穎而出，根據「獎助私立大學院校四年中程方

者。本校對視障者教育與電腦教學推廣，均開國內風氣之先，又獨力開發「盲用電腦中

案」獲得一系所一百萬元獎金。

文點字系統」，對視障者有很大的影響。
十九日 七十八學年度動員月會暨春節聯歡會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趙榮
耀主持，會中並有頒獎。頒發本校優良教師、教育部頒發教學特優獎、教育部服務獎、
淡江之光功在大黌獎及服務資深獎。
七十八學年度好人好事代表在動員月會上接受表揚，共有六位同仁獲獎：土木系副

二日

七十八學年度全校導師與訓導工作研討會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三日

七十八學年度行政人員講習會分三日及十日在校本部舉行。趙校長以「新速

實簡」勉勵全校同仁。
五日

由廿七位來自各服務性社團的同學自願參與「交通秩序社會服務隊」，協助

警察指揮淡水地區交通。

教授郭瑞芳、訓導處秘書葉長青、英文系助教張岑如、大傳系技佐劉德潤、總務處張國

六日 本校國樂社參加台灣區大學組國樂合奏比賽獲優等。

輝先生及國貿系田德勝同學。

企一A張玲華同學車禍重傷，全校師生熱烈捐助，金額達一百一十一萬餘元。

廿日 本校美研所博士班第一位畢業生戴萬欽的畢業論文「甘迺迪政府對中蘇共分

十七日

本校黃美序、丁洪哲兩位老師獲聘為國家劇院戲劇評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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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展開靜坐，提出「解散國民大會」等訴求，本校學生亦參
與。校長趙榮耀於廿一日率理學院院長胡德軍、工學院院長施國肱、研究學院院長黃天
中、董事會周新民主任秘書等多位師長前往探視，希望同學們重視身體健康。抗議活動
歷時六日，在李總統接見學生代表之後，於廿二日告結束。
十九日 理學院三系運動會，展開七項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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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日 西班牙國會議員訪華團來校訪問。

五月
英文系七十二年畢業校友陳麗惠成為國內第一位民航機女駕駛員。
四日 第卅一次行政會議，會中董事會贈送與會同仁「二千年大趨勢」一本，此書

廿日 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立大學校長Dr. Jerald C. Walker一行三人來訪。

對全球政經文化等各層面在未來的轉變方面有很詳盡的分析與預測，有助大家建立正確

本校歷史系與文化、東吳大學史學系聯合舉辦「第二屆史學學術論文研討會」於東

的世界觀。

吳舉行。本校歷史系主任鄭樑生帶領歷史系三十位同學與會。
商學院邀請陳乃虎博士（Professor of Finance,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cine）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廿二日 「國家那裏生病了？」座談會在活動中心展開，六位老師與研究生共同檢
討月中靜坐抗議活動的得失。
廿八日 「學生憲章」進行全校複決，由於投票率未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不具效力，
此憲章包括四章四十八條，為學生自治會最高單行法規。
廿九日 七十九年全國優秀青年選拔，本校有五位同學當選，青年節慶祝大會上，

八日 菲律賓聖多瑪士大學校長一行來訪。
九日 趙榮耀校長前往日本、美國等多所大學訪問，同行有學術交流委員會秘書李
瑞弘、圖書館館長黃世雄、視聽教育組主任裘錦天、理學院院長胡德軍、建築系教授王
堅城等人。走訪日本亞細亞、麗澤、美國史丹佛、伊利諾、舊金山、南加州、柏克萊等
大學，於廿八日返台。此行主要是為年底本校主辦的「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校長會議」
做邀約，並參觀各校的總圖書館，做為本校籌建圖書館的參考。
十六日

活動中心總幹事選舉，物理二李漢澤、歷史二江政寬兩人角逐，最後由江

政寬以二三八一票當選，投票率為百分之二十點一。

由活動中心總幹事劉愛雯代表受獎，會後並晉見李登輝總統。其他四位得獎同學為合經

十八日

社團評鑑結果揭曉，商管學會、啟明社、登山社、二齊會獲特優。

系張庭憲、國貿三許進益、經濟三孫嘉隆、電子四陳俊達。

本校夜統計四方文娟同學榮獲環球中國小姐第四名。

卅一日 本校校長趙榮耀應桃園縣縣長劉邦友邀請，率團訪問桃園縣，洽談該縣都

十九日

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第一位女博士鍾靜高分通過口試。

市規劃、縣志撰寫等事宜。同行者有工學院院長施國肱、歷史、水環、電算、建築等系

廿一日

美國明尼蘇達州Mankato State University 的副校長Dr. Richard A. Crafts等

教授多位。會中決定專案委託本校歷史系周宗賢教授為桃園縣撰寫縣志。
由出版中心所舉辦慶祝四十週年校慶「校慶標幟設計比賽」，由企管一劉昌昇同學
獲第一名，機械三姜海寰、夜法文一胡發祥分獲二、三名。

四月

十六日 蘇聯消息報記者皮里斯特史金來校訪問。
十七日 教育部督學李廣智、鍾永琅、朱大松蒞校視導。
由中文系主辦「兩岸關係前瞻」研討會由本校戰研所教授李子弋教授主

持。列席的有校長趙榮耀、中文系教授龔鵬程、周志文、歷史系教授王樾及應邀列席的
校友、時任立委的吳勇雄。
廿八日
問。

廿二日

圖書館使用美國OCLC「線上目錄檢索系統（EPIC）
」。

廿三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邀請國貿局副局長吳慶堂來校演講。

廿四日

本校舉辦校園國是座談，彙集同學的意見，轉送六月廿八日在台北圓山召

開的「國是會議」
，以表達大學生對當前國家的看法。

十一日 美國會助理訪華團十二人抵校訪問。

廿六日

一行四人來校訪問。

美國華盛頓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祖•諾曼博士（Dr. Joe Norman）來校訪

廿九日

研究所碩士班放榜，十八所共錄取三九八名。

六月
三日

本校英文系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合辦「第十四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在城區部舉行。
六日 由本校商船學館改建的全國第一所海事博物館舉行開幕典禮。名譽董事長林
添福、董事長及交通部長張建邦、長榮海運公司總經理張國華共同剪綵，參加貴賓約有
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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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七十八學年度畢業典禮暨遊園活動在校本部舉行，典禮由校長趙榮耀主持，
本校董事長及交通部長張建邦博士蒞臨致詞。
廿六日 美國史丹福大學副校長Dr. Rosse等一行六人蒞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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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教務會議決議：通過自七十九學年度起實施夜間學院學生選修日間部課程六學分。
工學館部分建築及實習工廠拆除。
保險系師生於系大會中通過成立「急難救助基金」
，以協助臨時發生變故的同學。

七月

六日 七十九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由校長趙榮耀主持。交

五日 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新聞秘書Dr. Robert T. Manskert 等一行十人來校參觀。

通部部長、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在致詞中期勉同仁應對淡江邁向世界學術水準的目標全

廿三日

力以赴。

本校化學系陳發清教授代表我國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八屆IUPAC

國際有機合成會議，我國學者僅四人與會。
卅一日 七十九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林雲山兼學術副校長休假期滿銷假，專
任副教授張家宜兼行政副校長留職停薪，職務由校長兼代，專任教授曾振遠兼教務長，
專任教授羅運治兼訓導長，專任副教授洪欽仁兼人事長，專任副教授張詩經調任總務
長，專任教授龔鵬程兼文學院院長，專任教授陳治欣兼工學院院長，專任教授徐錠基兼
綜研中心執行長，專任副教授莊武仁兼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沈一鳴兼資訊中心執行長
休假一年，職務由副執行長汪于渝代理，專任教授陳淼勝兼學分進修班輔導處主任，專
任教授鈕撫民兼驚聲書城總經理、淡江時報社社長。文學院院長龔鵬程留職停薪，由專
任教授陳長房兼代。區域研究中心、出版中心裁撤。一級主管交接典禮於國際會議廳舉
行。

八月
本校陳長房、李佩華、林震安、虞國興、羅孝賢等五位教師獲第廿九屆科學與技術
人員研究及進修獎助，將分別在國內外做進一步的進修及學術研究。
一日 七十九學年度調整部份行政組織。區域研究中心、出版中心裁撤。
八日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第十二團一行十一人蒞校訪問。
廿九日 電算系系主任胡咸及日、夜間部校友會會長王揚文、黃華隆於中山堂宴請
各屆系友代表及歷任系主任及工學院院長，在凱悅飯店聚會。系友籌募二十萬元基金，
支援母系。

九月
「太平洋邊緣國家的興起及海峽兩岸的未來與發展」座談會在城區部舉行，由研究
學院院長黃天中主持，邀請大陸傑出人士中山大學經濟系陶在璞教授及國內多位學者專
家共同參與。
蘇聯研究所設立。

廿二曰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在本校城區部舉辦專題研討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之省思」，校長趙榮耀前往致詞。
七十九學年度行政人員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校長趙榮耀在致詞中勉勵同仁提高行
政效率，日新又新。隨後並邀請高信譚教授演講。
廿五日

瑞典國會議員海嘉德博士（Dr. Birger Hagard）夫婦應外交部邀請來校訪

問。
廿七日

西班牙國立語文學校校長德多瑪斯（Jose Maria de Tomas Push）及夫人隨

同外交部歐洲司第一科科長王啟文來校訪問。

十月
本校建築系校友林貴榮獲選十大傑出青年。林校友於六十五年畢業，六十八年赴法
攻讀博士學位，並於七十二年順利取得學位，並成為我國首位在法國開業的建築師，他
並於七十三年返回母校任教。
五日

第廿四次校務會議在城區部舉行，校長趙榮耀籲同仁建立校園群體關係新觀

念。
七日

本校機研所陳開平及航空系耿華同學，以「交談式電腦繪圖技術在網路產生

之應用」研究論文，經中國航空太空學會推薦，參加在德國舉辦的「國際太空聯盟」年
會學生會議。
八日

本校海事博物館與洛杉磯海事博物館締結姐妹館。

本校歐研所專任教授芮正皋博士應邀參加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並由歐洲文化中
心主辦的「歐洲與世界」國際會議。芮博士為兩岸唯一受邀參加的中國學者，並接受葡
國元首索阿雷斯總統晚宴款待。
卅日

史丹福大學教授，一九八三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亨利陶比（Henry Taube）

博士應國科會邀請來華訪問，並於本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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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傑出成就，給予肯定和讚許。頒贈儀式由伊大校長艾肯柏瑞親臨主持。

十一月

十三日

Faulkner）來校參與一九九○亞洲國際關係研討會，並應邀至化學系演講。

經濟四張嘉隆同學獲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全體參加亞洲國際關係研討會的外籍學者由校長趙榮耀、美研所所長李本京陪同，

一日 新聞局長邵玉銘應拉丁美洲研究所之邀來校演講。
四日 統計系七十九年度系友會大會在校本部舉行。會中頒發感謝狀予張之洋、陳

於十三日及十四日拜會了李登輝總統及行政院長郝伯村。
本校電算系主任胡咸獲選為「美國電腦協會」（ACM,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嘉慶、黃德源、謝一鵬等捐款校友。
桃園縣校友由桃園縣長劉邦友擔任召集人，在縣長公館舉辦聯誼餐會，共有七十餘

Machiancery）台灣地區的負責人。
十五日

校友參加。
五日 本校德文系四年級周心怡獲大學小姐第一名，代表我國參加第十三屆世界大
拉研所舉辦兩場座談。上午秘魯快報社論總主筆Taime de Althaus Guarderas

於城區部舉行一場秘魯現勢短評座談會。下午則舉辦「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渥大

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系系主任貝勒教授，應本校英文系與西洋語文研究所邀
廿六日

蘇俄真理報記者尼古拉（Ｎikolai T. Sevtkov）至蘇聯研究所訪問，並參加

下午該所舉辦的座談會。
七十八學年度優秀青年選出六位：吳東融（拉研二）、孫嘉隆（經濟四）、曾文瑞

維奧．帕斯文學作品及思想學術座談會」
，並匯集會中發表之7篇論文，出版專輯。
七日 本校校友總會主辦「四十週年校慶校友餐敘」在凱悅飯店舉行，當天共有七

（保險四）
、曾恆裕（機械四）
、賴義文（資管四）
、孫初偉（會計三）
。
本校中文系教授林玫儀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頒七十九學年度中山文藝創作及文藝

百餘位校友參加。會中並安排第四屆金鷹獎頒獎典禮。
八日 本校慶祝創校四十週年，舉辦慶祝大會、校慶運動大會及園遊會。總統李登
輝先生特頒「弘道育才」賀詞予以勗勉。行政院等五院院長也各致頒賀文誌慶。大會由
校長趙榮耀主持，本校前董事長，時任交通部長張建邦、姐妹校日本中央學院理事長平

論著獎。
廿七日

美國國會助理趙倩如小姐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觀，並針對目前中美的高等教

育問題，與本校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本京交換意見。
卅日 大韓民國駐華大使韓哲洙先生一行三人蒞校參觀，同時並接見韓國留學生，

山善司、六四天安門領袖吾爾開希、校友總會會長焦威聯應邀致詞。
第四屆淡江菁英金鷹獎選出廿一位校友：呂明森、汪國華、吳金生、董（

日研所教授張漢裕博士榮獲第十三屆吳三連基金會社會科學獎。

請，以「當代文學新視野」為題來校演講。

學先生小姐選拔。
六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化學系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福克納博士（Dr. Larry R.

）

璋、羅興華、張元松、林敬恩、方幼南、許耀文、錢家驊、陳進財、王迺鵬、劉日興、
朱宗英、王揚文、戴冬生、王子世、林貴榮、崔鼎昌、李廷亞、陳麗惠。至此學校共選
出四十位金鷹，象徵學校四十年來，培育人才的豐碩成果。
本校斥資億元購買IBM3090 電腦，並建立第一期校園光纖網路主幹及大樓區域網

對於本校熱心照顧韓籍學生，表示感謝。

十二月
會計系系友慶祝創系廿五週年，同時祝賀該系長青教授沈樹雄七十大壽，假國賓飯
店舉行系慶，系友並捐六十萬獎學金予會計系。

路，於今日啟用。資訊中心並舉辦「三○九○大型電腦暨校園網路啟用剪綵及辦公室自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獲准開設。

動化業務展」。

教資系校友高考成績斐然，錄取名額超過全部錄取人數三分之一，高考圖書管理科

十一日 七十九年大專盃男子籃球聯賽在本校開打。
本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二屆國際會議，在圓山飯店舉行，由大會榮譽
主席張建邦主持，應邀參與的中外學者有一百三十餘人。大會邀請美國眾議員艾克曼，
為主題「美國國會在亞洲事務中所扮演之角色」演講。
本校前董事長、時任交通部長張建邦在本校伊利諾大學所舉辦的國際會議的開幕典
禮上，接受伊大所頒贈的「伊利諾大學傑出成就獎」，以對張建邦博士多年來促進國際

四十二名額中本校即佔了十五名。
本校西洋語文研究所所長陳長房、化工系葉和明、數學系譚必信三位教授獲國科會
優等獎助。此外另有三十六位老師獲甲等研究獎助。
響應資訊月，管理學院成立資訊顧問室，委任資管系管理，為全校師生服務，專門
解決師生在學習電腦上的疑難雜症。
本校副校長張紘炬博士蟬聯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學會理事長。本校榮任該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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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國貿系主任黃志文、大傳系副教授林東泰。理事有大傳系主任趙雅麗。
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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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取消手續費，加退選後即不再接受學生退選。

自七十九學年度起，本校訂本月為「教學品質月」，教務長曾振遠揭示六大

八十年

工作重點，以落實本校世學二號計畫「學術優異，品質保證」的總目標。並配合舉辦師
生徵文比賽。
三日 「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校長會議」在本校舉行三天。共有十一個國家包括國

一月

內共三十餘位大學校長參與，會中並發表十四篇論文。開幕典禮上，副總統李元簇博士

圖書館連線Internet。

應邀致辭，會期中辦五場討論會。會中成立「太平洋邊緣地區大學院校聯盟」，選出本

四日 「大陸政策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於城區部舉行，由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校校長趙榮耀博士為第一屆理事長，韓國延世大學校長朴永植博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市
大學傑若．華克博士（Dr. Jerald Walker）、菲律賓地拉沙列大學校長安德魯．岡薩勒博
士（Dr. Andrew Gonzalez）三位為副理事長，並公推聯盟創始人張建邦博士為永久理
事，本校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並獲選為秘書長。
本校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Oklahoma City University，簡稱O.C.U.）締結姐妹
校，並舉行簽約典禮。
四日 圖書館舉辦「教職員著作展」及「學術網路資料展」在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

究所主辦。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蒞會致詞。
第卅三次行政會議，會中臨時動議決議「宿舍協調委員會」成立後，積極修訂「職
員宿舍管理辦法」
，使之更合理。
九日

莫斯科市議員訪問團一行九人來校訪問，並於城區部四樓與俄研所師生進行

座談。
二十日

本校圖書館TALIS系統與交通部圖書室連線。

廿三日

由研究學院主辦「一九九一年淡江大學友好訪問團」於寒假期間訪問菲律

賓及中國大陸各著名大學。

三天。
九日 本校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專任教授曾振遠博士與該所研究生劉佳興碩士合著
之論文，榮獲中國農業工業學會論文獎。

三月

校長趙榮耀接見本屆大學小姐就讀本校德文系的周心怡，嘉勉其為校爭

七十九學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第二期研究獎助費核定，本校譚必信、葉和

光。周心怡獲得大學小姐榮銜後，代表我國參加世界大學先生小姐選拔，再獲才藝特別

明、陳長房獲優等獎，施清吉教授等卅三人獲得甲種獎助費，蔡明月等二人獲乙等獎。

十二日

本校大傳四黃慧敏等四位同學以「雙城新記」參加八十年全國大專短劇競賽，獲得

獎。
十四日 第五屆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在本校舉辦，由本校化研所與環保署環境檢驗
所共同主辦。環保署署長簡又新蒞會指導。
第卅二次行政會議決定，本校成立「淡江大學計算機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由財
政副校長兼任，由資訊中心執行長兼執行秘書，以充分發揮IBM 3090電腦系統的訓練
及推廣工作。
保險系師生於系大會中通過成立「急難救助基金」
，以協助臨時發生變故的同學。
廿一日 歷史系主辦「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計有中美日蘇荷五國
一百七十餘位學者參加。會議由校長趙榮耀主持，並邀請輔大校長羅光博、佛光山星雲
大師、國史館館長瞿韶華等貴賓在會中致詞。
捷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高利克博士（Ｄr. Jozef Marian Galik）蒞校參觀
訪問，他是首位到本校來參觀訪問的東歐漢學家。
廿八日 教務會議通過夜間部學生可選修日間部學系為輔系。並廢除選課逾限制度

團體獎第二名，日文三蕭憶純並獲最佳編劇獎。
二十二屆大專運動會中，本校代表隊獲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冠軍。
二日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和「亞洲與世界社」等單位合辦「後冷戰時

期之國際新秩序──中華民國之角色」研討會。
四日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情報協力中心（簡稱CICC），贈予本校三菱OFFICE

COMPUTER MELCOM 八十機種一式，並將由菱華公司派員來校支援。
七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主辦「中南美洲時事座談」，邀請主管中南美洲業務的外交

部常務次長程建人先生來校參與。
十八日

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江政寬發佈公告，將學生活動中心改制為學生會。但

訓導處表示，學生會預計於草擬章程、選舉學生代表，並由學生代表三讀通過章程後，
自八十學年度實施。
十九日

本校英文系徐憶萍同學獲「第八屆趙麗蓮博士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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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日 本校與英國桑德蘭科技大學（Sunderland Poly technic）締結姐妹校，本校校

廿四日

委內瑞拉前總統艾雷拉一行三人來校訪問。

長趙榮耀及桑德蘭大學學術副校長歐卡露博士（Dr. Michael O’Carroll）在本校簽約。中

廿六日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於廿四日向行政院長郝伯村提出辭呈，職去交通

英教育推廣顧問社（Sino-British Education Services）負責人Dr. Patrick O’Reilly到場觀

部長一職。校長趙榮耀親率教職員工生及校友代表多人前往張前董事長寓所慰問探訪，

禮。

並面陳慰問函，代表全校師生歡迎張前董事長回校，繼續領導全體教職員生。
廿二日 文學院院長龔鵬程，擔任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辦理留職停薪，遺缺院

長一職由英文系主任兼西語研究所所長陳長房兼代。
廿五日 本校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合唱團台灣演唱會在本校演出，校友尤榮坤
亦表演自彈自唱組曲。
廿七日

第卅四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今年本校承辦夜大聯招，教務處、總務

處、資訊中心、會計處均參與工作，此乃本校之責任，並可視為明年承辦日大聯招之熱
身工作，請大家全力以赴，以維校譽。
廿九日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江政寬（歷史二）等十人，獲救國團頒發「大專
優秀青年」
。

訓育委員會通過學生會長及學生議員選舉辦法，每四百人將產生議員一名。
廿七日

中文研究所舉辦「文學與美學」研討會，本校教授陳文華、龔鵬程、顏崑

陽及香港學者蔣英豪、黎活仁等皆與會。
淡江時報發起「送書到大陸」捐贈活動，呼籲師生及社會人士慷慨捐書，協助大陸
學術機構及學校正常推展，改善其生活水準。
廿八日

管理學院院長蔡信夫和教育研究中心執行長劉燦樑赴大陸訪問復旦大學管

理學院，並與其簽訂合作交流意向書。

五月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核准成立，於八十學年度首次招生。

四月

本校唐手道社獲唐手道青年盃邀請賽總冠軍。

英文系友陳田垣、陳田仁、陳田稻捐贈新台幣一百萬，做為「金川獎學金」的基
金，回饋母校。
本校會計校友參加七十九年會計師甄試，陳美華等二十八人錄取。

夜間部電算系四年級曹定智獲教育部核定，提前一年畢業。
大專盃跆拳比賽，本校企管系一年級黃令儀奪得金牌；夜機械一許斐婷奪得羽量級
銀牌；化工三陳宏銘獲雛量級銅牌。

六日 校長趙榮耀、副校長林雲山及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三人應邀參加廈門大學七

一日

日本研究所邀請日本帝塚山大學教授伊原吉之助博士來校講學十天。

十週年校慶活動，趙校長代表本校致贈「教澤廣被」的匾額及本校校旗給廈大，並在會

二日

國樂社由該社指導老師張勝和帶領社長等五位同學，將歷年來的獎狀、獎牌

中致詞。此為台灣第一個訪問廈大的團體，趙校長是第一位訪問廈大的台灣校長。
十一日 本校與斯德哥爾摩大學締結姐妹校，斯大校長強生博士（Dr. Inge Jonsson）
特來校與本校校長趙榮耀共同簽約。
十四曰 本校英文系主辦之第二屆全國大專院校中英文翻譯比賽，本校同學囊括冠
亞殿軍：第一名陳希林、第二名張東平、第四名李立平。
十八日

本校與宏華科技公司簽訂合作協議，設立「大地資訊系統（GIS）研究

室」。此舉為配合「六年國建」及本校「世學計畫二號」，藉以發展地理資訊系統及航
空測量等方面的研究。
廿三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於台北城區部舉辦「第二屆拉丁美洲學術研討會」。外交

部次長程建人、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高立輝應邀致詞。薩爾瓦多、巴拿馬、巴拉圭、多
明尼加駐華大使、智利及墨西哥商務辦事處等多國代表皆參加。會中以「拉丁美洲政治
經濟現況與我國之關係」為主題，發表論文九篇。

獻給學校。
十五曰

本校「電腦實習費問題」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通過將大學部電腦實

習費改按科收費。
廿日

斯德哥爾摩大學羅多弼教授（Torbjorn Loden）來校洽商兩校研修交流事

宜。
廿四日

社團評鑑結果揭曉，商管學會、啟明社、登山社、國樂社、交管學會、女

聯會六社團獲特優。
廿七日

「第一屆亞洲航空學術會議」由本校歐洲研究所與荷蘭萊登大國際航空、

太空研究所及中華航空發展基金會合辦，並在本校城區部舉行。由外交部長錢復及交通
部代部長馬鎮方主持。亞洲地區共五十餘位學者專家與會。
廿九日

訓育委員會通過「眾聲園地管理辦法」，並將由師生共組「言論審議委員

會」負責審查異議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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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一日 首次學生會聯合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由一號候選人蔡志成
（財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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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 八十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傅錫壬兼文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王樾兼淡

以二四九七票當選、二號李杰玲（合經二）則以二○○四票落敗，總投票率24%。議員

江時報社社長，專任教授沈一鳴兼資訊中心執行長休假期滿銷假，建教中心執行長李德

則有三十一人參選，卅人當選。

昭兼代學分進修輔導處主任。
本校調整部份行政組織：教育研究中心裁撤、夜間學院改為夜間部、海事博物館改

六月

隸圖書館。

本校資訊中心秘書藍毓華獲選教育部主辦之「推動電腦輔助教學有功人員」。
數 學 系 譚 必 信 教 授 ， 日 前 獲 美 國 數 學 界 權 威 期 刊 「 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聘為該刊副總編輯，是為我國第一位獲此榮譽者。
七日

芬蘭國立赫爾辛基大學校長歐里爾基．勒朵博士（Dr. Olli Erkki Lehto）暨

夫人蒞校訪問。
十日 學生議會選出正副議長，國貿系江浩然膺選議長、財金系林慶東為副議長。
十九日

電算系一連四天主辦「第二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學術研討會」，邀請知名

學者探討ICAI、多媒體輔助教學等主題。
廿三日

中文系及中研所合辦第四屆「中國社會與文化研討會」，研討主題為「戰

爭與中國社會之變動」，共有十四篇論文發表。

本校國際研究所李子弋教授、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國貿系湯慎之教授受邀

至大陸社會科學研究院參加「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九日

八十學年度大學暨獨立院校日間部聯招放榜，本校錄取三六四○名新生。

十二日

本校與澳洲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簽訂學術交流計畫。簽約儀式在本校國際

會議廳舉行，由校長趙榮耀主持，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天中代表本校與新南威爾
斯大學副校長Dr C. Fell簽約。
十四日

美國國會助理兩訪華團分兩階次來校訪問。

廿一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蘇聯政變的原因與影響」研討會在城區部舉

行。
廿八日

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應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之邀，在城區部演講「兩岸

關係」。

七月
三日 本校與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共同舉辦「國際水資源電腦應用研討會」在本校舉
行，來自二十四個國家的百餘位學者參與盛會。
第廿五次校務會議，會中校長報告下年度將裁撤「教育研究中心」，臨時動議通過
成立「校務規劃與發展委員會」
。
九日

七日

由本校教授、學生組成的「一九九一暑期淡江大學友好訪問團」赴大陸訪

問，由趙榮耀校長擔任總團長。期間本校與廈門大學校長林祖賡及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谷
超豪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
十二日 本校實驗劇團以「小婦人」一劇獲大專院校話劇比賽總冠軍，並另獲六項

九月
溜冰場改建籃、排球場。
本校魏和祥等四十二位教授獲國科會獎助。其中四十一名獲甲種研究獎助，一名獲
乙種獎助。
學生自治會確立組織架構，設財政、文化、行政、活動、福利五部門，下設委員會
若干。
教育部學則修訂，自八十學年起，「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的學分數，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二分之一，應令退學。」

大獎：最佳指導教授丁洪哲、最佳導演孔繁芸（法文系校友）、最佳演技石義環、許怡

教育資料科學研究所設立。

雯（均為大傳二同學）、最佳舞台設計張景嵐（企管三）、黃章捷（土木二）、最佳燈光

物理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設計蘇英超（土木二）。

十一日

廿九日 日本私立大學教授訪問團一行廿四人來校訪問。

八月
教務資訊系統經過三年的規劃、設計、測試，正式啟用。

八十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

因應教育部開放役男可報考夜間部大學聯招，有三十六位同學未及時與同班上課，
准予日間修課一學年。
十二日

八十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開幕，主題為「如何提振校譽」，校長

趙榮耀在開幕致詞中表示，要提振淡江校譽需靠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學校將加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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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對本校的向心力，繼續推動淡江四十一年來所孕育的特色及傳統。
十六日 德國各大學外籍學生事務處處長一行十八人至本校參觀訪問。
十七日

第卅五次行政會議，會中主席報告：裁撤「教育研究中心」。海事博物館

歸圖書館管轄。配合教育部對夜間部新設置的辦法，夜間部改為行政單位。
廿六日 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學生自治聯合會規程及議會組織法。

IBM公司委託本校資訊中心自十月份起對其客戶舉辦一系列觀摩活動。本校

七日 學生自治會連續三天舉辦社團負責人期初座談會，號召各學會會長分學院選
出院代表，組織「院代聯會」，下屬於學生會院務委員會，但因出席人數不足而告吹。
八日 本校八十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開訓典禮。七十九學年度優秀青年李嘉崑（大
傳四）等十七位同學在活動中心接受表揚。
九日 本校機械工程研究所葉泰昆、練文志兩位研究生的論文入選一九九一年國際
太空聯盟年會，參與微重力單元組，發表論文。
本校學生代表五十名參與「淡水鎮各界慶祝中華民國八十年國慶大會」，會

中由大傳二蘇嘉庭恭讀總統國慶賀詞，並由資管系賴信仁同學作專題演講。
十一日 日本研究所邀請日本現任眾議員、前運輸大臣佐藤信二來校演講「中日外
交關係」
，中日雙方各界人士二百餘人共襄盛舉。
俄研所與亞盟秘書處、中華民國海線交通安全研究會合辦「美蘇最近核武裁減行動
對中共之影響研討會」。
十五日 中文系與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學合辦「第一屆中國文化變遷發展討論會」在
捷克舉辦三天。參與研討會的中文系教授由中文系主任王文進帶隊，並發表八篇論文。
十八日

美國蒙特利國際研究學院校長葛德（Dr. Robert Gard）及該校教授溥岳

（Dr. Bullard）來校訪問。
廿日

究所系統分析組改為資訊管理研究所。八十一學年度起招生。
廿三日

教務會議通過「淡江大學博士學位侯選人資格考核審定實施要點」，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不合格，經會考一次仍不合格者，應予退學。
廿八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阪南大學經營情報學科教授二塚正也博士演講。

問。並對修未來學的同學作了四十分鐘的演說。

舉辦多場辦公室自動化系統（OA）的說明及研討會。

十日

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管理科學研究所管理經濟組改為國際企業學研究所、管理科學研

蘇聯理工研究學院資深研究員兼太空教授魯布喬夫（Lev. N. Lupichov）至本校訪

十月
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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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國大專劍道邀請賽中，本校代表隊勇奪三項冠軍：女子組榮獲

「得分賽」及「過關賽」雙料冠軍，男子組則獲「得分賽」冠軍、「過關賽」季軍。
廿一日 工學院電腦輔助工程（CAE）實驗室啟用。由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及校長
趙榮耀博士聯合剪綵。
研究學院八十學年度開學典禮，前董事長張建邦以「哈佛、史丹佛二校教育史」為
題，發表專題演說。
廿二日 本校獲教育部核准增設一博士班、三碩士班：西洋語言研究所博士班、化

卅日 校長趙榮耀、日研所所長張炳楠、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至日本亞細亞大學慶
賀五十週年校慶。順道拜會帝京大學、麗澤大學、中央學院大學三所姐妹校。

十一月
資訊工程系研究所歐再意同學論文獲宏碁電腦公司所舉辦的第五屆龍騰論文獎，其
指導教授王士峰亦同獲殊榮。
第一屆北區大專院校羽球邀請賽，本校代表隊勇奪冠軍。
五日

建教合作中心接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開設對日貿易班。

六日

第廿六次校務會議，本校與廈門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草約」，成為台灣

第一所與大陸簽訂學術交流協議的大學，為淡江的學術交流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七日 數學系邀請密西根大學教授，亦為本校校友陳邦彥演講。
第五屆金鷹獎得主魏幼武應工學院之邀回校演講。
八日 本校慶祝四十一週年校慶，舉辦慶祝大會暨運動大會、園遊會等多項活動。
開幕典禮由校長趙榮耀主持，本校姐妹校日本中央學院大學，亦派遣國際交流委員代表
岡田康司、大久保皓生、秋山正夫等三位教授前來祝賀。
第五屆「淡江菁英」金鷹獎選出，並於校慶典禮上頒獎。十二位傑出校友當選：蔡
睿智、陳添壽、簡捷夫、陳邦彥、粘清木、許德宏、魏幼武、趙揚清、孫黎芳、喬培
偉、鄭詠元、劉邦友。
前董事長張建邦應伊利諾大學校長艾肯柏瑞的邀請，出席在芝加哥香城所舉辦的
「第三屆伊利諾──淡江大學國際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說。本校美研所所長李本京、國
貿系主任黃志文、經濟系主任柯大衛皆發表論文。
海博館展出最新的航艦模型──美國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
。
本校與捷克國立布拉格經貿大學締結姐妹校，並正式與日本中央學院大學簽訂學術
合作交流續約。典禮在本校淡水校本部國際會議廳舉行，由研究學院院長學術交流委員
會主任委員黃天中主持，本校校長趙榮耀、日本中央學院大學教授岡田康司及捷克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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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經貿大學校長史達芬•謬勒（Stephan Muller）代表簽約。

八十一年

國際貿易學系黃志文主任及經濟系柯大衛主任參加芝加哥香城所舉辦的「第三屆伊
利諾─淡江大學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
廿二日

蘇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院長馬立克西托夫（Aplew V. Meliksetov）及該

一月

校助理校長留契科夫（Vyatcheslav D. Lyu-Chikov）來校拜會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博

教育部核定本校設立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分為文化教育組及經濟貿易組。

士，商談學術交流事宜。

八十學年度第二學期本校因學業成績不及格勒退者達三百五十一人，退學率一．

廿五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邀請我國前駐巴拿馬大使，時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宋長志來
校演講。

五%。
廿四日

卅日 第九屆「大中盃」全國大專院校中文系球類競賽，本校勇奪男籃、女籃、男

第卅七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成立外國語文學院，及裁撤研究學院，各所

分別併入相關學院。

排三項冠軍，女排則居亞軍。

二月
十二月
八十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第二期本校卅一位教師獲獎。其中譚必信一人獲優等
教育部對八十一學年度各私立大學院校的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審查，結果本校以積點
四點在六個等級中列為第五級。
三日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事務處長馬克斯•史克洛德（Max Schroder）率領

獎，獲甲等獎助有杜文謙等廿四人，獲乙種獎助有二人，而獲專題計畫甲種獎助者五
人。
大專盃教職員籃球錦標賽本校獲男丁組冠軍。

該校教授團一行八人訪校。其中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副董事長尼爾遜夫婦（Mr.

一日

And Mrs. Nilsson）
。

十七日

七日

波蘭波茲南經貿大學副校長Dr. Romuald Zalewski和英國桑德蘭科技大學校

長Dr. Mike O’Carroll來校商討學術交流計畫。
十一日 第卅六次行政會議，討論實習銀行之實習功能及成效，最後決議儘快尋求

專任副教授黃振豊辭兼會計處會計長，由專任教授王美蘭兼任。
我國第一部「國防白皮書」出爐，本校戰研所於當日下午即舉辦一場座談

會來研討其內容。由校長趙榮耀主持，戰研所林郁方、紐先鍾、政大、中央研究院等多
名知名人士參與。
廿八日

法國前總理巴赫（Raymond Barre）應歐研所之邀來校演講。

一般之銀行接替本校實習銀行之營業。
十五日 全國大專羽球賽，本校獲女子甲組冠軍及女子乙組殿軍。

三月

留日校友會在東京新宿隨園大飯店召開校友大會，推林敬三校友任第六屆會長。

根據教育部七十九學度公私立大學文學院英文組評鑑報告指出，國內十四所公私立

十六日 第二屆學生議員候選人登記截止，僅廿六人登記候選。

大學英文系所中，本校英文系師資結構之專任教授人數、有博士學位之教師比例及師生

十八日 本校與俄羅斯共和國國立遠東大學締結姐妹校簽約典禮在福華飯店舉行。

比例皆名列前茅。七十七年至七十九年間獲國科會獎助之專題研究成果之人次，本校高

由本校校長趙榮耀與該校校長庫里洛夫．佛拉基米爾．伊凡洛維其簽約。
廿六日 第二屆學生議員選舉，投票結果僅十一人當選，下學期將辦第二次選舉補
足名額。

居第三位，僅次於台大及清華。
化工系為落實高素質的教學，正式報部於下學年起夜間部減收一班。
教育部及財政部關稅局訪視「八十學年度教育部獎勵購置重要儀器設備及免稅進口
教育研究用品」，本校在廿二校的評比結果中，各項成績皆列「優等」及「佳」的等
第，在綜合大學中，僅本校無缺點。
十一日

學生會行政部門與議會對立越演越烈，十八位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欲

「罷免」會長蔡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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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系主任Peter F. Nardulli來校演講。

八十一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本校共有吳家銓等十三位同學獲此殊榮。

學生議會第三次臨時會以十七：○通過「行政彈劾案」
，彈劾學生會長蔡志成。

德文四連震黎同學榮獲政大主辦的「全國大專攝影比賽」金牌獎，本校亦獲團體獎

十三日

學生議會針對罷免蔡志成的行動，舉辦「問政說明會」，並請同學簽名支

持罷免行動。

一日

廿日 美國杜克大學工學院院長道爾博士來校演講。
廿一日 第十三屆全國大專院校化工盃球賽，本校勇奪總冠軍。
廿三日 三軍大學一行十人由校長汪多志上將率領來校參訪。

為配合教育部高教司全面廢除各級學校附設實習銀行之決議，本校實習銀行

今日停止存款，並預計於七月卅一日停止營業。
四日

智利皇家大學狄亞士校長經外交部安排參觀本校拉研所，期間並拜會學交會

主委黃天中，表示有意與本校建立姐妹校關係，並提供獎學金予本校同學。
十四日 薩爾瓦多共和國駐華大使巴納馬（David E. Panama）應美研所之邀來校演

四月

講。

本校在「第十八屆全國大專盃溜冰錦標賽」中，榮獲男女團體綜合錦鏢總冠軍，英
文四洪文峰個人並奪得三項冠軍。
九日

第五名。

本校姐妹校俄羅斯遠東大學校長Dr. Vladimir I. Kurilov來校訪問三天，研議

兩校間俄語教學合作事宜。
十二日 學生自治會正副會長選舉辦法三讀通過。採正副會長搭檔競選的方式，有
效票總數應逾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十五。
全國四校德文系聯合舉辦萊茵盃比賽，本校獲戲劇表演第一名。
十六日

為配合哥倫布發現新大陸500週年紀念，特舉辦「中華民國第三屆拉丁美

洲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本校拉丁美洲研究所主辦，校長趙榮耀主持，外交部次長程建
人、拉丁美洲九國駐華大使、代表應邀出席；該會主題為「拉丁美洲現在情勢與未來展
望」
，有來自廿六個國家的五十餘位學者發表四十七篇論文。
十八日

本校與墨西哥自治大學於台北城區部四樓會議室舉行締盟姐妹校簽約典

禮。應邀觀禮外賓有出席第三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拉丁美洲地區多位外交官
員、大學校長及學者。
卅日 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副院長巴扎洛夫博士暨夫人，應俄研所之邀蒞本校演

十六日

「俠與中國文化」
。與會者除國內文、史學者之外，尚有來自香港、大陸及捷克等地的學
者多人，並邀請國內武俠小說名家臥龍生、諸葛青雲等與會。
商學院舉辦「第三屆合作事業學術研討會」
。
廿一日

五月
由吉他社舉辦的第七屆金韶獎舉辦決賽，水環三彭康麟獲得獨唱、重唱（與謝寶
光、蔡政憲合作演出）、創作三組冠軍。而交管一林生祥首次參加就入選三組的前三
名，被譽為黑馬。
本校劍道代表隊參加於海洋大學舉辦的「八十學年度大專盃劍道錦標賽」，勇奪大
男乙組得分賽、過關賽及大女乙組得分賽三項冠軍。大女乙組過關屈居亞軍。

第二屆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暨第三屆議員選舉，會長選舉票數未達選舉人

數額的百分之十五，選委會宣佈此次會長選舉無效。議員方面，四位候選人皆當選，但
人數仍舊不足，將另行補選。
廿九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校長石本三郎等三人特地來校簽訂學術交流續約，同時

自該年五月起雙方同意相互交換一位留學生。

六月
第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揭曉，中文四李嘉瑜、西研二吳榮福、英文四呂莉君、電子
四陳致光分獲散文組、小說組、極短篇組及新詩組之首獎。
一日

遠見雜誌六月號針對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理學研究所師生所作的聲望調查顯

示，本校理學院數學、物理、化學三研究所在私大中排名第一。
十一日

講。

中國文學系、所召開「第五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本屆主題

首度獲准來台，亦是本校歷史上首次來訪的大陸大學校長──復旦大學華

中一校長來校訪問。
十三日

八十學年度畢業典禮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

十九日

第廿七次校務會議，會中決議合併「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委員會」及「校務

規劃及發展委員會」
，名稱訂為「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
。
廿日 今起公行系舉辦三場學術演講，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亞爾傑博
士（Dr. Chadwick F. Alger）擔任主講人。
廿二日

圖書館與OCLC聯合舉辦三天的「網路資源應用研習會」，計有圖書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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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界人士197人參加。

七月
八十一學年度日、夜間部大學聯招閱卷工作由本校主持，圓滿達成。

八月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林雲山任校長，專任教授芮涵芝任學術副校長，專任教授劉燦
樑兼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專任教授鈕撫民兼總務長，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秘
書處秘書長，專任教授林光男兼夜間部主任，專任教授傅錫壬兼文學院院長及淡江時報
發行人，專任教授陳元音兼外語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黃天中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專
任教授陳淼勝兼學分進修輔導處主任，專任教授盧慶塘兼驚聲書城總經理。
資訊管理研究所成立，首次招收十八名研究生，成為國內私立大學中第一個成立資
訊管理研究所的學校。
新成立「國際企業學研究所」，隸商學院；將英文、德文、法文、西語、日文等
系、俄羅斯研究所、西洋語文研究所自文學院分出，成立外語學院。商學院合作經濟學
系改名為產業經濟學系。
因應系所合一的原則，增設國際研究學院，將七個區域研究所納入其中：歐研所、
美研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俄羅斯研究所、中國
大陸研究所。由黃天中博士任院長。
圖書館建立總館及各分館圖書安全系統。
十三日 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代表本校赴美國加州洛杉磯海事博物館，與其締結
姐妹館。儀式由該館館長Dr. W. B. Lee與林添福博士共同主持。洛杉磯市政府首長及華
僑知名人士均應邀觀禮。

九月
圖書館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評選為接受部份行政機關出版品寄存圖書館，
本校為32所入選中唯一之私立單位。
化學工程研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
組、經濟貿易組設立。
西洋語文研究所博士班設立。
蘇聯研究所更名為「俄羅斯研究所」
。
合作經濟學系改稱產業經濟學系，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改稱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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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

本校共七位教師獲教育部表揚為教學優良教師。名單為：王久烈、顏三

和、韓光榮、李又剛、楊育鎂、黃憲堂、賈昭南。
廿三日

本校歐研所舉辦「第三屆淡江歐洲研究會議」在本校舉行，將邀請十六位

來自德、法、奧、比、西、義、匈、波、瑞典、瑞士及國內著名學者參與。會中發表二
十二篇論文。

十月
一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外交系教授冷紹烇教授來
校演講三場。
二日 大傳系設立之「淡江之聲」學術實驗電台，通過交通部的審查，初試啼聲，
展開模擬播音作業。
十二日

舉行八十一學年度新生訓練暨開學典禮，八十學年度優秀青年資工三吳育

儒等十六位在典禮中受獎。
十六日

第二十八次校務會議通過課程改革方案，將來「核心課程」將取代通識課

程，以更多元的面貌提供同學選修。
廿二日

姐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副校長Dr. O’carroll伉儷來校訪問。

廿五日

淡水鎮鎮長盃棒球錦標賽在本校操場點燃戰火，鎮長陳俊哲開球揭開序

幕。

十一月
國科會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期研究獎助名單公布，本校共有林雲山等三十九位教師獲
獎助，且本校教師皆獲甲種獎助。
教育部公布獎助八十一學年度私立大學各校院改善師資經費，本校以二千五百八十
餘萬元居首。
七日 四十二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在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艾肯
柏在大會上以貴賓身分致賀詞。會上並頒贈第六屆「淡江菁英」──金鷹獎予十二位校
友，由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親自頒贈，得獎校友為林丕繼、盧信義、曹國俊、陳在男、羅
國雄、謝中丞、丁克鍼、黃天生、馬紹屏、陳信旭、陳慶男、楊育才。
舉行工學大樓開工典禮及剪綵儀式，由校長林雲山、董事會董事楊玉焜、陳雅鴻、
校友會會長焦威聯、金鷹獎得主陳在男等共同剪綵。
八日 本校與伊大合辦的「第四屆國際會議」在台北舉行，這次的主題為「九十年
代中美關係之展望」，共有二十多位外國學者前來與會，本國學者有八十多人。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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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錢復應邀就這次的主題發表演說。

八十二年

十五日 商學院舉辦第一屆產業經濟事業學術研討會。
廿二日

俄研所與亞盟秘書處、亞洲與世界社合辦「中俄關係新階段研討會」，共

有十多位國內外學者參與討論。
姐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學術副校長Dr. O’Carroll伉儷蒞校訪問。

一月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在美國維吉尼亞州接受雪蘭多大學頒贈「一九九三年傑出

廿五日 中文系邀請大陸雲南社科院何耀華院長來校演講。

教育家獎章」，表彰其在教育國際化之貢獻，並特別贊許他增進了美國與遠東地區之間

廿九日 西語系慶祝創系三十週年，於城區部二樓中正紀念堂舉行創系三十週年畢

的學術交流。

業系友大會，由時任校友會會長，亦是北市政府新聞處處長曾茂川及西語系主任白方濟

本校前校長趙榮耀於去年獲總統提名，今年一月經國民大會同意，當選監察委員。

主持，邀請本校前校長現任董事長陳雅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熊建成教授及該系

中研三江淑君榮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八十一學年度中文特優學生獎學金十五萬

多位教授、中南美多位駐華大使、代表出席。
卅日 由拉研所主辦之「一九九二中華民國中南美文化週」在城區部展開序幕，本
校校長林雲山、海地大使塞拉瓦、巴拉圭大使羅培士、西班牙商業辦事處主任路培基等
人、外交部部長程建人及各界人士皆蒞臨剪綵。以「陽光、熱情、中南美」為主題的文
化週活動，乃外交部及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活動包含開幕酒會、認識中南美洲座談
會、中南美文物展、拉丁美洲之夜以及中南美洲電影欣賞。

十二月
教務處訂本月為教學品質月，從五日至十八日實施全校點名，以了解教學情形，做
為提昇教學品質的參考。結果今年的出席率為78.9%，比去年提升了7.7%。
十二日 本校美研所與文化大學美研所合辦「美國總統與國會專題研討會」在文大
舉行。
十四日 為疏解學生選課壅塞現象，實施電腦選課（上學期代選本系必修課程，下
學期代選全學年課程）。
十七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國際交流委員會長岡田康司、圖書館課長相馬一幸、學
術情報課長佐藤弘信來校，並致贈本校個人電腦設備一套，並簽署備忘錄。
卅日 淡江時報舉行交接儀式，正式由大傳系接辦。由前任社長王樾將印信移交大
傳系主任趙雅麗，由校長兼發行人林雲山監交。而大傳系已於九月起接辦，由大傳三的
同學負責編採工作。在編務上，大傳系已於九月分接辦淡江時報，由四開報改為對開
報，每週發行一大張。

元。此獎項全國僅有十名碩博士入選。
六日 第卅九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成立「募款委員會」
。
八日 清華大學行政單位人員一行三十餘人由該校計算中心主任領隊來校參觀本校
行政業務電腦化的狀況。
十五日

教育部高教司公布「八十一年至八十四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訪視報告」，報告中指出，本校師資與東海、東吳並列一級，而學術研究與推廣教
育亦與中原及東海並列一級。

二月
本校榮譽教授唐啟琨將生前所藏四部叢刊、二十五史、資治通鑑等共四百餘冊捐贈
本校中文系所。
八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註冊改以線上作業，平均15∼20秒完成一位學生註冊，效
果良好。
十二日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李競白先生一行六人就「私立大學院校理工學院八十

學年度獎助充實儀器設備、圖書館改進方案」到校訪視。
十六日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在本校舉行第七梯次留學生畢業典禮及第十六梯次開

學典禮，共有十三位日本學生回台參加，接受學位頒贈。由林雲山校長主持典禮，日本
語文學會理事蔡茂豐博士、亞東關係協會藍清漢皆為貴賓。
十七日

訓導處對上任學生會會長蔡志成處以「定期停學」處分。訓導處是以「擔

任學生會會長，帳目不清，經訓育委員會決議，限期送據複審，該生拒無回應」為由，
處分該生。
廿一日

校長林雲山設宴款待西語系校友黃瀧元，其於八十一年十二月派往阿根

廷，新任我國駐該國代表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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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中國圖書館學會六位學者來校參觀，並與本校教育資料科學系、所師生、
圖書館同仁就海峽兩岸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服務和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舉行座談。成員
包括北大圖書館館長庄守經教授、中科院圖書館館長史鑑教授等。
廿四日 美研所邀請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周煦來校演講。
廿五日 「核心課程方案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決定將於八十二學年擇一學院先
行嘗試開課。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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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校演講。次日並由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及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陪同晉見李登輝總統。
十九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國際交流部大久保皓正委員及教務事務部秋山正夫部長

蒞校，會晤校長林雲山，並與本校學術交流委員會協商兩校互派交換生事宜。
廿二日

中研所與日本九州大學哲學系合辦「中日研究生討論會」閉幕，會中發表

五篇論文。
廿四日

中央部會聯合訪問小組由教育部曾江源主任委員領隊訪問本校。

日文系邀請日本筑波大學語言學教授草薙裕專題演講。
第二十四屆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中，田徑代表隊個人單項成績獲二金（男子一千五

一日 首次電腦線上加退選。

百公尺──夜會計蘇信旭、女子四百公尺低欄──英文三陳淑英）、一銀（女子一百公

國科會八十一學年度第二期研究獎助費審定，優等獎獲獎人葉和明、施淑女、譚必

尺低欄──英文三陳淑英）、三銅（女子一萬公尺──教資四林雅萍、女子四百公尺低

信、何俊麟，本校共有三十四位獲甲種獎助，其中以「代表作」獲得獎助者有水環所施

欄──交管一張美智、女子二百──金融所二蔡曉玲）；團體比賽獲得女子四百公尺接

清吉教授等廿九位；而電子系俞再鈞等五位，則以「專題計畫」送審獲獎助。另有資工

力銀牌及一千六百公尺接力第四名。

系王英宏等二位講師獲乙種獎助。
日文系共有楊清雲等八位同學獲日本交流學會獎學金，是全國獲該項獎金錄取最多
的學校。
三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主辦「全國高中圖書館主任業務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
前董事長張建邦完成伊利諾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返國，本校校長林雲山親率師生前往
接機。
八日 圖書館假商管大樓展示廳舉辦「網路資訊服務展」
，為期六天。
十日 本學期首次教務會議。
十一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教育部長馬拉恭女士（Sra. Jasqueline Malagon）蒞拉丁美
洲研究所訪問。
十五日 中央研究院邀請大陸傑出科學家來台訪問，中國科學院王佛松夫婦、吳文
俊夫婦、陳創天夫婦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谷超豪夫婦蒞校參觀。
十六日 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邀請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加州大學教授施伯樂
（Dr. Robert A. Scalapino）來華訪問六天。施教授除發表系列演講，並於廿日由本校前
董事長張建邦先生與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兼大陸所所長黃天中陪同晉見李登輝總統，晤談
中曾就兩岸關係交換意見。
十七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舉辦系列講座，分三場舉行，分別邀請宏都拉斯駐華大使
巴拉宏拉、巴拉圭駐華大使羅培斯、哥斯大黎加駐華大使高立輝、多明尼加總領事及哥
斯大黎加公使講述該國之政治、憲政體制及政經概況。
十八日 大陸研究所邀請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史卡拉匹諾（Dr. Robert A. Scalapino）

廿五日

日本目白大學校長高橋進博士訪問本校日文系所。

化學系客座教授守田忠義前往東京出席日本化學年會，代表本校發表論文，林雲山
校長感謝其對學校的貢獻，為其舉辦一簡單的歡送會，並致贈紀念品。
廿八日

本校十三位同學入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由美研三時序東代表至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受獎。
卅日 德國慕尼黑大學校長史太曼博士蒞校訪問。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留職停薪復職。

四月
本校交管二林生祥以「觀音的故鄉」獲第十屆大學城全國大專創作歌謠比賽第一名
暨最佳作詞獎，水環系彭康麟作品「情僧」獲第四名及最佳作曲獎。
本校歷史系畢業校友，亦任職本校軍訓室之少校教官洪錫銘，當選八十一年全國好
人好事代表，獲頒「八德獎」
，以表彰其對於盲用電腦軟、硬體開發上的貢獻。
八日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蒞校參觀。
十三日

香港漢榮書局石景宜董事長捐贈本校陸研所圖書六千冊以表支持本校對兩

岸事務人才之培育，校長林雲山特設午宴款待。
本校日研所講座教授林金莖，接任外交部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十四日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梭里斯校長夫婦及副校長米蘭達夫婦蒞校訪問，商討交

流事宜。
教育部推廣教育訪問團到校訪視「七十九至八十一學年度辦理推廣教育資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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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包括周逸衡委員、張一蕃委員、高教司王俊權專員、陳素琳小姐。
廿日 德文系舉辦三場淡江講座，邀請德國哈根大學Prof. Dr. Ulrich Schoedlbauer蒞
校演講。

拉研所邀請外交部中南美洲青年領袖友好訪問團（由中南美洲各國青年代表組成，
約30人）於本校校本部國際會議廳舉辦座談會，採即興發問，中南美洲青年領袖與拉
研所學生針對雙方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進行面對面的討論。

廿三日 美國資深華裔物理學家袁家騮應物理系之邀來校演講。

第廿九次校務會議訂定「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組織規程。

日本核化權威齊藤信房博士夫婦來校拜會。

廿日 八十位專任女教師籌組女教師聯誼會，公推體育室李頤老師、會計系黃登滿

廿四日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水田清子董事長及水田宗子副校長蒞校訪問，雙方並簽
訂草約。

術座談會，邀請包括前駐蘇聯大使參事陳岱礎等國內專家與會。
第二十四屆全國大專盃柔道錦標賽，本校獲女子組第三名、男子組第四名。

五月

廿七曰

學校決定由八十二學年度起，學校電腦實習室的實習費將按科收費，已繳費者由資
訊中心核發實習證，憑證使用，不再全面收取實習費用。
大傳系十週年慶祝會，製作十週年系慶T-shirt，並邀請畢業系友回系於觀海堂舉行
慶祝餐會。

委內瑞拉天主教大學烏嘉德（Luis Ugalde）校長訪問本校城區部，並對拉

研所師生發表演說。
廿八日

八十一學年度第二次訓育委員會決定將八十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自治會費

及學生活動中心餘款，全數移作友愛互助基金；會中並決定對前任學生會會長蔡志成處
以「定期停學」的處分。

五日 工學院八系舉辦就業輔導座談會，分今明兩天舉行，邀請中興顧問公司總經
理謝季壽、IBM公司總理錢大群及該系校友會會長與會。
十日

老師為非正式組織的籌備會正副召集人，為此組織催生。
俄研所於城區部舉辦「從錢復『南聯北進西和』策略看如何增進與俄羅斯關係」學

廿六日 第八屆金韶獎英文系四A洪文峰在獨唱、重唱、創作組都奪下冠軍。

淡江講座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客座教授亞歷山大．彼德羅夫蒞校作三場演

講。

廿九日

西語系主辦「中華民國第一屆西語教學研討會」在本校舉行。輔仁大學、

靜宜大學、政治大學及政戰學校教授皆與會，共發表七篇論文。
本校夜經濟二蘇信旭在全國中正盃田徑公開賽暨國際友誼賽中，於八百公尺及一千
五百公尺項目雙破全校紀錄。八百公尺項目並獲第四名佳績。

由於教育部授權各校自行印製畢業證書，本校購置新設備，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在教
務處舉辦的啟用典禮。
十四日 「國際研究學院八十二年畢業所友座談會」於城區部舉行。
十五日

日文系公布首批赴日本麗澤大學交換學生名單，正取共十五名，備取九

名，預計中旬赴日展開一學期的課程。
中文系主辦「第二屆宗教文化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十四篇。來自北京大學
哲學系陳鼓應教授是唯一來自彼岸的學者，並發表兩篇論文。
十七日 教務處進行教學評鑑，校長臨時決定停辦，希望於明年交由「教育品質管
制委員會」執行。
十八日 第十七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錦標賽在本校舉行。是本校首次舉辦全國性的劍
道比賽。本校連續第四年獲冠軍，不僅在大男乙組拿到團體得分賽、團體過關賽冠軍，
在大女乙組也拿下雙料冠軍，並獲團體總錦鏢，為歷年來成績最輝煌的一次。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於城區部舉辦「後冷戰時期亞太戰略情勢展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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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日 大專盃男子籃球聯賽，本校男子隊獲亞軍。
卅一日

社團評鑑結果公布，六個社團獲特優：輔義團、商管學會、合唱團、登山

社、產經學會、日女聯社。

六月
一日 俞景蘧、王建兩位督學蒞校視導，本校提出希望在師範教育法中對於私校學
生給予從事教職的機會。
本校獲大專盃網球錦標賽大男乙組季軍。
二日 大專盃教職員籃球錦標賽，本校女子組及男子組皆獲冠軍，男甲組第四名。
四日 德國哥丁根大學校長許萊伯教授（Dr. Hans Ludwig Schreiber）暨該校東亞研
究所所長羅志豪教授（Dr. Erhard Rosner）來校訪問。
六日 海博館三週年館慶。
十二日

畢業典禮及遊園會在校本部舉行。

本校校友文化基金會舉辦「校友迎新茶會」
，歡迎應屆畢業校友加入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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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三天的「圖書資訊服務研習會」共有22所私

立大學校院圖書館，四十位圖書館從業館員、圖書館自動化網路工程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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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一日 印尼校友會成立，選出首屆會長謝國輝。本校董事陳雅鴻及秘書長陳敏男亦

十八日 第廿九次校務會議，訂定「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組織規程。

參與成立大會，此外兩人並走訪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推選陳明新為吉隆坡聯絡人、

廿九日

林魯仲為檳城聯絡人）、印尼等地會晤校友。

俄研所舉辦「俄羅斯與台海兩岸關係研討會」，與會俄國學者包括：俄羅

斯科學院遠東所副所長米亞斯尼科夫、俄國國家電視台特別節目部主任塔夫羅夫斯基，
外交部亞西司羅致遠司長並親臨致詞。

十日 第四十一次行政會議，決議請芮副校長召集相關單位研議各單位辦公室空間
使用標準，並通過本校「淡江大學畢業學位證書及證明書管制要點及核發辦法」，由教
務處保存空白證書等，由文書組用印，由研教組、註冊組負責印製。

七月

十三日

本校本學年度續接辦日夜間部大學聯招閱卷組工作。

學期優秀青年，共有何穗華等二十四人獲獎。
十五日

八月

舉行兩天新生入學講習，計有三千一百七十三位新生參加。會中並頒發上
新工學大樓啟用，樓高七層，主要用途作為教室、辦公室、研究室、實驗

室使用，建築基地面積約947坪，總樓地板面積約5738坪，總工程費二億九千五百萬

俄文系首次招生五十名額。
夜公行系林君翰同學暑期在成功嶺大專生集訓中，在一千八百多名受訓學生中脫穎
而出，在學五旅中以全旅結業總積分第一名的表現，獲行政院長連戰親自頒獎。
「電子工程系」改名「電機工程系」。教育部並核定「電機工程研究所」明年度成
立。

元。
十九日

本校第三屆企業經營研究會選出新任理事長陳國和，同時舉辦「中華民國

第一屆企業經營學術研討會」，邀請企業界洪敏昌、孫道存、沈慶京等發表論文，學術
界黃志文、陳義勝、李又剛、張紘炬、蔡信夫等則重點評述。
廿二曰

哥斯大黎加社會甲組冠軍排球隊，應全國大專體總的邀請來台進行體育交

商學院奉准成立產業經濟研究所。

流，並至本校進行一場友誼賽。哥國大使、全國體總代表、本校校長林雲山均到場觀

二日

賽。

人事異動，專任教授薛文發兼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陳淼勝兼管理學院院

長，專任教授鍾英彥兼外語學院院長，專任教授蔡信夫兼學分進修輔導處主任，專任教
授熊建成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九月
國科會八十二學年度第一期獎助費，本校共有三十九位教師獲獎。以代表作送審
者，甲種有曾一平等廿六人、乙種有邱仲麟等三人；以專題計劃送審者，甲種有鄭啟明
等十一人。
本校奪得大專盃象棋比賽第一名。

廿七日

外交部與本校歐研所共同舉辦「歐亞學術研究會議」，校長林雲山因公出

國，由副校長芮涵芝主持，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應邀致詞。來自德國二十位學者專家與
國內代表齊聚討論東亞與歐洲地區的發展。

十月
日本交流協會提供留學獎學金甄試，本校日文系今年共錄取十三名，佔文科錄取名
額二十五名的一半以上，其中八名為在校同學，十三名為畢業校友。而前六名中，本校
就囊括四個名額，第一名為李郁蕙、第二名曹凌君、第四名簡美馨、第六名蔡雅娟。

文學院及工學院大一新生先行試辦核心課程。

二日 外語學院系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八十一學年度校內教學優良教師計有王健華、林丕雄、黃柳男、顏政雄、廖惠珠、

三日 管理學院系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梁德昭、鄒忠科、陳敏男及黃台心九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金三萬元。
產業經濟研究所設立。
增設俄國語文學系、電子工程學系改稱電機工程學系。
八十二學年度起學校共規劃有四間電腦專用教室，均配有三槍投影機、電腦、大銀

六日 大眾傳播界校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八日 八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治籌備會成立大會舉行，選出民初學會樓仰恩
同學為籌備大會主席。
「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於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由本校與其合辦，本校教授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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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雲山博士率領共計發表十篇論文。
九日 國際研究學院校友聯誼餐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
十六日 本校圍棋社參加台灣新生報所舉辦的第九屆新生盃全國大專圍棋比賽，獲
團體組及段位組冠軍，級位組亦獲第四名，為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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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美國Monterey Institu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校長Dr. Robert G. Gard 來校訪
問。
七日 本校慶祝四十三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及校慶運動會在運動場舉行，典禮由校
長林雲山主持，大會並施放五彩氣球，十分熱鬧。兩位來自美國的姐妹校校長：曼卡度

商學院舉辦第二屆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

大學校長Dr. Richard R. Rush及Dr. Robert G. Gard也上台致詞祝賀。此外曼卡度大學教授

十七日 理學院暨商學院校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當場有理學院校友捐款，

金太平、哥斯大黎加大使高立輝及來台參加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的廿四位學者均受

共募得七十三萬元。
工學院校友聯誼會在城區部五樓舉行，電機系校友捐款二十萬元。

邀為典禮貴賓。
校慶大會頒發第七屆「淡江菁英」──金鷹獎予七位校友，由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親

十八日 一九九三年國際分析化學研討會後會驚聲中正堂舉行，會中邀請四位國際

自頒贈，得獎校友為：海山高工校長侯建威、高雄市銀總經理陳文章、台北市會計師公

知名學者：Prof. M.V. Novotny、Prof. M. Morita、Prof. S. Terabe、Prof. M. L. Gross蒞大

會理事長羅森、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張宗仁、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系中國語文部主任趙

會發表專題演講。

智超、三德有限公司董事暨總經理高新平、大通房地產貸款公司毛靈珩。

廿二日 舉行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皆致詞，學術

舉行新工學大樓落成典禮，由前董事長張建邦及董事長張姜文錙主持剪綵。

副校長芮涵芝、行政副校長張家宜、財政副校長張紘炬分別以「對本校學術活力現狀之

海博館慶祝校慶展出「密蘇里 （Mighty Mo）」戰艦模型，及近五十艘各國船艦模

評析及對提升學術活力可行途徑之探討」、「全面品質管理與教育行政」、「淡江大學

型、海事設備及相關資料。姐妹館美國洛杉磯海事博物館館長Dr. Lee亦到校發表演說。

的社會評價調查」作專題報告。
學生自治會籌備會原定今日召開大會，因出席人數不足而改為討論會。
廿五日 海博館展出「密蘇里戰艦」模型。
廿九日 八十二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新聘七十一位
專任教師參加。校長林雲山致詞希望新聘教師融入淡江大家庭。

十一月
本校與華信銀行合作發行淡大認同卡──「淡大卡」，每一筆消費將回饋母校千分
之二，作為教育經費，為國內首張由學術機構與銀行合作發行的信用卡。
二日 大陸學者一行廿四人來台參加本校舉辦之「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高等教育學術
研討會」
，由前董事長張建邦先生及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大樓貴賓室接待。
三日

第三十次校務會議，會中學生代表指出新建工學大樓門口之磁磚因天雨路

滑，帶來危險，請加鋪止滑材料，以保障師生安全。
四日 「第一屆廿一世紀兩岸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在城區部二樓開幕，除前董事
長張建邦及校長林雲山的致詞外，大會名譽主席武善謀教授及主席郝克剛教授致詞，並
介紹大陸廿五位與會學者。陸委會副主委焦仁和也在閉幕典禮上致詞。
五日 四十三週年校慶全國秋季蘭展一連三天在本校活動中心舉行。
加拿大Bishop’s University副校長來訪。

校慶園遊會在新工館大樓前展開。
校慶運動大會男子徑賽兩項（四百公尺接力、一千五百公尺）破大會紀錄、一項
（五千公尺）破全校紀錄、一項（一百公尺）平全校紀錄。
大傳系校園實習媒體「淡江之聲」在早上十一點正式開播，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按下
開播按鈕，頻道為FM107.9兆赫。當日除實況轉播開播典禮，亦配合校慶製作長達三個
半小時的現場節目。
南加州校友會舉辦郊遊及校友聯誼活動。
十日

美國姐妹校Mankato State University校長Dr. Richard R. Rush 蒞校訪問，並續

簽署姐妹校合約。
教務會議通過取消學生上學期成績不足四十分不能修下學期課程之規定，亦取消學
生全學年選修課程，僅修一學期，不列入畢業學分之規定。
十一日

美國Oklahoma City University校長Dr. Jerald C. Walker 來校訪問。

十四日

林校長伉儷應哥斯大黎加官方邀請，由國際研究學院熊建成陪同，訪問該

國。並順道訪問本校在墨西哥的姐妹校墨西哥自治大學。
十六日

香港名出版家石景宜先生贈送圖書館大陸出版之圖書5,461種，共6,225

冊。
廿二日

外交部邀請來華訪問的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班哲曼內閣辦公廳副

主任白森柏格來校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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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日 陸軍官校馬登鶴校長率該校相關主管一行十三人來校參觀訪問。
廿八日 德文系系友聯誼會在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行，會中由系友會會長柯遠烈致贈
外語學院鍾英彥院長傑出系友紀念牌一面，贊揚其學術的成就。並舉辦義賣及樂捐活
動，共募得十一萬五千六百元。

十五日
研討會」。
十六日

「第七屆舖面工程研討會」在本校舉行，共發表六十篇論文，其中九篇為

大陸學者發表。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授Dr. Michael I. Darter 接受土木系所邀請，

卅日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徐利治受邀至本校航空系演講。

來校任貴賓，並發表演講。
十七日

十二月

上海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吳立鵬及財務系副教授包季鳴來商學院訪問

及演講。

本校出版之「淡江學報（Tamkang Journal）」
、「淡江數學（Tamkang

Mathematics）
」

及「國際資訊管理科學（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正式被收錄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建立之「中華民國科技期刊論文資料庫」內，有
助於本校學術地位之提升。
保險系友在高普考中大放異彩，應屆畢業系友陳嬌蓮、李雅萍、林雅惠囊括保險人
員前三名。而錄取總人數亦高達十名。
德文系劉孝曾、簡志安、黃小萍同學甄試通過，獲德國文化中心提供赴德國哥德學
院（Goethe Institute）短期進修獎學金。
本校公共行政學系出版「法政學報」，定期（一年一次）刊登法律、政治與行政等
學術論文。

廿日 由教育部邀請來台的委內瑞拉教育部教育委員主席貝那維來校演說。
廿一曰

本校企管系畢業校友，時任福華飯店總裁的廖東漢先生捐贈一百萬元給企

管系作為獎學金，由校長林雲山代表接受。
廿四日

文學院邀請來台參加研討會之北京社科院研究員陳平原先生及日本東京大

學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至本校舉辦一場「中國小說研究概況及其展望」
第四十二次行政會議，會中決議本校加入「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廿七日

本校南部學術中心於高雄市淡江大學企管顧問公司成立。前董事長張建

邦、校長林雲山、前校長陳雅鴻、趙榮耀均南下剪綵。在同一地點並舉行高雄市校友會
八十二年度校友大會，改選理監事，由淡大企管顧問公司負責人王茂源任新會長，共有
三、四百位校友參與活動。

一日 以前董事長張建邦為團長、董事陳雅鴻為副團長、秘書長陳敏男為隨團秘書

八十三年

的訪問團於一日至廿一日至日本及美國訪問海外姐妹校及校友。共訪問了日本麗澤大學
及美國南加州洛杉磯、聖安東尼、休士頓、華盛頓特區、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的
校友。
二日

大陸復旦大學鮑季鳴教授及吳立鵬教授來校參加本校舉辦「兩岸管理教育

美國頗具知名度的場論專家──明尼蘇達大學物理教授細谷裕教授（Y.

Hosotani）應國科會之邀來華訪問，理學院物理系亦邀請至本校演講。
三日 拉研所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交流座談會」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中
南美洲多國使節、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余玉照與會。
七日 歐研所邀請波蘭知名教授蓋博易（Dr. Kabaj）教授來校短期講學。

一月
二日

美國中美文化教育代表考察團一行十二人由團長Mr. Dennis McDonald及顧

問胡志偉先生率領至城區部參觀，並代表致贈加州參議院、加州眾議院及洛杉磯市市長
Mr. Richard J. Riordan之感謝狀給本校建教中心。感謝建教中心自民國七十五年來每年
舉辦海外語言研習，送學生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洛杉磯分校做短期進修，促進中美文化
交流。

九日 由外交部安排的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一行九人蒞校訪問。

六日 日本化學界泰斗野副鐵男來校演講。

十一日

八日 美國東北密蘇里州立大學校長Dr. Russell G. Warren 來校參觀訪問。

本校手語社贏得第七屆大專盃手語比賽手語歌冠軍，手語演講也獲第四

廿六日

名。
十三日 實施電話選課。
八十二學年度體育課程之教學形態有重大改變，對於日間部三、四年級之體育採興
趣選項之教學方式進行，並採電腦線上選課方式來控制每班之上課人數。

成功大學航太所陸鵬舉教授陪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前任校長及教授一行四

人，來校與航空系師生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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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本校寒假中辦理「全國高中生社會學科研習營」，參加學生一五○人，教育部來函
嘉許成果卓越，並邀本校次年續辦。
國科會八十二學年度第二期獎助費，優等獎本校共有葉和明、鄭啟明、盛慶（王
來）、楊維楨、林丕雄、譚必信、何俊麟等七人，甲、乙種獎助共廿八位教師獲獎，以
代表作送審者，甲種施清吉等二十三人，乙種蔡振興等二人；以專題計畫送審者甲種有
高思懷等三人。
一日 資訊中心執行長沈一鳴退休，由專任教授施國肱兼任。
十七日 今天起開始辦理電話註冊，這項新措施是本校實施教務電腦化的新作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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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訪問，安排的學校包括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十二所大陸高等教育大學及
學院。

四月
十八日 公路局長陳世圯、立法委員嚴啟昌來校對工學院學生週會演講。
廿二日 太空計畫室副主任戎凱、中正理工學院客座教授王中烈應航空系之邀來校
演講。
廿六日 教育部陳文章等三位督學來校定期視導。

五月

一，學生電話接通後約40∼55秒可完成註冊，不僅節省學生到校註冊的時間，也減輕

四日 哥斯大黎加科技學院院長Mr. Arturo Jofre Vartanian蒞校訪問。

學校行政負擔，開創國內大學教務新猷。

二十日

女生宿舍安裝電話設備，今日上午九時舉行啟用典禮。

廿一日 林校長接待日本東海大學校長松前達郎、川島協教授、新構想協會理事三

廿一日

本校主辦八十三學年度視聽障礙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委員會。

浦紘一先生、日本對外文化協會專務理事尾鄉良幸及理事黑田和一郎先生等一行五人，

廿三日

林雲山校長宴請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安排蒞校訪問之大陸留美學者

蒞校聽取本校概況簡報並座談，會後並安排校園參觀。

三月
八日 本校活動中心地下室空間經改裝後啟用，並命名為「五虎崗廣場」
。
十一日 第四十三次行政會議，會中主席指示，淡江時報以「委員會」模式來執行
報刊業務，在其組織章程尚未通過校務會議前，暫以籌備會形式運作。
十四日 淡江時報自本學期改組為淡江時報委員會，聘專任副教授楊立賢為委員會
執行秘書及時報社社長，今日起每逢週一出版，發行一大張。
十六日 德文系邀請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德文系夏瑞春教授展開為期三天的淡江講
座，主題均與文學有關。
德國漢堡大學副校長Dr. Gunther Engelhardt 夫婦蒞校訪問，林校長設宴款待。
十八日 林校長設宴款待來台參加「兩岸天然物化學研討會」之大陸學者李廣義、
于德泉、朱光美、馮孝章、吳克美等五名教授。
廿五日 八十三學年度起大學考試中心首辦推薦甄選考試，本校今日僅大傳系參加
考試，考試科目為小論文、性向測驗及面試三種，錄取五名。
廿六日 管理科學研究所師生今日前往大陸，與上海交通大學及復旦大學二校商管
系所從事學術交流活動。
廿七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文、外語、國際三學院教授組成的十人訪問團，赴大陸作

訪問團一行三十人。
廿五日

第四十四次行政會議，訂定「重點系所設置規則」、「時報委員會組織規

程」及「訪問研究員聘任規則」
。
廿七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航空太空中心主任林渝寰來校發表學術演講，介紹國內航
太工業現況。
廿八日

商學院舉辦應用經濟學術研討會。

三十日

學術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校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辦法，未來學生出國修習

學分，只要主辦的單位提出具體計劃書，經學交會審核，校長核定即可進行。
三十一日

本校新建立體機車停車場完工啟用，訂名為五虎崗機車停車場。

六月
六日 海事博物館四週年館慶，同時為新船「不列顛尼亞號」揭幕。
十日

俄羅斯研究所邀請蘇聯前駐北平總領事列達夫大使（Andrei M. Ledovski）

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兼今日報編輯維納格拉多夫（A. Vinogradov）來台訪
問。並參與十四日在城區部四樓會議室舉辦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回顧」研討會，與
台灣之學界人士進行討論。期間並蒙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外交部次長陳錫潘、新聞
局長葉天行、陸委會副主委蘇起接見，並對本校俄研所學生演講。
校務會議通過，成立一級單位「校友事務處」，加強畢業生就業輔導及專司校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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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事宜。
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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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境內第七所姊妹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中華民國之影響」座談會在城區部國際會議廳舉

辦，主題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對中華民國經貿之影響。與會人士包括：
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Miguel Angel Solano Lopez 墨西哥商務辦事處副主任Tomas
Sibaja。

七月
十三日 林雲山校長設宴款待蒞本校演講之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丘應楠博士及美
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林天送。
廿七日 中文系邀請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謝重光生至本校參觀訪問，並與中文系
簽署交流意向書。
廿八日 中文研究所第三屆研究生岑子和於撰寫論文期間因病去世，其父岑摩岩捐
贈新台幣一百萬元成立「岑子和同學文教基金」
。
圖書館假工學院CAE教室舉辦「W3研習會」。

八月
八十三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馮朝剛兼工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黃鴻珠兼覺生
紀念圖書館館長。
83學年度起，財金系與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合辦「金融人員學分進修班」，開設
「金融市場」、「銀行管理」、「財務決策理論」等課程。
一日 理學院、物理系及化學系於驚聲大樓中正堂合辦「一九九四年台灣國際超導
研討會」
。
六日 「化學系第一、二屆系友募款座談會」下午於理學院會議室舉行，由校長林
雲山主持，會後並於淡江餐廳餐敘。
十七日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圖書館館長暨電算中心同仁共六位蒞校參觀本校圖書館
自動化的軟、硬體設施、功能、實際運作情形及圖書館應用電腦網路情況。
二十三日 國防語文學院四位負責圖書館業務之教官上午蒞校參觀圖書館各項設施
及實際作業情況。
二十五日 副校長芮涵芝代表校長林雲山，晚上於來來飯店接待由外交部安排來華
訪問之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團一行十人。
二十九日 本校與日本東海大學在驚聲大樓國議廳舉行締結姊妹校簽約儀式，由校
長林雲山與東大校長松前紀男簽署。東海大學是本校與國外大學締約的第三十九所、日

三十日

美國曼卡度州立大學（Mankato State Univ.）副校長Dr. Lewis L. Jones一行

三人來校訪問，討論有關英文系三年級學生赴該校修習學分一年事宜。

九月
八十二學年度校內教學優良教師計有物理系蕭秀美、英文系郭德士、大傳系吳怡
國、德文系鍾英彥及共同科楊繼美、陳瑞貴六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金三萬元。
會計學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電子電路組、通訊系統組設立。
八十三學年度核心課程於「中國文學欣賞」已施行至理學院，則共文、工、理三學
院施行。
商學院舉辦「第二屆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
。
二日

第四十五次行政會議，訂定「募款委員會組織規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規程」。
七日 外語學院西語、法文、德文、日文四系七十四名大三學生赴外國留學修習學
分一年。
八日

日本姐妹校亞細亞大學Shinkichi Eto校長、Kenji Saga教授及Tadashi

Yamamoto先生上午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大樓十二樓貴賓室接見，並設午宴款
待。
九日 八十三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共有四十三位新聘專
任教師參加，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皆致詞，教務長曾振遠、人事長洪欽仁、主
任秘書陳敏男分別以「全品管政策下之教務工作方針」、「大學教師之義務與權益」、
「淺談淡江大學的行政體系」作專題報告。
十四日

三軍大學電腦兵棋中心人員一行九人由宋文上校率領蒞校參觀訪問。

十六日

美國Oregon State University圖書館編目館員李廣慧女士蒞校參觀圖書館編

目作業及網路運用情形。
廿七日

尼加拉瓜教育部長Dr. Humberto Belli Pereira伉儷來校訪問。

卅一日

教育部自八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授權本校自行審核各系所新生入學資

格、轉學生轉學資格、退學、因重病延長休學及畢業生更改姓名、年齡等業務。

十月
一日 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立法委員張世良任首任理事長。
四日 國防語文學校俄文正規班八十四年班教官、教授及學員一行共十五人蒞校，

754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參觀該系阿直馬穆多娃老師之「大二俄語」上課情形。
五日 歷史系邀請法國歷史科學學會副主席約翰．皮耶．馬丁（Jean-Pierre Martin）
以法語演講「羅馬的興衰」
。
逢甲大學航空系主任梁德及方俊、袁建中二位教授拜訪航空系，梁德主任並發表專
題演講，介紹國內外之飛機引擎研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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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舉辦「第二屆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
三日 由教育部、內政部、僑委會及職訓局組成之訪問團蒞校座談，會中就僑生之
課業與生活現況提出報告與討論。
四日

德國科隆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Dr. Thomas Scharping應教育部國際文

教處邀請來校訪問，並舉行一場演講，講題為：「德國統一：社會心理問題」
。

六日 日本科學院院士野副鐵男教授暨杉山宏教授蒞校舉行研討會。

第三十二次校務會議訂定「研究教授設置規則」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規則」
。

七日 日本文教大學國際交流部長宮本倫好及前國際交流部長尹京野重滿教授蒞校

五日 本校「在校服務校友聯誼會」改組，張紘炬當選會長，周新民、傅錫壬為副
會長，並立即舉行交接典禮。

訪問。
十一日 CALA（Chinese-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會長斯周濂女士蒞校參
觀圖書館自動化及網路運用情形。
十二日 工研院機研所副所長蘇評揮博士於航空系演講，內容為汽車工業在航太工

六日 本校四十四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前董事長張建邦、名譽
董事長林添福及多位董事親臨大會；另有法國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姐妹校校長沃羅諾
夫博士、俄羅斯國家科學院院士齊赫文大使、巴拉圭大使索拉諾．羅培士伉儷、多明尼
加公使谷薇芝女士、尼加拉瓜公使多雷斯先生、巴拿馬共和國商務代表張莉安女士及中

業上之應用。
十四日 英國姐妹校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前副校長Dr. O’Carroll伉儷蒞校訪問。

華民國貿易協會秘書長韓松林先生等國內外貴賓應邀共襄盛舉。

十五日 「八十二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委員蒞校評鑑座談」在校舉行。

八日 外語學院第一份以六種語文出版發行之刊物──外語月報創刊。

十七日 法文系主任吳錫德邀請法國在台協會新任法語專員睿德（Jean-Noel Juttet）

九日 美國貝勒醫學院楊朝諭教授應化學系邀請來校訪問。

蒞校訪問並參加法文系系務會議與系上老師會晤交談。
十九日 教務會議通過：「淡江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
二十日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Dr. Rudolph A. Marcus應邀至

本校參觀訪問，並舉行專題演講及座談會。
二十三日 苗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林佾廷擔任首屆理事長。
二十四日

瑞士聯邦技術學院洛桑分校Merk教授，參觀本校並商談學術交流及交

換學生等事宜。
二十六日 中文系邀請越南漢喃研究所院長潘文閣先生對中文系所學生舉行漢學研
究學術座談。
二十七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及郭崑謨、唐明月、盛海音、陳春宏等五位委
員蒞校訪視募款作業。

十一月
俄研所邀請俄羅斯科學院齊赫文院士來校擔任淡江講座，其為俄羅斯漢學界國寶級
大師，並且兼任歷史學會會長，演講題目為中蘇外交關係（1932-1950）
。
二日

本校產經所與中國生產力中心簽約續辦「不動產營運管理研究所學分班」，

開設「不動產營運管理」
、「建築實務與法規」、「財務規畫與管理」等課程。

十二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商管兩院教授代表及畢業校友十三人，前往大陸訪問大陸

十所著名大學。
十五日

上海文薈圖書館館長徐君文教授蒞校參觀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圖書館

光碟系統、圖書館應用電腦網路情形及海事博物館。
十七日

南開大學副校長金桂玉、蘇州大學化學系教授陸忠娥、南開大學化學系教

授王積濤、北京化工研究所教授鄭美鳳、鞍山鋼鐵學院教授田正華五位教授來校訪問。
十八日

北京社科院研究員賈芝先生應中研所邀請蒞校參觀訪問，並做專題演講，

題目為「從民間文學的新發覺探索中華民族的文明」。
拉研所邀請外交部中南美洲青年領袖友好訪問團約三十人，於校本部舉辦座談會。
十九日

上午英國樸資茅斯大學語言中心召集人Mr. David Palmer前來為英文系學

生舉辦留學說明會。
二十日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選出王茂源擔任理事長。
智利國防部空軍次長Jorge Heine應拉研所邀請蒞校演講。
二十一日

U. of Mass. 美國科學院院士Prof. R. S. Stein蒞校演講。

奧地利維也納經濟大學歐洲問題研究所所長葛利葉博士（Prof. Stefan Griller）應歐
研所邀請來訪，並間舉辦三場演講。
匈牙利前總理倪梅士（Dr. Miklos Nemeth）來校訪問，並舉行小型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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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學院來校參觀行政作業電腦化情形。
二十二日

教育部來校舉辦「大學校務發展座談會」，由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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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望」舉行座談會。
麗澤高中學生一行約廿人在該校宿舍總務主任青木丈幸先生率領下拜訪本校。
二十二日

慶祝建校四十四週年暨推動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全校海報設計比

廿四日 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山田辰雄博士應日文系之邀蒞校演講。

賽，得獎作品評定。國際化第一名統計系李昀叡，資訊化第一名建築系王盛祿，未來化

廿五日 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小組成員共九位蒞校參觀本校圖書

第一名統計系李昀叡，綜合三化第一名建築系林冠華。

館自動化系統權威控制作業現況。
廿七日 產經系舉辦「淡江大學第二屆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
。
廿八日 艾森豪獎金得主Dr. Jerry Collins Davis伉儷蒞校訪問。

圖書館自動化經驗，並參觀資訊中心及圖書館。
二十三日

廿八日 第四十六次行政會議，會中通過：為充實本校學術會議論文之館藏，凡由

拉研所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交流座談會」，參與人士有哥斯大黎加共

和國駐華大使Rafael Cob Jimemez、多明尼加共和國駐華大使Ciro Amaury Dargam
Cruz、巴拉圭共和國駐華大使Miguel Angel Solano Lopez、海地共和國駐華大使Sonny
Seraphin、 巴 西 商 務 中 心 代 表 Renato B. Denys、 西 班 牙 商 務 辦 事 處 秘 書 Ricardo
Blazquez、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余玉照、外交部中南美司參事陳顯祥、外交部駐阿根

本校舉辦之學術會議，由主辦單位提供兩套論文集供圖書館典藏。
二十九日

瓜地馬拉外交部次長Salomon Cohen Orantes應拉研所邀請蒞校，闡述瓜地馬拉對中
華民國加入聯合國之支持。

八十四年

陸研所邀請陸委會文教處科長王小蓉女士針對「兩岸文教交流現況與展望」

舉行座談會。
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組織規程」第一至第十二條條文。
十二日 歷史系邀請中研院院士何丙郁教授演講「數術與北宋國防之關係」
。
十四日 臨時校務會議續會通過校長遴選辦法，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十六日 陸研所邀請新聞局綜計處處長兼大陸小組執行秘書吳水木先生針對「從新
聞角度看兩岸互動關係」舉行座談會。
「八十三學年度大學校院教務主管聯席會議」在校舉行，計有各校主管三百五十人

陸研所邀請教育部文教處副處長兼大陸小組執行秘書陳樹坤先生針對

「當前兩岸文教交流問題之探討」舉行座談會。

廷代表王允昌。
七日

多明尼加共和國駐華大使Ciro Amaury Dargam Cruz應拉研所邀請舉行演

講，講題為「分析多明尼加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現今關係」。

十二月
三日

上海圖書館副館長吳建中、蔡正鶴及顧問王源等三人應邀蒞校訪問，研討交流兩岸

一月
中文系參加「第十二屆古典詩詞創作聯吟大會」奪吟唱組冠軍。
美國北加州淡江校友會在當地灣區華僑文教中心舉行校友聯歡晚會。會中新會長
進行交接，林身影新任會長，並頒獎予熱心服務於社區的傑出校友傅迪等人。
總圖書館大樓新建工程開工，坐落於學生活動中心右側，前棟樓高九層，作為圖書
館使用，後棟樓高十一層，一樓至八樓由教育發展中心使用，十樓為覺生國際會議廳，

與會。
中文系邀請文學創作者小野先生至校演講，講題為「童話、電影、夢」
。

總樓地板面積約8285坪。預計八十五年九月啟用。

十七日 美研所舉辦慶祝成立廿週年茶會，場面盛大熱鬧。

八日

本校日文系系主任林丕雄出任「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

十九日 商學院邀請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魏國強博士來校任淡江講座。

十二日 校長林雲山設宴於驚聲大樓貴賓室款待蒞校訪問之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

二十日 拉研所邀請委內瑞拉教育部教育委員會主席Luis Manuel Penalver Gomez來

團一行八人；該訪問團返美後特來信致謝並附由國會議員所撰寫呈送我國眾議院之「表

校介紹委內瑞拉教育狀況，並提供獎助學金之資訊給予學生，期使未來雙方能有學術之

達國會意願」決議案，表示支持我國政府維持在聯合國之席位的訴求。該接待不但提升

實質交流。

本校之聲譽，且亦成功地推展國民外交。

二十一日

陸研所邀請交通部參事兼大陸小組執行秘書洪以遜先生針對「淺論通航

十七日 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物化學系副教授周三和（化學系系友）利用回國休假期

758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間，應化學系邀請來校訪問，由吳嘉麗教授接待對全體師生演講並交換心得。
廿日 法文系組滑雪團到法國，由法籍老師孟尼亞、舒毅寧帶隊，赴白朗峰度過兩
週滑雪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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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日本德島文理大學生藥研究所所長淺川義範應化學系之邀蒞校演講。
十八日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孫福良一行五人參觀本校實驗劇場，由文學院院長傅

本校獲「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男長青組季軍，女子組第四名。

錫壬及秘書丁洪哲接待。孫福良副院長為大陸著名的莎士比亞戲劇權威，當天並由實驗

為慶祝本校與哥斯大黎加大學締結姐妹校十週年紀念，拉研所與哥大合辦「中華民

劇團演出小品劇迎賓。

國第四屆拉丁美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地點為哥斯大黎加聖荷西市，與會學者就「拉丁
美洲與亞洲之關係：置重點於太平洋盆地」為主題，共發表12篇論文。
廿四日 教職員歲末聯歡會於活動中心舉行，會中頒發教師專題研究計劃績優獎、
校內優良教師、國科會研究獎助、教育部教師服務獎章、職工服務獎等六獎項。
廿七日 清華大學材料中心主任吳茂昆教授應理學院邀請來校訪問，由院長薛文發
親自接待。

廿二日

俄羅斯科學院物理所教授許克洛夫斯基（Prof. Eugene Shklovsky）至本校

推展學術交流，並主持三場淡江講座。
校課程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廿四日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與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兵學研究所聯合主辦「亞
太情勢與兩岸關係研討會」假三軍大學舉行。

三月

二月

八十四學年度全國各大專院校第一次辦理研究所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本校推薦報

本校為獎勵核心課程授課老師撰寫教科書，訂定「淡江大學獎勵核心課程出版教科
書辦法」
。

名者三○三人，錄取一○七名。其中甄試進入本校研究所有五十八名，進入國立大學者
共四十五人。

八十三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助費審定，本校共有五十四位獲補助，其中優等獎助有
葉和明、譚必信兩人獲得；甲種獎助有祝錫智教授等五十位。另有劉長輝等四位講師獲
乙種獎助。

一日

董事會策定「淡江新S形曲線」，說明本校經一九九五到二○○○年的發展

方向。經林雲山校長在第四十七次行政會議中發布，指出將積極尋求第二校區之校地。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成中英博士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講，講題為「美

專任教授曾振遠新兼教育發展中心籌備處主任，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大學發展事務

國價值觀之新趨勢：倫理與利益之平衡點」。

處籌備處主任，專任教授程嘉彥兼體育室籌備處主任，專任教授林光男兼夜間教學行政

日研所邀請日本著名之社會學教授中村睦男先生蒞校演講及座談。

中心籌備處主任，專任教授蔡信夫兼學分進修教育中心籌備處主任。

夜公行二梁銘華當選學籌會主席。

四日 美東校友會年度大會在紐澤西州舉行。
七日 日研所教授於敦化南路中日關係研究會議室與中日關係研究會會員聯合接待
日本福岡九州產業大學師生十餘人並舉行學術交流座談會。
十日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教育協會訪華團」一行八十人由協會貴務理事兼團長長
谷正義率領蒞校訪問，林雲山校長於國際廳主持簡介，由日文系主任林丕雄、張瑞雄老
師、孫寅華老師等協助學術交流委員會接待。
花蓮校友會於花蓮學苑舉辦懇親會，校長林雲山親臨致詞，花蓮縣長王慶豐亦到場
祝賀。校友、學生及學生長共三十餘位與會。
十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專程蒞校參觀訪問之日本中央大學青山則雄校長
等一行三人，簡報後就有關交換留學生事宜舉行座談。
十五日

中華航空公司飛安室雷治中工程師來訪，由航空系宛同主任提供飛安資

二日 歐研所舉辦「當前歐洲聯盟發展的評估與展望」研討會，由台大政治系蔡政
文教授及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吳榮義擔任引言人。
三日

八十三學年度學生自治籌備會第一次大會舉行，選出公行系梁銘華為召集

人。
四日 宜蘭學術中心成立，於羅東鎮舉行剪綵儀式，成為本校第三處學術中心。剪
綵儀式由張建邦博士作專題演講。
上午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應英文系之邀蒞校演講之德國Wuppertal大學正教授
Dr. Guenther Wohlfart。
管科所舉行新春聯誼茶會，包括所友會會長蘇亮共近五十人參與。王堯世校友捐出
他自行發明的「形聲王碼」中文輸入法軟體一百套，於商管學會資訊展中義賣，所得全
數捐給管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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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 桃園縣淡江校友會於桃園縣府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選舉桃園縣長劉邦友等
十五人為理事、謝秋雄等為監事，並選出劉邦友為首任理事長。
八日 墨西哥人文社會學院校長歐海達伉儷及該院亞非中心白佩蘭主任蒞臨本校參
觀訪問，並舉行演講。
九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行成立大會，張家宜為首任理事長，已有二百廿八人加入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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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並設午宴款待。
廿二日

大陸學者郭炤烈先生（上海台灣研究會會長）、章念馳（著名歷史學者、

清代文人章太炎之孫，深具文史學身家背景）、嚴安林為大陸新一代的經濟學者與陸研
所師生於城區部六○四教室舉行座談，由楊開煌教授與張五岳教授共同主持，與會同學
對時勢及兩岸關係問題熱烈發言；其中以「江八點」為主要討論重點。
學術審議委員會第六十七次會議，遴選出數學系譚必信、物理系何俊麟、化工系葉

十日 校長林雲山接見專程蒞校指導本校研究生之日本科學院院士野副鐵男教授，

和明三位教授為研究教授。

九十三高齡的野副教授學識淵博，而其為提攜後學不遺餘力，更不辭遠道來台，尤令人

廿三日

感佩。

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員隨善民博士至航空系舉行學術演講。

十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見蒞校參加
「中日兩國大學研究生學術交流座談會」
之日本青年訪問團，並於會中致歡迎詞。
十四日 本校為推廣社區資訊服務，贈送鄧公國小五部電腦。
十六日 機械系邀請美國奇異總公司研究發展機械工程師薛文珍女士來校演講，會
後並與該系教師交換研究心得。
本校接受行政院環保署及美國環保署委託，與中華民國遙測學會合辦「地理資訊系

中科院副研究員周鵬程博士至航空系舉行學術演講。

學生自治會籌備會第一次說明會僅十人出席，場面冷清。
廿四日

工研院電通所副研究員簡丞志博士至航空系舉行演講，由該系全體老師陪

同共進午餐。
六十位高中生參加本校八十四學年度甄試入學考試，參加甄試的科系有：大傳、資
管、化學、航空、公行五系。
廿五日

馳名全球學術測驗培育機構美國格博倫（Kaplon Education Center）在台

統與環境保護國際研討會」在央圖國際會議廳揭幕。本校副校長張紘炬、環保署署長張

中心設於本校城區部，啟用儀式由總統府資政謝東閔及本校財政副校長張紘炬、格博倫

隆盛皆致詞，美、加、日、澳等多國學者兩百餘人與會。

教育中心副總裁德弗．克萊倫（Dave Cleland）聯合剪綵。

十七日

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教職員退休撫卹辦法」，自八十四學年度起，教職員

全國大專院校國術錦標賽，本校奪下一亞一季一殿及第六名的成績。

年滿六十五歲即應退休，教授符合延長服務條件者最長可延至七十歲，副教授可延至六

廿七日

留日校友會會長朱慧珠偕夫婿，亦為前任會長林敬三回校拜訪。

十六歲，職員則不得延長服務。並通過「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優良教師可獲得永

廿八日

德國波昂大學（Univ. Bonn）與我簽署「一九九五年淡江大學德文系學生

久聘任。
十八日 「化學系系友師生座談會」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座談由系主任王文竹主
持，系友三十餘位參與，其中包括本年度金鷹獎得主周秋火。

赴德國波昂大學研習條約」。由波大外事處主任柯利高．里希特女士與本校德文系賴麗
琇主任共同簽署。胡柏校長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演講，講題為：波昂大學
「發展研究中心」
與「歐洲統合中心」與亞洲國家進行學術合作之意義，由德文系郭名鳳老師擔任即席翻

二十日 校長林雲山應法國姐妹校孔泰大學之邀率外語學院鍾英彥、法文系主任吳

譯。校長胡柏博士（Prof. Dr. M. Huber）及其夫人、副校長盧次博士（Dr. R. Lutz）和

錫德赴歐，探視留法、西、德等五十四位留學生。並會見波昂市長、德國聯邦教育廳

外事處主任何利高．里希特女士（Mrs. Krickau-Richter）等四位外賓由國際文教處賴碧

長、法國孔泰地區法院院長等人，不但在學術上主動出擊，亦拓展了實質的外交關係。

姬小姐陪同蒞校。

廿一日 日研所與中日關係研究會合辦，於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會議室舉行「亞洲
經濟圈之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日方加瀨英明、清水信次、山本善心等十
多位學者專家，中方有日研所師生、中日關係研究會會員等五十餘名學者專家與會。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編輯趙梅女士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講，講題為「中國社
科院美國所簡介」
。
副校長芮涵芝於貴賓室接待蒞校訪問之瓜地馬拉共和國籃迪華大學校長梅得諾伉

女教聯會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推選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為理事長、會計長王
美蘭為副理事長、黃登滿為監事長、倪台英為秘書長。
廿九日

八十四年優秀青年陳家祺等十二人獲全國各界慶祝青年節大會表揚。

全國大專籃球聯賽，本校女籃贏得冠軍。
卅日 學術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副校長張家宜代表校長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韓
國姐妹校慶南大學訪問團一行十三人，該團由朴在奎校長領隊，簡報及座談後並於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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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設午宴款待。
本校教務處與建築系受教育部委託共同進行「學生聯合宿舍可行性研究案」提出中
期研究報告，認為淡海新市鎮的聯合學生宿舍將可提供包括本校在內的三所學校居住。
學生自治會籌備會第二次說明會中，公行三蔡嘉裕提「淡江大學全校學生代表大會
草案」
，將於學生事務會議中討論。
卅一日 日文系第四梯次留學生在該系系主任的帶領下，分赴日本四所大學：麗澤

大事記 763

化。研討會以「海峽兩岸高等教育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化」為主旨，大陸學
者發表五十一篇論文，台灣發表七篇。
夜企管系校友會舉辦第四屆第二次系友大會，選出張金溪校友任理事長。並由張金
溪演講「兩岸經貿關係」，並舉辦摸彩，約百位校友參加。
嘉義市校友召開發起人會議，籌組校友會，推舉呂明星等十二位校友為籌備委員。
十日

德國萊比錫大學（Univ. Leipzig）外事處主任伯樂博士（Dr. Poller）與德語

大學、津田塾、城西、城西國際大學。此行卅一位同學全數獲得日本國際教育協會的留

外語教學中心主任昆恩博士（Dr. Kuehn）來校拜訪德文系賴麗琇主任，洽商學生暑期

學生獎學金每人每月十萬圓生活費，及回程五萬日元的機票費用補助。

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德文事宜，雙方並就學習之課程及抵修學分事宜達成共識。隨後

「台灣在亞洲」學術研討會於美國伊利諾大學舉行，由該校與本校、中央、中山大

並與建教中心執行長李德昭與主任史蓓蓓協商有關學費及研習期間接待及住宿事宜。

學合辦，前董事長張建邦應邀以「台灣──亞洲之星」為題發表演說。美研所所長戴萬

十一日

欽、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所長賈昭南均於會中發表論文，前美研所所長李本京亦為此會貴

來校演講。
十二日

賓。

美國A. O. Smith CO. Milwaukee, WI主任工程師楊勝明先生應機械系之邀
美國伊利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于子橋教授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

講，講題為「美國政情發展」。

四月

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團第二團十位團員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參觀訪問，並與美研

本校全球資訊網（www）正式運作。
美研所博士班一年級何子祿、八十二年畢業所友吳萼洲博士，自全國三百位菁英中
出線，雙雙獲選參加美國在台協會主辦的兩岸三地「美國研究班」活動。
四月份發行的天下雜誌報導，企業最歡迎的大學畢業生排名中，本校在眾多私校中
名列第一，為企業之最愛，而在全國公私立大學總排名中，位居第六。
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在行政會議中報告，擬定「管理學院兩岸學術交流計劃」，內

所教師及博、碩士班同學們舉行座談。
陸研所辦研討會，由楊開煌教授與張五岳教授聯合主持，與會學者李家泉先生在兩
岸皆負盛名，傳媒均以其「保守」色彩強烈為重點；蕭敬女士在經濟社會有深入研究；
而戴文彬先生則對農業、政治方面涉獵甚深。
十三日

教育部軍訓處處長宋文率軍訓處同仁來校視導。

十八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大陸大學校長訪問團」一行六人，

容包括：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海峽兩岸共同指導碩博士生論文、短期進修觀摩、大陸

除舉行簡報及座談外，並於貴賓室設午宴款待。該訪問團成員計有：北方工業大學校長

註冊會計師考試輔導、期刊交換等。

仇春霖、北京工業大學校長蔡少甫、中南工業大學校長何繼善、上海工業大學副校長方

國科會自然科學簡訊第七卷第一期中剖析，本校理學院共有九人獲得八十三年國科
會研究獎勵，奪下私大首魁。

明儉、北京科技大學校長楊天鈞及中國地質大學校長程業勛。
十九日

美國國會議員助理訪華團第六團十二位團員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參觀訪

本校核定數學系及物理系為八十四學年度重點系所。

問，由美研所所長戴萬欽負責接待，並在工學院會議室與美研所教師及博、碩士班同學

一日 女教職員羽球隊在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羽球球賽中，創下十年連續奪得冠軍的

們舉行座談。

紀錄。男子組則摘下第四名。
五日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與壽山文化基金會、中華危機管理學會合辦的

「一九九五台北國際危機管理研討會」於本校城區部舉行，發表三篇論文。閉幕典禮
中，監察委員也是本校前任校長趙榮耀蒞會致詞。
九日 「廿一世紀海峽兩岸高教研討會」於中國大陸西北大學舉行，本校由前董事
長張建邦及校長林雲山率團前往，並致贈西北大學孔子銅像，呼籲雙方共同發揚中華文

廿一日

哥斯大黎加文化青年體育部部長Mr. Arnoldo Mora暨夫人應西語系及拉研

所之邀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藝術管理。
美國聯邦眾議員席理德、法雷歐馬維加眾議員及美屬薩摩亞副總督桑尼亞一行六人
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參觀訪問，發表演講，講題為「美國與亞太之關係」，並與美研所
師生舉行座談。
廿四日

本校與廈門大學校長簽署「廈門大學與淡江大學學術交流協議書」。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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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林祖賡是隨「大陸國家教委會直屬重點高校校長訪台團」來台訪問之際，與本校校
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正式簽定，本校與廈大於四年前曾簽署草案。
中華民國直昇機發展協會理事長馮濟民將軍至航空系舉行演講，介紹直昇機飛行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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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 of the Year Awards）
。這個獎項是全美最重要的發明獎之一，深受工業界重視。
一日

英國AA建築學院Zaha Hadid教授應建築系邀請在劍潭青年活動中心演講，

講題為「Zaha, After the Reak」，Zaha教授為當代非常著名之解構主義大師，曾獲得多次
國際競圖首獎。

廿五日 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任許世旭先生至校演講，講題為：「中國文學史中
之常與變」
。

生對研究生進行專題演講，講題：拉丁美洲股市回顧與展望。

薩爾瓦多大使巴納馬（Mr. David Ernesto Panama）暨兩位該國畫家來校演講，題目
為：「薩爾瓦多的畫」。
全國大專網球賽中，本校男網奪男乙組殿軍。
管科所邀請神通電腦處長吳金水及大陸杭州大學研究部主任王重鳴博士蒞校演講。
廿七日 莫斯科國際大學校長亞果金博士（前蘇聯教育部長）應「世界自由民主聯
盟中華民國總會」邀請來華訪問並接受本校邀請蒞校參觀，國際學院熊建成院長、俄研
所楊棨所長陪同拜會林雲山校長就教育、政治等問題交換意見。
加拿大卡加利大學、魁北克社會研究學院及約克大學之研究學院院長來校訪問。
廿八日 上午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鄭又平博士應美研所邀請至本校發表演
講，講題為「國際政經新趨勢」
。
中文系主辦「第五屆文學與美學學術研討會」在本校舉行。
廿九日

自五月一日起拉研所舉行一連串之專題演講，一日即邀請富達基金會襄理王進彰先

吉他社主辦的第十屆金韶獎決賽，在活動中心舉行，台北之音、TVBS等

媒體均來校轉播。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由余繁教授等共同開發國產「盲用電腦點字觸摸顯示器」第三
代，並正式量產。由教育部先行轉送三十部到全省大專院校、盲人院等單位推廣使用。
管理科學研究所博士班歡度二十週年慶，百餘校友齊聚，除發表七篇論文，並將歷
屆四十七位畢業博士論文摘要集結出書。該所老師監察委員趙榮耀、校長張紘炬都出席
大會，榮星企業葉正雄贊助論文集出版費用二十萬元。

五月
本校TOP校友會由張永明交接給第四任會長許明雄，在國軍英雄館舉行餐會，副校
長張紘炬、秘書長陳敏男均出席會場。
資訊中心開放五千個電腦網路帳號供師生申請。
攝影社參加第五屆大專盃攝影比賽，不僅得到二十個個人獎項，並得到象徵最高榮
譽的獎盃一座。
化學系系友徐基東研發出一種殺蟲劑，獲美國頒贈「年度全國發明獎」（National

三日 大陸七位心理學家來校訪問，並舉辦學術座談會。成員包括：華東師大時蓉
華教授、北京社心所所長馮伯麟等。
六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第一副總統（即第一總統候補人）荷瑞薩諾蒞校訪問，校長
林雲山於驚聲大樓國際廳接待。
九日

拉研所邀請墨西哥辦事處簽證領事寧耀Eduardo Ni~no先生來校專題演講，講

題：墨西哥文化與風俗。
資策會航電發展室資深工程師馮允棣博士至航空系專題演講「十年航管計畫與未來
導航系統」
。
十日 資訊中心展示七項成果，包括本校多媒體光碟雛型系統、建邦圖書資訊網路
系統、虛擬實境研發等項目。由資訊中心主任施國肱主持，向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
雲山、副校長張紘炬、芮涵芝報告成果。
教務會議通過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可直接修讀博士學位」一案，學業成績只要在全
班二分之一內，並經教授兩人以上推薦，都可以提出申請。此外亦通過體育課改採「專
項選課」，打破年級限制，供同學選擇。
第廿六屆全國大專運動會中，本校代表隊獲桌球大乙女子冠軍。
十二日 大傳系邀請台北之音廣播電台台長徐璐小姐至本校演講，講題為「從文字
到聲音──一位女性傳播工作者的經驗告白」
。
歷史系舉辦「臺灣史國際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兩天，邀請俄羅斯學者布羅
夫教授、費世文教授、Barbara Brooks教授、張格物教授發表論文，會中同時邀請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人康豹評論鄭志明教授所發表之「盧勝彥與靈仙真佛
宗」、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李弘祺，評論張格物教授「The State of Taiwan Studies in
United States：An Overview」
。
十五日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姐妹校美國曼卡度州立大學金太平教授，並商談
兩校之學術交流事宜。
十六日 校長林雲山應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建設促進會邀請，向該會建設發展委員會
以「大學教育之前瞻」為題，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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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拉研所邀墨西哥辦事處主任羅沙雷（Gabriel Rosales）先生來校演講，講

題：「墨西哥之政經概況」
。
南加州大學中國及比較文字教授張錯先生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從文
字到文化之現象與走向」
。
教育部委託本校工學院主辦的「第二屆國際工程教育研討會」在圓山大飯店舉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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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航太中心企劃推廣組長金憲博士至航空系專題演講「我國航太工業之競爭策
略」
。
社團評鑑結果公布，八個社團獲特優：中工會、蘭友會、花友會、樸毅團、溜冰
社、商管學會、登山社、產經學會、吉他社。另有廿九個社團獲優等。
廿七日

校長林雲山參加上海復旦大學十週年校慶，並於「廿一世紀高等教育面臨

天，邀請教育部長郭為藩、國科會主委郭南宏任主席，並邀約成功大學校長吳京及日、

的挑戰」國際研討會中以「台灣高等教育的前瞻性與淡江之三化政策」發表演說。此研

德、香港十五位學者來台，發表論文四十三篇。

討會邀請該校世界各地之四十餘位校長參與及大陸地區三十一所大學校長與會，林校長

本校管科所三位同學：莊博仁、尚郁慧、戴毓慧赴美國加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研修
學分，舉行授旗儀式，預計一個半月後返國，。
十八日

本校首樁學生申訴事件，在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中受理，國貿一A三位同

學同時提出申訴，認為學校在期中考時以「考試舞弊」將他們處大過兩次，處理不妥。
但申訴結果僅一人保留，將再召開會議判定，另兩生不被接受。
第廿六屆大專院校柔道錦標賽，本校奪得大女乙組團體季軍，產經三林樹龍亦得大
男丁組第二級亞軍。
十九日 大傳系邀請新藝城影藝公司編劇蔡康永先生至本校演講，講題為「編劇的
創意來源」
。

廿九日

資管系慶祝建系十週年，舉辦「歷屆校友回娘家」活動，約有百位校友回

校參與。推選新任系友會會長，由南山人壽業務經理黃西田當選。
卅日 學術交流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校學生出國修習學分辦法，未來學生出國修習學
分，只要主辦的單位提出具體計劃書，經學交會審核，校長核定即可進行。
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博士來校演講，講題為「如何培養大學生應有的世界觀」。
北京中國醫學科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叢浦珠教授應化學系之邀，來校作為期四個
月的研究訪問。
管科所邀請匯豐銀行經理李基存、資策會人力規劃師劉錚、日立公司業務經理李鐘

位於城區部五樓的校友聯誼會館啟用，舉辦酒會。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
山、董事楊玉焜、前校長趙榮耀等共同剪綵。
廿四曰

為此研討會中唯一來自台灣的的校長，並為第四度造訪該校，受到矚目。

美國前耶魯大學建築系主任Paul Rouddloff先生應建築系邀請於城區部中

亮等三所友回校舉辦所友座談會。

六月

正紀念堂演講，講題為「建築與設計基因」；魯道夫先生為現代主義之啟蒙者，其所設

管理學院派遣張堂賢等六位教師至上海交通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計之作品有多棟在建築史上留下紀念性之價值與地位。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熊建成代表本校與北京大學簽署學術交流意向書，預定於本校校

美研所舉辦「台灣與美國當前關係」座談會，除該所專兼任教師及學生外，同時亦
邀請到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陳毓鈞及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林正義等精研中美
關係問題之學者專家前來參加。
校長林雲山於臨時行政會議中指示，自下學年度起，立體停車場改為免費使用、大
四體育課及大二軍護課改為選修。他並指示本校七種國際期刊須精益求精，致力提升水
準，躋身國際瀚林，且應以季刊形態出現，一年至少出刊四次。
廿五日

拉研所邀請智利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研究員Francisco Rojas在驚聲大樓國際

會議廳舉行專題演講，講題：「拉丁美洲區域安全」
。
校長林雲山於校長室親自頒授林壽楨、周秋火、曾正仁獎學金給得獎同學。
廿六日

浙江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中國古代早期長篇小說的綜合考察」
。

慶日正式簽署協議書。熊建成院長是接受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的邀請，赴北大
參加其建院十週年慶祝大會。
一日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張庭國教授在驚聲紀念大樓中正紀念堂作專

題演講，講題為「科技波濤衝激下的圖書資訊業」，參加人員有圖書館同仁、教育資料
科學系所師生等。
美國德州大學Arlington分校航空系教授Frank Lu博士及成功大學航太試驗中心鍾光
民副研究員至航空系參訪，由宛同主任接待。
四日 本校於台中成立學術中心，以推動學分班教育及校友服務等為工作重點。
五日

大傳系舉辦「建教合作暨就業輔導座談會」，邀請台中全國電台總經理林俊

杰先生、高雄大眾電台總經理袁志業先生、淡水家連家有線電視系統總經理林錦銘先
生、節目部經理王俊灌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政大之聲」電台指導老師侯志欽先生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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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參觀；下午聽取大傳系各教學實習媒體簡報並商談與大傳系未來建教合作事宜，晚上
則針對大傳系同學進行就業輔導座談會。
六日 海事博物館四週年館慶，同時為新船「不列顛尼亞號」揭幕。
第一屆兩岸數學研討會在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結合兩岸數學專家，發表四十六篇
論文。有包括前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等十四位大陸學者參與。

大事記 769

台中市校友會在台中市議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市議員廖述嘉為首屆理事長、嶺東
商專副校長張台生為名譽理事長。
十八日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成立大會」於校本部國際廳舉行，現任立委的李

顯榮當選理事長。
廿三曰

美研所李本京教授及博士班候選人容繼業、王亮、吳珊珊通過考選，代表

七日 法文系第一屆赴法留學的十七位同學返國，系主任吳錫德親自到機場接機。

我國出席在舊金山舉行之慶祝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會。為台灣唯一來自私立大學的代

第卅三次校務會議公布物理系與數學系為重點系（所），並訂定「學生獎懲委員會

表。

組織規程」
。
九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溪口校區黃文宏教授，應教資系邀請至本校驚聲中正堂發
表演講，講題是「Information and Networking」。
美研所、俄研所、產經所、金融所、國企所研究生一行廿六人，由美研所戴萬欽率
領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進行暑期進修。
十日 校長林雲山於學生活動中心主持畢業典禮，共六四一二名畢業生踏出校門，

廿四日

「台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成立，現任立法委員的杜振榮當選理事長。

廿五日

拉研所在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七屆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國際學術

研討會」，為期四天，計有國外學者七十一人，國內學者八人參與盛會，共發表論文七
十八篇。翌日由校長林雲山於圓山飯店設晚宴款待貴賓。
廿六日

圖書館WWW伺服站正式上網，主機位址為http://www.lib.tku.edu.tw/。

廿八日

第四十九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學校贈送博士畢業生證書封套，董事會指

包括九位博士、四○一位碩士、及六○○位學士。台北縣長尤清及日本文化振興會棧勝

示：請各單位加強新S形曲線理念，實施並定期檢討，使教學、研究、行政等各方面更

正理事長率團一行廿三人蒞臨盛會，並致贈本校日幣廿萬元表示慶賀之意。

進步、更創新，讓淡江再達新高峰。

校務會議通過，成立一級單位「大學發展事務處」，加強畢業生就業輔導及專司校
友聯繫事宜。

廿九日

由教育部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的「新新圖書資訊研習會」，一連三天除

本校圖書館全體同仁參加外，另有人員一七二人參加，會中共同探討新型圖書資訊的應

商學院邀請澳洲Monash University楊小凱博士來校任淡江講座。

用，以及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祈使能為讀者提供更積極、便捷的享用國內外各項圖書資

十一日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於本校舉行，由本校與北京中國

訊服務。

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合辦，計有廿一位大陸學者來台與會，發表十六篇論文。本校也將提
出十篇論文。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蒞校參觀之世界童子軍總部秘書長傑克．莫里隆博士等一
行五人。
十五日 教育部劉奕權、朱振昌、王建三位督學蒞校定期視導，由校長林雲山親自
主持簡報及陪同參觀淡水校園，下午並舉行綜合座談；次日並至城區部座談及參觀，由
副校長張紘炬主持。
校長林雲山接見蒞校訪問之美國伊利諾大學英文系副主任Dr. Wright。

七月
九日 土木系改選系友會會長，由太亞興業公司董事長賴汶昌新任。
十九日

英國勞斯萊斯（Rolls-Royce）引擎公司駐台代表Mark Tyack先生至航空系

介紹其公司各式引擎性能，並贈送教學錄影帶及書籍。
廿日

美國國際電腦圖書館中心（OCLC）亞太資訊部門負責人王行仁先生蒞館訪

問，本校圖書館特與其交換該中心新進之研究計畫案Internet Resources Cataloging
Project（InterCat）有關事宜。

十七日 「海峽兩岸經貿交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於本校城區部五樓會議廳及淡水

中國大陸研究所師生卅二名，組成「第一屆赴大陸研修團」，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天，由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商學院、北京對外經濟貿易部國際經

暨陸研所所長熊建成帶隊，赴大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作為期三週的經濟貿易與文教實

濟合作研究所及中國大陸研究所聯合策劃。共計發表論文十八篇，本校有賈昭南、林志

習。此舉在本校為第一次，在全國更是首創。

鴻、張五岳、蔡進丁、林景春等教授發表論文。張前董事長暨林校長蒞會致辭並於董事
會貴賓室設宴款待與會貴賓。

廿二日

本校假高雄女中第一會議室在兩日之內舉辦三場高雄地區家長座談會。由

校長林雲山親率一級主管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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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日

校長林雲山接見蒞校訪問之美國姐妹校曼卡度州立大學英文系主任Dr.

Solo及金太平教授之夫人，中午並設宴款待。

大事記 771

表演獲好評。
十八日

「中華民國第七屆比較文學會議」於校本部舉行，主題為「文學與法

律」，邀請國內外近五十位學者與會。所發表的卅一篇論文收錄於本校享譽國際的「淡

八月

江評論」季刊中。

俄文系派遣二十名留學生赴莫斯科大學修習學分，為期一年。

廿四日

外語學院六系一百四十位留學生，接受前董事長張建邦的授旗，展開留學

資工二王順民因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擊劍項目中的軍刀代表隊表現優異，獲軍刀個

生涯，至此，外語學院已全面完成大三留學的政策。包括英西德法日俄，分赴美國麥肯

人賽第七名，軍刀團體賽第六名以及銳劍團體賽第六名，獲選參加八月中旬在日本福岡

特州立大學、西班牙拿瓦拉大學、德國波昂大學、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日本麗澤大

舉行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學、城西國際、城西大學、俄國莫斯科大學。

本校五十三年畢業於外文系的校友胡啟年，當選「南德州年度企業家（South Texas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
，並取得參加「全美年度企業家」評選的資格。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應總統李登輝之聘，出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一日 八十四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副教授陳敏男兼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專任教
授傅錫壬兼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專任教授程嘉彥兼體育室主任，專任教授蔡信夫兼學分
進修教育中心主任，專任副教授張家宜兼副校長暨淡江時報委員會主任委員，專任教授
林光男兼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主任，少將沈天賦兼軍訓室主任，游象源晉升秘書室主任秘
書。
實施新訂組織規程，各學院相同性質之研究所歸併於學系。訓導處更名為學生事務
處；軍訓處更名為軍訓室；秘書處更名為秘書室；人事處更名為人事室；會計處更名為

廿六日

中部地區家長座談會連續兩天在台中一中舉行兩場，由校長林雲山率一級

單位主管等親自與家長面對面溝通。
廿七日

本校加拿大校友會在卑詩省成立，選出五十九年化學系畢業校友田仲望為

首任會長、五十三年畢業的莊宏哲為副會長。
廿九日

本校與日本東海大學締結姊妹校，是本校與國外大學締約的第三十九所、

日本境內第七所姊妹校。

九月
教務處啟用「申請表件自動販賣機」，可申購中、英文成績單、中英文畢業證書、
學生證等九項服務。

會計室；夜間部更名為夜間教學行政中心。撤銷共同必修科。配合職稱規定，秘書長更

淡江大學優良職工獎勵辦法出爐，每學年將有二十名職員、五名工友獲表揚。

名為秘書室主任、人事長更名為人事室主任、會計長更名為會計室主任、總教官更名為

傳播研究所、運輸科學研究所、電機工程研究所控制系統組設立。

軍訓室主任、各中心執行長更名為主任、各組主任更名為組長。

教務會議決議學生選課學分數上、下限修訂為：上限由廿二學分修訂為廿五學分，

新增大學發展事務處、教育發展中心兩個一級單位，前者由陳敏男任主任，下設畢
業生就業輔導組、校友聯絡組、募款推動組；後者由專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傅錫壬兼
任，下設通識與核心課程教學組、教育學程組、教學科技組、未來研究組。
淡江時報社改隸行政副校長室，由副校長張家宜兼任淡江時報委員會主任委員。專
任副教授羅卓君兼任社長暨總編輯。本日出版校友季刊第一期，定每年二、五、八、十
一月份一日出版，寄發海內外校友。
圖書館視聽教育組改隸教育發展中心，圖書館另成立非書資料組。
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應教育部之邀，蒞校訪問之澳洲雪梨大學校長

Danald McNicol伉儷。
六日 本校實驗劇團與國立台灣藝術學院、文化大學戲劇系、華崗藝校戲劇科四校
應周凱劇場基金會之邀，參加「台北市青少年戲劇參訪團」，赴中國大陸北方四省巡迴

一至三年級下限十六學分修訂為十五學分，四年級仍維持九學分，並自八十四學年度起
施行。
學分進修輔導處根據教育部的建議，更名為「推廣教育中心」
。
一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美國佛羅里達州國際大學校長墨迪克伉
儷。
六日

本校副校長張家宜取得史丹福大學教育行政學博士，校長林雲山於五十次行

政會議中致贈金盤一面，以示祝賀。
本校八十三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共有五位獲選，由校長在五十次行政會議上，公開
表揚，每名得獎勵金額十萬元及獎牌一座。五名教師為：教育資料學系副教授李世忠、
數學系教授楊國勝、產經系副教授蔡進丁、管研所教授歐陽良裕、西語系外籍老師伊斯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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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外語學院西語、法文、德文、日文四系九十名大三學生赴外國留學修習學分
一年。

廿四日

教育發展中心邀請美國Dr. Robbins教授至本校訪問，特別由歷史四黃啟棚

同學陪同Dr. Robbins伉儷至臺北古城一日遊。

八日 課程委員會決議：大二軍訓、大四體育改選修，均不列入畢業學分數內。
十一日 早稻田大學總長（校長）奧島孝康率領常任理事（副總長）山代昌希，總
長秘書伊藤功等來訪。允諾將派該校常任理事牛山積教授來校洽談學術合作事宜。
本學年新聘專任教師四十位參加校務座談會，由校長林雲山主持，並安排三場專題
報告。
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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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日 「兩岸會計學術研討會」於校本部國際廳舉行，會中邀請十位大陸重點大
學知名學者來台，與本校教授共計發表二十四篇論文。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蒞校拜會之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教授中西先生。
廿六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辦慶祝教師節聯誼茶會，並賀該會理事長張家宜獲史丹

福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
法國波提耶（Poitier）大學校長亞蘭．塔諾（Alain Tranoy）及副校長約

翰．浮漢尼（Jean Frebe）蒞校訪問參觀，與法文系師生商討交流的可行性。
十四日 大陸東南九所師範大學校長訪問團來訪，前董事長張建邦博士與校長林雲
山聯名於貴賓室設晚宴款待。該訪問團由江西省江西師範大學校長李佛銓率領，團員計

學籌會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會議，羅運治學務長公布將自己擔任總召集人，課指組組
長葛煥昭為副召集人，課指組員鄭德成、黃貴珍為執行秘書，全力推動學生自治會的成
立。會中並通過多項工作計劃及方案。
廿七日

西班牙阿卡拉（Alcala）大學校長蓋拉博士Dr. Manuel Gala蒞校訪問，由

有山東省山東師範大學副校長孫天麟、南京市南京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王臻中、上

本校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副校長張家宜主持簡報；會後，在西語系系主任王秀琦陪

海市上海師範大學副校長陶本一、安徽省安徽師範大學校長沈家仕、浙江省浙江師範大

同下拜會林校長，並就未來之學術交流事宜進行討論。

學校長駱祥發、湖南省湖南師範大學校長張楚廷、福建省福建師範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胡紹樵、廣東省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顏澤賢。
教師評議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大會，推選出賴金男副教授為主席。
十五日

八十四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舉行兩天，研討主題以「組織再

造」、「未來化」、「教學科技」三個為重點。前董事長張建邦在開幕致詞中表示，台
灣的高等教育將進入「質」的競爭，我們要用最優秀的人才來進行這場競爭。
十六日 「台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在台中縣議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國大代表林
欽濃為首任理事長。
十七日

「嘉義縣、市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嘉義市理事長呂明

星、嘉義縣理事長蔡瑞仁。
十八日 本校教育學程獲教育部核定，於本學期開設三班，每班五十人，今日起報

「九五年德文系新生座談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廿九日

「第六屆全國法語教學研討會」舉行兩天，邀請包括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語言中心主任Michel Lacaill在內的七十多位學者專家進行研討，發表十一篇論文。法國
在台協會雷歐大使並在大會上致詞。

十月
淡江視障資訊網路啟用。
國科會自然處統計八十五學年度各校數學、物理、化學三系所通過的研究計劃案，
本校理學院三系居私校之首。經費補助高達兩千三百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元。
大二軍護及大四體育由不計學分改為一學分，但只列入每學期學分數，不計入畢業
學分。

名。
管科所於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辦新生座談。

一日 淡江時報社長由原副社長兼總編輯羅卓君接任。

廿一日 新生訓練及開學典禮在活動中心舉行。八十三學年度優秀青年俄研所二年

高雄縣校友會於高雄圓山大飯店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校友黃隆正任理事長、陳振惠

級顧明禮等十七位在典禮上接受表揚。
德國薩蘭德斯大學（Uniuarsitat des Saarlaundes）數學及自然科學院院長白克
（Becker）教授夫婦，由國科會補助來校做為期九天的學術研究訪問。
廿二曰
長。

尼加拉瓜教育部長貝吉博士來校訪問。

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蒞校拜會之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入學中心鈴木課

任副理事長、蕭金柱為總幹事共同推動會務。
六日 本校捐贈二十部三八六電腦給三芝四所中、小學，由本校資訊中心主任施國
肱代表捐贈給鄉長花村祥。
本校外籍生輔導組組長邱竹林率僑生參加由「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文化交流
港澳訪問團」，與港澳校友舉辦六場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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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北部地區家長座談會在本校驚中正舉行兩場，座談由林雲山校長親自主持，
一級主管等出席。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板橋地區校友聯誼會」，八十多位校友在永福樓進行
餐敘，選出陳雲程為板橋地區聯絡人。
十日 本校師生代表一九六人參加國慶大典。本校校友金炎南，以美國南灣台聯會
會長身分回台參與校慶，他亦是南加州校友會兩度高票當選的會長。
十一日

加拿大魁北克公共事務暨合作處首席顧問Mr. Jean Goyer及加拿大魁北克

教育顧問Mr. Ren Milot蒞校訪問參觀，除觀看本校簡報並參觀法文系法文讀本教學情
形，與法文系教師座談，主題為本校法語教學現況。
十三日 大陸西南五省社科院五位學者來訪，團長為雲南社科院院長何耀華先生擔
任，其他團員分別為西藏社科院院長平措次仁、四川省社科院院長劉茂才、廣西社科院
院長詹宏松、雲南社會學學會副秘書長湯世煒等先生，由中文系主任高柏園陪同參觀本
校，與中文系所同學進行座談會，主題是「少數民族文化研究」。
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取消修習學分數的限制，教務會議重新討論學分修習的上下
限，決議大一至大三為十五至廿五學分、大四為九至廿五學分。
十四日 本校與北市十所中學簽訂合約，未來將派遣教育學程修業期滿的同學到這
些學校上課。校長林雲山特別於台北市滿順樓設宴，感謝其對本校的支持。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永和地區校友聯誼會」；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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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四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夜間部以「正規學制」
、「進修推廣」兩類並存。
廿一日

中文系與淡水鎮公所合作舉辦「學術下鄉」活動，自十月至翌年五月，預

計辦理十三場演講，第一場由鄭志明教授主講「台灣的占卜與神算」
。
廿三日

美研所舉辦「柯林頓與江澤民之會談」座談會，邀請前駐美公使、現任外

交部顧問的陳岱礎、政大國關中心嚴震生研究員等與本校師生共同研討。
舉行化學館改建說明會，定下月底進行競圖評比，預計明年七、八月動工。
廿五日

「雲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斗南鎮雲林水利會，舉行成立大會。崇先高

中董事長李聰田獲選理事長。
台南市校友舉辦年度大會，校長林雲山亦當場和家長們座談。
廿七日

佛光大學籌備處校長龔鵬程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論治學方法之理念」。
由本校資工系黃明燦等四位同學，接受淡水鎮公所委託研發成功的「淡水觀光導覽
系統」啟用。
卅一日

本校產經學會榮獲教育部大專院校特優社團肯定，於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

心受獎，由該會會長陳孟俊代表領獎。

十一月
二日 本校與生產力中心協議，開設不動產管理學分班。
武漢大學物理系何建鄂教授應物理系邀至本校演講，講題為「量子力學基礎問

年度大會。
十六日 教資系邀請神達電腦公司資訊三處專案經理吳秀珠小姐至本校演講，講題
為「管理資訊系統之實務經驗談」。
十七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航空太空中心工程師楊仲及楊俊英先生至航空系致送八十
五年度經濟部航太專案審查資料，由宛同主任接待。
十八日 教育部委託本校圖書館主辦的「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第十二次

題」
。
歐洲聯盟歐洲議會議員訪華團一行四人應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之邀訪問歐洲研究所，
首先與張維邦所長、法文系吳錫德主任及老師會談。並由Anne Andre Leonard女士作一
場演講：「歐洲多元化及歐洲議會文教、青年事務及大眾媒體委員會之運作」。
三日

日本國際理解學會一行十五人至本校拜訪，安排於城區部校友會館發表論

研討會」在校本部舉行，共有六八個單位一七○人參加，校長林雲山、教育部電算中心

文，由日本研究所林丕雄所長、張炳楠教授、張瑞雄教授帶領研究生接待並參與論文發

曾憲雄主任均致辭。

表討論。

十九日 教資系邀請全景工作室負責人──吳乙峰先生至本校演講，講題為「紀錄
片工作與社區教育」
。
拉丁美洲研究所舉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座談會」，邀請外交部中南美司司
長潘秉璠、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陳樹坤與本校師生座談。
廿日
問。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庫斯博士應邀至本校參觀訪

五日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教授哈里洛夫（V.R. Khalilov）應物理所的邀請蒞

校作為期一個半月的訪問。
七日

台翔航太公司副總經理程剛先生應航空系邀請至本校專題演講，講題為「飛

機製造概論」。
八日 創校四十五週年校慶運動大會，於運動場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並接受代
表教育資料科學系學會之徐國朕會長致贈深具「樸實剛毅」意義之樟木雕刻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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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司司長簡耀輝亦蒞會致辭慶賀。
慶祝大會於下午假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董事長張姜文錙、前董
事長張建邦、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及各董事、前校長趙榮耀等均親臨；總統李登輝先生亦
蒞臨致賀辭，肯定本校之辦學成果。
校慶慶祝大會中，名譽董事長林添福親授第九屆「淡江菁英」金鷹獎，計有優秀校
友金開鑫、郭藤吉、胡啟年、沈葆、李顯榮、柯遠烈、陳源勳七人獲選。
海博館舉行「富士丸」模型船揭幕典禮，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前董事長張建邦、校
長林雲山蒞臨致辭。
前董事長張建邦率領董事、師生、校友代表等向本校創辦人張驚聲先生銅像獻花致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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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匈牙利前總理倪梅士來校訪問。

銘傳學院來校參觀行政作業電腦化情形。
廿二日

教育部來校舉辦「大學校務發展座談會」，由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楊國賜主

持。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私立大學院校圖書館業務座談
會」，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余玉照、私校協進會會長及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到場致詞，本
校圖書館館長黃鴻珠在會中專題報告。這次業務座談有廿二所私立大學院校圖書館工作
人員參加，計逾一百人。
廿四日

中文系舉辦「台灣民俗田野調查論文發表會」，由各大專院校學生參與發

表論文，共有十七篇。所發表論文全部收錄於「文化台灣」刊物，分春秋兩季發行。

「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奠基上樑大典」舉行，由與會貴賓為新館奠基，由董事長張姜

廿六日

建築系主辦「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八屆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
。

文錙為新館上樑，總統李登輝亦為新館奠基題字「維新勵學」，且加以揭示。典禮後，

廿八日

中國大陸研究所與北大人學研究中心學者舉行「兩岸關係的演變與展望」

設宴一五○桌，款待全體貴賓、教職員工及返校校友們，李總統亦沿桌敬酒致意。

座談，由所長熊建成主持，與會人士包括該所楊景堯教授、人學研究中心主任黃楠森、

五十六年測量科畢業校友高新平，為紀念其母李綢女士，分期捐贈一千萬元成立

人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志尚、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趙家祥、毛澤東哲學思想研

「高李綢獎學金」
，在校慶大會上，由前董事長張建邦親自接受兩百萬元支票，並頒發感

究會副會長宋一秀、中文系董學文、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武兆令、中

謝狀。
九日

國人民大學楊瑞森、認識論研究會會長夏甄陶、首都師範大學王銳生、清華大學林泰、
愛丁堡大學物理系G. S. Pawley教授應物理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Parallel Computers-the Future for Computational Physics」
。
十日

第卅四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改學生申訴規則，條文中增加「申訴以一次為原

則」
，但仍保留「有新證據可再提申訴」的規定。
十一日 美國Drexel大學科學及藝術學院院長Canavan博士來訪。
十二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商管兩院教授代表及畢業校友十三人，前往大陸訪問大陸
十所著名大學。
十四日 莫斯科大學理論物理系V. R. Khalilov教授應物理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
為「The QED Vacuum in the Pressence of Strong Electromagnetic Fields」
。
成功大學航太所邱輝煌教授應航空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二十一世紀航空技
術之展望」
。
俄國莫斯科大學副校長柯志諾夫（Valerij V. Kozlov）暨莫斯科大學外辦處主任志維
列夫（Nikolai I. Zverev）蒞校訪問參觀，由副校長兼國交會主任委員張家宜在國際會議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帶來一份學術交流草案，表達與本校交流的意願。
十八日 美研所師生聯誼茶會在城區部校友會館舉行。
廿日 靜宜大學、逢甲大學、正修工專三校教務單位組成廿人訪問團蒞校參觀。

黑龍江大學副校長曹林、深圳大學社科部主任余其銓等人。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亦與
會。
廿九日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程邦達所長應航空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IDF所學所思」
。
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廖炳惠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法國當代
文學理論及其在中國文學上應用之可能性」。
薩爾瓦多企業經濟學院教授Claudia Samayoa來華研習中華文化，由本校提供住
所，拉研所負責接待，並安排至各機關參訪，與本校數位教授會談，其來訪之目的以文
化交流為主，返國前並與本校行政副校長商談雙方學術合作事宜。其於十二月廿六日離
華。
巴黎第三大學高等翻譯學院（ESIT）教授吳賀（C.G. Ouvrard）應法文系邀請來校
演講「翻譯與代碼轉換」。

十二月
本校與上海交通大學合辦第三屆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兩岸共發表四十餘篇論文。
本校校長林雲山率領二十人訪問團，共發表十篇論文，並與上海交大簽訂學術交流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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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訪問團並拜會復旦、上海財經大學，協議共同指導研究生論文事宜；並與桂林旅遊
高等專校、桂林工學院、廣西師範大學等教授接觸，評估學術交之可能性，亦與上海的
企業家座談。
化學系系財務委員會通過募款使用辦法，並於本學年開始實施，是本校第一個對募
款使用定有明確辦法的系所。
理學院出版三系教師自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以來的教學、研究論文目錄，三系
共五十四位教師發表三百六十七篇論文，平均每人六．八篇，成果豐碩。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熊建成受邀參加美國華府國建聯誼會一九九五年學術研討會，於
會中就「從學術眼光看大陸政策」發表專題演講，並擔任兩岸關係座談會之引言人。
學生事務處提「端正學生讀書風氣，遏止考試作弊辦法草案」，內容有七大項，欲
杜絕學生作弊。
建築系四年級同學參加台北市建築師公會主辦的大稻埕市民會館設計比賽，在全部
五個獎項中，本校囊括三獎：第一名陳文彬、第二名陳朝雄及佳作陳宇哲。
教育部核准本校成立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班、航空太空研究所碩士班、東南亞研究
所碩士班。自八十五學年度開始招生。
日文系三年級汪雅櫻、日研所二年級黃彥達分別獲選日本姐妹校津田塾、亞細亞大
學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交換生。
一日

本校教務長曾振遠獲教育部選拔為「傑出資訊人才」，於世貿大樓接受資訊

月大會之頒獎表揚。此次選拔共有十位當選，曾教授是以從事本校資訊化環境之規劃、
開發、設計及建置先後達二十餘年，並完成教務行政全面自動化而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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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林芳玫，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B316會議室演講，講

題為「羅曼史與大眾文化研究：同情與批判的辨證」。
法國法語教學理論暨實務權威戴必瑟（F. Debyser）來校以「歐洲各語言角色與觀
念之評估」為題，應法文系之邀來校演講。
七日

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林海青副教授應物理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Pairingina Generalized Hubbard Model」。
九日 日本亞細亞大學新任校長服部正中、西侯昭雄教授等一行人來訪，校長林雲
山於國際廳接待，中午並於貴賓室設宴款待。
本校獲全國大專盃羽球賽男子乙組冠軍，女子甲組則得殿軍。
本校攝影社航空三楊兆華等六位同學在第六屆北區大專盃攝影比賽獲得六獎項。社
長楊兆華更獲彩色組及黑白組雙料銀牌，駱怡州、舒家寶各獲黑白組銅牌，潘世偉、劉
國賢也有佳作及入選的佳績。
十日

本校管科所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張春桃（時為統計系副教授）、碩士班畢業

生羅啟峰之論文分獲「八十四年全錄文教基金會學術論文獎助」
。
十二日

大學發展事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承辦的留學顧問團舉辦三場留學講座，

提供同學留學資訊。
十三日

上午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Dr. James A. Robinson應美研所

邀請至本校發表演講，講題為「美國1996年大選展望」。
成淵國中校長陳添丁來校拜訪，表希望與本校外語學院合作，支援其外語學程師
資。

第三屆立委選舉，本校有十三位校友、三位推廣教育中心結業校友投入選

應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之邀來華訪問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加魯

戰，共有十位校友當選，計有：台北縣李顯榮、桃園縣吳克清、台南市杜振榮等三位校

山茲博士（Dr. Garouchiants, Youri）、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及人類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科

友當選區域立委；以及范巽綠、林郁芳、鄭龍水、陳一新四位校友獲選為不分區立委；

西科夫博士（Dr. Kossikov, Igor）、同所資深研究員安查巴澤博士（Dr. Antchabadce,

另外，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結業的校友台北縣劉盛良、新竹市柯建銘、雲林縣林明義三位

Youri）及「俄羅斯之聲」電台國會記者馬倩可（Ms. Matsenko, Lioudmila）女士一行四

當選區域立委。共十位校友當選。

人訪問俄羅斯研究所並與該所師生座談。

二日

四日

教資系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長史考特．布朗（Scott W.

Brown）至本校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演講主題有關「教育科
技」
、「師資培育」。
前監察院院長、總統候選人陳履安來校，應健言社之邀，以「人際溝通」為題，進
行演講。
五日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李建二率十六人訪問團來校，參觀本校教務電腦化以及
教務行政的實施情形。

總統府資政、前國民黨副主席，也是總統候選人林洋港，應國際關係研究社邀請，
以「國政重要構想」為題演講。
十四日

「第一屆海峽兩岸航太研討會」在本校舉行，林雲山校長親自主持開幕

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鄧學鎣代表大陸學者致詞。
本校校長林雲山代表本校與中國時報周刊社社長杜念中簽約，將該週刊的新聞轉載
於本校視障資訊網路的BBS站上。
十五日

本校募款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訂定自八十五至八十九年的募款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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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一億元。會中並通過臨時動議，未來募款指定用途亦可指定行政單位使用。
十六日 西語系系友會在YMCA城區部舉辦系友年度聚會，遴選出系友郭美文為籌
備會會長，郭校友為卅二屆十大傑出青年，並由陳碧芬、周必勝分別擔任總幹事及副會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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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日

健言社邀請總統候選人高玉樹蒞校演講，講題為：「當前政黨政治的發展

趨勢」。
八十四學年度行政人員全面品質管制（TQM）講習會舉行，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
主持，教品會執行秘書劉燦樑、交大教授曾仕強發表專題演講。

第十三屆全國大學聯吟比賽在政大舉行，本校代表隊吟唱組獲最佳舞台設計獎、夜
中文四曾金城榮獲七絕全國狀元。創作組亦有多位獲優等及佳作。
十七日 校長林雲山赴夏威夷發表論文，廿三日返國。

歷史系邀請大陸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芝聯以「漫談法國大革命」為題，於上午十
時假L308教室發表專題演說，之後並與該系專任教授聚餐就西洋史教學進行意見交
流。

航空系主辦「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八十四年度年會暨第三十七屆學術研討會」，會中

校長林雲山接見英文系參加短劇比賽的同學，他們在一九九五年全國大專院校英語

邀請中研院韓光渭院士、航太學會林汽寰理事長、史坦福大學退休教授趙繼昌博士、航

短劇比賽中，以「陽光早晨（The Sunny Morning）」浪漫喜劇表現優異，獲團體組冠軍

發中心王石生副主任及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PI）航空系主任Dr. Bernard Grossman等多

榮銜，並囊括最佳導演（李立萍）及兩名最佳演員獎（梁郭士訓、汪純）。

位學者專家出席致詞，或作專題演講。
校長林雲山及化學系高惠春教授前往夏威夷參加「一九九五太平洋地區國際化學會
議」
，並發表兩篇論文。
十八日 教學評鑑問卷更新，於本週進行問卷調查。
大陸江西省海外聯誼會文教交流團一行五人來校訪問。
廿二日 慶祝建校四十四週年暨推動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全校海報設計比賽，
得獎作品評定。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應物理學會之邀，來校演講，講題為：「中國情結的迷
失」
。
廿八日

編輯王俊義，與系內專任教師進行座談。
廿九日

培養榮譽心，實施榮譽考試為目的。

八十五年

長、李國強院長、羅尚賢副院長，並致贈紀念品。
「日本天皇儀式與臺灣殖民統治──一九二三年日本皇太子（昭和裕仁）巡啟臺灣」，計
有歷史系師生百餘人參加，會後並於淡江海產餐廳舉行歡迎茶會。
廿三日

中文系所七同學同時獲「趙廷箴文教基金會第六屆特優學生獎學金」。七

位同學為：中文所陶玉璞、陳旻志、中文四王彥玲、黃連忠、林素玫、曾守正、鄭幸

第五十一次行政會議討論杜絕同學作弊的方案，決從兩方面下手：近程加

強防杜為手段，務使期末考作到「零作弊」；長程則以端正讀書風氣、袪除作弊觀念、

副校長張家宜接見蒞校訪問之東南四省社會科學院學者王鳳賢研究員、董承耕院
歷史系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人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到校演講

歷史系邀請大陸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黃愛萍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一月
本校樸毅社會工作團及其前任團長陳政暉分別獲一九九五年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
會選為第三屆「全國大專院校傑出社團及幹部」
，並獲總統接見。
十日

聯合報系、TVBS和大陸所在城區部中正紀念堂主辦「亞太營運中心：臺灣

政經發展的新出路」，這項活動比照TVBS電視臺「2100全民開講」節目方式進行，分

雅。
法文系主任吳錫德率楊逸夫、侯義如兩位外籍教師參加「全國法語電腦輔助教學」
（EAO）研討會，會中本校交換教師楊逸夫並擔任現有教學軟體評估專題報告。
教育部委託日文系主辦「國際化時代之日本語教育國際研討會」在本校校本部舉
行，三位來自日本的伊東俊太郎、黃色瑞華、後藤剛副教授，以及來自韓國的許文基副
教授，使研討會生色不少。
廿五日 校長林雲山親赴桃園中正機場迎接蒞校指導化學系碩士班研究生之日本科
學院院士，東北大學名譽教授野副鐵男教授。

臺上討論、台下發言與開放叩應三部分進行。
前董事長張建邦接見參加英語短劇比賽獲得冠軍的同學們，對他們傑出的表現，表
示嘉勉。
十三日

「台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台東縣民眾服務站成立。何三本校友膺選為

理事長、林自強為總幹事。
十六日

大陸西北工業大學與本校簽訂交流協議書。該校校長戴冠中蒞校與本校校

長林雲山於國際廳代表兩校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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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湯洪高教授並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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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田昌幸先生及本校赴日留學生班委員長安藤靖治先生率團來台。廿七日於驚聲中正紀
念堂由校長主持開學典禮，兩位貴賓均蒞會致詞。

十八日 本校成立留學顧問團，協助同學解決各項留學問題，由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邀集各輔導教師舉行座談，討論實施要點，選出林志鴻為第一召集人。
廿一日

校長林雲山於學生活動中心主持「僑生春節祭祖典禮暨餐會」，前董事長

張建邦博士亦蒞臨，教育部僑教會主委曾江源、蒙藏委員會處長陳又新、中華港澳之友
協會會長張希哲及北市多校大學輔導室教師等貴賓蒞臨指導。
廿九日 本校姊妹校韓國慶南大學資訊中心主任朴圭石先生等三位貴賓蒞臨參觀訪

廿七日

日本國際學友會理事長五十嵐耕一、校務主任大柴學、日語教師德田裕美

子一行，經由亞東關係協會安排蒞校參觀。
本校航空系畢業旅美校友陳敬所領導的「華益社」，接受美國佛利蒙市頒發「本月
優秀非牟利機構獎」
。

三月

問資訊中心，本校展示簡報電腦作業系統。下午並邀貴賓參加該中心舉辦的本學期業務

化學工程系韓光榮教授捐出一百萬元成立韓德榮獎助學金。

簡報及年終餐敘。隔日並由校長林雲山接待並致送紀念品。

大專院校八十四學年度國術暨太極拳推手錦標賽中，本校代表隊榮獲四金三銀七

卅日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電算中心蒞臨參觀訪問資訊中心，並觀摩該中心多媒體、
校園網路及校務系統。

銅。
本校圖書館獲故宮博物館贈送四套圖書，總價十二萬七千餘元。
法文系系務會議上通過建議案，每學期由專任老師樂捐二千元，指定該系專用。

二月

會計師考試放榜，本校共有鄭毅鋒等廿九位校友、同學高中，錄取率十分之一，為

八十五學年下學期勒退人數經統計，計有三百六十一人。其中理學院淘汰率高達

歷年最高者。
教育部核准本校成立航太所、東南亞所。

4.9%。
教務處實施將學生期末成績傳送至學生E-mail帳號。
專任副教授陳霖生兼秘書室主任秘書。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協辦「管理科學碩士學分班」，於園區舉
行始業式。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全校學系所實行單位合一。

二日 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都克博士（James J. Stukel）來訪。

一日

五日 商學院與美國Mankato State University簽訂學生出國修習學分合約書。

中國大陸研究所舉行「兩岸教育與律師法律制度比較研討會」，邀請中國政

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學院院長懷效鋒教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宮曉冰副所長，以及中
華民國律師協會楊金國秘書長來台參訪。

六日

第五十二次行政會議，請副校長張家宜召集各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成立專案小組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余玉照到校視導，並讚揚本校實施「三化」教育的成效。

研議，提出夜間部轉型具體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報部審核，希望於八十六學年度實

秘書室主任游象源屆齡退休，由原秘書室秘書陳霖生升任。

施。

本校日文系邀請日本文部省所委託的漢字能力檢定學會，至本校舉行檢定考試，日
文系一人通過二級、九名通過三級檢定。
二日 歲末聯歡會於校本部活動中心舉行，節目部分由教務處主辦，並頒發八十四
年度資訊人才獎給曾振遠教授，及獲得八十三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助優等的葉和明、譚
必信兩位教授、服務屆滿四十年的盧慶塘教授及教師服務獎章、卅七位專題研究計劃績
優教師獎等。
七日 比利時魯汶大學外語翻譯學院院長戴衛曼克博士等來訪。
廿六日 麗澤大學第二十三梯次留學生抵校，此次留學生班由麗澤大學日文系主任

九日 管科所新春聯誼茶會在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管科所頒贈「企業
薪傳管理專題獎牌」感謝熱心回校擔任講座的十位校友：洪寶彩、葉照雄、吳餘勝、劉
啟志、葉正雄、張耀輝、陳煥明、謝一鵬、黃世祿、蔡泳波。
台灣省會長盃溜冰錦標賽中，本校代表隊獲三冠王，單人花式方面，獲男子自由
形、女子組基本形、綜合形冠軍，競術方面也有佳績。
十一日

大傳系與淡水地區有線電視公司「家連家」簽約，將淡江新聞於該頻道播

放。
十二日

日本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郭煥圭教授拜訪日本研究所，在驚聲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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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堂演講「臺灣與國際現勢」
，並與研究生交流討論。
十五日

美國研究所邀西佛羅里達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James A. Robinson來校演

講，講題：「美國對臺灣安全政策」
。
日本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學校長荒井聰子博士、留學生課課長入部兼治副教授及國際
語言文化學部連清吉副教授（中文系校友）來校訪問，由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家
宜副校長接待，文學院院長、四系系主任與中文系專任教授陪同進行座談，討論未來學
術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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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土木工程技術系、傳播學系、電機工程技術系；夜間部將轉型為「正規學制」十八
系卅四班、「進修推廣」九系九班；日夜間部及研究所學位證書修改統一由校長及院長
署名。
廿八日

本校學務處組員陳惠娟及航空四劉崇錦獲選為本年度社會優秀青年，在青

年節大會上接受表揚。
卅一日

大專盃球類錦標賽，本校排球男子組獲第一級亞軍及大學組冠軍，女子組

獲第一級季軍及大學組冠軍。足球獲乙組第四名、橄欖球獲乙組第八名。軟網女子組冠

林雲山校長率各院院長向董事會提出開設二技學院的評估報告。
美研所在城區部舉辦「美國與台灣安全座談會」
。
十六日 前天津師範大學校長，時任南開大學資深教授高靜先生應俄文系之邀，抵
台展開為期三個多月的講學活動，也安排了每周四小時的俄文教學課程，對學生的助益
頗大，同時對兩岸學術交流也有正面的意義。
化學系邀請Production Manager Polyscience Inc.宋大成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如
何利用網路查詢化學研究資料」
。
本校交通管理系及運輸科學研究所舉辦第五屆校際運輸學術聯誼研討會，邀請交通
部次長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所長張家祝博士蒞校發表專題演講。
十九日 教育部來文，大學可以跨縣市設立分校，允許宜江工學院改為淡江蘭陽校
區，校本部、城區部都將改稱淡水校園、台北校園。
廿日 麥田出版社總編輯陳雨航先生應歷史系邀請，至本校進行演講，講題：「我
們對歷史書的想法與作法」。

軍、高爾夫球獲女子乙組個人冠軍、籃球獲女甲一級第三名。

四月
本校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辦理國中小學教育電腦化系統先導發展計畫，由工學院陳
治欣任主持人，工學院九位教師及研究生一同開發，選定江翠、土城、三芝三所國中，
先行試教。
甫自本校陸研所畢業的陳威如，榮獲中國經濟建設研討會主辦之論文比賽第一名。
一日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熊建成赴巴西，參加聖保羅大學所舉行的第五屆「拉美協
會」國際學術會議，並探訪校友。熊院長在會中以「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人文科學
研究」發表演講。
六日 校長林雲山博士於春假期間遠赴日本仙台市參加「一九九六日本仙台國際有
機反應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兩篇。與其共同主持專題的台北護專教授黃添銓、本校化
研所博士候選人林世智皆赴會發表。

廿三日 本校有六位教師校友當選國代，三位教師為：戰研所專任副教授王高成、

七日 歷史系邀請美國北德州大學副教授羅瑞博士（Dr. Bullitt Lowry）至本校舉行

通核組兼任講師蔡志弘、水環系專任副教授林意楨；三位校友為：商學系校友林居利、

淡江講座，進行三場演講，講題分別為：「現代歐洲研究的新趨向」、「第一次世界大

英文系校友陳瑞麟、公關班校友鄭新助。

戰的原因與爆發」
、「由世界史學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

廿六日 中國大陸研究所於臺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展望

八日 「台灣與四鄰學術研討會」在中央大學舉行兩天。由本校美研所、美國伊利

研討會」，由所長熊建成教授主持，會中邀請民進黨籍張旭成立法委員、政治大學東亞

諾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中央大學、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財團法人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所邱坤玄教授，以及淡江大學大陸所潘錫堂教授、張五岳教授、林若雩教授、楊景堯教

合辦，進行八場討論。

授參加，多家媒體到場採訪，場面盛大熱鬧。
「第五屆國際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在本校淡水校園舉行兩天，由本校資訊中心、
教資系、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學會承辦。會議重點為電腦教學科技與教育改革。
廿七曰

臨時校務會議決議，增設二年制技術學院，為國家培植更高級的技術人

才，決定以現有基礎，配合社會的需要，開設十個技術學系：企業管理系、國際貿易營
運系、財務金融營運系、會計技術系、資訊管理技術系、建築工程技術系、應用日語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假台北校園以「伊大在台校友會會長」的身分，宴請來台參加
「台灣與四鄰學術研討會」的八位學者及在台校友，並獲伊大在台校友推選，再度續任
伊大在台校友會長。
九日

雲南社會科學院之研究員史軍超先生到校參觀。

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因公前往英、法等歐盟國家考察，所到之處都有校友前往接
機，並參與旅法校友會的成立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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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德國馬德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校長Prof. Dr. Werner Georg 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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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

大傳系邀請美國CNN有線電視網主播湯姆米堤爾、美國廣播公司ABC電

Schaal及外事處處長Mr. Thomas Komm應教育部之邀請蒞校參觀訪問，表達願與本校學

視主播詹姆斯勞裏、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主播詹姆斯麥傑思，及日本產經新聞社支

術交流的意願。

局長山本秀也，參加該系於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之「一九九六淡大國際傳播研討

清華大學教授姚秀彥應歷史系邀請，至本校進行專題演講，講題：「歷史的斷代─
─以先秦史研究為例」。

會」，主講「國際媒體如何報導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
廿二日

俄羅斯研究所與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合辦「俄羅斯與亞太經濟科技合

十二日 一九九六自動控制研討會暨兩岸機電及控制交流學術研討會在淡水校園舉

作國際研討會」，邀請了前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現任對外經濟貿易研究所所西達亮

行兩天。由電機系及自動控制學會主辦，會中邀請兩岸四百多位專業人士參與，一百一

（Sitaryan S.）院士，現任俄國國家投資公司副董事長、曾任建築營造部部長的伏爾曼諾

十六人發表論文，其中三十四位來自中國大陸。大陸西安理工大學、合肥工業大學、華

夫（B. A. Fourmanov）博士，科學院遠東所副所長米亞斯尼科夫（Wiasnikov V.）院

中理工大學、西安交大自動控制系、清華大學電機系等五所大學院校表達與本校交流的

士，科學院經濟部學術秘書安諾索娃（Anosova L.）博士，和拉脫維亞政府中國問題顧

意願。

問斯塔布洛娃（Staburova）博士等五位外賓來台就開會議題，以英、俄、中三種語言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與旗標出版社簽約，該社提供其出版的所有書籍，轉載於視障資
訊網路上。
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協同該校主任秘書呂鴻德等行政人員一行六人，到本校台北校
園建教中心參觀。
十三曰 北區大專羽球邀請賽，本校男女組皆獲冠軍。
十四日 高雄縣市及嘉義縣市的校友會聯合舉辦參觀活動，由嘉義縣市校友帶領高
雄校友參觀龍發堂。
十五日 歷史系邀請天津市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蒞校，進行一場演講，講題：「清
史史料的介紹與應用」。
十七日 化學系邀浙江大學化學系徐元植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電子磁共振發
展的回顧與瞻望」
。
旅法校友會在花都香榭里榭大道旁的福祿居大飯店成立，並投票選出許耀文校友為
會長、張顯耀為秘書長。
十八日 歷史系邀請天津市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蒞校演講，講題：「譜牒學的價值
與應用」
。
化 學 系 邀 請 Univ. of Hawaii劉 繩 熙 教 授 至 本 校 演 講 ， 講 題 ： 「 Texture on
Manipulating Spectroscopic Properties of Rhodesian, Bacteriorhodopsin and Sensory
Rhodesian through Substrate Engineering」。
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舉辦四次研討會，邀請資深優良教師蒞校與同學交換心
得。今日邀請台北市私立復興國中校長李柏，演講「廿一世紀教師應具備之基本素
養」
。
台灣省科學振興會由胡均發會長帶領，一行廿人至本校參觀訪問。

發表論文。
西安理工大學校長陳治明先生等一行七人，蒞淡水校園洽談姐妹校相關事宜，由工
學院院長馮朝剛率同電機系主任及教師接待，達成初步共識，相互允諾將對締結之合約
及相關細節作更周延之準備後，再進行簽約儀式。
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發出學生會會長及議員選舉公告，將選出學生會會長一人、
議員九十七人。學生會會長由全校投票產生，議員則由各學院自行選舉產生。
廿三日

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奉董事會指示，會同教務長曾振遠及宜蘭同鄉會總

幹事簡文雄的陪同下，拜會宜蘭縣長游錫堃，游縣長允諾撥借礁溪鄉三國小六間教室做
為二技學院的臨時校舍。
廿四日

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舉辦兩場「八十四學年度大學教學法研習會」，三年

內之新聘教師皆須擇一參加。
教資系專任副教授計惠卿，獲選為「教育部推動中小學電腦輔助教學暨資訊教育有
功人員」於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開幕式中接受表揚。
廿五日

美國研究所邀請美商博今律師事務所律師Perkins Coie及陳文俊先生至本

校演講，講題：「亞裔美國人與法律」。
教資系邀請英國學者Dr. Margarer Cox來校與教資系碩士班研究生及系內專任教師
進行座談及演講，講題：「Modeling and emulations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化學系邀請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r. Harry B.
Gary至本校演講，講題：「Electron Transfer of Metalloproteins.」
。
廿七日

西班牙語文教學研討會在台北校園舉行，政大、靜宜、輔仁、文藻語專、

政戰學校皆來校與會。會中根據「西文教學經驗」進行意見交換，共計有八篇論文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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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 「古蹟及歷史建築使用與發展研討會」在台北校園中正堂舉行，由行政院
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本校建研所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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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Academia學院廣谷校長來訪並座談。
十一日

歷史學系為慶祝創系三十周年，特舉辦北部大專院校歷史系籃球邀請賽，

夜企管校友會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校友聯誼活動。

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基督書院等八

廿九日

所院校歷史系組隊參加。比賽於本校籃球場舉行，該系籃球隊在何永成教授指導下榮獲

由盲生資源教室所架設的「淡江視障資訊網路（T.K. BirdNet）」及盲用電

腦設備，於「視障資訊系統與網路應用研討會」中發表。配合立即轉譯系統、無字天書
輸入法等軟體及金點一號等盲用電腦系統，讓盲生優游於電腦與網路的世界就像明眼人
一樣方便。

冠軍、東吳大學獲亞軍、季軍則由基督書院獲得。
本校代表隊參加大專院校第二十七屆運動會，機械四蘇建豪獨得田徑八百及一千五
百公尺兩面金牌，企管二韓聖文獲女子跆拳道中乙級銀牌、女桌亦獲大女乙組第二名的

卅日 北區大學院校輔導主任工作研討會議暨校際觀摩在本校淡水校園舉行，約一
百位學者專家來校座談。會中安排兩場演講，由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鄭石岩、本
校未來學教授陳瑞貴主講。

佳績。
第七屆北區大專盃攝影比賽，獲一銀（保險三劉國賢）、二銅（航空三舒家寶、英
文一蔡嘉純）等十七個獎項。
十二日

五月

第十一屆金韶獎決賽於活動中心舉行，創作、獨唱及重唱等三組冠軍由產

經四蕭永恩、法文系一A陳慶玲、池惠娟、陳淑瑩、邱競慧、化工四李俊毅獲得。

國科會研究獎勵費獲獎名單公布，本校有八十一位老師獲獎，人數之多，歷年僅
見。其中獲甲種獎勵者有王人牧等七十六位；獲乙種獎勵者有邱仲麟等五位。
本校核定化學、土木兩系為八十五學年到八十八學年的重點系所，至此，理學院三
系已全數納入重點系所。
一日 化學系邀請Dr. A.M. Berezkovski至本校演講，講題：「Elementary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Solvent Influence on Condensed Phase Chemical Dynamics」
。
二日 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資訊教授楊家興先生，應教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
「教學科技在隔空教育下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三日 日本研究所於國際廳舉行「亞洲太平洋時代之日本」國際會議，由日、韓等
十四位學者，包括慶應大學山田辰雄、麗澤大學鈴木幸夫、城西大學渡邊好章等及國內
六位學者，共同發表論文。
四日 校長接見蒞校參加「亞洲太平洋時代之日本」國際會議之日本早稻田大學國
際部副部長中原道子教授，並就兩校未來之交流交換意見。
戰研所所友會成立，選出陳守讓為會長、沈萍為副會長、秘書長為古今書廊負責人
賴俊義。

環境保護委員會展開環保週，委託水環系學會、大地環保工作團、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舉辦多項活動。環保署署長陳龍吉、校長兼委員會主任委員林雲山共同剪綵。
工學院邀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徐鑑君博士來校擔任「淡江講
座」
。
十四日

盲生資源教室至宜蘭縣慕光盲人重建中心開設盲用電腦系統訓練課程，為

期十週。
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率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及教務長曾振遠、會計長王美蘭、
總務長鈕撫民等宜江工學院籌備人員至宜蘭舉辦「宜江工學院、本校蘭陽校園建校聯合
說明會」，說明本校從籌辦宜江工學院乃至現今積極於宜蘭設立分校的始末，獲得鄉親
支持。
十五日

歷史學系邀請前聯合報副總編輯、臺灣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劉振志先生蒞

系演講，題目？「史學科際整合研究的新途徑」、「歷史學與戰略學結合的探討」。
十六日

大阪府界交流協會會長加藤均博士蒞校演講。

十七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由工學院聘請蒞校講學之講座教授徐鑑君博士，並致送

紀念品。

商學院舉辦第三屆淡江大學全國財務金融學術研討會。

美國美利堅大學副校長琳達．尼爾森率國際學院院長顧德曼一行三人來校訪問。

八日

十八日

歷史系邀請美國北德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瑞（Bullitt Lowry）舉辦三場淡

江講座。
九日
贈紀念品。

管科所及會計、統計系林展榮等十六位同學，於台北校園接受校長林雲山

授旗，預計於暑期前往美國加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修學分。
校長接見由法文系聘請蒞校講學之埃爾高（Marc Argaud）講座教授，並致

研究所碩士班放榜，本校共錄取六百一十四名。總錄取率為11.2%。
八十四學年度大專盃柔道錦標賽，女子組武修謙奪得個人組第四級冠軍、男子組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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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德則獲個人組第六級第四名。
十九日 法語系以「托拔斯」一劇，於第三屆全國法語劇展中，奪下團體組總冠軍
的名次，亦獲最佳道具及最佳服裝獎。該劇由該系法籍教師儲善平、實驗劇團丁洪哲任
指導老師，畢業校友林君榮任導演。
廿日

化學系邀請3M公司亞太地區經理黃鯤雄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科技管

理到企業管理3M經驗」
。
廿一日 巨鯨多媒體公司莊承文先生，應教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教資人
在多媒體領域發展之現在與未來」
。
廿二日

化學系邀請一九八一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德霍夫曼（Prof. Roald

Hoffmann）至本校訪問並演講，講題：「A Chem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Bonding at Surface」
，當天由張前董事長及校長設午宴款待。
數學系邀請美國Sam Houston State Univ.蘇華仙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Difference Two Similarity Classes」。
廿四日

中文系舉辦第七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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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日

音樂工作者黃政德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唱歌弄曲

學台語」。
日本麗澤大學由大澤俊夫副校長率團，一行七十餘人，組成體育、文化交流訪問團
共七十五人蒞校訪問。本校與麗澤大學學術交流十五週年慶祝大會，於國際廳舉行，該
校副校長並代表廣池幹堂校長致送本校「倭漢比較律疏」等圖書五冊。另有日本交流協
會文化部主任西村洋一郎隨團前來，麗澤大學球類代表隊與本校校隊進行友誼賽，社團
代表也分別與相關性質之社團進行交流。
廿九日

大陸航空工業總公司教育局秦天放局長、西北工業大學劉元鏞副校長、南

昌航空學院陳立豐院長等一行七人，至本校訪問座談，航太系師生近百人參加座談。
卅日 中科院天劍計劃副主持人漢宣德博士至航太系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我國
飛彈發展簡介」。
歷史學系邀請第二屆畢業校友、現任韜略集團總裁張安樂先生假鍾靈中正堂舉行演
講，講題為「我在淡江的日子」
。
卅一日

美國密蘇里大學副校長Dr. Harold Jeffcoat教授，及新聞學院廣告系主任Dr.

包括日本福岡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笠征、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潤華、加拿大阿爾伯達

Won H. Chang教授來訪並在大傳系上發表有關三化演講，講題為「多媒體與新聞」，並

大學東亞系副教授梁麗芳、捷克查理大學東亞系教授雷威安、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任

拜會校長及張家宜副校長，商洽學術交流事宜。

許世旭等五位；國內學者，包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

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由該校校長龔鵬程率領其行政首長一行二十人來校訪問。

瑞騰、彰師大國文系教授游志誠、中正大學歷史所教授龔鵬程先生等四位來校與會，本

社團評鑑選出八個特優社團及廿九個優等社團。特優為：中工會、美工社、登山

次會議主題為「近、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變遷」
。
歐研所邀三位歐洲執行委員會工業總署資深行政官員來校座談，主題為「歐洲聯盟
及亞太關係的演進」
。
學生會正副會長及研究所部分議員選舉，二號交管系簡良鑑及公行系許麗萍以六成
七的票數當選。議員部份，研究所選出三名，不足額四名將擇期補選；而各學院名額未
全部選出。
廿五日 歷史學系舉辦三十週年系慶系列活動──「淡水耆老座談會──淡水與淡
江」
，邀請陳根旺等十五位淡水耆宿蒞校座談，會後並邀請與會人士於觀海堂餐敘。
陸研所假救國團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第二屆「大學院校兩岸關係發展論文
發表會」，會中除該所師生參加外，另邀請政大東亞所、中山大陸所、東華大陸所及文
化大陸所，共五所大陸研究所研究生與會參加，會中並有陸委會大陸事務工作小組吳榮
鎮專員。共計發表論文十一篇，其中本校發表五篇，出席人數共達六十二人之多。
廿七日 歷史學系邀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洪萬生以「十九世紀中國數學家的社會地
位與角色」為題發表專題演說。

社、鋼琴社、啟明社、蘭友會、國貿學會、溜冰社。

六月
教育部核定本校自八十六學年度可進行籌設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班、應用統計學研
究所碩士班，並將教育資料學系調整為「教育資料科學系」及「教學科技系」
。
本校航空四黃基珍獲「八十五年優秀工程學生獎」
。
教務處開放成績語音查詢，並續以E-Mail傳送。
一日 大專象棋比賽中，本校日文三薛建明獲個人乙組冠軍，代表隊並獲團體乙組
冠軍、甲組第五名。
本校大眾傳播系主任張煦華榮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傑出校友獎。該校副校長
傑考特博士及新聞學院廣告系主任張元鎬博士專程來華頒此獎。
高雄市校友舉辦理監事聯席會及校友聯誼活動，會中副校長張家宜應邀專題演講，
題目為「高等教育之行政管理策略」。
二日

物理系舉辦系友返校活動，約有一百五十餘位校友及家屬參加。系友大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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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廳舉行，會長吳茂昆推薦物理系副教授李明憲為總幹事。下午吳茂昆及鍾自強
校友各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四日

數學系邀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暨美國科學院院士Prof. Hyman Bass至本校演

講，講題為：「Group Action on Trees」，當天由數學系胡守仁主任設宴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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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學生會會費，於註冊時一併繳納。
十五日

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八十四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學生計有博士班十

名、碩士班四七四名及大學部五八四八名。典禮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家長代表由國立歷
史博物館黃光男館長蒞臨致詞。

資訊中心網路組組長方鄒昭聰接受農田水利會頒為「資訊優良人員」
。

建築系於國父紀念館舉行之一年一度系展，由校長林雲山致辭並剪綵。

五日

校長林雲山獲選為台灣省科學振興會新任理事長。

由化學系與國科會研究中心合辦「一九九六年分析化學研討會」，會中邀請

美國新墨西哥州大學Joe Wang博士參加，Joe Wang博士並由化學系林孟山老師陪同參觀
本校海事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
六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機械系吳子偉教授至航太系舉行專題演講，講
題為「飛機設計之電腦化技術」
。
海事博物館舉辦六週年慶攝影回顧展。
七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應化學系之邀，蒞校演講之新墨西哥大學教授Joe Wang博
士。

本校「馬來西亞校友會」於吉隆坡成立。其後選出六十九年畢業校友陳明新任第一
屆會長、七十六年合經系畢業校友許木興為副會長、梁志興（七十九年中文系畢）為秘
書、徐瑞珠（七十三年電算系畢）為副秘書。
十七日

教育學程公布錄取名單，共有一百五十位錄取，錄取率約為百分之四。

十八日

校長林雲山出席由教育部委託本校教育發展中心於台北校園舉行之「中小

學教學革新研討會」並致辭。
總館圖書館完成第一階段的驗收，將於次月十日起，陸續進行搬遷。

八日 學生議會召開會員大會，選出代議長建築三吳昭宏。
本校航太系三年級學生林峰民於第一屆大專院校篆刻聯合比賽中，奪得初級組冠
軍，此外尚有入選佳作的佳績。

本校董事林山鐘辭世，享年八十二。本校由前董事長張建邦率領師生代表約六十人
前往公祭。
廿二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十八名教授所組成的訪問團赴大陸，出席「第一屆海峽兩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第十五屆大會選出五十六年商學系畢業校友繆雙慶為新任會長。

岸經貿學術研討會」，並與對外經貿大學簽訂交流協議書。此行並拜會大陸對外經貿部

十日 學籌會公布當選議員名單，議員共一百零二席選出八十席。

台港澳司、北京國際經濟研究所、北京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學院、廣東工業大學等，廿

十一日

八日返國，期間職務由副校長張紘炬代理。

校長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溪口分校校長亞斯提本

（Dr. Manuel A. Esteban）夫婦，並就本校英文系學生赴該校修習學分、繳交學費之優惠
事宜交換意見。
數學系所舉辦兩場研討會：「應用統計研討會」及「函數微分之近期發展研討
會」，由中研院統研所教授趙民德、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教授周修義、美國布朗大學約
翰．馬瑞巴瑞特（John Mallet Paret）主講。
十二日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葉朗先生，應中文系所邀請蒞校訪問並座談，座談講
題為「中國美學之發展近況與展望」
。
巴拉圭「週日雜誌」總編輯葛羅莉亞．薩利納斯（Gloria Regina Salinas）女士接受
新聞局之邀請，至拉研所參訪，與王秀琦所長會面，並參觀本校之各項建設。
教育部督學孫德彪、宋新民、彭火炎先生蒞校訪視，校長率相關主管於國際廳進行
綜合座談會。
十三日 教育部三督學訪視本校台北校園，由副校長張紘炬主持。
十四日 第卅五次校務會議中表揚優良導師，共有邱仲麟等卅一位。會中並通過將

廿五日

化學系邀請任教於美國天主教大學化學系暨中研院院士丘應楠教授至本校

演講，講題為：「Jahn Teller,Renner Teller and Geminal of Superconductivity」。
廿六日

副校長張紘炬代表校長，於台北校園五樓會議室主持由教育部委託辦理之

「美國大學外籍生顧問座談會」，並致送紀念品。

七月
香港校友會改組，由七十五年電算系畢業的梁永全任會長。
一日

物理系邀請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物理系羅紅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Wavefunction Mapping Using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s」。
副校長張家宜赴澳洲雪梨大學參加「第九屆世界比較教育會議」並發表學術論文，
此行並拜訪姐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另也與旅澳校友會面。
大陸研究所派遣廿八位研究生，於暑期赴大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研
習兩週。商學院首次派遣七位大三同學至美國姐妹校麥肯托大學修習學分一學期。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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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院七系亦續辦大三留學。
三日 澳洲校友會於雪梨成立，六十三年機械系畢業校友畢建海出任會長，張凱勝
（七十一年土木系畢）任副會長。副校長張家宜、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專程前往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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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八十五學年度於本校南部學術中心開辦「金融研究所學分班」，開設「金融
市場」、「投資決策分析」及「財務理論」等課程。
萬通商業銀行自八十五學年度起，每年自盈餘提撥新台幣壹拾萬元整，捐贈本校商
學院設置獎學金，共計十名，每名一萬元整。

四日 臨時行政會議修正「職工任免待遇服務規則」：病假由「一年兩星期」改為
「一年三星期」
。
十日 美國研究所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三月危機後美國與台灣安全
關係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問題資深研究員沙特博士、伊利諾大學助
理校長卡內特博士、中國時報駐美國辦事處主任傅建中主任、蒙特瑞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傅岳博士、喬治城大學國家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費乃爾副研究員、美利堅大學教
授賴蔻伍教授、周煦博士、葛敦華將軍、吳玲君博士、戴萬欽博士等十位發表論文，並
請外交部程建人次長先生發表主題演講，上下午討論會，則分別由邵玉銘教授及李本京

一日 八十五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徐錠基兼教務長，專任副教授周家鵬兼綜
合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專任教授邱忠榮兼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楊棨兼國際研究學院院
長，專任副教授莊武仁兼教育發展中心主任，專任教授蔡信夫兼技術學院院長，專任教
授曾振遠兼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秘書，專任教授盧慶塘兼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本校自八十五學年度起成立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原航空系更名為航空太空工程
系。
二日 本校連續兩天舉辦台南、嘉義地區學生家長座談會，對於家長建議均當場解
答或責成相關單位研究辦理，期盼由面對面溝通能使家長更瞭解學校之用心與努力。

教授擔任主持人，出席討論的學者專家共有九十餘人，包括魏鏞、陳明、吳玉山、翁明

日間部大學聯考放榜，共錄取三九二二名新生。

賢、林若雩等。

八十五學年度夜大聯招，本校承辦北區第二考區及閱卷組工作，校長獲聘為副主任

十二日 桃園學術中心成立，與桃園縣龍潭鄉國際美語村合作，落實推廣教育。揭

委員。

幕典禮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共同主持，，桃園縣長夫人洪玉英、台灣省議會

六日 本校經教育部核准成立二年制技術學院。

議長亦是校友代表劉炳煌及健行工專張校長皆應邀觀禮。

七日 二年制技術學系招生會議召開，會中討論有關招生及命題方式，並決議考試

十四日 國際企業研究所一年級陳世昌及夜電機三李峰名代表本校參加「一九九六
年世界未來學年會」
，並獲本校會議期間食宿及來回機票免費的補助。。
廿四日 化學系邀請University of Utah化學系的Prof. Joel S. Miller至本校演講，講
題為：「Molecular Based Magnetic Materials」。
廿五日 德國Braunschweig Technical大學飛行研究所Gunther Reichert教授由航太系
馬德明老師邀請及國科會資助，至本校訪問並舉行兩場專題演講，講題為「飛行力學近
況發展」及「現代直昇機技術」
。
烏克蘭大學校長古別爾斯基及國際關係處處長貝赫蒞校訪問。
廿七日

本校建教合作中心接受德國FOM大學委託，在台北校園展開兩週的學術

活動，是為該校第一個海外研習團。

八月
本校日文系畢業校友十人通過日本交流協會考試，獲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名單
為：林美秀、李孟紅、梁蘊嫻、陳欽隆、羅婷婷、廖秀娟、陳志勳、羅玠旻、蔡珮菁、
程久鈞。

科目為：國文、英文、經濟學、會計學、統計學、管理學三選一。報名日期訂於八月十
九日、廿日，考試日期為九月一日。
物理系邀請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陳創天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非線
性光學材料的分子設計」。
八日 北區大學暨獨立學院夜間部聯招監試會議於驚聲大樓中正堂舉行，校長林雲
山出席勉勵同仁認真執行監試工作，期能繼續維持零缺點之優良紀錄。
教育部核准本校開設二年制技術學系，本學年度及八十六學年度各開三班：企業管
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財務金融營運系。
十一日

校長林雲山親赴本校負責之八十五學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夜間部聯招乙組

各考區總巡迴，計巡視了師大附中、仁愛國中、中山女高、景美女中、建成國中、石牌
國中等六所學校並以飲料慰勞監試人員之辛勞。
十二日

化學系邀請University of Ljubljana的Prof. Dr. Anton Sebenik至本校演講，

講題為：「Living 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 with Infesters」。
本校發布人事命令，專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傅錫壬辭去教發中心主任照准，由原專
任副教授兼商學院院長莊武仁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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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院、所長會議於台北校園五樓會議室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會中張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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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為跨世紀的贏家。

炬副校長致辭，期勉教學、研究再提昇；執行秘書曾振遠專題報告「淡江大學系所評估

商學院首次派在校學生前往美國Mankato University修習學分。

模式構想」及各院、所長以及圖書館、資訊中心均分別報告其現況及未來展望。之後，

三日 校長林雲山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日本淑德大學長谷川良昭理事長、長谷

校長主持綜合座談並回答會中所提相關問題。

匡俊校長及佐藤貢悅副教授一行三人。

技術學院佈達及推廣教育中心及交接儀式，由林雲山校長主持。前董事長張建邦亦

四日 化學館改建工程徵圖評審會議，歷經初審結果報告、提案討論、評審、計分

蒞臨致辭，闡述淡江第三波之理念，且全程與會並對當日之問題作原則性指示，會後設

排名及拆封校驗等流程，最後評選出由徐維志與高世銘建築師合作之設計圖得第一名。

晚宴慰勞與會人員。

六日

第五十四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教職員工敘薪辦法」，修正通過「學術審議

廿六日 校長於來來飯店設晚宴款待來華訪問之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一行十一人。

委員會設置辦法」，並為配合系、所名稱之調整，決議凡於本校組織規程中明訂系所合

廿七日 校長主持夜間部轉型暨增設系所座談會。

一者，請將所章繳回文書組註銷，且重申二級單位不得對外行文。

九月

九日 八十五學年度「教育部訪視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會議」於國際廳
舉行，高教司司長余玉照及審查召集人翁政義教授所率領之審查委員蒞校訪問。由教品

本校傅錫壬等卅四名教師獲得「八十五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會執行秘書曾振遠、會計室主任王美蘭共同簡報，而各審查委員所提之問題也均由在座

本校放寬研究教授申請資格。將原「三年內曾獲得國科會研究傑出獎或二次國科會

相關主管一一說明。

研究優良獎」之規定放寬為近四年內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或連續獲甲種研究獎勵
者。

十日 校長林雲山率領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召集人副校長張紘炬、外語學院院長
鍾英彥及外語學院各系主任、教師代表一行十二人赴大陸，出席「第一屆兩岸外語教學

資工系教授共同編纂「資訊概論」教材。

研討會」，並分別訪問了天津外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十八日返國。校長赴大陸期

本校八十四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中文系陳廖安副教授、數學系黃柳男教授、化

間，職務由副校長張家宜代理。

學系王啟銘教授、機械系張式魯教授、保險系黃素霞講師及日文系黃憲堂副教授，六位
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東南亞研究所、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設立。航空工程學

十四日

陸研所邀請北京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沈衛平、辛旗、鮑立銜、尹斌

等四位大陸學者前來座談演講。
十九日

「八十五學年度新聘教師座談會」於國際廳舉行，由林雲山校長主持，張

系改稱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增設二年制企業管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財務金融營運

前董事長建邦亦蒞臨致詞。會中分別安排淡江組織文化及管理模式、教學評鑑與系所評

系。

估、淡江之教務支援教學概況、大學教師之義務與權益、媒體教室使用介紹等專題報

商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奉准分成產業組織組及管制經濟組。

告，分別由院長傅錫壬、執行秘書曾振遠、教務長徐錠基、人事室主任洪欽仁、教科組

一日 本校新竹學術中心啟用暨八十五學年度學分班開學典禮，假新竹科學工業園

黃維綱與黃雅萍老師主講，期盼新進教師能了解本校之文化、傳統經營理念及管理模

區菊苑舉行，由前董事長張建邦、校長林雲山共同揭幕，校內師長及學分班學員約百餘
人參與盛會。
新竹市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新竹客運董事長周介石校友擔任理事長。前董事
長張張建邦、董事陳雅鴻、監委趙榮耀、副校長張家宜、副校長張紘炬、主任秘書周新
民、院長馮朝剛、院長蔡信夫、本校多位老師及大學發展事務處同仁等均前往共襄盛
舉，場面熱烈。
淡江時報報導本校前董事長張建邦宣布：自九月一日起，淡江正式進入「第三波」
的時代。他要求全體師生員工校友，全面動員，開電腦資訊時代的淡江，在激烈的競爭

式，以及早適應淡江之環境，了解自身之權利義務及應注意事項，充分發揮所長。
廿一日

歐研所舉行「第四屆歐洲研究會議」兩天，主題為：「世界經濟全球化與

區域化：台灣創業家的新利基」。共邀請了六位歐、日學者於會中發表論文，會後並由
該所老師及學生陪同參觀故宮博物院及北海岸。
校長於工學大樓會議室接待蒞校訪問之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校長Dr. Rafael Puyol、副
校長Dr. Carlos Seoane及劉定一主任等，並與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教師們座談。
校長於學生活動中心主持八十五學年度新生入學講習，會中介紹各一級主管及系主
任並致辭勉勵新生充份利用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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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推廣教育中心結業生結業典禮於國際廳舉行，校長林雲山親自主持。
廿三日

技術學院教師評審暨兼任系主任津貼座談會，由校長主持，副校長張紘

炬、張家宜、人事室主任洪欽仁均與會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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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 俄研所邀請俄羅斯貴賓六人（耿恰爾議員、巴拉索夫議員、多羅非也夫副局
長、偉柯娃長秘書長、那列拖夫顧問、羅曼諾夫研究員）蒞校訪問、於該所與師生舉行
座談並參觀本校新圖書館、海博館及淡水校園。

總館圖書館實際開館使用。這座建坪八千餘坪的九層樓建築，是國內最新的電子圖

七日 中國時報劉會明協理、時報出版社王慧玲專員、中國時報電子報中心李淑華

書館，館內備有一千四百個節點，自習室二十四小時開放，二樓設置無障礙資源室，設

小姐、中國時報新聞連絡中心李蜚鴻副主任、時報周刊多媒體事業部褚鴻運副總經理等

有網路點，供視障讀者上網使用。

一行，由美研所戴所長陪同，蒞臨參觀總館各項設施。

八十五學年度起技術學院首度招生，新生一百五十三位今天入學。
淡江時報改以電腦組版，自三○七期起以一、四版彩色發行，並製作電子報，以服
務讀者。
廿四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立命館西川長夫教授蒞校訪問，於該所舉行演講並由研究
生陪同參觀校園及紅毛城。
廿五日 烏克蘭基輔大學副校長古貝兒斯基及國際交流處處長貝赫蒞校訪問，創辦
人張建邦接見兩位貴賓，談及兩校學術及教學問題。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學生開學典禮，麗大中文系主任三瀦正道及日文系松本教授率
領該校學生參加，本校由副校長張紘炬代表校長主持儀式。
廿六曰 教育發展中心、新圖書總館舉行啟用暨喬遷慶祝酒會，前董事長張建邦、
校長林雲山亦蒞臨致賀。

九日

美國密蘇里大學校長Richard Wallace一行五人訪問淡江校園，拜會林校長、

張家宜副校長、大傳系主任張煦華，商討國際學術交流計劃事宜。
十日 本校一百九十六名師生代表由常克仁等教官帶領，前往總統府前廣場參與國
慶典禮。
十一日

校園花園化簡報於商管大樓三一六室舉行，會後於同地點主持化館改建工

程簡報，創辦人張建邦列席指導。
營造業工地主任訓練班開訓典禮於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
十七日

本學期第二次議員大會召開，由於法規委員會裁決第一次議員大會所選出

之議長、副議長當選無效，重選出俄研所王保鍵任議長、經濟四張維真任議會秘書長，
並有十三位議員補宣誓。
廿一日

陸研所邀請六位大陸學者前來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主題為：中國大陸經

國研所邀請英國赫爾大學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the University

濟問題。成員包括：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張萬欣、首都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世英、

of Hull）教授Dr. Eric J. Grove於國研所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參觀本校新圖書館、淡水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合會研究室主任吳嘉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成

校園後並拜會創辦人張建邦商談兩校交流事宜。

勛、全國台灣研究會聯絡部副主任李國林、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助理研究員張黎宏

十月

等。
廿二日

高雄樹德技術學院籌備處李老師，蒞臨參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教務處統計八十四學年度全校因學業因素遭退學的人數銳減為二三五人。

台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美術班約一四○人，蒞校參觀總館及海事博物館。

溜冰社參加第廿一屆全國大專盃溜冰錦標賽，再創佳績。參加廿四人共獲得廿四項

陸研所邀請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謝遐齡教授、哲學系劉放桐，以及南京大學社會科學

獎項，冰舞項目前三名都由本校獲得，第一名為石三平、朱素芬、第二名楊文賢、楊郁

處童星教授，蒞臨本校參訪座談。討論主題為：「中國大陸社會問題研究」。

文、第三名江本鈞、黃慧雯。前兩組同學還獲得雙人花式溜冰的第三名和第五名。此

廿三日

校長於文學館會議室主持預官初選會議。

外，中文二B陳嘉凌總共獲得五個獎項。

廿四日

日本東海大學姊妹校校長松前紀男先生一行四人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

二日 莫斯科國際大學教授安德洛索夫蒞校參訪。

國際廳接待。由於該校所有的「望星丸」號海洋調查研習船，正進行世界一周海洋研習

三日 董事會決定，討論多時的理學大樓興建案將暫緩，改將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化

活動，停泊於基隆港，校長特別率本校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及一級主管等，登船參與該校

學館，原址改建為六層新大樓，並仍以「鍾靈化學館」命名。
四日 本學期第一次議員大會舉行，四十五位議員宣誓就職，選出土木四黃鈺琳擔
任議長，中文四陳章鴻為副議長。學聯會提出預算及人事案，議會通過部分部長人選。

舉辦的歡迎酒會。
廿八日

校長於國際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美國麻州大學安城校區校長Dr. David K.

Scott夫婦暨助理副校長Dr. Barbara Burn等一行四人，並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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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系邀請美國加州舊金山藝術學院海外部主任Racha Lee蒞系，由張煦華主任接
待並安排演講，題目為「留學生涯規劃」
。
國父孫女孫穗芳女士，應文學院之邀來校以「祖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為我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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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決定自八十五學年第二學期開始開放教育學程的選修，未
經甄選的學生亦可選修該課程，但須繳交學分費。
圖書館加入全國科技資訊網路會員。

千萬年的理念」演講，孫女士時任孫逸仙和平教育基金會主席，於會中致贈親撰之「我

一日

的祖父孫中山先生」一書給歷史系。

英文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古拉丁語教授Dr. Bengt Lofstedt講授淡江講

廿九日 校長暨夫人應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姊妹校之邀赴日，出席該校建校卅週年慶
祝活動，日文系張瑞雄主任陪同前往。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大三在學生短期留學貸款」
。

座，來訪期間英文系接待前往參觀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中華工藝館等。十一月七
日返國。

「暗戀淡水，四十情深」中文週及中文系四十週年系慶活動，邀請中文系「岑子和

三日 校長林雲山應駐德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之邀，自日本返台後，於中

同學文教獎助金」發起人岑摩岩先生及「金色淡水」總編輯蔡葉偉先生，至本校商館展

正機場轉機赴德國，出席中華民國與德國大學校長會議（HRK）年會，並拜會德國

示廳為系列活動剪綵，並由文學院傅錫壬院長、中文系高柏園主任、「紅樹林有線電視

「聯邦教育、學術、研究、科技部 （相當於台灣的教育部 ）」、德國學術交流協會

台」節目部主任張允政、淡水鎮山葉音樂教室負責人黃政德先生陪同參觀展覽。

（DAAD）主席Prof. Theodor Berchem，並與德國波昂大學校長Prof. Dr. Max Huber會

卅日 聯合報專欄作家、中文系系友吳娟瑜女士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驚聲中正堂演
講，講題為「當X碰上Y──相愛容易相處難」
。

十一月
本校首次遴選出優良職工廿五名，由教務處李琳秘書等二十位職員及李麗美等五位
工友獲選。
專任教師研究獎勵公布名單，計有三十名教授、四十三名副教授、三位講師獲獎。
本校九位同學、校友考取外交、新聞特考，囊括外交人員德文、西文、法文、俄文
以及新聞人員西語組榜首。歐研所考取五位同學校友為：德文組榜首朱麗玲、西文組榜

面。會議座談外，於十一月五日下午應波昂大學校長之邀與駐德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文化組組長林明義晤餐，並參訪波昂大學國際交流中心，且探訪本校赴德修學分之德文
系學生座談，於七日返國。校長出國期間，職務由副校長張紘炬代理，
化工系舉辦系友座談，共有百餘位校友參與。
歷史系系友聯合餐會在圓山飯店舉行。
由國貿系自八十五學年度起籌備的國際企業學研究所所友會，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
召開成立大會。
四日 「淡江第三波」全校海報比賽成績揭曉，法文系董家宜、日文三高祥文、夜
資訊二林欣毅獲前三名。

首潘淑杏、法文組榜首顏嘉良及法文組林志峰、英文組陳錦玲。俄拉研所考取的兩位是

五日 副校長張紘炬於葡苑餐廳主持與台北文教記者會餐活動。

西文組榜眼陳慧芬、西文組劉聿綺。高中新聞人員西文組榜首為西語系校友陶志偉。俄

中央大學中文系曾昭旭教授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愛情哲學」
。

研所張秀滿為外交特考俄文組榜首。

四十六週年校慶資訊展開幕。

中文系開設「通俗武俠小說研究室」
，即日起開放全校師生借閱。
本校運輸科學研究所十二屆畢業校友許玉琴、交管系今年畢業校友劉俐良、林秀
芬、陳冠龍、郭淑珍、楊益瑞，高中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交通行政職系交通行
政科」
，全國僅十三個名額。
教資系所高普考傳捷，圖書博物管理職系圖書資訊管理科高考，全國十一個名額，
本校校友佔兩席：吳嘉雯、徐淑琳。普考四個名額，本校佔三名：王蓉瑄、詹雅婷、陳
秀慧。
本校日文系四年級鄧慧雲、楊惠雅獲選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姐妹校交換生，將至
日本津田塾大學、亞細亞大學留學一年。

會計室及資訊中心聯合舉辦「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座談會」，應邀參加
者包括教育部會計處會計長楊德川、電子計算機中心官員及全國私立大專院校會計主管
約九十人。
美研所以「美國總統大選與中美關係走向」為題，邀請國內多國專家進行座談。
六日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學、亞細亞大學、麗澤大學等姐

妹校劍道社蒞校，參加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活動，由日文系主任及教師協助接待。
第卅六次校務會議公開表揚本校八十四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會中並通過組織規程
增列技術學院；授權秘書室就現有本校之增設單位、委員會、會議等之設置規章，仍以
「組織規程」為名者，修正為「設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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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副校長張紘炬代表校長出席由推廣教育中心、技術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合

辦，於台北校園舉行之「兩岸財經法律制度」學術研討會，並於開幕典禮上致詞。
淡江大學教育界校友聯誼會、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聯誼會及世界淡江大學校
友會聯合會舉行成立大會。會中選出南僑化工董事長陳飛龍（五十一年外文系畢）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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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士大使等外賓及十五所姊妹校校長暨教授代表、政府官員，教育部長官等各界人士數
百人。連副總統致詞時盛讚本校新建全國第一座以資訊化、數位化、電子化為特色之宏
偉建築具遠見與特色，可供一千四百位閱讀者同時上網，證明了「資訊」確實已經成為
了人類跨入廿一世紀文明的智慧寶庫。

界校友會第一屆會長，及七位副會長：南僑化工總經理陳進財、新加坡三德公司總經理

四十六週年校慶蘭花展於覺生圖書館總館二樓大廳舉行。

高新平、福華飯店總裁廖東漢、美東校友會葉仲麟、美國南加州洛杉機校友會會長繆雙

十樓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慶祝酒會。

慶、日本校友會長林敬三、現任立委李顯榮。教育界校友聯誼會由南華管理學院校長的

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國交會邀請德國波昂大學圖書館館長Dr. Schott及外事處主

中文系校友龔鵬程擔任，校友總會聯誼會則由時任桃園縣長的會計系校友劉邦友擔任。

任Mrs. Krickau-Richter來校訪問，由德文系賴麗琇主任接待，陪同參加校慶活動，並參

中華民國私立大學院校協進會在本校舉辦電子計算機中心業務座談，與會代表四十

觀德文系辦公室圖書設備。波昂大學提供德文系學生1997年暑期獎學金一名，德文系

人。

回贈紀念品。
本校技術學院、公行系、推廣教育中心於台北校園舉辦「兩岸財經法律制度」學術

研討會，邀請兩岸學者發表十篇論文。
八日 本校四十六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大會，於大操場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
持，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創辦人張建邦亦蒞臨會場，且本校十五所姊妹校校長夫婦、國
際交流事務主管、教授代表等，及各界貴賓、校友、教職員工生千餘人參加，場面熱烈
而隆重。
慶祝大會中，由名譽董事長林添福頒發第十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獲獎者計有陳

美研所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助理校長Dr. Roger E. Kanet蒞校，由所長戴萬欽及博士
班學生負責歡迎接待，除參加校慶典禮等活動外，並陪同參觀校園及安排其他活動。
全國公私立大學中首座廿四小時無人銀行在本校舉行啟用典禮，由副校長張家宜及
中國信託總經理駱錦明共同主持。
圖書館、文學院、教發中心、大發處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圖書館資訊的蛻變及其對
教育衝擊研討會」
。
教資系廿五週年系慶，舉辦系友座談會。

銧、許明雄、朱自立、黃隆正、陳松、江綺雯、蘇亮及林文淵等八名；並由創辦人張建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舉辦第一屆「國防科技展」
。

邦分別頒發捐款卅萬元以上者「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狀」乙紙、銀盤乙面，及募款壹

海事博物館新入藏「自由輪」模型船。

佰萬以上者感謝狀乙紙、銀盤乙面。獲頒捐款獎者計有三德大飯店董事長高達雄、新加

九日 中文系以創系教授許詩瑛的冥誕十一月九日為系生日，今年歡度四十週年，

坡三德公司總經理高新平、賽仕電腦公司總經理曾其祥、中國信託城中分行經理吳英
俊、南山人壽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楊美芬，本校名譽董事長林添福、東華書局負責人卓鑫

舉辦系慶活動及酒會。
十一日

校長林雲山博士在第五十五次行政會議上，提出全校邁向第三波短程計

淼等七人；獲頒募款獎者計有蔡信夫院長、王美蘭主任、吳錦全主任、廖述源主任、林

劃。從行政、教學、研究、推廣服務四方面提出具體方針，期勉全體同仁熱心參與、積

丕雄教授等五人。會中，校友會陳會長飛龍亦代表校友們致詞表達感謝母校教育之恩，

極支持、全面革新。

翁惠敏校友亦致贈陳木泉陶藝雕刻作品「射日」乙座，作為慶賀。
本校與台北市成淵高級中學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簽約儀式。
本校與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締結姊妹校之簽約儀式，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
由校長林雲山主持，蒞校慶祝之姊妹校貴賓均出席，為本校第四十一個姐妹校。
連戰副總統蒞臨主持本校新建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落成剪綵、啟鑰典禮，並由董事長

十三日

香港理工大學郭恩慈博士與該校學生共十二人至建築系參觀。建築系林主

任率同系上教師八人與該校師生舉行座談會。
十六日

電機系邀請英國Glasgow University教授De LaRue，因Prof. De LaRue之專

長為光電元件，由莊主任率同該系光電相關老師陪同進行專題演講。
十八日

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接待蒞校訪問之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王福

張姜文錙為大樓興建記碑文揭幕，與會貴賓尚有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考試院院長許水

祥及烏克蘭基輔大學教授Snitko Elena Stepanovna、Malikova Lecya Tarasovna一行三人，

德、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謝隆盛、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考試院副院長關中、前國防部部

並致贈紀念品。

長宋長志、體育總會會長郭宗清、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夫婦、巴拉圭駐華使節羅

廿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Dominguez Hills分校國際行銷主任Ms. Zepur Solakian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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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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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化學系教授王文竹也獲視聽媒體製作獎。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大原盛樹來校訪問。

本校羽球校隊參加民生盃羽球賽，獲大專女子組冠軍、男子組亞軍。

廿一日 建教中心舉辦第四梯次「公共工程品管工程師訓練班」開訓典禮。

本校訂定「獎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辦法」，鼓勵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綜研中心遷至騮先科學館二一八室，舉行喬遷新居湯圓午會。
「兩岸雖然相隔，如何能相容共處」研討會在台北校園舉行，由本校陸研所與兩岸
工業協會合辦。
本校全國校友聯誼總會會長亦為桃園縣長劉邦友，不幸遭兇殺，校長林雲山親至桃
園致祭。
廿二日

學生生活費、機票等。
本校電機工程博士班、應用統計碩士班、教育科技系碩士班將自八十六學年起招
生。
企管四陳雅麗參加由智謀雜誌主辦的第一屆「票選台灣最佳大學生」，從一百零八
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初選第一名。

化學系邀請孟斐斯田納西大學醫學系的鄭光川教授至校演講，講題為：

「T Cell Receptor and Modern Molecular Immunology」
。

一日 本校七十四年德文系畢業校友翁惠敏獲選日本文化促進協辦單位理事，為台
灣獲此榮銜第一人。

商學院邀請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教授田國強來校擔任淡江講座。

金融所所友會舉行，選出黃尉文為新任會長。

廿四日 第三屆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在台北校園展開，由產經系主辦。

產經所所友會舉行，選出李昆哲為新任會長。

產業經濟系邀請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田國強教授在本校舉辦三場淡江講座。

校長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接待蒞校訪問之約旦王國Mutah大學校長Prof. Dr.

廿五日 大陸中山大學科學技術學院副院長譚祥金先生應教資系黃鴻珠老師邀請來
校演講，講題為「大陸圖書館學資訊學教育的現況與變革」
。
俄羅斯研究所邀請大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倪家泰來校講學三個
月，並進行論文指導工作。
廿六曰 德簡書院負責人王鎮華先生應中文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我有一顆
名珠」
。
本校僑輔組組長邱竹林接受教育部表揚，選為「八十四學年度輔導僑生績優人
員」
。
化學系邀請華盛頓大學范揚政先生到校演講，講題為：「Advanced NMR Detected
EPR of Metalloenzymes」。
廿九日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藤井省三教授應邀蒞校演講，講題為「北京．上海─
─近代中國文學的雙城故事」。
本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舉行兩天，會中發表三項專題報告：「淡江再
造」、「學術卓越與品質管制」與「教學與電腦網路和多媒體結合」，分別由行政副校
長張家宜、副校長張紘炬及教品會執行秘書曾振遠提出。

十二月
教資系獲中國視聽教育學會評為「優良視聽教育團體」，獲最優秀的「獎牌獎」，
該系教授計惠卿並獲視聽教學媒體製作──電腦輔助教學獎牌及優良視聽學術論著紅帶

Abdulrahman Attiyat，並致贈紀念品。
四日 八十四學年度優秀青年於活動中心舉行的班代表座談會中，接受表揚，由徐
秀美等十七人獲獎。
五日

上午陝西歷史博物館科學研究處處長王世平教授應歷史學系邀請至本校演

講，共舉行二場，講題分別為五日在驚聲中正廳的「陝西古代陶俑」與六日在EA315室
的「漢唐時代的騎兵」，演講期間安排其住宿於會文館。
化學系邀請周原朗教授演講，講題為：「Borates; Photochemistry, Photophysics and
Materials」。
六日 本校校長林雲山率化學系主任王伯昌等十三位教師，參與中華民國化學學會
年度年會，並發表廿九篇論文。
九日 由教育部、內政部、外交部、僑委會、陸委會、勞委會所組成的「中央訪問
團」一行十五人，由教育部僑主委曾江源率領來校訪問，與僑生們座談。
本校財金一年級王一新同學獲得「孫運璿財經獎學金」，獲校長接見。該獎學金由
中國技術服務社設置，全國只有五個名額。
十一曰

日本市議員加藤均博士來訪本校日研所，於驚聲六○一室演講。

數學系邀請美國Univ. of Iowa數學系主任林伯祿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Some
Forming Properties in Banish Spaces」，會後並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討論數學課程
規劃並參觀圖書館。
第五十五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中程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置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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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由副校長兼任。修正「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增列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
員；副主任委員由學術副校長兼任。人事室舉辦本校工友、技工、駐衛警察轉任職員儲
備考試。設置「淡江大學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推動「迎向第三波創造校園
新風貌」工作計畫。「取消暑期例假日收發室值班」案試辦一學期再評估檢討。
十二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蒞校短期講學之大陸學者倪家泰教授，並致送紀念品。
十三日 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森澤徹先生來訪本校。
十四日 加拿大校友會舉行校友大會，選出五十七年國貿系畢業校友黃奇燦為第二
屆會長，六十三年銀保系畢業的黃台英、六十七年西語系畢業校友蔡鴻文為副會長。
十五日 高雄市校友會召開年度大會，近百位校友參與。
十六日 上午十時日本日立總合研究所蔡林海博士至日研所發表演講。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博士Dr. Ted Frick及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博士Dr. John Deller受教資
系之邀，由教學科技組王健華組長、教資系徐新逸主任及教育發展中心莊武仁院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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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本校教授也是日間部第九屆畢業的江正雄為副會長。
廿三日

教育發展中心未來學研究組展開「新未來──文化與價值

New Futures-

Cultures and Values」系列活動。
女教職員聯誼會舉辦「秀色可餐」活動，吸引三百名教職員參加。
廿四曰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捐款設立陳正炤獎學金之化學系校友朱知章教授，並致

贈紀念品。
台北縣政府提撥壹佰萬元委託本校學務處辦理，於淡水捷運站廣場舉行之「耶誕除
夕社區舞會」。
南華管理學院教務長袁保新教授應中文系邀請演講，講題為「道家思想與存在主
義」
。
廿七日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傅應川應歷史系邀請至本校演講，講題為「戰爭準

則與戰史研究──談戰爭史實的解釋問題」。

並安排於教育發展中心二樓演講，演講題目為「教育科技與教學革新：Linking K-12

學務處舉辦災害防救與防護團常年訓練。

School on the Web」及「動機理論在高等教育之應用」
。

外語學院舉行大三出國留學檢討會，檢討大三留學實施三年以來的各項事務。

拉研所邀請莫斯科俄羅斯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卓．西索納科
（Alejandro Sisonenko）來台舉辦淡江講座。
十九日 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國松昭教授應邀蒞校至日文系演講，會後並與日文
系文學組教師座談。
物理系邀請中國科學院電子顯微鏡實驗室研究員彭練矛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
「Quantitative Electron Diffraction and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礁溪鄉鄉長吳正連、鄉代會主席吳宏謀、副主席魏仁吉及六位代表、鄉公所職員一
行十四人蒞校參訪，校長林雲山陪同創辦人張建邦於覺生國際會議廳接待，並於驚聲大
樓十二樓貴賓室設宴款待。
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校長林彩梅率領行政主管等一行九人蒞校訪問。校長
陪同創辦人張建邦於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後棟九樓接待，並於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舉行座
談。
廿日

廿八日

美研所辦聯誼茶會，為李本京教授慶生。

卅日 校長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接待蒞校訪問之北京大學榮譽校長劉詩白夫婦。
歷史學系邀請系友會會長徐秀榮於觀海堂餐敘，並頒發各班學業成績優秀學生獎學
金每名壹萬元，共計三名。
化學系邀請英國Sueesex大學的徐文光先生至校演講，講題為：「Carbon Nanotube
and Nanotechniques」
。
卅一日

本校與十八所教育實習合作學校簽訂教育學習合作簽約，簽約後並安排參

觀教育發展中心、圖書館、資訊中心等單位。
數學系邀請美國Iowa State Univ.統計系教授Prof. John Stufken至本校演講，講題
為：「Orthogonal Arrays：Selected Results and Some Open Problems」
，會後並與系上教
師交換研究心得。
本校與淡江中學等十八所台北縣、市公私立中學簽訂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契約儀式，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決議：夜經濟三A黃麗雯因無直接證據，故撤消其考試

並致贈紀念品。

舞弊大過兩次的處分。建築一石千泓因行為疏忽而非舞弊行為，亦撤消其考試舞弊大過

八十六年

兩次的處分，但仍以違反考試規則論處。
廿一日 驚聲古典詩詞吟唱社參加全國大專詩詞吟唱比賽，獲吟唱組第四名，創作
組中文所卓福安等多項作品入選。
日夜電子、電機系舉行第一次理監會議，選出夜間部第二屆畢業校友陳國森為會

一月
十三日

國立中山大學「校訂共同必修科目及通識課程規劃研議小組」委員劉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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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等一行五人至本校訪問，並了解本校核心課程規劃之歷程概況，以便做為中山大學
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借鏡。
八日 教育部公布八十五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劃評鑑結果，本校在
廿五所接受評鑑的大學校院中，整體評鑑排名第四，教學與輔導、計劃擬訂與執行兩項
第一，研究為第二。
十四日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教育部長Dr. Eduardo Doryan Garron夫婦蒞校訪問，校

長林雲山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七日

教育部假本校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一天的「大學校長會議」。該會議

由吳京部長主持，為歷年來首次在私立學校舉行者，計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長及教育
部相關主管蒞校與會者，約有一百二十名。中午，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應邀專題演
講，創辦人張建邦亦出席會場，並致歡迎詞。
十九日 教育部首次舉辦的大專女生成功嶺集訓，本校報名的卅八位女同學經教育
部核定，共有十三位女同獲准參加，今天前往成功嶺報到，二月五日結束，共三個星
期。
二十日 學術副校長張紘炬、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管科所所長陳海鳴、會計系主
任王美蘭及王國綱教授五人組成的訪問團，前往中國大陸，與長沙工業經濟學院及武漢
市中南財經大學兩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廿九日返國。
夜間部轉型後的首次聯招，聯招委員會召開第一次聯招委員會議，決議由本校主
辦，考試日期訂在八月十一、十二日。
本校教育實習合作學校南港高工吳文憲校長一行八人來校訪問教育學程組，安排參
觀教育發展中心多媒體教室設備、圖書館自動化及資訊中心電腦設備。
廿一日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辦理，僑生春節祭祖典禮暨師生聯誼餐會，由校長親
臨主持。
第五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成立「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專案小組，「研議同
仁休假規定」專案小組由副校長張家宜擔任召集人。
廿三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四十三名會員由理事長張家宜帶領，前往暫遷址於三峽的
八里愛心教養院參觀，並捐贈二萬元。
廿四日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開會討論，對於資訊系講師金琍琍提出，學校對
其不續聘之不服申請，作成決議：認為申請人所陳述屬實並有理由，學校應暫時繼續聘
任。這是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成立後，對維議教師權益做出第一次貢獻。
廿五日 東南亞研究所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第一屆南海戰略與兩岸關係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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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七日

「八十六學年度北區大學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聯合招生委員會」於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第一次會議，由本校校長林雲山主持，會中決議聯招會之名稱、參加聯招
之校系、招生對象之資格及考試科目等。
西語系邀請西班牙兩位西語教學學者：University of Barcelona的Prof. Dr. Miquel
Llobera以及University Pompeu Fabra的Prof. Dr. Ernesto Martin Peris至台北校園演講，講
題為：「第二外語之教材製作及教學理論」；輔仁大學西語系多位教授亦到場聆聽，並
針對此題進行討論以交換意見。

二月
六日 英國校友會在倫敦湖南餐廳成立，選出任職於長榮英國公司的總經理葉順利
校友擔任理事長。我國駐英國代表處代表簡又新（曾任本校航空系主任、工學院長）應
邀列席。
十五日

由教育部主辦、本校承辦的北區大學博覽會，今起三天在台北市中正紀念

堂廣場舉行，共有來自全省五十八所大專院校參展，由教育部長吳京及本校校長林雲山
主持開幕儀式，李登輝總統亦蒞臨參觀。
廿日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圖書館館長及同仁共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各

項設施。
長榮管理學院副校長徐福棟及總經理賴其鵬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一日

工業技術研究院各單位圖書館同仁共十一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各項設施。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M.I.T. 教授Richard Stanley來校發表三場
演講，並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Richard Stanley教授係獲「國科會重要科技人士」
之邀請來台訪問。
廿五日

新聞局邀訪之八十六年「中南美文教記者團」一行十一人至本校淡水校園

參訪，與拉研所及西語系師生座談，以增進中南美各國朝野人士瞭解我國傳統文化及教
育發展概況，會後並參觀校園。記者團成員包括委內瑞拉「加隆尼郵報」副社長Mr.
Echenique等十一國之電視媒體與報章雜誌從業人員。
政治大學總務處、電算中心、圖書館、商學院等單位人員共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各項設施。
國防語文學校教官共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各項設施。
日本麻布大學校長中村經紀一行三人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贈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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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品。

大事記 811

由救國團主辦，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協辦之「一九九七年第七屆日本大學生訪華研

大陸研究所邀請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秘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研究員阮
銘，來校與陸研所所長張五岳博士合開「大陸黨政研究」課程，為期一年。

修團」一行十五人蒞校訪問。該團團長為日本亞細亞航空公司董事物集女重幸先生，成
員分別為慶應大學等參加中文演講表現出色的十名同學。

廿六日 徐匯中學校長及師生共四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各項設施。

十日

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訪問本校，日研所特別安排「日台關係的展望」座談會。

女教職員聯誼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舉行理監事改選，副校長兼現任理

廿七日 管理科學研究所邀請大陸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席酉民博士，今日蒞
校作為期三個月的講學及指導研究生論文。
廿八日 台灣大學圖書館同仁共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區各項
設施。

事長張家宜蟬連理事長。
十一日

黎明基金會施元榮秘書長及同仁共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化學系邀請周原朗教授至本校演講，講題為：「Synthesis of Supramolecular Polythers:
Molecular Devices and Sensers」
。
十三日

三月
一日

松濤、自強女生宿舍今起每天晚上十一時至早上六時實施門禁刷卡制度。

天津理工學院齊世聞副院長、張敬宇教授及郭樹勛先生三人，由中國兩岸

民間交流協會秘書長寇健明先生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泰國校友會在泰國曼谷成立，選出五十一年外語系校友賴敏智擔任首任會

十四日

烏克蘭基輔大學校長 Prof. Victor V. Skopenko偕夫人暨外事處長Prof. Bekh

長。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飛龍、我國駐泰國代表處代表許智偉（曾任本校

等 三人蒞臨參觀，校長林雲山陪同創辦人張建邦於覺生紀念圖書總館貴賓室接待，隨

教授、主任秘書）前往列席指導。

後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簡報。

三日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陸軍官校圖書館秦忠平館長及王福彬少尉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副校長Dr. Hamid Shirvani 及其助理 Dr. Li-Wen Lin 二人下午二時蒞校訪問座談，由學術

高雄縣私立正義高中師生共四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五日 大陸研究所上午八時卅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岸大學院校研究生教

四日

法文系徐鵬飛主任與法國國民議會文化、家庭暨社會委員會主席卜駱柯

（Mr. Bruno Bourgbroc）先生於法文系會面，並安排教學參觀，及與法文系學生座談。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成功研發「104查號服務」，使盲用電腦能與中華電信公司的主
機連線，讓盲生也能從事104查號台的工作，本校並與中華電信及愛盲基金會合作，提
供盲用電腦設備及代訓視障朋友操作，並首次招考選出視障及左手肢障的陳娥驥參加訓
練。但事後電信局改變策略，並未錄用。
六日 「八十六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由
校長林雲山主持；成淵中學等十八所教育實習合作學校之校長及其所屬主管行政機關亦
派員出席會議。本校副校長、一級單位主管均出席會議，會中並通過八十六學年度教育
實習教師整體輔導計劃。
中央大學圖書館洪秀雄館長及同仁共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日

教育部第一次舉辦八十五學年度「師資培育機構教育學程訪問評鑑」，教育

育學術研討會」，兩岸學者專家約五十人參加，會中針對兩岸研究生培養、學位授與及
聯合培養研究生、互派研究生、互派訪問學者等課題，進行探討。
十七日

北美大學外籍學生顧問訪華團Dr. Noami F. Collins一行共十人，蒞臨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環保委員會於新工館大廳舉辦「八十五學年度學校及社區環境保護教育推廣運
動」，由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儀式，環保署署長蔡勳雄蒞臨剪綵致詞，並參觀環保知
識、環保攝影、電動機車等展覽。
十九日

大傳四熊婉君代表本校參加大專盃高爾夫球賽，榮獲女子組個人第一名的

佳績；男子團體組亦獲第四名。
廿日 布拉格查理大學東亞系包捷教授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一日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教育第三波：教育改革及教學革新研

討會」，約八十人與會，教育部中教司副司長曾坤地蒞會致詞。

部官員及教育學程訪評委員一行十人至本校進行教育學程辦理成效訪視，由校長林雲山

廿四日

主持業務簡報及綜合座談，並由本校相關行政單位主管及教師陪同，安排參觀教育發展

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凝態物理組Mike Payne博士至本校演講，講題為「First

中心教學科技設 施及圖書館自動化設施。

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等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Principles Simulations of Grain Boundary Sliding and Dynamical Simulations of Meta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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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

Zepur Solakian教授下午二時蒞校，於L501室與本校師生舉行一場座談會，會後參觀覺

歷史學系假本校淡水校園覺生紀念圖書館臺灣史資料區舉辦「臺灣本土化系列活
動：淡水學──淡水憶舊」，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暨校長林雲山博士主持開幕剪綵典禮，
臺北縣議員楊燦煌、滬尾文物館負責人莊武男先生、觀音山出版社負責人楊蓮福系友應
邀蒞臨參觀。
廿五日

大事記 813

生紀念圖書總館。
桃園縣校友會晚上七時，假桃園市龍和餐廳補選理事長，由現任立委、六十六年教
資系畢業校友吳克清任理事長。
廿八日

外語學院與大陸大連外國語學院合辦「第二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上

午九時起在驚聲國際廳舉行，大連外國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天
津外國語學院四校之校長、副校長及教授代表十人與會，共發表四十五篇論文。
商管學會於五虎崗廣場舉辦「第十四屆淡江大學資訊展暨淡水鎮資訊展」，淡水鎮
代鎮長盧慶忠亦蒞臨致詞。
大連外國語學院日本語學院院長陳岩教授及漢學院院長徐甲申等二人，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外交部邀請之哥斯大黎加基督社會聯合黨總統候選人Dr. Miguel Angel Rodriguez
Echeverria夫婦與前哥國外長Dr. Bernd H. Niehaus夫婦、前總統府部長Mr. Rolando Lacle

台灣海洋大學教務處、圖書館及電算中心同人共十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第四團一行共十一人，由外交部秘書張鈞宇陪同蒞校參觀，學
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美研所師生亦在場參加座談。
廿九日

花蓮校友會下午二時在花蓮美侖飯店舉行成立大會，會中選出六十一年化

學系畢業校友、現任東華大學教務長的黃文樞擔任理事長。
本校中文四余政勳等十三位同學獲選八十六年救國團甄選大專優秀青年，今日參加
全國各界青年節表揚大會，接受公開表揚。

四月

Castro夫婦共六人，至本校淡水校園訪問，並發表演說，講題為「哥斯大黎加之現

十日 海洋大學圖書館楊文彬館長及同仁共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況」
，藉此使拉研所與西語系學生瞭解哥國現階段之政、經、文、社狀況。

物理系邀請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物理系Ronald Kantowski博士至本校與老師做有關

歷史學系邀請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第二學群長大濱徹也教授蒞校講座，以「近代日本
的構圖」為總主題，共舉行三場演講，分別從政治、文化、宗教等三個層面來介紹剖析
近代日本的真正面貌。三場講題分別為：「日本國民國家的形成」、「近代日本的民眾
圖像」
、「追求精神的革命」。
廿六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務長張煥發教授一行共五人上午十時由中壢高中校長
戴博文陪同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簡報。
河南省昇達經貿管理學院侯恆院長與河南省文教相關官員一行六人，拜會校長林雲
山，表達邀請本校商管兩院教授至該校講學的意願。
天津外國語學院院長錢自強、遼寧教育研究院院長鄧曉春、大連外國語學院院長汪
榕培及英語學院院長趙忠德等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重力場論研究的短期合作，並於十五日做專題演講，講題為「The Effect of Mass
Inhomogeneities on Determining the Cosmological Parameters」。
本校劍道社男女劍道代表隊應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姊妹校之邀，由校長林雲山率領前
往日本出席劍道親睦會，十三日返國，開創校以來社團國際交流之首例。
位於圖書館五樓，本校新設的非書資料室正式啟用，由創辦人張建邦、副校長張家
宜、張紘炬共同剪綵。
十二日

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率領該校一級主管一行廿二人蒞校訪問，由本校學術

副校長張紘炬主持座談會，一行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後，下午一時，中原大學於本校驚
聲國際會議廳召開行政會議。
大傳系舉辦的「1997淡江大學國際傳播研討會」上午九時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邀請陳占平教授來校訪問三個月，陳教授任教於美國

舉行，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式並致詞；創辦人張建邦闡釋「三化──國際化、

喬治亞大學廿年，並擔任統計諮詢中心主任六年，有非常豐富的統計實際應用經驗。訪

資訊化、未來化」結合國際傳播的效果。整個活動包括兩場主題演說、七場研討會，由

問期間將發表五場演講，並與本系老師進行學術合作交流及與博士班學生進行研討。

美、加、英、日、韓、俄、港及我國新聞從業人員共同研討。

廿七日

台灣大學圖書館吳明德館長及同仁共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道明格致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s Hills）Mr.

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師生共三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三日

建國中學學生共七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四日

台北校園圖書館整修後重新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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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本校由創辦人張建邦代表，下午一時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與力霸友聯衛
星電視台董事長王令麟及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迪恩．米爾斯（Dean Mills）簽
訂三方合作備忘錄，備忘錄的主要內容包括：三方交換課程、交換學生、記者訓練及密
蘇里協助友聯衛星電視大樓設計、在美設立新聞中心、辦事處等合作事宜。
十七日 德國波昂大學資訊研究暨語音學系之系主任Prof. Dr. Winfried Lenders夫婦
於赴日本東京講學之際順道來台，由靜宜大學文學院華語文教育中心主任Dr. Josef
Szakos陪同前來本校外語學院，瞭解與本校交流之情形，並於十八日訪德文系，與賴主
任洽談本系波大留學生之語音訓練課程。
資訊中心接受農田水利會委託，主辦「農田水利會會長暨主管人員業務電腦化研討
會」
，在本校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
十八日 教育部軍訓處副處長及蒞校督考人員一行共十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非書資料室。

大事記 815

後供外籍師生使用，未來蓋宿舍時亦可列入考量。
廿六日

本校桌球等五項體育校隊選手，參加在嘉義中正大學舉辦的八十六年度全

國大專運動會，共獲得兩項團體亞軍、游泳接力第八及個人組第十三獎項。
廿八日

本校淡水校園商館展示廳舉辦「文學週：臺灣本土藝術瑰寶──交趾燒」

展覽。廿九日下午一時由副校長張家宜主持開幕剪綵典禮，並邀請製作交趾燒師傅葉星
佑先生至現場示範捏陶過程。
本校八十五學年度行政人員全面品質管制（TQM）研習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上、下午各一場，由副校長張家宜主持，會中邀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劉漢容進行
專題演講，題目為：教育的全面品質管制，之後舉行綜合座談。
廿九日

航太系主辦「1997海峽兩岸航空太空模擬技術研討會」，大陸北京仿真中

心蔣酇平主任及王東木總工程師等一行八人來校參加。
本學期「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並頒發八十五學年度

廿一日 成淵高中師生共四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優良導師獎，計有卅位導師獲頒獎金五千元及獎牌乙面。會中並分別邀請邱耀初教授及

廿二日 美研所上午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美國利益與江澤民訪問莫斯科」

張光正校長作專題演講。

研討會，與會學者有外交部陳岱礎顧問、前國防部葛敦華次長、國民黨陸工會陳明副主
任、政大社科院周煦院長、台大政治系陳志奇教授、美研所李本京教授及戴萬欽所長。
廿三日 陸軍3331部隊軍官團一行六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四日 化學系邀請大陸廈門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至校演講，講題為：「物理
化學的前沿領域及其在中國的發展」
。
廿五日

非洲塞內加爾共和國新聞部長兼政府發言人Serigne Diop上午九時卅分蒞

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CAI發展趨勢座談會」與會人員共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
區及電腦資訊設備。
「台灣省高級中學八十五學年度圖書館輔導北一區讀者利用指導研習會」與會教師
共六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第十屆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發展趨勢研討會」分兩天於本校淡水校園及台北校
園舉行，校長林雲山及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學會理事長趙榮耀共同主持開幕典禮。
第五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同仁的休假天數應以每年平均可休天數計算，凡八十二
年至八十五年接到休假通知書，應以個人未屆滿休假年份，採用新辦法同級每年可休假
天數計算，支領不休假獎金的上限仍以原來可休天數的三分之二計算。修訂「淡江大學

三十日

警察專科學校圖書館主任及同仁共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月
八十五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本校共有七十三人獲獎，甲種有鄭啟明等六十八
人，乙種有伊斯奎等五人。
八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評鑑首次以選擇題答案卡式之紙張做評鑑，並增加體育
科目，其評鑑題目由體育室自行設計。
一日 本校教職員服務證改用磁卡設計，今日起出缺勤紀錄皆以刷卡方式顯示。
化學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的Handy F.R.S.教授至本校舉辦「理論與計算化學研討
會」，由該系林志興及王伯昌老師負責招待。
教育部長吳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教育部吳京部長與本校師生座談會」，會中
就「大學自主」、「教授治校」、「學生生涯規劃」三項主題討論。
本校巴拿馬校友會在巴拿馬市最著名的中餐廳龍鳳酒樓舉行成立大會，會中五十餘
位校友及眷屬一同參加，推舉西語系五十五年畢業校友陳資源任會長。
二日 日本德山大學校長淺野一郎伉儷上午九時卅分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座談，隨後參觀資訊中心、圖書館。

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並更名為「淡江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為解決

日本筑波大學院長伊藤朗博士夫婦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外籍生住宿問題，現階段請學務處提供校外宿舍資料，由國交會選定地點，由學校包租

五日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獲得行政院八十六學年度為殘障者「職務再設計」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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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分別得到視障及肢障兩項獎項，共獲獎金二十萬元，下午二時由洪錫銘教官與盲
生資源教室張國瑞代表，前往台北市政府受獎。
七日 化學系邀請法國Louis Pasteur大學的Jean-Francois Biellmann教授至校演講。
八日 保險學系主辦的「保險與危險管理學術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校
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財政部保險司司長鄭濟世做專題演講，題目是：「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之規劃與實施」
，三場論文發表共有九篇論文要發表。
十日 歷史系於本校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臺灣開
發史」，並於九日晚間假圓山飯店柏壽廳宴請論文發表及評論等學者。此次會議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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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二日

化學系邀請英國Glasgow大學化學系的Joseph D. Connolly 教授至本校演

講，講題為「Natural Produc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
廿四日

校 長 林 雲 山 與 東 南 亞 所 教 授 麥 留 芳 赴 加 拿 大 皇 后 大 學 （ Q u e e n ’s

University）
，參加「第五屆中加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廿六日

歐研所邀請前蘇聯戈巴契夫總統特別助理暨新聞發言人葛拉契夫（Andri

Serafimovitch Gratcher）蒞校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主題為「從俄羅斯觀點看歐洲整合
過程」。

場，共計發表九篇論文，與會學者來自不同的領域，整合了臺灣史方面的各種研究成

水環系與電機系獲學校核定，榮獲八十六至八十九學年度之重點系所。

果，會議圓滿成功，頗受各界好評，會後論文集交由國史館出版。

廿八日

十三日 教育部「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訪視會議」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來訪的委
員有鄭丁旺、林清江、李亦園、馬水龍、陳文村、劉維琪。教育部此行係為健全私立大
學校院建立嚴謹之教師審查與評鑑制度，並藉此檢討授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落實自審
期程。訪視委員對本校教師獎勵、教師審查、教師評鑑制度健全，均表贊許。
上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顧問顧明教授及東方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嚴家棟教授，蒞
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四日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前校長野村東太博士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覺生國際
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五日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姊妹校校長Mr. Gustaf Lindencrona伉儷等一行五人下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校長Dr. Thomas Mitchell及該院教務長Dr.

Andrew Mayes下午三時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
談，會後參觀資訊中心、海博館、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九日

瓜地馬拉馬洛京大學（Universidad Francisco Marroquin）校長Dr. Fernando

Monteroso夫婦下午三時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
談，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參加一九九七第四屆海峽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的五位大陸學者，由銘傳管理學院教
務長林進財及黃旭男教授陪同蒞校參觀。

六月

午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廳主持簡報及座談，座談中對於與本校中文系合

本校核定水環系及電機系為八十六學年度重點系所，獎助年限四年。

辦學術研討會有熱烈之討論與共識。

二日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承辦八十五學年度「輔導大專視、聽障礙學生資源教室專

由教育部委託本校研發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系統完成開發，今日起至廿八日，
分別於北、中、南三區進行七個場次的研討會，有86所大專院校參加。

業人員知能研習營」，今、明兩天在台北校園及山海觀渡假山莊舉行，主題為「以科技
資訊提昇資源教室功能」，由現於各大專院校擔任輔導視聽障學生的六十名老師參加。

西語系假本校台北校園之校友聯誼館舉行「第四屆西班牙語教學研討

六日 拉研所假淡水校園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中華民國第五屆拉丁美洲國際

會」，由系主任王秀琦主持。會中邀請全國西語教學家靜宜大學沈拉蒙教授等十二位發

學術研討會」
，校長林雲山博士主持開幕典禮，海地Sonny Seraphin大使、亞洲地區西語

表論文，並有三十多位西語教師出席針對論文進行討論。

教師協會韓國主席I-Bae Kim博士致開幕詞。與會學者以「拉丁美洲與亞洲太平洋地區

十七日

二十日 台北市新生國小籌備處校長劉美娥、永樂國小校長陳福源、指南國小校長
陳順和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管科所舉行「管理學院管科所短期留學授旗典禮」，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共
有八位管科所一年級的研究生，取得赴美姊妹校作暑期進修的機會。
廿一日

美國葛蘭德凡利大學（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商學院院長 Dr.

Emery C. Turner夫婦一行共五人下午三時蒞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合作關係與未來發展之展望」為主題，展開四場論文發表會議，並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
論，共發表十二篇論文。
十一日

智利京伽必耶密斯塔大學主任希內斯（Dr. Jesus Gines Ortega）夫婦一行

二人，由外交部中南美司顧問陪同參觀本校拉丁美洲研究所，並與該所師生舉行座談
會。
第卅七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校長遴選辦法」，詳訂遴選委員會各類委員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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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修正「淡江大學組織規程」，各學院、系、所改由「附表」型式呈現。修正「淡
江大學辦事細則」，本校規章分為：規程、設置辦法、設置要點、規則、細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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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學則七種；除辦事細則及增設非大學法所訂之中心或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外，

一日 八十七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副教授葛煥昭兼學生事務長，專任教授林森鈴

「設置辦法」、「設置要點」、「規則」、「細則」均經行政會議通過；「辦法」報請校

兼外國語文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黃德壽兼體育室主任，專任副教授洪欽仁兼秘書室主

長核定，但法令另有規定或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審議通過「淡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任秘書，專任副教授宛同兼人事室主任，專任副教授莊淇銘兼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

設置辦法」。修正「淡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並更名為「淡江大學教師

秘書。

申訴評議辦法」。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待遇服務規則」部份條文：兼課、兼職需專案
核准、新訂助理教授基本授課時數為九小時。
十三日 第三屆學生會正、副會長共有三組人馬競選，由土木系于懷垣、機械系林
益全當選。
貴賓、各校友會理事長、系所校友會長及學生家長應邀蒞臨觀禮。今年共有6438位畢
業生，典禮中頒發畢業證書及表揚獲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共一百二十二位
優秀畢業生。

「九七後海峽兩岸三地之關係」國際研討會，為期兩天，共邀集了台灣、香港、新加
坡、泰國、美國等各國學者專家及國內企業人士與會，各方討論熱烈，總計約二百七十
十四日

文學院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承辦「暑期圖書館專業學分班」，教育部中教司

許泰益科長蒞校指導致詞，勉勵學員在六週課程中要確實學得圖書館專業知識。
中文系舉辦「第六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中國文化中的審
美意識」，邀請大陸、日、韓、美、香港等地廿一位學者參與研討。

數學系以「重點系計劃」，邀請國際知名代數數論專家賓州州立大學數學

系李文卿教授至本校訪問，舉辦系列「數論研討會」
，並與該系老師研討切磋。
十八日 美研所於台北校園舉辦「馬歇爾使華五十週年與美國未來對華政策」國際
研討會，邀請當時駐軍中國的艾勒將軍及俄國大使列達夫等歷史見證人及學界人士約四
十人與會，並有國內外人士發表八篇論文。
廿三日

東南亞研究所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國際會議廳舉辦

人共襄盛舉，會議成果豐碩。

十四日 畢業典禮上午九時假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創辦人張建邦、本校董事及各界

十六日

四日

西研所聘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英文系教授夏普絡（Dr. Michael

Shapiro）來校開設為期五週的暑期密集課程，開課內容為「文藝復興時期戲劇」，開課
對象為西研所碩、博士班之同學及其他有興趣之同學。
廿四日 哥倫比亞巴蘭幾亞自治大學校長Prof. Dr. Mario Ceballos夫婦蒞校參觀，
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廿五日 台灣區域研究院梅可望院長暨越南高級資訊網路專家學者訪問團一行十人
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七日 澳洲伯斯Curtin科技大學法商學學院院長Prof. Douglas N. Yorke一行七人蒞
校訪問，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後參觀資訊中心、海
事博物館及圖書館。
物理系邀請全世界最大的科學計算軟體公司MSI英國研發部門首席研發科學家
Victor Y. Milman博士至本校擔任「淡江講座」並進行技術上的交流。

十九日

學務處配合教育部「相約在大學」計劃所舉辦之「捷運到淡水、相約在淡

江」活動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參加之學生與家長對本校優美之
校園、圖書館及教學設備留下深刻印象。
廿五日

本校美研所戴萬欽等四位教授前往北京，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舉

辦一場名為「美國歷史暨社會」之學術研討會，共發表四篇論文，會後前往上海復旦大
學美國研究中心舉行一場座談會。

八月
教務處網站成立。
本校承辦八十六學年度夜大聯招，圓滿達成任務。
建築學系舉辦「樹林裡的熱帶魚──建築夏日營」，有一百多名高中及大學學生到
建築學系工作一週，並在台北誠品書店舉辦成果展覽，此次活動之經費由三寶建設公司
支應，其中有四名師資由日本延聘。
一日 物理系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克雷恩教授來校訪問，與該系薛宏中老師、李明
憲老師和中研院計算中心林誠謙主任確定了合作方向。
本校第一屆「短期海外留學生獎學金」，經國際交流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在
廿五名申請同學中，由夜英文二董翠屏及西語二蕭士泰兩位同學獲得，每人將可獲得獎
學金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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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中華醫專圖書館蔡主任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區空間規畫及非
書資料服務。
六日 本校西語系三年級徐靜儀同學獲得巴拿馬政府提供全額獎學金，今日赴巴拿
馬大學研習一年。這項甄選由教育部主辦，全國僅兩個名額。
七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經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物理系柯恰亮教授來校與該系楊棨
老師進行超導理論的合作。
九日

物理系和同步輻射中心合辦「X光吸收光譜國際研討會」，邀請D. Sayers教

授、B. A. Bunker教授、T. K. Sham教授、A. Fontaine博士、N. Kosugi教授、T.Yokoyama
教授、J. Crain博士至同步輻射中心和本校做專題演講。
十一日 圖書館界耆老沈寶環教授自美返國，由台灣分館林文睿館長、陽明大學圖
書館廖又生館長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六日 本校為與學生家長增進良好溝通機會，讓家長們更了解本校教育理念，今
起舉行北、中、南三場家長座談會，今日於屏東市仁愛國小、十七日於南投縣草屯鎮老
人活動中心、卅日於宜蘭市蘭陽女中。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八十五學年度結業典禮上午十時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
六十八位結業同學從校長林雲山手中接下結業證書。
十七日 台北市校友會上午十時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召開會員大會，選出新任
理事長羅森，正式改組成立新一屆校友會。
十九日 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楊宗英先生、自動化研究室主任鄭巧英小姐，
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日 外語學院各系及國際貿易學系、公共行政學系三年級學生出國修習學分授旗
典禮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由創辦人張建邦及校長林雲山授旗，約有一百卅餘
位同學成行；會中並頒發短期海外留學獎金二名，每名三萬元，分別由西語系蕭士泰同
學、英文系黃翠屏同學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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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本校八十五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歷史系邱仲麟講師、數學系張慧京副教授、水
環系盧博堅教授、產經系莊孟翰副教授、資管系黃明達副教授及英文系杜德倫副教授六
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本校增設教育科技學系、二年制應用日語學系、營建工程技術系、建築工程技術
系、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設立。
夜間部停招，轉型為進修教育學士班，計有：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會計
學系、公共行政學系。為因應轉型後，日間排課之需求加大，八十六學年度之排課時段
增加12:05∼12:55，以增加教室空間之使用效率。
商學院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奉准分成A組及Ｂ組。
一日

烏蘇里克市市長Mr. Vladimir Vedernikov夫婦及遠東大學校長Mr. Vladimir I.

Kurilov夫婦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並座談。。
四日

屏東師範學院圖書館陳館長暨編目組組長，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王渝生教授應歷史學系邀請蒞校參觀訪
問，同行並有臺灣綜合研究院研究二所所長龍村倪教授，並拜會學術副校長張紘炬。
第五十八次行政會議通過：依教育部公布新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職員薪級表」，
增加新設職員職務等級及助理教授薪級。
六日 靜宜大學圖書館蔡館長及同仁等一行廿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九日 八十六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於國際廳舉行，共有五十三位專任教師參
加，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前董事長張建邦亦蒞臨致詞，會中安排五場專題報告。
十一日

台灣省公共圖書館資訊網路輔導諮詢委員會委員廿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本校國際研究學院與大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共同舉辦的「一九九七世界新格局與

廿三日 技術學院與台北國際青商會共同主辦「跨世紀台灣經濟研討會」
。

兩岸關係研討會」，今明兩天於上海舉行，本校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楊棨帶領十位教授

廿五日 台北縣淡水鎮新興國小教學組組長及圖書館教師等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前往參加，雙方共發表十八篇論文。

念圖書總館。
廿八日 交通大學孫春在教授暨圖書館組主任等共七位，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及請教有關遷館事宜。
卅一日 淡江大學台北、桃園縣市新生家長座談會上午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
長林雲山主持，會場座無虛席，學生與家長參與踴躍，反應熱烈。

十二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安排參加「ASCA網際網路資訊資源與技術應用」

研習會之亞洲地區九個國家之學員十八名暨工作人員二名，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本校姊妹校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交流部部長及課長蒞校訪問，由日研所協助接待，
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上午日研所協助接待日本早稻田大學後藤教授等人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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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創辦人張建邦於
會中提出本校未來發展藍圖，在公元二千年前後，淡水校園將有三幢新建築物出現，蘭
陽校園將迅速在礁溪矗立，覺生紀念圖書館將成為全國最迅速、最完整的一流圖書館，
而淡江大學勢必超越甚多的國立大學而成為全國最優私立大學中的翹楚。
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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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建築學系邀請荷籍國際知名建築師Herman Hertzberger來系演講，並與學生討論作
品。

今起一連三天分六梯次舉行「八十六學年度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並由

一日 化學系邀請在天然物化學及有機機能化合物化學有豐富研究經驗之日本東和

校長林雲山、副校長張家宜、張紘炬及一、二級單位主管率領新生走上一百卅二階的克

大學東洋研究所所長竹下齊博士蒞校擔任「淡江講座」，來訪期間舉行三場演講，並與

難坡。

該系師生進行學術交流及研討。

二十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蒞校作為期兩週的集中講學課程「日
本社會福祉論」。
廿二日

本校新版學生證發放，除基本的身分識別外，同學可憑證刷卡進出圖書

館、資訊中心電腦室上機實習，而住在女生宿舍的同學亦可以學生證刷卡進出。
廿三日

東華大學圖書館同仁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育部軍訓處處長宋文及暨台北縣各大專院校總教官等廿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館。
二日 東南亞所本學期開設「東南亞國家專題講座」課程，邀請數位國內外專家、

本校為了能合法使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由教育部審核通過，發給本校

學者及政府官員蒞校演講，並由該所師生陪同參觀校園及圖書館。二日中國時報巡迴特

「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執照」
，是全國私立大專院校中，第一個取

派員徐宗懋先生，講題為「馬哈迪與馬來西亞」；九日外交部外交人員講習所所長劉伯

得該項執照的學校。

倫大使，講題為「菲律賓可提供給我們的機會」；十六日澳洲Giffith University亞洲與

廿五日 教育部委託圖書館舉辦的「八十六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

國際問題研究所Ms. Nancy Viviani，講題為「Australia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聯席會議」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主題為「電子化期刊及索引、摘要服務的新架

廿三日外交部常務次長鄭文華先生，講題為「我國的東南亞政策」；三十日考試院銓敘

構」，計有七十三所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或代表及列席人員共有一一二人出席，會議由

部部長邱進益先生，講題為「新加坡的政治與外交」。

校長林雲山主持。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盧慶塘應大陸東北大學之邀訪問該校，順道拜會北京清大，
清大方面非常熱忱的希望促成兩校學生交流，並研擬出初步辦法，如該校每年提供大學
部學生四十個、研究所二十個的交換生名額。
廿七日 教發中心通識與核心課程組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卅分於覺生國際會議廳召
開核心課程教學研討會，邀請全校擔任核心課程的教師一同切磋及交流，有近二百位教
師參加，並邀請考試院考試委員林清江進行一場專題演講，再由學術副校長兼核心課程
協調會總召集人張紘炬主持兩場各學門教育目標與教學示範，並舉行綜合座談研討。
廿九日

本校BBS站（蛋捲廣場）自八十三學年度開站以來，其版本經過本校資訊

三日 八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刪除學務長、夜間教學行政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教師代表改為教授代
表，並修正代表人數。
四日

電機系邀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電子及電機工程系迪

拉陸教授（Richard M. De La Rue）來校短期講學，六、七日、九日於驚聲中正堂舉辦
三場講座。
五日

教育部在本學年度試辦大學綜合評鑑，各受評鑑學校需組成「自我評鑑委員

會或小組」，因此，本校於今日舉行的行政會議中成立「八十六學年度評鑑專案委員
會」
，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擔任主任委員。

中心的三次改良，目前本校的BBS站已成為國內第一個能夠同時上線超過一千人的電子

六日 校長林雲山與工學院院長馮朝剛應邀參加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四十週年校慶活

佈告欄系統，本校BBS站系統上線人數的上限為一千六百人，這亦是目前所知在TANet

動，九日則應邀訪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並簽署兩校合作協議書，十日順道參訪天津南

學術網路上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冠。

開大學。

三十日 台中市立文心化中心圖書組同仁共卅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越南國立社會科學及人文中心之北美研究中心的Dr. Do Loc Diep所長及Dr. Nguyen
Thiet Son副所長來校訪問，雙方並互贈出版品。

七日 民生教育基金會安排參加兩岸尊師重教研討會之大陸各省教授廿五人，蒞臨
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台灣科技大學圖書館楊館長暨同仁一行五位，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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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教授宮島達夫及武藤見吾等八人至本校舉辦交流見

習，以實習老師的身分，擔任日文系會話課的老師。
校長林雲山、學術副校長兼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張紘炬、教務長、各學院院長
等一行八人前往姊妹校訪問十天，此行共參訪日、韓、俄共八所姊妹校及日本名校早稻
田大學，並會商進一步的學術交流事宜。
十四日

本校首度舉辦全校性「辦公室資訊化應用競賽」，除教師及一級單位主

管、工友可自由參加外，全校所有職員皆須參加。
十五日

美國明尼蘇達州聖克勞德州立大學（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研究院院

長紐立斯（Dennis L. Nunes）博士來校訪問，由工學院院長馮朝剛接待，雙方商討學術
交流可能性，會後陪同參觀覺生圖書館、海事博物館及校園。
技術學院下午四時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本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院務會議，
會中決議將在下學期試辦日語課程，由同學自由選修。
化學系邀請美國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Tames G. Traynham博士蒞校發表演
講。
十六日 正風會計師事務所同仁及東吳大學教授等一行四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總館。
十七日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師生一行卅人，由本校公行系師生陪同，蒞臨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本國際教育協會專務理事河野秀夫先生率領的日本六十九所大學教職員代表訪問
團一行七十七人蒞校訪問，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於 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該
訪問團成員，分別來自日本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及日本之財團法人內外學生中心、
財團法人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全國專修學校各種學校總聯合會，訪問團規模龐大。
中文系舉辦一年一度的「台灣民俗田野調查學術研討會」，會中邀請到數位知名學
者進行專題演講，如懷寧傳播公司導演彭啟原主講「人物採訪」、中央日報長河版主編
張堂錡先生主講「『白馬湖作家群』的遺風餘韻」、彰化師大國文系趙衛民先生主講
「作家與自然」
，另外國花葉金枝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蔡葉偉先生則針對「田野調查在
淡水鄉土教育資源上的運用」進行專題演講。
十八日 西語系邀請宏都拉斯及薩爾瓦多兩國共九位成員之舞蹈團，假本校學生活
動中心，表演極富中南美洲傳統特色之舞蹈。
「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八十六年會員大會暨現代化檔案管理研討會」
與會人員一行卅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管科所博士班畢業生聯誼會下午六時假台北福華飯店舉行成立大會，師生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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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共聚一堂，會中選出第一屆會長吳再益，副會長為梁德昭。
二十日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總務長鈕撫民及體育室主任黃德

壽等組成的考察團，到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參觀該校新建體育館。
廿一日

中南財經大學校長汪行遠所率訪問團一行四人蒞校訪問，行政副校長張家

宜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三日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對外關係室主任Dr. Ivan Filby暨該校教授Mr.

John Murray下午二時卅分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於T305室主持座談會。
廿七日

菲律賓學術與研究圖書館學會會員一行廿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美利堅大學全球首都計劃華盛頓項目主任大衛．伯朗教授（Dr. Brown）蒞校訪
問，本校創辦人張建邦接見，商談兩校建立姊妹校事宜，並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總務長鈕撫民及體育室主任黃德壽等組成
的考察團，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參觀。
女教職員聯誼會訪問團由該會理事長，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帶領，上午十時探訪八里
安養院，除致贈慰問金三萬元外，並當場選購近一萬元的手工藝品，將在校慶日義賣，
收入將做為女教職員聯誼會會務基金，並轉贈慈善機構。
廿八日

文化大學圖書館陳館長率建築師及圖書館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卅日

美國加州州立長堤大學美語語言機構助理執行長Ms. Teresa Ross來訪，此行

目的在研擬明年暑假建教中心組團赴該校作短期語言課程之計劃。
由本校創辦人、前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現任總統府資政張建邦擔任總策劃之
「國家安全戰略叢書」三冊已全部修訂完畢，今日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與麥田出版
社舉行出版簽約儀式，預計於明年元月出版發行。

十一月
三日

美研所所長李本京接待來訪之美國伊利諾大學副校長Dr. Larry Faulkner、助

理副校長劉炯朗教授及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于子橋教授等三人。
四日 元培醫專圖書館同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日 俄研所受國關中心合作交流組委託，招待俄國學者訪問團，由該所彼薩列夫
所長、劉克甫教授、歐安得副教授及學生十多人舉行茶會並座談，會議由國際研究學院
楊棨院長主持，外賓計有華盛頓國家安全理事會資深研究員特洛費明科博士等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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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八次校務會議通過：「城區總務組」更名為「總務組」
。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為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及該會改組成立，舉辦餐會。

化學系邀請現任斯洛瓦克化學會會長Dr. D. Berek蒞校舉行專題演講。

外語學院邀請開設第二外語之十二所國中及與本校有教育學程合作關係之卅所學校

七日

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學員共廿一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校長、教務主任等蒞校，除了參加校慶慶祝大會，參觀外語學院各系與圖書館軟硬體設
備之外，還參加外語學院在文學館二樓實驗劇場舉辦之戲劇觀摩。

為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舉辦之蘭花展舉行剪綵儀式，由創辦人張建邦主持。此次蘭
花展由總務處主辦，參展蘭花總數約在七、八百盆之間，展期六日至八日。
八日 本校四十七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會開幕典禮及「淡江菁英」金鷹獎頒獎
典禮上午九時於運動場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長林添福、

英國赫爾大學安全中心副主任Dr. Eric Grove蒞臨國研所與翁明賢所長晤談學術交流
事宜及草擬意願信，並參觀校慶活動及國防科技展。十四日下午前往拜會創辦人張建
邦，在其指導下雙方簽署「合作意願書」，以進行雙方進一步合作細節及草擬正式的合
作協議。

本校董事、行政院體委會主任委員趙麗雲及各界貴賓、校友、教職員工生數千人一同參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將二年來發表在淡江時報「指南針」專欄的三十八篇文章集結，

加慶典。典禮中名譽董事長林添福頒發第十一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獲獎校友分別

另收錄四篇共四十二篇，以「永遠的克難坡──與淡大同學話家常」為題，於今日出版

是：曾文雄、王一飛、陳飛龍、詹德松、廖萬連、江奉琪、龔鵬程、葉仲麟等八位。為

專書。

表揚捐款人慷慨捐輸，創辦人張建邦並頒發感謝狀給捐款三十萬元以上之捐款人，計有
三寶建設公司總經理李俊傑、化學系校友李茂昌先生、企業管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教科系於文館108室舉行新系成立及實驗室落成慶祝典禮，由文學院院長傅錫壬主
持。

長洪寶彩、南山人壽及廣信群益會計師事務所；另頒發勸募滿壹佰萬元獎者有建築系鄭

舉辦第二屆「國防科技展」，由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

晃二教授。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於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建築技術資訊化教學成果展」，

校慶運動會由機械三胡訓祥同學代表全體運動員宣誓後，由馬術表演揭開序幕，緊
接其後的是八百位同學帶來的體適能有氧韻律帶動跳。之後還有教職員趣味競賽，比賽
部分，共有十個競賽單位五十七個系所938人，參與角逐二十一個項目金牌，參加人數
超越以往記錄。
資訊中心主任施國肱代表本校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與中華電信公司淡水營運處經理鄭
健郎簽訂「非對稱性數位用戶傳輸設備（ADSL）」意向書，整個儀式由校長林雲山見

邀請創辦人張建邦博士蒞臨主持。
十日

卅分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台中體育學院圖書館萬清和館長及同仁等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紐西蘭Otago大學國際研究中心Dr. Ian Smith博士訪問本校，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委
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證。
以開發爪哇語言（JAVA）而聞名的昇陽公司（Sun Microsystems），其台灣分公司
捐贈本校一全新工作主機及十五部微型主機，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哥斯大黎加中美洲大學校長威廉．賽門教授（Dr. William Salom）上午十時

國防醫學院教務長童吉士及同仁等一行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十四日

中文系邀請中日韓廿三位學者至本校參加「第二屆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

行捐贈儀式，由校長林雲山代表學校接受捐贈。昇陽電腦公司總經理李大經係本校資工

會」，並發表論文。開幕式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另邀請哲學大師蔡仁厚教授作專

系校友。

題演講。

大學發展事務處舉辦「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義拍賣活動」，拍賣物品包括各單位捐
出來的字畫、石雕、瓷器等，共四十七件之多，拍賣總金額達一百零六萬八千元，納入
學校募款基金，義賣所得歸各單位指定使用。
全國淡江大學校友會全國聯合會籌備會假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本校全
國校友總會聯誼會會長杜振榮主持並當選籌備會主任委員。
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於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年會。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林館長及同仁等一行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研所一連兩天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國際化時代之異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
會，約二百人與會，邀請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林金莖、東京筑波大學教授副田義也、佐藤
守弘教授、菱山謙二教授、日本立命館大學西川長夫教授、本校歐研所所長張維邦以及
本校日文系所教授等共同參與，會中共發表十篇論文。
十五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陳占平教授來校訪問二個月，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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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於美國喬治亞大學廿年，並擔任統計諮詢中心主任六年，有非常豐富的統計實際應
用經驗。訪問期間發表兩場演講，並與該系老師進行學術合作交流及與博士班學生進行
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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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一日

三軍大學圖書館館長石天鏡及同仁等一行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盲生資源教室以「開放點字圖書製作電腦代之新頁，讓盲胞進入資訊世界」獲
得「八十六年金鼎獎」的特別獎，獲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獎座一座。
圖書館開放老師在研究室透過校園網路查詢本校圖書館TALIS系統館藏目錄。
十八日 八十六學年度大學綜合評鑑訪問評鑑委員團來校，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代表

日本國際教育協會代表太田隆文先生、小林有希小姐、佐藤守弘教授、 菱

山謙二教授蒞校，於國際會議廳舉行致贈日研所日文電腦儀式。
Portsmouth大學Mr. David Palmer來訪，西研所所長陳惠美也參加訪談。
圖書總館門禁系統正式啟用，本校教職員生進總館憑服務證或學生證，校外人士需
憑身分證明文件，換證後進館。
二日

法國文化部建築司教學研究科科長Mrs. Agnes Vince下午三時蒞校訪問，由

簡報本校之教學、研究、行政、服務、績效五項之現況，由校長林雲山率相關首長接待

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法文系主任徐鵬飛、建築系主任林盛

參觀校園，並與之座談，該訪問評鑑委員團由訪評委員、評鑑專業人員、教育部高教司

豐及兩系所教授一同參與。

相關人員及隨行人員等十七員組成。
十九日 化學系邀請新加坡大學化工系教授康燕堂博士蒞校發表演講。
二十日 中文系邀請國際詩詞研究權威葉嘉瑩教授於驚中正舉辦三場淡江講座，第
一場題目為「歌詞之詞的審美特質」，第二場題目為「詩化之詞的審美特質」，第三場
題目為「賦化之詞的審美特質」
。
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作協會委託本校圖書館舉辦的「全面品質管理TQM在圖書館
的應用」研討會，邀請多位商業界名人及圖書館專業人才擔任主講，更有來自各國內圖
書館包括國家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及公司業界圖書館等的相關從業代表
一一八位共襄盛舉。
教育部核定本校可自八十七學年度起實施「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師資班」，兩班共一
百個名額，且全國私校中只有本校與私立靜宜大學通過可開辦。
廿一日

高中圖書館輔導團研習會與會人員共六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廿四日 學校為培養同學未來學宏觀的視野，特由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及學務
處課指組，分批安排修未來學課程的學生及社團幹部前往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觀摩
「宇宙探尋」影片，並由淡江時報舉辦「宇宙探尋，觀賞心得」徵文比賽。

三日

校長於台北校園會議室主持「八十六學年度大學進修推廣教育學士班聯合招

生委員會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
。
清華大學視聽中心同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四日

泰國法政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Dr. Medhi Krongkaew應東南亞所邀請，於

驚聲大樓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Curr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Thailand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ASEAN and APEC」
，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五日 文化大學圖書館館員七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請教圖書館期刊及非書
資料業務有關問題。
六日 本校由創辦人張建邦率領一十餘人參觀南華管理學院及國立中正大學，張創
辦人表示，中正大學體育館的設計及功能可做為本校近期興建體育館的參考。
七日 中正國中同學及家長共五十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八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在醫學材料上有相當大貢獻之美國密
西根大學藥理學院教授楊志民博士至本校演講，來訪期間舉行三場演講，並與該系師生
進行學術交流及研討。
教育部來函核備，董事會正式成立「淡江大學蘭陽校園籌備委員會」暨籌備處，下
午三時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召開委員會議，該委員會由創辦人張建邦擔任主任

廿六日 由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殷存毅所帶領的「中國社會科

委員，校長林雲山、副校長張家宜、張紘炬擔任副主任委員，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為

學院台灣研究所訪問團」一行四人，蒞臨本校訪問，與陸研所同學舉行座談會，對現今

該籌備會執行秘書，另聘任廿六位委員。另籌備處共分五組，召集人分別為：秘書組周

兩岸之間的經濟、政治問題，有一廣泛的意見交流。本校為該訪問團此行唯一訪問的私

新民、整體發展規劃組徐錠基、校園規劃組游顯德、財務規劃組王美蘭、營建組鈕撫

立學校。

民。

廿九日 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一行廿三人，由經理王實君帶
領，參觀本校ADSL設備。

姊妹校日本東海大學Toshia Iijima及Yoshyuki Suzuki兩教授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
長張紘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會後參觀機械系及航太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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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 本學期優秀青年共有俄研三王保鍵等十五位獲選。

大協石油化學公司總經理吳輝正捐贈一百萬元予技術學院，成立慈香獎學金。

十日 北京仲裁委員會周繼東常務副主任、王洪松秘書長、海口市仲裁會童振華主

十七日

新聞局邀訪之美國麻州史密斯學院政治系教授Dr. Steven M. Goldstein 蒞臨

任、海南大學法學院譚兵院長等四位來台參加學術會議，同時至陸研所參訪，與該所師

國研所訪問，與所長翁明賢會談有關我國對「調整中的美、日及美、韓戰略同盟關係」

生舉行座談。

之觀點。

十二日 日本郡馬大學砂川教授應日研所邀請來訪，安排於該所圖書室與研究生座
談。
有鑑於本校蘭陽校園即將簽約成立，創辦人張建邦指示，本校即將進入新的「第二
條S形曲線」，希望全校教職員生一同來思考，未來發展的第二條曲線在哪裏。今日舉
行的第五十九次行政會議中，校長林雲山要求各單位提出具體計劃。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副館長等一行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八日

安徽合肥工業大學校長陳心昭、雲南大學校長朱維華、浙江大學校長特別

助理吳光國教授、香港大學副校長陳廷漢，及陪同來訪之元智大學研發處研發長王仲淳
先生蒞校訪問，校長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陸研所假臺北縣深坑鄉世新會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兩岸關係研究課程教學研討

第五十九次行政會議中決議：訂定淡江大學監考人員（任課老師除外）安排辦法：

會」，會中邀請各大專院校開設兩岸關係及大陸問題研究課程教師、有關中國大陸研究

全校助教、職員（組員、專員、輔導員）擔任監考。「淡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取

系所之博碩士班研究生及相關學者專家共同參與。總統府資政張建邦、陸委會副主委許

代本校原有之「研究人員設置辦法」。本校自八十七年二月一日起實施「隔週休二

柯生、副主委吳安家、處長趙傑夫、教育部專委斯吉甫與本校副校長張紘炬等各級長

日」
，但原假日需值班之單位以及下學期週六有課的班級仍需照常值班、上課。

官，均蒞臨該會，共襄盛舉。共計發表論文八篇，與會出席人數達一百五十人，場面盛

十三日 台北市中正高中同學共六百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五日 日本神田外語大學奧津敬一郎教授來訪日文系，由張瑞雄主任陪同參觀本
校設備，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熱鬧。
十九日

理學院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辦「私立大學院校理學院院、系主管聯誼座談

會」，有三十餘位來自各私立大學的理學院院長、系主任參加。

慶祝本校四十七週年校慶的散文集「從克難坡到第三波」出刊，集結了八十五篇學

故宮博物院昌彼得副院長、文獻處吳哲夫處長、書畫處林柏亭處長、展覽處周功鑫

校同仁或校友回憶淡江歲月之散文，書中每一篇稿件都是由文學院院長傅錫壬親自邀

處長、器物處張光遠處長、圖書館宋兆霖館長、資訊中心吳培先副主任、游國慶秘書等

稿、編排。

一行八人至本校參訪，以增進人文藝術與科技之學術發展並商談建立合作關係事宜，校

課指組主辦之「心靈成長」徵文及海報設計比賽，徵文比賽土木系蔡明哲廿七人獲

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獎；海報設計由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約聘組員劉昌昇（本校企管系校友）等十八人獲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五虎崗廣場開票，由文學院大傳系何建勳等五十四人當選。

獎。

二十日

女生宿舍進出刷卡機在經過兩度的測試後，正式啟用，於松濤館前舉行刷卡啟用典
禮，由校長林雲山以及行政副校長張家宜蒞臨剪綵。學生可持學生證自由刷卡進出，門
禁解除。
十六日 本校董事會在礁溪新建旅遊中心會議室，與礁溪鄉公所正式簽訂協議書，
悉數承受了原宜江工學院籌備處設校用地的權利義務，獲得礁溪鄉公所鄉有土地四十公
頃，未來將作為本校蘭陽校園建地。礁溪鄉長吳正連、鄉民代表會主席吳宏謀、宜江工
學院籌備處負責人張家宜，及本校創辦人兼蘭陽校園籌建會主任委員張建邦分別代表簽

屆學術論文研討會」於驚中正舉行，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為感謝
本校實質贊助該會經費捌萬元整，特頒致感謝牌，由校長林雲山代表接受。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初一甲班師生卅六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基隆高中圖書館孫主任及中台禪寺圖書館館長等一行四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技術學院第一次辦理寒假轉學考試，報名人數為一○○人，缺考九人，實際到考為

字，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黃碧端、宜蘭縣政府主任秘書陳源發、新任縣長劉守成均到場祝

九十一人。

賀。該土地位於林美山麓，距礁溪市區約七公里，當天下午本校創辦人及校長邀請黃碧

廿一日

端司長等一行人前往林美山，實地勘察。

管理學院交通管理學系承辦之「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八十六年年會暨第十二

本校於台北縣省立三重高中校慶會上，在台灣省教育廳長陳英豪的見證

下，使用與本校合作的遠距教學（ISDN）網路連線，透過電視螢光幕，與本校校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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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山交談，創下了國內大學與高中遠距教學的先例。

八十七年

廿六日 斯絡維尼亞（Slovenia）盧布亞納大學（Univerza v Ljubljani）亞非學系羅
亞娜（Nana Rosker）副教授蒞校訪問，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總館。

一月

越南國家資訊工業訪華團一行六人，由越南工業部電子暨資訊總公司副博士裴光發

五日 覺生紀念圖書館與教資系共同舉辦「資訊時代的讀者關注及品質管理」研習

帶領來校訪問，對於本校圖書館讚不絕口，也對盲生資源教室使用金點一號可迅速做網

會（Workshop on Improving Quality and Customer Care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路查詢等功能，覺得相當驚訝。

Services），邀請姐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圖書館館長Andrew

本校期末考試監考人員改由全校助教、全校職員（組員、專員、輔導人員）擔任，
這是本月十二日舉行的行政會議中所通過的決議案，教務處發函各行政單位，要求各單
位提供監考人員名單。
由本校會計系及第一屆會研所畢業校友陳進財捐贈的「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於圖
書館光碟網路中供全校師生使用，該資料庫價值七、八十萬元。
化學系邀請The Technical Center of Rayonier Corp. as a Sr. Scientist曾人舟博士蒞校發
表專題演講。
廿七日 早稻田大學奧島孝康總長、關昭太郎副總長、西川潤教授、伊藤功先生一
行四人上午十時蒞校，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與本校校長林雲山正式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正
式締結為姐妹校。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及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林金莖出席觀禮，並致賀詞勉
勵。

McDonald､副館長Josephine Aitkins及館員Lorraine Hall進行為期二週之研習會，也安排
本校與桑德蘭大學進行國際視訊會議。
九日 本校姊妹校英國桑德蘭大學Mrs. Mollie Temple（ProVice-Chancellor）蒞校訪
問，由本校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建築系邀請四位大陸建築專業人士來校訪問，以多媒體簡報說明系、所發展方向，
簡介師資及學生作品，並帶領參觀建築系設計工作室及學生設計作業狀況，最後則進行
小型座談會，由系上老師五位與來訪學者以兩岸建築教育及實務為主題進行意見交流，
並計劃與大陸清華大學建築系建立學術交流關係。來訪人員名單如下：清華大學建築系
副教授陳衍慶、吳耀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副總編輯王伯揚、袁孝敏。
十二日

學務處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於活動中心主辦「八十七年僑生春節祭祖典

禮」，並由校長林雲山擔任主祭。教育部次長楊國賜、僑教會主任委員高崇雲、主任李
本校全國校友總會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成立大會，是第一個向內政部登記

有案的全國性大專校友會。會中選出英專時期校友林欽濃為首任理事長。
三十日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初一乙班師生四十八人，蒞校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教科系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97教育科技在台灣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
會」
，會中邀請到數位知名學者進行二場專題演講、座談及綜合討論等學術活動。
美國研究所與美國在台協會在美國文化中心合辦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就今年夏天

淑範、僑委會副委員長葛維新、救國團海外處處長潘志偉、海工會視導張鴻愛等貴賓應
邀出席。
十三日

天，今天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S215室演講，講題為「局部腐蝕研究中的空間分辦電化
學方法及生物醫學材料的電化學研究」。
十四日
十五日

評論。應邀到場的有台灣經濟研究院吳榮義院長、威斯康辛大學經濟系高希均教授、台

贈紀念品。

北美僑商會組白瑞基組長（William Brekke）、美國在台協會經濟組經濟官胡世劍（John

十六日

等八十餘位中外人士。

教育學程經驗說明會於本校舉行，邀請淡水文化國小羅榮森校長等卅一人

至校參加，並由校長林雲山陪同參觀本校多媒體示範教室、電腦教室及圖書館。

台北美僑商會會韋傑夫（Jeffery Williams）於華府提出的「中美經貿投資白皮書」發表

Hoover）、外貿協會武冠雄副董事長、中研院于宗先院士、北美事務協調會陳毓駒秘書

化學系邀請姊妹校廈門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副所長林昌健博士來校訪問三

越南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周功逢來訪，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
澳洲昆士蘭大學博士馬丁至本校參訪，並對兩校的學術合作作多方面的交

流。
十七日

越南教育培訓部陳文絨司長等一行四人蒞校訪問，此行是特地來了解台灣

私立大學如何設立及制度如何執行。
十九日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副校長Prof. Alexander V. Sidorovitch蒞校訪問，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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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巴拉圭大使塞凡林諾．巴德斯（Ceferino Valdez Peralta）訪問本校，會晤林雲山校
長與拉丁美洲研究所宮國威所長，雙方並就本校與巴拉圭大學學術交流事宜交換意見。
廿日

本校校長林雲山代表本校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書，並由雙方推舉數人成立合作小組，正式展開雙方的學術合作交流計劃，其中尤以本
校資訊中心提供人力與資源，為故宮製作典藏物之光碟一事最受矚目。
廿一日

高雄明誠高中參觀大學訪問團一行一九三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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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總館。
廿一日

中和竹林中學師生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二日

問，與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翁明賢所長會談有關「台海安全策略與軍事現況」之看
法。

英文系西洋語文研究所邀請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研究所教授Dr.

Patrick Murphy蒞校作學術演講，為期一週。
廿四日

大陸武漢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魏華強講師暨武漢市江夏區金口鎮鎮長劉傳銀

等一行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五日

廿二日 新聞局邀訪之丹麥「政治報」國際版副主編Mr. Flmming Ytzen蒞臨本校訪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圖書館同仁十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留學生班第二十六梯次開學典禮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校長林雲山主持，本梯次之留學生共十五名。
資訊中心今起開放商管大樓後棟B218、B219等兩間電腦教室為二十四小時電腦教
室。

西安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黨興華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贈紀念
品。

廿七日

日本外交安全保障協會會長等一行九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三月
二月
六日

夏威夷大學師生共二十一人來台，並與建築學系四年級進行共同設計教學實驗，夏
中華電信公司研考處副處長鄧元正等一行九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大學生來台一週與建築學系師生共同工作四日，最後一日並舉辦國際會議，與會人士有
夏威夷大學及台灣之建築師，以及兩系師生共百餘人，此次設計主題全部上網，並以網

館。
七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蘇聯學者Mebel博士來校訪問，Mebel博士

際網路進行後續之遠距交流。

為蘇聯之物理化學博士，任職原分所訪問研究員。訪問期間舉行演講，並與該系相關領

三日

國安會諮詢委員簡又新博士，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域老師合作研究。

四日

文津實業公司同仁一行六人，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動線、傢俱配

十日 大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空氣動力學系明曉主任、趙寧副主任及直升機動力學
實驗室高正主任一行三人，由本校工學院院長馮朝剛陪同，蒞校參觀。
十五日 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來訪，由日本研究所所長張瑞雄接待，陪同拜訪
校長林雲山及參觀校區。
十七日 巴拉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一行五人由岡薩雷斯主席率領蒞校訪問，
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廳主持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十八日 第六十次行政會議通過：在成立專責單位前之過渡時期，暫由主任秘書擔
任發言人。
十九日 成功大學圖書館建築小組成員一行十人，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空
間、傢俱設備設計、資訊網路規劃及圖書館之搬遷作業等。
二十日 育達商職師生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加拿大McGill大學音樂學院院長Richard Lawton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置、非書資料區等。
五日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史鼐（Chesnel）及文化組組長歐陽勵文（Richard）組長

上午十時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會客室接見並致贈紀念品。
七日

本屆學生議員召開第一次大會，五十四位議員中共有四十三位議員參加宣

誓，並以不記名方式選出議長，由大傳系三年級何建勳、土木系施俊如當選正副議長。
八日 高雄市校友會召開年度大會，由會長王茂源主持，會中改選理監事，校友們
一致推舉五十六年化學系畢業校友許福島擔任新理事長。
九日

美國雪城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彼德．郭夫士（Mr. Peter Koveos）及陳江教

授蒞校訪問，在張紘炬副校長、商管學院院長及系所老師的陪同下，進行約一小時的座
談，主要針對本校商學院畢業生至雪城大學留學交流計劃進行討論，會後由本校國交會
安排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由本報主辦、未來研究組及課外活動指導組協辦的「新未來──宇宙探尋」全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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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賽由校長林雲山於週會上頒獎。
十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與會學員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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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科會顧問陳劉欽治博士、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執行副會長顧敏先生等一行
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本校申請設立蘭陽校園計畫

中國大陸研究所邀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綜合研究室副主任朱衛東副研究員，以及

書，陳董事會核備後送教育部。修正「淡江大學資訊中心設置辦法」，撤銷資料登錄

政治研究室孫升亮助理研究員、廣州社會科學院五位學者，來校參訪座談，就「兩岸關

股，作業組不分股。修訂「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明訂兼任教師於學期中

係的現況」提出精闢的見解，並與該所研究生進行熱烈的對談。

途改聘者，自提出簽呈之月份起改支鐘點費，並新增條文包括：1.各系所每年申請休假
教授以一名為原則，不得因此增加專任員額；2.教授休假以一年為限，如獲學校核准，
得以半年為單位分段休假，並於核准之日起，二年內完成；3.教授休假期滿後三個月

本校由體育室主任黃德壽帶領八人，前往日本，做為期五天的考察，取法日本巨蛋
體育館的設計，以作為本校興建體育館的參考。
十九日

英國北倫敦大學資訊傳播學院院長Mr. Stephen Webb蒞校訪問，上午十時

內，應提出書面報告，提校評審會核備；4.教授休假應俟返校服務滿七年後，方得再申

於L510視聽研討室舉行簡報及座談會，就交換教師、學生、與刊物互贈交流之共同研

請休假。修正「淡江大學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品會下設研發組、行政

究事宜交換意見，並至大眾傳播學系參觀訪問，進一步商談建立學術交流管道事宜。

組。

美研所邀請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陳純一所長及碩士班研一研二同學至本校參觀訪
十二日 政戰學校鄭瑞堅處長暨圖書館同仁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問，由李本京所長於T701室主持歡迎會，雙方並互贈書籍，旋即安排參觀本校圖書館
及海事博物館。

華僑中學高三師生一行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同仁一行五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陸中國商業商教學會常務理事孫以賢先生，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二十日

教育部通訊領域五位委員蒞校訪視，由主任委員魏哲和教授率領，此行之

十四日 台大僑生輔導組師生共五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目的乃針對電機系「八十六年度教育部通訊教育改進計劃」之成果訪視，訪視之內容

十六日

為：通訊領域課程與師資規劃、實驗室參觀、計劃成果展示與師生座談。

化學系邀請德國漢堡大學有機化學研究所教授柯尼（Konig）博士蒞校舉

行專題演講，在本校停留一個星期。Konig教授在中德學術交流計劃下，與本校化學系
吳嘉麗老師實驗室進行苔蘚植物成分分析研究合作及人員互訪交流。
盲生資源教室口述影像小組一連三天，在台北國家劇院與台北故事劇場合作舞台劇
──「大家安靜」，特別應用「口述影像」的方式，可以讓視障者也可以與明眼人同步
觀賞舞台劇之美，對視障者是一大福音。
桃園縣政府委託本校辦理研究所及學士學分班，今日開始上課，由於本校的學術聲
名，吸引包括縣政府主任秘書許應深等近八十名員工報名參加。
十七日 本校膳食委員會成員及餐飲衛生義工同學和本校餐廳負責人等一行人，由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帶隊，前往輔仁大學，進行一趟餐飲衛生管理觀摩之旅。
十八日 圖書館主辦「第一屆海峽兩岸科技資訊研討會」暨「中華民國科技館際合
作協會第四屆第二次年會」為期兩天，由海峽兩岸大學圖書館長及圖書資訊、科技情報
等研究部門人員共二三四人參加，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陸清華大學圖書館前館長朱成功先生由朱曉蘋小姐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總館。
師範大學王振鵠教授、中華民國資訊教育協會李德竹理事長、前科資中心馬道行主

二十日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新遴選出的重點系所為資工系及英文系，令人矚目的

是，英文系為重點系所實施四年來獲選的唯一非理工學院的系。
廿一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及國科會數學中心補助邀請美國Univ. of

Iowa數學系W. A. Kirk教授來校短期訪問，並舉行演講。
廿三日

大陸大連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孫吉田先生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加州州立大學老師共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四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與會學員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館。
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同仁一行五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總館。
廿五日

學務處主辦，各學院及軍訓室協辦之「八十六學年度全校導師暨輔導人員

知能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邀請政大心理系教授黃國彥專題演講「師生
溝通技巧」
。
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開幕典禮暨招商說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除
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黎昌意與會致詞外，同時會中亦舉辦工研院電腦與通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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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與本校及合作廠商富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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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王世全教授來校短期訪問及舉辦系列演講，並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

台北市公館國小老師共三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日 圖書館慶祝非書資料室開放週年，舉辦「第一屆圖書館非常書週」活動。

廿七日

十日 香港大專青年台灣訪問團一行二十人，由本校學務處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部督學朱振昌、江美珠、曾德錦蒞校定期視

導，校長林雲山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議。此次視導主題為「探討大學募款計劃
成效及改進之道」，因此，會中由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專題報告本校募款作業之

總館。
十一日

第四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由應用物理系三年級萬德昌、西語系二年級

困難處，並展現本校募款成果。座談採雙向交流，督學們亦同時回答本校所提之問題。

陳瑞蕙，以約七成六的票數當選。此次選舉，全校總投票數為4522，若以全校學生約

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二萬五千人計算，投票率約為18%。

化學系與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共同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蒞校

十三日

西班牙Alicante大學外國語文秘書長Bryn Moody來訪，由西班牙語文學系

舉行專題演講，就「化學反應與光分解的動態研究」一題，在驚中正與理學院師生共同

主任宮國威親自接待，雙方討論未來兩校交換學生事宜，隨後宮主任陪同Bryn Moody

分享他的見解。

先生會見外語學院林森鈴院長，商談建立合作關係事宜。

靜修女中師生約一一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華民國日語文學會協同日本梨山大學松本泰丈教授來訪，由日本研究所所長張瑞
雄親自接待，雙方討論學術交流事宜，隨後並由張所長陪同參觀校區。
廿八日 日本駒澤大學法學部松田文雄總長所率領訪問團一行五人蒞校參觀，校長
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並致贈紀念品。訪問團成員計有外語部松本丁俊教
授、法學部西修部長、同學會拓植忠章課長及國際中心川波和章所員。
廿九日 第二十二屆大專盃溜冰錦標賽於本校舉行兩天，共有台大、清大、交大、
成大等廿三所大專院校參加，本校溜冰社分別拿下男女團體總錦標冠軍。
三十日 「一九九八年兩岸管理科學研討會」在大陸西安交通大學舉行兩天，本校
由學術副校長張紘炬帶隊，共有十二位管理學院管科所師生前往參加研討。

十五日

巴拉圭教育部青年事務次長沙魯迪先生（Vicentet Saruddi Zald-Ivar）來

訪，除拜訪學術副校長張紘炬，並由拉研所宮國威所長等陪同參觀本校圖書館與海事博
物館，並在熊建成教授課堂中與拉研所研究生會晤，交換意見。
參加財政部經貿研習班之團員一行廿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育部VLSI領域之委員來校訪視，由主任委員周景揚教授率領，其他三位委員為
吳中浩教授、王益文教授、黃振昇副主任，此行之目的乃針對電機系「八十六年度教育
部VLSI教育改進計劃之成果訪視」，訪視之內容為：VLSI領域課程與師資規劃、實驗室
參觀、計劃成果展示與師生座談。
十六日

國防管理學院蒞臨國研所及圖書館參訪。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姜殿銘先生、助理研究員龐建勛先生，以及福建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行政人員全面品質管理（TQM）研習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省亞洲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李建敏先生，三位人士由政治大學國關中心邵宗海教授邀請來

行，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主持，包括行政單位一級正、副主管及全體同仁約三百三十人

台參加學術會議，同時前來本校參訪，與大陸研究所師生就「兩岸政治經濟與文化之比

參加，會中邀請企管系王居卿副教授做專題演講，題目是：「學校如何推動國際標準品

較」舉行座談。

保制度（ISO9000）」，另外，圖書館、資訊中心更以TQM推動實例作專題報告，之後由

十七日

副校長張家宜主持綜合座談。
教育部高教司邱耀賢科長陪同大專院校推廣教育訪視委員訪視本校推廣教育業務，
由本校推廣教育中心進行業務簡報。

四月
四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哈利洛夫教授
來校與該系何俊麟和高賢忠老師進行一個半月的學術合作。
六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及國科會數學中心補助邀請香港城市大學數

教育學程組承辦之教育部「八十六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中等學校北區輔

導：教育科技與教育品質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北區中等學校校長、主
任、行政人員及相關教師、各縣市教育局教育行政人員以及師資培育機構教師約百餘人
參加，由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
十八日

「大陸學者訪問團」及「大陸福建省大學管理訪問團」來校參訪，校長林

雲山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技術學院與台北國際青商會共同主辦「中小企業領袖經貿訓練專題研討會」，主題
為「中小企業財經領袖人才特訓專題──亞洲金融風暴下中小企業因應之道」，加強與
中小企業界之合作，回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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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教育部委託學生輔導組辦理之「北區大專院校輔導中心主任暨輔導老師實
務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等一行九人應創辦人張建邦邀請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張
紘炬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後並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實驗劇團以「荷珠新航」一劇榮獲八十七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話劇比賽季軍。
廿三日 中山大學圖書館同仁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非書資料室。
南山高中校長及同仁等一行十人，蒞校訪問，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台北市高中英文科教師約四十人蒞校訪問，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女教職員聯誼會理事長張家宜帶領會員九人，前往位於台北市北平東路的創世基金
會訪問，張副校長並代表本校捐贈慰問金十一萬元。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辦之「全球新戰略架構下的兩岸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會議主題有五：戰略安全環境、區域安全課題、強權的互動
關係、兩岸關係展望、全球新戰略架構下的兩岸關係。會中邀請到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
任邵玉銘、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林碧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林中斌、吳安

大事記 841

五月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得獎人，傑出獎葉和明一人，甲種葉和明等八
十八人，乙種顧錦芬等二人。
自八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教學評鑑除評鑑卡外，另增加敘述性改進教學意見調查
表。
本校第六十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淡江大學考場規則第四條及第六條文：自八十
六學年度畢業考起施行，其主要內容為放寬未帶學生證者，可以身分證或駕照替代。
一日 日本靜岡縣立大學星猛校長伉儷及學生部長關森勝夫教授蒞校訪問，行政副
校長張家宜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並致送紀念品。
大陸北京大學在四日舉行百週年校慶，本校校長林雲山及夫人應邀組團前往道賀，
並參觀北大校園、拜訪對等院所。
本校盲生所組成的「紅不讓棒球隊」，參加第一屆世界盲生棒球邀請賽，勇奪季
軍，其中歷史一陳陸勤獲得「最有價值球員」，日文二楊佳芸獲得「最佳觀測員」
。

家，以及本校美研所所長李本京、戰略所所長翁明賢主持，並有鍾堅、吳新興、周煦等

上海復旦大學翁曼君教授受技術學院之邀蒞校訪問至五月十一日。

教授做評述。

二日 由教育部顧問室主辦、本校中文系承辦的「現代文學教學研討會」於驚聲國

廿七日

拉研所邀請巴拉圭外交部政治顧問伊貝拉博士（Dr. Enrique Ibarrade

Robert Cabezudo）前來，除拜會林雲山校長、張紘炬副校長、張家宜副校長與國際研究
學院楊棨院長，並舉行淡江講座，並以「以拉丁美洲觀點探討近代與現階段資本主義在
開發中國家之發展」為主題，進行三場演講。
廿九日

本校姊妹校紐西蘭懷卡特大學Mr. Peter Whisker蒞校商談學術交流事宜，

本校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第六十一次行政會議通過：保留軍訓室，俟教育部公布明確政策後再提校務會議研

際會議廳舉辦，主要探討現代文學的教學及其未來發展的方向。
六日 陸軍後勤學校鄭孟璟教務長兼圖書館館長等一行六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大陸西北師範大學趙金保校長、李志正副校長等一行四人，由中原大學同仁陪同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拉脫維亞大學校長查基斯博士（Dr. Juris Zakis）及塔圖大學校長圖爾維斯特博士
（Dr. Peeter Tulviste）蒞校訪問，本校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議。文學院成立漢學資料中心，理學院成立科技中心，工學院成立大氣環境及風工程研

八日 會計系與中華會計教育學會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合辦「財務會計與審計

究中心，國際研究學院成立國際問題及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外語學院成立地球村語言及

準則研討會」，由會計系主任王美蘭主持開幕式，並邀請證券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委呂東

文化研究中心。修正「淡江大學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增加教師代表。修正

英作專題演講。

「淡江大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則」：休假得以半日為基數。修任「淡江大學職員遴用
及升遷規則」：組主任更名為組長。修正「淡江大學考場規則」
。
拉研所舉辦淡江講座，主題為「以拉丁美洲觀點探討現階段與未來資本主義在開發
中國家之發展」，邀請巴拉圭外交部政治顧問Dr. Enrique Ibarra de Robert Cabezudo擔任
主講人，共舉行三場演講。

十日

由學生自治聯合會為慶祝母親節，並推展與社區結合而辦理之「康乃馨、獻

親情」母親節系列活動於書卷廣場舉行，李登輝總統蒞臨主持開幕典禮，校長林雲山偕
同創辦人張建邦接待。青工會主任委員賴國洲亦蒞臨參加活動。
陸研所、中華兩岸世紀發展協會及北知青兩岸文化教育研究委員會假淡水校園驚中
正召開「現階段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研討會」
。
十一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邁阿密大學統計系陳文憲教授來

842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校訪問二個月，陳教授在統計之理論研究及應用方面成就極大，其來訪期間與該系相關
領域老師研討切磋，對提昇學術研究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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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四日

校長林雲山率本校行政單位人員代表赴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早稻田大學、

駒澤大學、近畿大學、東海大學訪問，進行行政與學術交流，首開行政人員國際交流之

鍾靈化學館改建工程正式動工，預計八十八年年初寒假之前完工，將於八十七學年

創舉。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擔任副團長，團員包括教務長徐錠基、圖書館館長黃鴻珠等十

度下學期正式開放使用，工期約九個月。改建後的新鍾靈化學館將是地下三層、地上四

五人，為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書館及資訊中心等六單位之代表；翻譯

層的七層建築，大門仍開在驚聲路上，面向行政大樓，總坪數為二千八百坪，內部規劃

由應用日語學系陳山龍教授擔任。

為行政區、服務區、教學區、研究區、圖書館、公共區，並將設材料科技研究中心。
十二日

「ADSL網路簽約啟用典禮暨應用推廣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校長林雲山主持開幕式，並代表本校與中華電信公司簽署ADSL校外宿網協議書。

廿五日

美國聖湯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商學院名譽院長Dr. Michael

Evers等一行四人蒞校訪問，由產經系李秉正代理學術副校長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
報及座談。

大陸廣西醫科大學馬朝桂校長等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教育學程組邀請美國喬治蒙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卡斯德蒙．麥蘭德

廿六日

教授（Dr. Gustavo A. Mellander）夫婦來校訪問，連續三天舉辦淡江講座，演講題目
為：「Trends in Teacher Education──師資培育的發展趨勢」、「Technology and

本校中文研究所周彥文教授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日本住友財團常務理事石川睦夫先生及企劃課長三宅良明先生，蒞校參觀覺生紀念

Tea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教師與科技：美國的經驗」及「Distance Learning,

圖書總館。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遠距學習、遠距教育與教師

廿七日

專業發展」
。
十四日

宏都拉斯共和國首都德古西加巴市（Tegucigalpa）市長卡斯提亞諾斯

（Dr. Cesar Castellaos Madrid）伉儷一行三人蒞校訪問，本校由西語系教授陳雅鴻代理校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校長Dr. Dennis Anderson及英文系主任Dr. Reinhold

Krame蒞校訪問，並主持本校與布蘭登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之簽約典禮。
聖功女中師生一百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技術學院主辦「提昇企業競爭力之人力資源新策略研討會」。
十七日

大陸中國科學院文獻部副主任羅琳先生及圖書館館員張建輝先生蒞校，由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The Johns Hopkins公衛學院生物

長主持簡報、座談、致送紀念品。
金車飲料董事長李添財先生由創辦人張建邦陪同，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化學系邀請中山大學海洋資源系客座教授周秋隆博士（專職於加拿大聯邦政府海洋
部）蒞校舉行專題演講。
廿八日

由教育部與本校資訊中心共同舉辦的「NII校園宣導研討會」在淡水校園

統計系王美茜教授來校訪問，王教授在愛滋病研究癌症篩檢的統計方法上有深入研究，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一天半，共分三個梯次，會中針對「NII對電子商務的衝擊

來訪期間舉行五場專題演講。

與企業競爭力的提升」、「網際網路上的智慧財產權問題」以及「網路犯罪」等議題展

屏東縣校友會假屏東縣議會舉行成立大會，會中並選出現任國大代表林居利為理事
長。

開研討，邀請的來賓有台灣IBM公司電子商務事業處經理王德忠以及台灣大學法律系謝
銘洋、黃榮堅兩位教授。

十八日 台北市立陽明高中三年級學生共三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二日

拉研所主辦「中華民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座談會」，會中邀集外交部中南美

司科長張瀚鈞、外貿協會市場研究處呂文瑞組長及國內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及本校西語
系與拉研所師生，針對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交換意見與經驗。
廿三日

中文系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辦「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為期兩

天，該研討會以「兩岸四庫學」為主題，邀請兩岸學者共十五名發表論文。
法文系於驚聲中正堂舉辦「全國法語教學研討會」，邀請法國在台協會主席Gerard
Chesnel蒞校參加。

廿九日

錢紹明建築師事務所及有關人員共六人，為進行國防部圖書館改建工程，

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之軟、硬體設施及空間規劃。

六月
本校核定資訊工程系及英文系為八十七學年度重點系。獎助年限資訊系四年、英文
系一年。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選課增加網路線上即時選課功能，並與原有之語音選課同
步，提供同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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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技術學院於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中小企業在跨世紀亞太變局中應有之
經營策略」研討會，總統府資政黃信介、經濟部部長王志剛蒞臨致詞，會中針對中小企
業應如何擴展國際化、如何籌募資金與如何產業升級三項子題作研討。
本校創育中心假淡水校園驚聲大樓T112室舉行推廣說明會，及進駐廠商叡揚資訊
公司徵才說明會。
管理學院獲選短期出國留學學生共計十三名，於暑假分赴美國伊利諾大學、加州大
學佛雷斯諾分校、維諾納大學等名校進修，在驚中正舉行授旗典禮，由院長陳淼勝親自
主持並頒發獎助學金。
三日 哥斯大黎加校長Dr. Gabriel Macaya伉儷蒞校訪問，校長林雲山於驚聲國際會
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並致贈紀念品。
西語系舉辦「第二語口語互動的探討」研討會，由西語系宮國威主任主持，會中邀
請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Margarita Cambra Jine教授參加，與西語系教師交換語言教
學之經驗及方法。
美國在台協會文化中心美籍顧問Jean Cavanagh等一行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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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日本亞細亞大學國際交流課長小林明先生及課員八田浩康蒞校訪問，拜會林
雲山校長，兩人此行是為了鼓勵有意赴日的同學前往該校就讀。
世界新聞學院圖書資訊系一年級學生共六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賴春田先生等一行七人，由技術學院企管系吳錦波主任陪同，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行政院研考會專門委員朱武、專員周曉雯，蒞校訪問本校圖書館辦理政府

出版品寄存作業情形，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舉辦之「八十七學年度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於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行。參加的委員包括省市政府教育局局長、省市教師研習中心主任、各實習
中等學校校長及本校副校長、教學一級單位主管。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與工學院建築系假信義區新光三越舉辦建築作品聯展。
十二日

第卅九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設置辦

法」
。
十三日

本學年畢業典禮上午九時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

長林添福、本校董事、副校長、各一級單位主管、校友會理事長、系所校友會會長及學

本學年「第二曲線」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召開，由校長林雲山主持，一、二級

生家長到場觀禮。典禮中，校長頒發獎狀及獎品一份，表揚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和

單位主管皆蒞會參加，教務長徐錠基、文學院院長傅錫壬均做專題演講，並由校長林雲

體育獎等一二六名優秀畢業生。創辦人張建邦頒獎捐款本校三十萬元以上者，分別頒發

山主持綜合討論。

銀盤一座及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狀一紙。另頒發勸募金額壹佰萬元以上的四人，分別

四日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迎接二十一世紀之師資培育──教師專

頒發感謝狀乙紙及銀盤乙座。

業知能的省思」研討會，為期兩天，由校長林雲山與教育部政務次長李建興主持開幕並

十五日

林口國中老師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致詞。會中並邀請李建興演講「教育改革的契機與內涵」，及美國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

十六日

台北縣立育林國中林金泡校長等一行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等知名學府的Dr. Thomas L. Good、Dr. Mary McCaslin及Dr. John F. Wedman教授、教育

工研院化學工業研究所圖書館同仁一行六人，蒞臨觀摩本校圖書館核心館藏之建

部中教司司長卓英豪等發表五場專題演講，另外，共分四個場次做論文發表。
五日 明德國中自學方案班畢業生共四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教資系舉行「圖書資訊趨勢國際研討會：遠距教學與管理」，邀請美國俄亥俄州
Akron大學圖書館館長Dr. Delmas Williams及美國Univ. of Central Florida圖書館Dr. Chang
C. Lee至本校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演講。
六日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師生共廿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日 技術學院營建工程技術系邀請陳肇元教授擔任淡江講座教授。陳教授任職於

立、空間規劃利用及如何因應圖書館之發展趨勢等。
教育部長林清江蒞臨本校，主持由教育部委託本校盲生資源教室開發的百套盲用電
腦捐贈儀式，計有二十八所大專院校及三所啟明學校受惠。
廿一日

本校第十八個地方性校友會──基隆市校友會召開成立大會，選出化學系

畢業校友李堃南為理事長，大傳系藍如瑛為總幹事。
大陸研究所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所友會成立大會，會後隨即召開理監會
議，選出現任台灣省警政廳廳長的王一飛校友擔任理事長。

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兼任中國土木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及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

物理系利用重點系所經費補助舉辦「CASTEP階段性成果發表會及講習會」，邀請

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演講講題：「高強混凝土在中國的發展與研究」、「鋼

Dr. Victor Milman（M.S.I. U.K）及Dr. Mike Payne（Univ. of Cambridge, U.K）二位英國

管高強混凝土的設計與構造方法」
、「深基礎之開挖與防護」。

學者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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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日 台灣省立美術館同仁一行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三日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Dr. Sohail Inayatullah蒞校訪問，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
究組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四日 本校第七屆新任董事會成立，由第六屆原任董事全體繼任，張姜文錙女士
續膺選董事長。
廿五日

理學院化學系於驚中正主辦「1998年兩岸電化學研討會」，計有大陸、新

加坡、國內專家學者應邀出席。
資訊中心舉辦CPLINS客戶會議，台北師範學院等十六人來校參加，資訊中心並安
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六日 高雄三民高中師生共二八○人，蒞校參觀，由教資系及大傳系共同舉辦說
明會後，安排參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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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利用重點系所經費與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X光吸收光譜國際研討會」，
分別在同步輻射研究中心（SRRC）與本校物理系舉行。此次會議邀請Dr. Sayers
（NCCU, U.S.A.）等七位外國學者、物理系教師、同步輻射中心陳建德主任和國內相關
學者進行專題論文報告與學術交流。
二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科學院院士丘成桐教授來校訪問，

並於該系舉辦的「幾何物理國際研討會」中發表專題演講，丘教授為卓越數學家，係華
人中唯一榮獲菲爾茲（Field Medal）獎得主。
數學系舉辦的「幾何物理國際研討會」於S215多媒體教室舉行，為期三天，由學
術副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
三日 校長林雲山率團前往烏克蘭基輔大學訪問，並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工學院院長馮朝剛率領本校工學院教師十五名，及清華、台大、元智等校教師共三

校長林雲山率團前往莫斯科，帶領本校棒球隊與莫斯科大學及日本東海大學的棒球

十餘名，前往大陸北京及南京，分別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與大陸重點大學進行實質

隊進行友誼賽。同行的還有國際學院院長楊棨、教品會執行秘書莊淇銘、秘書室秘書馬

交流。三日至六日在北京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接著在八日至

銘浩、建教中心主任李德昭、數學系教授楊國勝、體育室蕭淑芬及王誼邦老師。

十日前往南京，參加「第一屆海峽兩岸直昇機技術學術研討會」
。

外語學院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大三留學授旗典禮，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

六日 中國工商專校圖書館同仁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親自授旗給六系一百三十二位同學。六系之中，除俄文系今年改往聖彼得堡大學進修之

屏東女中一行八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外，英文系到美國維諾納大學、西語系到西班牙拿瓦拉大學、法文系到法國弗朗士孔泰

九日 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毛連塭一行十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大學、德文系到德國波昂大學，日文系則分赴日本麗澤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

中和市公所所屬中和圖書館、大同圖書館同仁共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自

學、京都橘女子大學。
廿七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化學系教
授朱鵬年博士來校訪問，訪問期間舉行三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舉行座談會，朱教授在
材料化學界有相當傑出之表現，曾任五家學術期刊編輯委員，並為該校材料科學系與工
程系聯合聘任之教授。
廿九日 台灣省立美術館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月
建築學系舉辦「城市螢火蟲──建築夏日營活動」，共有約五十位來自全省各地的
高中生參加。
一日 八十七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張紘炬任校長，專任教授馮朝剛兼學術副

動化作業之編目系統。
中央研究院公布本年度新當選院士名單，本校物理系、物研所碩士班畢業校友吳茂
昆高票膺任，成為中研院第一位私立大學畢業的院士。
十三日
館。
十五日

「八十七年暑期高中圖書館人員學分進修班」學員四十五人，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一日

復興工商專校校長魏文雄等一行八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校長張紘炬分別於驚聲大樓中正紀念堂及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由教務處辦理之「相
約在淡江」活動，並於致歡迎詞之後主持綜合座談，並由出席人員現場立即答覆學生問
題。本校一級主管均出席座談。

校長，專任副教授洪欽仁兼總務長，專任教授王曾才兼文學院院長，專任教授祝錫智兼

廿二日

工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李本京兼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專任教授陳敦禮兼秘書室主任秘

圖書總館。

書，上校曹仲立兼軍訓室主任。

美國伊利諾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魏陳同麗女士，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廿三日

中國圖書館學會視聽資料管理研習班學員共七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
救國團中國青年服務社團員及工作人員一行共四十四人，蒞臨參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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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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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二人蒞校訪問，除參加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之簡報，會後並由拉研所宮國威所長

資訊系舉辦「一九九八太平洋地區分散式多媒體系統研討會」，為期三天，會中除

陪同參觀資訊中心、海事博物館及圖書館。

邀請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先生蒞臨主持開幕典禮，並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資訊系教授張

十三日

系國博士、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資訊系教授杜鴻章博士、美國CMU大學資深研究員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再成立商學院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

Michael Christel、日本廣島大學資工系教授Tadao Ichikawa、美國匹茲堡大學資訊系教

心、管理學院管理系統研究中心、技術學院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各學院研究中心視同

授Taieb Znati、美國夏威夷大學資訊系教授Kazuo Sugihava蒞臨訪問演講。並有來自

二級學術單位直屬相關學院院長督導，主持人由院長兼任或推薦實際專案負責人兼任，

美、加、日、中四國學者發表二十七篇論文及座談。

學校不另支主持人津貼。修正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由校長改為

廿九日 日本知名軍事評論家風間實先生上午於美國研究所拜會李本京所長，就美
日安保條約及東亞國際情勢做了深度的意見交換。
三十日 校長交接典禮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六任校長張紘炬博士自林雲山手

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採編組同仁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學術副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主任委員提請校長聘任之。修正本校「好人好事運動推行
委員會設置辦法」，召集人原由校長就委員中指定，改由委員互推。修正本校「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規則」，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由教師委員互推教授一人擔任。

中接下印信，董事陳雅鴻監交並致詞。典禮中，校長林雲山致詞報告六年來完成之各項

十五日

施政情形，並期勉新任張校長帶領淡江邁向二十一世紀。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博士、監察

美國國家研究院院士Richard S. Stein應化學系之邀，來校主持四場淡江講座。他的

委員趙榮耀亦蒞臨典禮並致詞。
塞內加爾國家檔案局局長巴耶（Saliou Mbaye）及外交部非洲司楊聚全先生蒞校訪

桃園縣政府學分班學員一行八十人，蒞臨參觀圖書館，分兩梯次參觀。

專長是在於高分子物理、微高分子微結構、光漫射理論及應用。四場講座主題分別為
「高分子摻合之物性」、「高分子界接著」、「塑膠廢棄物處理」、「高分子教育」，除了
淡江的師生外，並有台大、台科大及元智大學的師生包遊覽車來聽他的演講。

問。

二十日

八月
一日

校長於台北校友會館主持技術學院學生出國修習學分授旗典禮，亞東關係

學會秘書長郭汀洲亦蒞臨致詞。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李義虎來校參觀，應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之

邀，與該院各所長舉行座談。
國貿、經濟及保險系開始招收「大學先修班」學生。

廿二日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由畢光建老師領隊率領第一屆學生赴歐洲進行「體驗

建築」實地教學活動。
廿六日

姐妹校菲律賓聖湯瑪士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校長Rev. Fr.

三日 台中居仁國中師生一行卅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Tamerlane R. Lana、副校長Rev. Ernesto M. Arceo蒞校參訪，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四日 大陸福建財會管理學院圖書館副館長詹仁鋒先生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紀念圖書總館。
本校巴西校友會會長扈春桂、校友馮于繼抵母校參觀，由外語學院院長林森鈴陪同
拜會校長張紘炬。
五日

美國Roger Williams大學（Rhode Island）國際關係教授Dr. Mark M. Sawoski

蒞校訪問，本校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日本拓植大學學生共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日 澳洲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國際學生事務處主任Heidi Piper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一日 高職圖書館主任一行廿九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姐妹校哥斯大黎加國家大學副校長莫拉博士（Dr. Sonia Marta Mora Esclante）夫婦

廿七日

澳門拉丁基金會參訪團一行八人，由董事長蘇樹輝先生率團蒞校訪問，除

參加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之簡報，會中並針對促進雙方學術交流充分交換意見，澳門
基金會亦將提供拉研所學生前往澳門研習葡萄牙文必要協助。
大陸南京會計師協會代表一行九人蒞校訪問，本校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安排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卅一日

大陸北京清華大學及上海同濟大學土木系主任及老師共十四人蒞校訪問，

由工學院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圖書總館門禁系統改裝刷磁條機，讀者可使用證件上的磁條刷卡，也可以用雷射光
掃描條碼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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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九月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科學院士、美國麻州大學榮譽教

授暨高分子研究學院主持人Richard S. Stein教授來校短期訪問及講學，訪問期間舉行四

本校八十六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歷史系蔡錦堂副教授、數學系李武炎副教授、

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化工系何啟東副教授、經濟系林金源副教授、統計系吳忠武教授、英文系卜萊士副教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同仁共廿一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授、歐研所鄒忠科教授七位老師獲得該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十七日

本校增設資訊傳播學系、管理科學學系；進修教育學士班更名為進修學士班；歷史
學系碩士班、財務金融學系金融博士班設立。
為因應夜間部第二年轉型為正規學制教育，自八十七學年度起上課時間於17:30∼
18:20增加一時段。
一日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系主任李義虎主任應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李本京邀請，來
校參觀並拜訪馮朝剛副校長。當日與該院各所長舉行座談會，雙方對教材應用課程提供
及畢業生出路等均作了意見交換。
三日 嶺東商專董事長黎明、校長郭宗浩及同仁一行十四人蒞校訪問，由技術學院
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美國俄亥俄大學副校長Dr. James C. Bryant夫婦蒞校訪問，由技術學院安排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四日

第六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為簡化工作，提昇效率，精簡各項會議列席人

員：列席人員以該單位直屬一級主管一人參加為宜，倘會議內容涉及其他單位者，得請
承辦單位派員列席，院務會議與導師會議分開舉行，軍訓會報及總務會報由校長主持。
盲生資源教室更名為盲生資源中心，其組織辦法仿各學院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另訂之。修

八十七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在覺生國際廳舉行，由張紘炬校長主

持，創辦人張建邦蒞臨致詞，會中安排三場專題報告：「網路世代與學務工作」、「科
技革命與教育願景」
、「研究所的現況與未來展望」
。
十八日

日本明海大學江林英基教授、山中隆男課長、近江彰課長等三人，蒞臨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九日

俄羅斯研究所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辦一場研討會，邀請了國內

研究俄國政經問題的專家對「俄羅斯金融風暴對國內外政治之影響」之議題進行座談。
二十日

創育中心於E680舉行「申請進駐廠商審查會」，會中共有二家中小企業通

過審查，成為創育中心正式進駐廠商。
日研所邀請日本淑德大學金子保教授第二度來校作為期兩周的集中講學課程。
廿二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983期教學媒體中心管理研習班學員一行四十

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三日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訪問團」團員一行八人，由中國圖書館學會

安排，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校長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主持由中國文學系舉辦的日本麗澤大學中文系留學班第
二十七梯次之開學典禮。

正「表揚好人好事運動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召集人由校長就委員中改為由委員互推

廿八日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服務網正式啟用。

之。修正「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由教師委員互推

廿九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第984期教學媒體中心管理研習班學員一行三

教授一人擔任。「膳食委員會」主任委員改由學務長擔任，「環境保護委員會」及「安

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全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改由總務長擔任，各委員會只要不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執

台北商專圖書館、視聽中心同仁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行秘書均由主任委員推薦。

三十日

八日

「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與「（財）中華民國營造業研究發展基金會」合

作，接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研究計畫──「輔導行業專業分包廠商提升競爭力」，
為期九個月。
十日 八十七學年度新聘教師校務座談會在驚聲國際廳舉行，共有三十一位新聘專
任教師參加，由校長張紘炬主持，會中安排五場專題報告。
十一日
館。

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賴鼎銘及同仁共十六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

資策會資料中心同仁計四人，蒞臨參觀圖書館總館，並觀摩圖書館所提供

之資料庫服務。

十月
一日

台北市明德扶輪社及美國East Fresno扶輪社人員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總館。
二日

「1998會計理論與實務題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財政部政

務次長嚴慶章做專題演講，會中共發表十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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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

歐研所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舉辦「1998年德國國會大選座談會」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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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電機系邀請大陸學者灰色系統理論專家鄧聚龍教授來校進行重點系所短期

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由所長張維邦主持，會中邀請全國關心德國國會大選後歐洲

講座。上午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並參觀電機系實驗室。接著分別於十月廿六、廿八、

情勢學者共同參與。

廿九日上午於驚聲大樓中正紀念堂舉辦三場演講，中午並於T305舉辦座談會。廿六日

五日 本校正式成立九個研究中心，分別為：文學院漢學資料中心、理學院科技中
心、工學院大氣環境及風力工程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學院國際問題及國家安全中心、外
語學院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商學院產業經營與發展研究中心、管理學院管理系
統研究中心、技術學院技術暨營運發展中心，及隸屬於教務處的盲生資源中心。各研究
中心主任分別為文學院周彥文、工學院鄭啟明、理學院王伯昌、商學院莊孟翰、管理學
院陳淼勝、外語學院狄殷豪、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技術學院蔡信夫、盲生資源中心由
教務長徐錠基兼任。
六日 中原大學圖書館館長及同仁一行八人，蒞臨參觀圖書館總館。
七日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教育科技與學習環境之規劃學術研討會」學員
一行一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八日 茗溪學院高等學院加納主任一行五人來訪，與日文系主任劉長輝進行預計今
年十一月中旬來台研修團之行前磋商。
十三日 馬偕護校總務處主任及教務處設備組組長，蒞臨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
家具、設備。

於下午在工學院會議室（E680）舉行座談。
廿三日

化學系邀請普渡大學化學系施增廉博士蒞校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交

流。
廿四日

北一女中圖書資訊社及建中圖書館社社員共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總館。
廿九日

淡水後備動員管理學校軍官學員四十五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及

查檢資料。
本校首度舉辦親善大使選拔，有近一百五十位女同學參加角逐，共錄取土木二A楊
安琪等四十位，將負責學校接待外賓的工作。
華夏工商建築科師生共一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艾森豪獎學金得主Mr. Robert W. Radtke蒞校參觀訪問，並由李本京院長主持學校簡
報及與國際研究學院師生舉行座談會，針對「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台灣國際地位」及「美
國和中共的協議策略」兩項議題展開討論，會中詳盡且中肯地剖析了台灣的現實情況，

技術學院財務系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上學期技術學院學術專題討論」系列活動，邀
請多位各校教授蒞校發表論文，促使校際學術互相交流，系列活動舉辦至十二月八日。
十四日

參觀本校盲生資源中心，下午拜會工學院院長祝錫智，三十日上午拜會校長張紘炬，且

美國阿姆斯壯大學教授Prof. Dr. Richard Ziebarth及Dr. Margarette Peggy

Hanke二人，蒞校訪問，外語學院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可行之道。
大陸所邀請大連學者來台參訪團來校參觀及座談，團員包括大連理工大學校長林安
西、大連醫科大學校長宮黎明、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宋廣法、大連海事大學副校長郭
禹、大連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張守鵬、大連大學副校長張孫秀玉、大連台辦處長邵孟斌等

淡江中學師生卅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七人，由政大東亞所施哲雄教授及博士候選人張執中先生陪同來校，並由校長主持學校

十五日 俄研所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潘大渭教授來校講座，廿三日正式授

簡報及座談，並就「兩岸大學行政實務」提出精闢的見解。

課，授課科目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經濟問題」
。於本校停留三個月。
十七日

舉辦第一屆「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討會，由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主

十一月
澳洲大學建築學院院長來訪，由張基義老師專題介紹建築學系概況。

辦。
十八日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岡部寬老師率學生八名來台，進行為期一週的海外日
本語教學實習課程。
十九日 日僑工商會基金營運委員會委員長豐澤先生蒞校拜訪。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管理學院院長Dr. George R. Burman、副院長
Dr. Peter Koveos及陳江教授下午二時二十分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主持座談會，本校商管學院老師也參與討論。

三日

數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大計算機學系黃銘德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Discrete

Logarithm Over Various Groupsand Cryptography」
，會後與系上教師交換研究心得並參觀
圖書館。
化學系邀請大陸山西大學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楊頻教授蒞校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
術交流。
御茶水大學井上史雄教授由政治大學林綺雲教授陪同蒞校訪問日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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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暨西研所舉辦重點系所講座，邀請國際級語言學大師Dr. Larry Selinker來校
做三場學術專題演講，並與該系所師生座談。
資訊中心三十週年資訊展──「走過三十年、迎接二十一世紀」開幕，除了展出該
中心這三十年來珍貴歷史照片，還規劃了包括電腦教學實習支援等九個展示區。
四日 巴拿馬前內政部部長華斯克先生（Lic. Juan Materno Vasquezde Leon）
、前外
交部部長羅培斯先生（Dr. Carlos Alfredo Lopez-Guevara）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
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並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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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運動會只舉辦系際大隊接力賽，男子組共有中文系等二十六隊，女子組則有教
資系等二十九隊參加，各分為五組，採分組計時進行決賽。
實踐學社於活動中心舉辦校慶慈善演唱會，由校友卜學亮主持，門票收入在扣除所
需經費開銷後全數捐給在瑞伯颱風中遭遇家變的夜會計系羅珮雯。
中華民國商管協會今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成立大會，並選出第一屆理事以及監
事。
十日

校長於覺生國際廳歡迎姊妹校遠東大學第一副校長芮茲尼克博士（Dr.

華夏工商專校建築科師生共一六一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Reznik B. L.）、商管學院院長別洛烏索夫博士（Dr. Belousov A. A）蒞校訪問，校長張

六日

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芮茲尼克博士並於物理系舉行三場淡江講座。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Vision 2020：台灣教育的新視野研討

會」，邀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紀珠舉行專題演講，由創辦人張建邦擔任
主持人，講題為「台灣教育新視野──青年志願服務」
。
第四十次校務會議通過：八十八∼九十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技術學院

日本岩手縣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石橋敬太郎副教授等四名教授蒞校訪問，參觀日文
系及英文系之教學。
十三日

美國研究所與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合辦之「中華民國之

各系更名：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系、國際貿易營運系→國際貿易經營系、財務金融營

民主化及國際關係學術會議」，今、明兩天分別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及淡水校園覺

運系→財務系、建築工程技術系→建築技術系、營建工程技術系→營建系、應用日語學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美國、亞洲各國學者及本國數所公私立大學者五十人參加，校

系→應用日語系。國貿系、財金系、企管系、統計系各一班於八十八學年度起轉型為進

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創辦人張建邦應邀在會中做專題演講。

修教育學士班。文學院大傳系實習電台「淡江之聲」納入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學生申

澳洲Monash University Asian Institute研究員陳杰應東南亞所邀請蒞校進行短期學術

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為由教師委員互推一人擔任，執行秘

研究訪問，廿四日於該所舉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對東協地區政策之

書改由召集人提請校長聘任之。

演化：五大趨勢」
，並參加美研所舉辦之國際研討會擔任論文評論人。

由總務處主辦四十八週年校慶蘭花展在本校的五虎崗廣場展出，展期六日至八日，
約有三百到四百盆的蘭花參展。
七日 大陸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大陸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國電影資料館副研
究員陳墨先生等一行六人，由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安如巒博士陪同，蒞臨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
八日 四十八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及「淡江菁英」金鷹獎頒獎典禮於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創辦人張建邦、名譽董事長林添福、本校董事、及各界貴賓、校友、教職員工生數
千人參加慶祝大會，會中頒發第十二屆「淡江菁英」金鷹獎八位，分別是：蔡永興、王
朝茂、陳戰勝、林成賢、于竹、李述德、薛昭信、段相蜀。
為慶祝本校四十八週年校慶，今日由校長室等各個行政單位、系所和各校友會三十
七個攤位共同舉辦校慶義賣。
為慶祝本校四十八週年校慶，今天於海報街、活動中心、總圖前分三區舉辦園遊會
擺攤的活動，此次共有五十八個攤位參與，販賣的內容應有盡有。
溜冰社今日於本校溜冰場舉行成果展，進行十二項溜冰表演。

十五日

宜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宜蘭市友愛大飯店十樓會議中心舉行成立大會，

會中選出羅東博愛醫院副院長羅國雄任理事長。
十六日

校長應北京大學之邀，率領數學系教師十人赴北京大學參加「第二屆海峽

兩岸數學研討會」
，大會期間並參訪天津南開大學。
十七日

加拿大Brandon大學教授Murray R. Smith蒞校訪問，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學院館長吳榮子、高雄餐旅學院林主任、高雄大學籌備處張
小姐等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八日

海南省教育會會長徐金龍先生率海南省教育訪問團一行，由賢志文教基金

會人員陪同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兩岸小組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三日

墨西哥泛美大學國際事務主任莫瑞諾教授（Prof. Javier Moreno Dare）及

墨西哥泛美大學校長顧問維耶荷教授（Prof. Manuel Viejo Zubicaray）蒞校訪問，拜會學
術副校長馮朝剛，參與簡報及座談會，會後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同仁及義工一行四十六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

856 淡江大學校史（續編）

大事記 857

土木系邀請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Jose M. Roesset教授抵校訪問，今、明兩天舉辦

三日 世界和平教授學會一行四十人由韓國鮮文大學校長李京峻率領蒞校參觀，團

三場專題演講，Jose M. Roesset教授的研究專長為結構動力分析、土壤－結構物互制、

員包括美、韓、日、菲、馬、泰、港等地之教授，由國際學院院長李本京陪同參觀圖書

流體－結構物互制。

總館及海事博物館，並於參觀後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

廿四日 資訊中心所承辦之「八十七學年度國立大專校院暨私立大學校院電算中心
主任聯誼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電算中心主任主管
一百餘人與會，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

七日 日本茗溪學園高等學校師生十人來建築系參觀，由堀込憲二老師翻譯，王俊
雄老師專題演講。
九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Fred W. Huffer、Ian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圖書資訊館館長江振輝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Mckeague兩位教授蒞校訪問二星期，並舉辦六場專題演講，中研院統計所及中央大學

廿五日 歐研所邀請現任英國愛丁堡Eurasispark Managing Director的Robert Mitchell

數學系多位教授參與研討。

先生蒞校訪問，並於驚聲大樓T701室以「Taiwan’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_ Past, Present and Future台灣與歐盟的關係──過去、現在、與未來」為題發表專

全研究中心邀請蒞校參訪與座談。座談會由中心主任李本京主持，與國際研究學院各所

題演講。

所長就我國在此跨世紀之時所應扮演角色及當前國際情勢作詳盡探討。

教育學程組辦理「八十七年教學科技與師資培育」多邊對話活動，邀請國立台北師
範學院教授田耐青、教授李宗薇、國立體育學院教授朱麗麗、東吳大學教授林素雯擔任
活動對話人。
英國Unipart University, Prof. Ian Cambell教授等一行二人蒞校訪問，國交會安排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六日 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辦理之「八十七學年度中央有關單位聯合訪問淡江大
學僑生座談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紘炬主持。
廿七日 遼寧計畫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戈軍先生率
「遼寧資訊學者專家訪問團」
一行十一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廿八日 輔仁大學企管系學生四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二月
一日 越南國家社會科學與人文中心副主任黎有層先生率團訪問本校東南亞所，該
團一行十七人與東南亞所師生進行小型座談會，會議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主持，
越方除積極表達與本校交流合作之意願外，並邀請東南亞所師生前往越南訪問。
為因應進入廿一世紀高等教育將面臨的各項衝擊與挑戰，本校成立「跨世紀發展指
導小組」，由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擔任召集人，校長張紘炬擔任副召集人，副校長張家宜
及馮朝剛任委員兼執行督導，另有卅位委員，由各教學及行政一級單位主管及淡江時報
社長擔任。
二日 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羅克斯處長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陪同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美國亞太國防事務專家訪華團季艾瑞、董理查、黃介正等三人應國際問題及國家安

長榮管理學院創辦人蘇進安博士率該校圖書館館長等一行八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總館之設計規劃、設備等。
十一日

教科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教學科技與終身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中邀請我國以及世界各地視聽教育與教學科技的學界人士，探討以教學科技提昇終身
學習的相關理論與實務。由張紘炬校長擔任主持人，張校長並專題演講「虛擬環境中學
習：理論架構與設計考慮」。
台北靜修女中商科一年級師生二二四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財團法人台北市行天宮附設圖書館同仁一行卅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之建
築、空間規劃，並觀摩圖書館之讀者服務及採編作業。
國際研究學院及大陸所舉辦「第二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跨世紀國際關係與
兩岸」學術研討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等應邀與會，來台期間，由大陸所張五岳
所長安排拜會陸委會、台灣綜合研究院、國策研究院、遠景基金會、海基會、國關中心
等單位，九日上午由李本京院長陪同參觀校園及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
十二日

歷史系學會假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水學──現在、過去、未

來」研討會，為期兩天共十六場，結合學術界研究者、淡水地區地方文史工作者及中小
學鄉土教育者的資源及心力進行交流。
十五日

校長於會客室接見校友也是陳正炤紀念獎學金捐贈人朱知章博士，並致贈

紀念品。
教育部委託本校人事室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北區私立大學校院人事業務連繫座
談會」，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並致詞。
本學期優秀青年共有大傳四何建勳等十五人獲殊榮，並於班代表座談會中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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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每位同學獲頒獎金二千元、獎狀乙紙及大功一次之獎勵。
十六日 民航局航空器設計製造適航驗證中心執行長陳邦達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七日 馬拉威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大使）Mr. David Rubadiri蒞校訪問，國交會安
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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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協會中十一家簽約組成「世紀小龍策略聯盟」
。
廿三日

本校校長張紘炬與台灣微軟總經理范成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簽下

「Microsoft軟體校園授權」合約，是亞洲第一所與微軟簽約的大學。未來在授權使用期
限內，本校所有的行政及教學單位都可以使用Microsoft的校園軟體產品，連教職員工家
中的個人電腦和Notebook也包括在內。

十八日 電機工程學系主辦之「一九九八年全國電信研討會」在驚聲中正紀念堂舉

第六十三次行政會議通過：為實施週休二日，擬調整上班時間乙案，由行政副校長

行，校長張紘炬上午八時卅分蒞臨開幕致詞，受邀的貴賓有國科會副主委張進福、中華

擔任召集人，組專案小組研議。審議通過八個學院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淡江大學文學院

電信公司董事長陳堯。會中發表八十三篇論文，並安排兩場專題演講，第一場「Count

學術試驗實習無線電台設置辦法、淡江大學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淡江大學安

down to the Wireless PCS Centuty」，主講人為德州大學的杜奎博士；第二場「Theoretical

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淡江大學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主任委員原由校

Consideration Toward the Modeling of Intelligent & Complex System」，主講人為美國杜克

長兼任，改由校長聘任。組專案小組研議「淡江大學網路使用管理辦法」，由資訊中心

大學資訊工程系的王寶碩教授。

主任施國肱為召集人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分工如下：5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

創辦人張建邦召開「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會議」，研討本校廿一世紀發展重要議

備委員會，校長張紘炬為召集人，副校長張家宜、馮朝剛為副召集人，一級單位正、副

題，以確定本校未來發展方向及原則後，由校長組成「5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就各

主管及淡江時報社長為委員；下設八個小組：1.校史及校慶叢書編撰及出版小組，召集

項活動正式分工，展開本校跨世紀發展的序幕。

人為副校長張家宜，2.學術活動籌備小組，召集人為副校長馮朝剛，3.多媒體教學成果

十九日 由外交部贊助、本校歐研所和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了一場名為「歐

展示小組，召集人為教發中心主任莊武仁，4.三化成果展示小組，總召集人為副校長馮

元、美元、日圓：新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與其對台灣經濟之影響」的學術研討會，會中

朝剛，國際化分組召集人為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李本京，資訊化分組召集人為資訊中心主

共有「從歐美角度看歐元的誕生」以及「從亞洲的角度看歐元的問世」兩個主題，分別

任施國肱，未來化分組召集人為教發中心主任莊武仁，5.體育活動籌備小組召集人為體

邀請本校歐研所所長張維邦教授、行政院財政部金融局組長黃得豐、第一銀行國外部經

育室主任黃德壽，6.社團活動籌備小組召集人學務處學務長葛煥昭，7.校友活動及社會

理王東和以及台大經濟系李顯峰等人，共發表了四篇論文。

資源募集小組召集人為發展處主任陳敏男，8.公關及媒體工作小組召集人為主任秘書陳

二十日 參加新竹市立文化中心「知性之旅」活動之新竹市民十五人，蒞校參觀覺
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一日

美國三一學院校長Dr. Evan S. Dobelle等一行五人蒞校，與本校簽訂學術

交流協議書，國交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電機系邀請英國Glasgow University電子及電機工程系教授Dr. De La Rue來校短期講
學。上午於化中正演講，講題為「High-Frequency Opt Electronic Devices and ModeLocked」及「Semiconductor Lasers for Ultra Fast Communications」
。
廿二日 越南國際關係學院顧問前任院長陶輝玉先生暨夫人及副院長周功逢先生暨
夫人、中共研究雜誌社社長鄭叔平先生、研究員李芙桃小姐及林敏先生蒞校訪問。於拜
會校長、聽取本校簡報介紹後，赴覺生圖書館參觀，最後於東南亞所圖書資料室與東南
亞所教師舉行小型座談，雙方並約定二月份由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李院長率團訪問該學
院。
創育中心於台北校園舉辦「世紀小龍策略聯盟電子商務招商說明會」，會中促成加

敦禮。
廿四日

台中縣私立致用高工職業學校師生九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廿八日

電機系邀請Polytechnic University教授Dr. I-Tai Lu來校短期講學。上午於化

中正演講，講題為「Techniques To Combat Multipath Propagation Impairments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及「Novel Smart Antenna System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三十日

物理系邀請美國加州大學Kocharian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Mott-Hubbard

Transition and Mixed Valence States」。
高雄市國光中學師生二百人由該校校長林耀榮先生、鄭淑媛老師分別帶領前來本校
建築學系及大傳系參觀，由吳光庭老師專題演講，並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卅一日

北京海淀大學校長陳寶瑜先生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兩岸小組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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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圖書館。

八十八年

廿七日

立志高中師生一八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廿八日

巴爾幹半島斯洛維尼亞大學亞非研究系的教授Mitjasaje來校訪問，希望能

一月

透過外交部歐洲司之協助，了解及建立兩校、系間學術交流。當天下午由中文系周彥文

五日 大陸襄樊傳感測控制技術研究所工程師黃賢德先生率「大陸先導科技學者專

主任陪同，與學術副校長馮朝剛進行會談。

家參訪團」一行十四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義守大學圖書館張佑康館長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非書資料室。

廿九日

陽明高中師生三十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二月

六日 本校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季刊創刊時期主編藍艷周先生一行二人，蒞校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館。
烏拉圭眾議院議長池洛博先生（Mr. Jaime Mario Trobo）由外交部代表陪同前來參
觀拉研所，並與學術副校長馮朝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座談。會中，池洛博先生
針對烏拉圭現況及與我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情況進行報告，並與拉研所師生交換意見。
七日

新幾內亞警察部部長Thomas N. Pelika等一行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

本校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試行開設遠距教學，於淡水、台北二校園開設由陳瑞
貴教授所授「社會未來」。
一日 三民中學參加本校舉辦之化學營的同學八十人，由主辦單位安排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館。
二日 英國University of Ulster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等一行二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

館。
八日 南非西開普敦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Dr. Greg Mills，於外交部非洲司官員陪同
下蒞校訪問，並與師生進行座談，就國際情勢與東亞安全問題交換意見。
十二日 美國Florid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ampa College校長Dr. Stan Banks等一
行人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十三日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董事長張良田、校長郭藤吉及該校行政主管等十四人蒞
校參觀，取法本校圖書總館建築設計及規劃。
十四日 日本國立筑波大學教授草薙裕先生來台進行學術交流及演講。
十五日

本校開放夜間部學生至進學班修讀重補修課程，惟每學期以一科為限。

巴拿馬文化局局長迪爾賈多先生暨夫人（Mr. Jorge Delgado Castellan ＆

圖書館。
五日 銘傳大學圖書館桃園及士林校區閱覽組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
書館。
廿二日

日研所邀請日本東京國際大學郭煥圭教授蒞校作為期兩週的集中講學課程

「戰後日本政治發展專題研究」。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李本京率領訪問團赴越南胡志明市及河內參觀訪問，並與越南國
際研究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一行人於廿八日結束訪問行程返國。
廿四日

第六十四次行政會議通過：審議「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提

Mrs. Rebeca De Delgado）由外交部代表陪同訪問本校，由學術副校長兼國交會主委馮

校務會議討論。修正「淡江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章程」更名為「淡江大學學生會組

朝剛主持簡報及座談會。

織章程」、「淡江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會長選舉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選

化學系主辦「一九九九年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校長張紘炬應邀於化中

舉辦法」、「淡江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學生

正主持開幕式並致詞。會中邀請陳長謙、彭旭明、林聖賢三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及八十七

會學生議會議員選舉辦法」。修正「系、所、院學會組織辦法」，明訂系、所、院為輔

年化學獎章得獎人郭悅雄博士蒞校演講，計有校內外人士近百人與會。

導單位。「淡江大學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十八日

建築學系於淡水捷運站展覽，主題：「速度、影像、場所」
，圓滿完成。
十九日

化學系邀請美國聖露易士華盛頓大學高憲明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

「Solid State Double Resonance NM Rasa Tool for Investigating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Chemical Reactivity」
。
廿三日 參加世界自由日外賓一行十九人蒞校訪問，本校張創辦人陪同參觀覺生紀

廿五日

北區創新育成中心聯誼會於台北校園330會議室舉行，校長張紘炬應邀致

詞。
廿六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主持淡江麗澤大學留學生班八十七學年

度第二學期開學典禮。這一期麗澤班留學生共有廿二位。
廿七日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央實踐研究會同學一行十八人，由技術學院蔡院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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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十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中國科學院物理所聞海虎教授來校進行

南投縣校友會於溪頭米堤大飯店成立，會中選出竹山鎮鎮長許文欽校友為理事長。
美南休士頓淡江校友會舉行年會暨1999年新春聯歡會，會中並通過由馮啟豐蟬聯
該會理事長。

士，前來本校進行參訪活動及洽談學術合作計畫，行程除安排與本所教師們會面參訪

三日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由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之特約講座許智偉教
授，並致贈紀念品。

日文系舉辦淡江講座，邀請姊妹校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朝倉征夫博士蒞校
十日離校。

五日 日本亞細亞航空主辦之日本大學生訪華研修團，由飯島雅則團長帶領至本校
參觀訪問，並由日文系主任及招待義工於Ｔ701舉行座談會。

十五日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美國杜克大學電機工程系專任教授（Information

Sciences國際期刊主編）王保碩博士（Paul Wang）蒞校進行三場演講。

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性學學會聯合舉辦的女性學講座假驚中正舉行，講題為「女
人的十八、二八、三八……──女性的成長歷程」，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擔任主持人，
政大林芳玫、政大陳惠馨、台大沈曉茵、輔仁簡瑛瑛、淡江黃

外，另安排會見學術副校長洽談學術交流合作事宜。
演講，主題為「國際化時代之多文化教育──地域社會、日本語學習、家庭教育」，二

四日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教育部高教司科長何卓飛。

莉等五位教授擔任引

言人。

由財團法人同福文教基金會贊助，技術學院財務系主辦、執行之「科技、人文與傳
播文化互動系列」重要著作研讀會，共舉辦六場研讀會。為期至八十九年一月。
十六日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人員陪同自日本來訪之研究員等一行七人，蒞臨參觀圖

書總館。
數學系獲國科會「訪問學人」經費補助邀請美國奧本大學Henderson教授蒞

校訪問一週，舉辦二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應用化學系主辦「1999年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

邀請蒞校演講的日本東北大學宮仕勉教授，並致贈紀念品。
美國田納西州立曼菲斯大學常務副校長雷格博士（Provost Dr. J. Ivan Legg）蒞校訪
問，隨行還有國際合作及交流中心執行長布朗爾博士（Dr. Blaine Brownell）及地理系
系主任孔祥德博士（Dr. H. T. Kung）。希望能促進與本校的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本校今起開始實施全校學生網路請假方案，以一日事病假為限，考試期間、二日以
上的請假仍需依學生請假規則辦理，是全國第二所實施網路請假的大學。
女聯會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舉行理監事改選，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再度連任
理事長。
九日

化學系邀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化學系Prof. Arthur B. Ellis蒞校演講，並與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英國赫爾（Hull）大學助理教務長暨高級顧問方曉博

二日 規劃遠距教學之誠昭公司同仁三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非書資料室。

八日

十一日

師生進行學術交流。

三月

六日

短期訪問及講學，訪問期間舉行二場專題演講，並與師生進行學術討論。

英文系重點系所講座，邀請莎士比亞大師Dr. Murray Levith到本校進行專題演講及
座談，為期四天。
創育中心於E680舉行「申請進駐廠商審查會」，通過捷比漫畫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為
本校進駐廠商。
十七日

後備動員管理學校教育長、教務處副處長、圖書館館員一行三人，蒞臨參

觀圖書總館之館舍建築及觀摩技術服務、讀者服務措施。
十八日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舉辦廠商聯誼會，藉此加強和進駐廠商交流及促進彼此

策略聯盟。
女教職員聯誼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與連副總統夫人方瑀女士有約茶會，由女聯
會理事長張家宜主持，連夫人除了肯定本校的辦學成績外，並讚揚本校校園的宮燈大道
是世界十大校園美景之一。

物理系邀請美國Wayne State大學陳瑞騰教授（超導專家）與該系教師作學

術討論。
美國維諾那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國際學生行政助理Mr. CK. Kwai來校參
訪，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及外語學院院長林森鈴，並出席英文系大三國留學計劃第二
次說明會，了解並解答同學們的問題。

政治大學林綺雲教授和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鈴木泰教授來校訪問，並與日文系
教師進行學術交流。
資訊工程學系邀請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工程系專任教授郭宗杰博士在本校驚中正進
行四場演講。
十九日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山口隆廣先生、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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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斐睦夫課長、教育、科學體育及文化部學生課Jinchi Fujisaku課長、文部省學術國際
局留學生課口理央文部事務官，來校進行本校留學日本情況之訪問。
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Dr. Michael C. Payne來校與李明憲老師、林志興老
師進行有關CASTEP發展計畫之學術討論。
淡江中學三年級師生一行五十人為了解如何利用電腦查尋資料，特蒞臨總館，由本
館參考館員指導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及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之使用。
國際研究學院舉辦「國際化講座」，邀請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來校主講「兩岸關
係的新思維」。
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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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張紘炬應邀開幕致詞。
大陸北京法政大學教授等一行十人，蒞臨參觀總館。
廿九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校長Dr. Robert Maxson夫婦蒞校訪問，校長張

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該校校長表達與本校進行學術交流的意願。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生田富夫校長、大學法學部齊藤信宰部長、大學商學部曾我德興
教授、大學教務課中村隆一先生等下午蒞校訪問，簽署學術交流備忘錄續約，將兩校每
年交換生名額增為二人，典禮由校長張紘炬主持。
卅一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補助舉辦「第十三屆粒子與場春季學

產業經濟學系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四屆產業經濟學術研討會」，由

校」
，會中邀請國外著名物理學者有：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Howard George教授、美國普

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除了邀請央行副總裁許嘉棟博士針對「金融風暴之央行

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傑出訪問教授Anthony Zee教授、印度國家科學院院士Sumit Ranjan

政策」做專題研討外，尚齊聚了數位國內外知名學者，發表有關產業的各種研究。

Das教授。

校長於會客室接待與本校物理學系合作計劃之英國劍橋大學Dr. Michael C. Payne，
並致贈紀念品。
廿二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主持由學生事務處召開的八十七學年度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桑德蘭大學圖書館館長Dr. Andrew McDonald來訪，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見，並
致贈紀念品。他向張校長提出許多交流的問題，特別是圖書資訊方面。
廿三日 校長張紘炬於接受「天下雜誌」王櫻憓小姐之「跨世紀高等教育專題」採
訪，暢談本校辦學理念。
歷史系邀請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學部副教授金丸裕一博士，亦為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訪問學人蒞校演講，講題為「簡介日本有關中國與台灣現代史的檔案暨資料」。
鑽研中國文學的韓國教授許世旭，一連四天與本校同學面對面，在中文系舉辦的淡
江講座中，暢談韓國漢學發展概況，比較中國海峽兩岸的新詩，並提出幾個中國現代文
學史研究的問題。
創育中心於淡水校園舉行「示範性資訊說明會」，藉此宣導政府輔助措施，提供廠
商研究及資金管道。
廿五日 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由學生事務處承辦八十七學年度北區大
學校院「學務工作研討會」開幕致詞並致贈貴賓紀念品。
俄羅斯研究所在驚聲國際會議主辦「莫斯科、北京、廣州：蘇俄與中國早期外交關
係 」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為 期 兩 天 ， 有 台 灣 、 俄 羅 斯 俄 羅 斯 科 學 院 學 者 Prof. Dr.
Grigoriev、Dr. Shevelev、Prof. Dr. Garushyanz、Prof. Dr. Mirovitskaya、Dr. Artyomova、
義大利等國專家學者參加，俄研所教授劉克甫、彼薩列夫及戴萬欽等博士發表論文，校

美研所邀請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Mr. Winslow Wheeler等一行十人蒞校訪問，並與美
研所師生座談。會中就中美之國會議題相互討論。
俄羅斯航太學者Mr. German I. Zagaunov由工業研究院人員陪同，蒞臨參觀總館。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奉准於八十八學年度成立在職進修專班，首屆招生25名。
創育中心協辦本校資工系程式設計比賽，藉此提升本校學生創作能力。

四月
為杜絕考試作弊，落實監考制度，奉校長指示由教務長召集巡迴監考人員成立期
中、期末考試「端正考試風氣小組」，自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考試起執行。
一日 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視聽教育輔導小組」一行八人蒞校訪問，本校
教育發展中心教育學程組安排參觀總館。
張紘炬校長召開第二次5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會，會中指示：學務處策劃之校
慶Logo於元月設計完成後，配合製作紀念品、信封、信紙；未來遠距教學不但跨校
園、跨校，甚至與國外姐妹校合作。
四日 校長張紘炬率學術副校長兼國際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馮朝剛、日文系系主任
劉長輝、應日系講師邱榮金，應日本城西國際大學之應，參加該校八週年校慶及開學、
新生入學典禮；行程中並訪問日本其他七所姊妹校及駐日代表處，以促進姊妹校之交
流。
八日 創新育成中心假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和經濟部合辦「產業升級列車暨創育中
心成果發表會」，會中共有四家廠商發表和本校合作成果。
十一日

參加本校技術學院國際企業經營系推薦甄試之學生及家長一行四十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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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主任林宜男安排參觀總館。
十二日 圖書館舉辦第二屆「非常書週」活動，持續至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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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列夫博士（Dr. Alexander Yakovlev）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演講，講題為「今
日俄羅斯」
。

十三日 八十七學年度教育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委員團蒞臨本校，進行為期一

第六十五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重點系所設置規則」，將申請時間由三

天的訪視活動，特別針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執行績效、特色與發展進行審查工作，校

月改為十二月，以符合實際作業流程所需時程。「淡江大學工學院水資源研究中心」更

長張紘炬、副校長張家宜及各單位一級主管皆與會。

名為「淡江大學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
。「淡江大學軍訓室設置辦法」。

校長張紘炬陪同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九樓董事長室歡迎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水田宗子
校長等蒞校訪問，並致贈紀念品。隨後，於覺生國際會議廳簡報，並陪同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館、海事博物館、資訊中心。
十四日

校長張紘炬指示，本校正式成立「端正考試風氣小組」，由教務長徐錠基

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暨全體巡迴監考人員為小組成長，嚴格執行期中、期末考抓作
弊。
十六日 英文系與教育學程組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大學英語教師師資培育
研討會」。會中邀請國際知名的美國英語師資教學訓練專家Dr. Diane Larsen-Freeman作
專題演講，共有超過兩百位從事教育的全國各級教師出席該研討會。
十七日 校長張紘炬於台北校園中正堂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經
濟學門）成果發表會並致詞。

廿二日

姊妹校韓國慶南大學教務長朴文正一行十二人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兼

國交會主委馮朝剛接待，該校強烈表達兩校互派交換生的意願。
高雄縣立林園中學師生二一三人，由該校黃隆正校長帶領蒞校參訪，並參觀總館、
大傳系之實習媒體，包括淡江之聲電台、廣電教學實習中心、北海岸周刊社及暗房
等。。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補助舉辦「1999年尖端化學系列研討會──分子
模擬與材料化學」
，會中邀請Molecular Simulations Inc. Dr. Klaus Stark與會發表演講。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率領教務處秘書李琳、學務長葛煥昭、總務處營繕組技士姜宜
山、會計室秘書孫扇、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資訊中心系統發展組組長蕭夢梅、
英文系主任陳惠美以及行副室秘書黃文智等九名成員，前往美加訪問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布蘭登大學（Brandon University）、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

澳大利亞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劉化坤、竇士學兩教授，蒞臨參觀總館。

以及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等四所姊妹校，

化學系獲國科會補助邀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化學教授Prof. Joseph D. Connolly（康

觀摩各校校務行政、探望本校交換學生，並訪晤紐約、洛杉磯地區校友，五月二日返抵

樂利教授）蒞校進行短期訪問，為期兩週，訪問期間舉行專題演講並至阿里山進行採集
工作，與師生進行學術討論。
校長張紘炬前往馬祖訪問，在參觀當地教育建設時，張校長表示將提供師資，以遠
距教學的方式，對馬祖地區公務人員及企業管理人員進行在職教育。
產經系舉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經濟學門成果發表會」
。
十八日 天下雜誌公布對國內一千大企業所做的調查顯示，國內企業最愛的大學畢

國門。
廿三日

日本書道協會二百餘位會員到本校參觀名書法家張炳煌提供的「古典碑拓

特展」。
經濟系舉辦淡江講座，邀請美國Missouri-Columbia大學經濟系李茂林教授進行三場
演講。
廿七日

教育部八十七學年度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訪視團蒞臨本校，五位成員分別

業生，前五名依序是成大、台大、政大、淡大及中興，本校以私立大學躋身第四名，較

是：成大資工系教授朱治平、台大資工系教授歐陽明、教育部電算中心曾展鵬、成大課

87年的第七、86年的第九，進步不少。

務組王志賢及成大課務組主任嚴伯良。他們在參觀過本校的遠距教學軟硬體及師生表現

天下雜誌公布1999年風雲排行榜，共調查十八類研究所的教學資源及學術聲望排
行榜，本校新成立的應用統計研究所在教學資源上高居第一，打敗成大、清大等九所統
計所。
十九日 馬來西亞各地留台校友會會長回國研討訪問團一行三十四人下午三時卅分
蒞校訪問，本校學生事務處安排參觀總圖書館。
廿一日 俄羅斯研究所下午三時邀請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國際民主基金會總裁亞可

後，對於本校在遠距教學上所做的努力多所肯定。
大傳系受行政院新聞局委託舉辦八十八年度「提昇新聞從業人員素質──新聞傳播
教育界與實務界的對話」邀請來賓有：台灣藝術學院葉蔚明老師、文化大學實習台長陳
建安等來校座談。
陸研所邀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及教授都淦、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員
會綜合處副處長及四川大學副教授周瑋蒞所演講，講題為：「從辜汪會晤與汪道涵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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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兩岸關係」。
廿八日 台北縣立醒吾中學師生一行一五○人蒞校參訪。
廿九日

大事記 869

題為「英國面對歐洲整合的挑戰與回應」
。
七日

德文系舉辦「第二屆中華民國德語文學研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一連舉

覺生紀念圖書館及教資系主辦「1999海峽兩岸圖書館建築研討會」，與會

行兩天，主題為「德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中國文學中的德國形象」，邀請包括台灣大

的有來自海峽兩岸的教授、正副館長及專家共四十一人，包括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文藻語文學院及本校等六所大專院校的德語文學

館長李先緒、國家圖書館館長莊芳榮、王博仲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吳可久和政大、淡

者，共同進行十場研討會，並發表十八篇論文。

江、台大、東華等學校就圖書館建築相關議題及未來發展，進行理論與實務之研討，會

「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研討會」假覺生國

中宣讀論文共卅六篇，分十一場次進行，最後並安排綜合討論，同時出版「1999海峽

際會議廳舉行，邀集北區各縣市中小學校長、主任、組長及相關教師、各縣市政府教育

兩岸圖書館建築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

局相關行政人員及師範校院及師資培育機構師生等共計224人參加。

三十日

女性文學研究室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中邀請美國德州大學東亞系講師應鳳凰、比較文學所教授張誦聖；還有李昂、
張曉風、廖輝英、平路、蓉子等多位知名作家，分享她們對性別與書寫關係的看法。

「第二屆愛盲盃盲人棒球錦標賽」
，獲得亞軍，歷史二陳陸勤個人獲得最佳打擊及最佳守
備二個獎項。
研究撰寫CIH電腦病毒解毒程式的夜資工四翁世豪。

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八十七學年度得獎人計有九十二人，甲種魏和祥等九十一人，乙
種吳麗雯一人。
物理系「重點系所計畫」，邀請瑞典Umea大學敖平教授蒞校進行兩週的學術

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拓扑奇點的動力學：適普的橫向力和非適普的摩擦力」。
三日

本校盲人棒球隊「淡江紅不讓」九位同學校友，參加在百齡橋下舉行兩天的

十日 校長張紘炬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的週會上，親自頒發「淡江之光」的獎牌給

五月

一日

八日

未來研究組舉辦淡江講座，邀請任教於澳洲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Dr. Sohail Inayatullah擔任主講人，他是夏威夷大學未來學博士，專長領域
是宏觀歷史趨勢研究、高等教育未來和未來研究方法與理論。Dr. Sohail Inayatullah來校
四天共發表四場演講，主題皆與未來的世界趨勢有關。
四日 由教育學程組及教科系主辦的「資訊科技在中小學教育之應用研討會」假覺

十一日

外語學院「地球村語言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狄殷豪，邀請來自德國的學

者Dr. Geert Edel來台作為期三星期的研究，其間在中央研究院、台灣大學以及本校共舉
辦了七場演講。
十二日

苗栗建台高中師生54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來台參加「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的外賓8人，由主辦單位師大社
教系安排來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由黃鴻珠館長親自接待。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假台北市誠品書店敦南店舉辦「第一屆畢業系展」，由院長蔡
信夫主持開幕，並於展出期間舉辦「建築越界──建築人社會角色的省思」及「建築文
化──建築教育與建築專業的互動」座談會。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參加的主要對象是各縣市中小學教師、教師研習中心相關人員及師

化學系邀請Head, Analytical Division Chevron Co. Dr. David J. D. Hwang來校演講。

範院校師生等，共計一百六十人。

十三日

教育部通識教育評鑑訪評委員，包括中央大學學務長朱建民等共十五人來

姐妹校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學教務部長小口彥太及國際交流課長塚博道兩位教授蒞校

校舉行「八十七學年度大學院校通識教育評鑑訪評會議」，針對本校通識核心課程的實

訪問，由管理學院陳淼勝院長接待，並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小口彥太

施情況做出評鑑，以及相關事項的意見交流和討論。並參觀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各

此行是與本校商談交換學生細節，並參觀麗澤學舍及圖書館。

項設施。

荷蘭Hanzehoge School, Faculty of Technology機械工程系主任Dr. De Jung及國際關係
室主任Dr. Linda Matt來校，與機械系洽談大四學生之交換學習模式及其他合作模式。
五日 李奇茂、張炳煌等書畫家蒞校訪問，與校長張紘炬洽談有關本校設立藝術中
心事宜。
六曰

數學系主辦「海峽兩岸生物醫學統計研討會」，地點在S215室，校長張紘炬應邀開
幕致詞。
越南財政研究院副院長黃公施教授率訪問團蒞校參訪，除拜會校長、聽取簡報外，
並與東南亞所學生進行學術交流，訪台期間並由本校東南亞所學生陪同參觀台灣綜合研

歐研所邀請英國Christopher M. Dent教授與Debra Johnson教授蒞校演講，講

究院、台經院、經建會、農委會、新竹科學園區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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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中文系主辦「第三屆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

天，主題定在「文體與文類」，內容多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範圍，校長張紘炬應邀開幕致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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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財務系，交換學術合作的可能性。
廿九日

創辦人張建邦召開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第二次會議，會中指示應研討

如何確立各系、所及學校的未來發展方向及定位；本校教師現階段首要任務以教學優
十五日 遠見雜誌出版大學聲望調查特刊，針對全國五十二所大學進行學術聲望、

先，然後增加研究追求更高聲望；各單位發現缺失應及時改進，以保持領先。校長張紘

十二大熱門學群聲望以及辦學績效等項目進行調查。本校在五十二所大學學術聲望排名

炬表示：「當我們努力跨越公元2000年途中，追求成為一流大學，必須要有創新的學

中名列第十七，較去年進步十名，是所有大學中進步幅度最大的。在私立大學辦學績效

習精神、充足的設備、良好的師資及具備企圖心和使命感的學生。」

評價調查中名列第一，建築學群學術聲望調查與服務業對大學團隊合作精神評價均僅次
於國立成功大學居第二。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林海青教授蒞校進行學術研
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Exact Soluble Quantum Spin Model sin Two Dimension」
。
十七日

管理學院、會計系、管科系主辦「第三屆兩岸會計與管理研討會」，地點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除國內學者外，並邀請大陸七所大學十九位教授參加，講解討論十
九篇有關經濟、管理方面的論文。由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
十九日 今天召開的學生獎懲會議中決議，未來同學若於上課及考試期間使用電子
通訊器材，將依學生獎懲規則第七條第七款「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教室規則、考場規則

卅一日

日本駒澤大學副校大谷哲夫蒞校訪問，隨行的有該校國際中心所長田中

保、外國語部教授松本丁俊及國際中心主事川波和章，簡報及座談會由學術副校長馮朝
剛主持。會中進行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交換學生協議及施行細則各項內容的修正。

六月
本校核定物理系及管科系為八十八學年度重點系，獎助年限四年。英文系八十八學
年度獲核定為重點系。
財務金融學系與寶來證券、儒碩科技合作，成立即時金融資訊科技中心。
一日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校長Dr. Talbot D’Alemberte、教育督導會主席Mr.

情節較輕者」予以記申誡，及第八條第十款「違反教室規則者或妨害上課者」記小過規

Steven J. Uhlfelder、工學院陳景仁院長一行三人蒞校訪問，由校長張紘炬主持座談會，

定行懲處。

會中兩校簽定學術交流意向書。

創育中心與本校進駐廠商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辦招才說明會，提供就業機會給
本校學生。
二十日 拉丁美洲研究所主辦、外交部及新聞局協辦的「中華民國第六屆拉丁美洲
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主要議題為「拉丁美洲與台灣兩岸之互
動關係」，除有國內學者與會外，更邀請哥斯大黎加、巴拿馬、尼加拉瓜、巴拉圭等四

本校創育中心和中華創業育成協會合辦「Mr. Dallas來訪座談會」，會中美國國家企
業育成協會1998年度最佳創新育成中心之得獎主持人Mr. Dallas共同交流創新育成中心
經營方式。
二日 國際關係研究社邀請民進黨總統參選人陳水扁蒞臨本校演講，從亞太戰略架
構之下，說明台灣的外交空間及限制。

國及與我國經貿關係最密切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國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參加，並發

紐西蘭姊妹校懷卡特大學（Waikato University）校長Dr. Bryan C. Gould率團蒞校訪

表論文14篇。校長張紘炬及智利大學校長利維諾斯博士（Dr. Luis A. Riveros）在上午的

問，表達該校想與本校建立在校際學術上更加緊密合作關係的意願，並當場討論與本校

開幕式中簽署學術交流意向書。

簽訂大三留學計劃合作的可能性。

廿一日 姐妹校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校長Dr. Michael Aiken及亞

四日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象徵圖案（Logo）設計比賽」於臨時行政會議中由校

太研究中心主任Prof. Dr. George Yu來校訪問，除了進行座談會外，也拜會創辦人張建

長張紘炬親自頒獎，第一名為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播設計系四年級的卓成法同學，他的

邦，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資訊中心以及海事博物館。

作品將用於本校五十週年校慶的相關物品上。

廿八日 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校長鮑霦暨各單位主管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訪，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會。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及國立發展暨管理研究院之三校聯合博士班執行秘書
Dr. Prasit Kanchanasakdichai與長發建造有限公司總經理林燦敏先生連袂拜訪本校技術學

「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資訊科技在中小學教育之應用研討會」
，邀
集各縣市中小學現任合格教師、各縣市教師研習中心相關人員、各縣市教育科技、資訊
教育、媒體科技等教學輔導團之成員、師資培育機構及師範校院師生等共計174人參
加。由校長張紘炬在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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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於台北火車站前天橋展覽，展出至六月十三日。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淡江大學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設置
辦法」於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布施行。學務處「僑生及外籍生輔導組」更名為「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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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邀請Department of Chemistry,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of. Tarun K.
Sarkar來校訪問並舉行演講。
十二日

八十七學年度畢業典禮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共有包含博、碩士班和大學

輔導組」，外籍生業務改隸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為精簡組織及業務合理分配，以下

部6834位畢業同學，典禮由校長張紘炬主持，創辦人張建邦及台北市市長馬英九應邀

各單位不分組：取消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之「行政支援組」、「技術發展組」；取消教育

致詞，本校董事、各界貴賓及學生家長應邀蒞校觀禮。隨後，張校長於驚聲中正紀念堂

品質管制委員會之「行政組」、「研發組」；取消建教合作中心之「推廣教育組」、

主持畢業僑外生家長接待茶會。

「國際合作組」、「行政管理組」。「商學院及管理學院高階主管管理碩士班」依商管兩
院協議，委託管理科學系碩士班辦理，自八十八學年度開始招生。
五日 國貿系舉辦「國際經濟、企業與經貿法規學術研討會」
。
七日 推廣教育中心假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與莊敬高職合作辦理推廣教育簽約

建築學系遊園後於海事博物館前自辦小型畢業典禮，頒發畢業證書、建築設計獎
（崔光原同學）及畢業設計獎（第一名：方菀莉，第二名：謝子充、邱鄭哲），之後，於
建築系館中庭舉辦茶會歡送畢業生。
十三日

技術學院財務系邀請波士頓大學財金正教授Dr. Nalin H. Kulatilaka至本校

典禮，典禮由本校校長張紘炬、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盧慶塘，及莊敬高職董事長王顯庭、

擔任淡江講座，並舉行三場演講，講題分別為「Strategic Growth Options」、「Real

校長邱顯瑞共同主持。

Options」、「Options Thinking and Platform Investments: Investing in Opportunity」。期間

九日 學生輔導組、中原大學附設北區大學院校輔導諮詢中心以及教育部訓育委員

獲財政部部長邱正雄、本校校長張紘炬及學術副校長馮朝剛接見，並安排參訪立法院黨

會主辦的「八十七學年度國際輔導知能學術暨實務研討會」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

團及教育委員會、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新竹科學園區台積電、國聯光電及BU

館舉行兩天，邀請美國阿拉巴馬大學教授Dr. Paul B. Pedersen主講。十日則研討實務個

台北校友會。

案。

十四日
第四十一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明訂續聘

時，外籍教師每次為一年，其餘每次均為兩年。修正「淡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

本校姊妹校俄羅斯國立遠東大學校長Dr. and Mrs. Vladimir I. Kurilov夫婦

蒞校訪問，由創辦人張建邦在覺生紀念圖書館九樓貴賓室接見，商談有關兩校日後進一
步實質交流的計畫。

置要點」：依教育部規定教師申訴評議會委員任期由一年改為二年。（修正「淡江大學

電機工程系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電機暨資訊工程系教授Jeffery J. P. Tsai

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則」：請假手續分層負責以簡化公文流程。依88.6.4臨時校務會議

舉行重點系所講座，三場演講講題是智慧型系統之設計、以知識為基礎的即時分散系統

決議之組織異動案修正本校「辦事細則」、「組織規程」。依教育部相關法規修正「淡

的確認、複雜系統的演化設計。

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辦法」部份條文，召集人原由校長擔任，改由教師委員
互推教授一人擔任，並刪除程序委員會之設置。
十日 大陸天津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修剛先生蒞校參訪，由本校外語學院安排蒞臨參
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圖書館舉辦台灣教育改革文獻資源展覽，展出有關教育改革相關議題之圖書、期刊
文獻、政府公報及網路資源，同時將相關館藏及書目一併展示。
十一日 教育部八十七年度定期視導假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綜合座談會，共有宋新
民、彭火炎、聶廣裕、洪清香與吳椿榮等五位督學蒞校，他們除肯定本校長期以來推動
三化的成果外，並對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與數位圖書館的設立表示嘉許。
桃園縣光啟高中師生共二○○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海事博物館、教育
發展中心之遠距教學及虛擬教室、資訊中心等各項設施。

十五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姜澄宇校長等一行人

來訪簡報並致贈紀念品。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大陸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孫剛博士蒞
校進行學術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用界面方法對相變和臨界現象的研究」。
十六日

「八十七學年度大學院校提升大學教育品質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教育部次長吳清基與校長張紘炬共同主持開幕儀式，包括國、私立六十二所大專
院校教務長及行政主管與會。
十七日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院學生蒞校訪問並舉行研討會，由歐研所與東

南亞研究所負責接待。
陸研所邀請浙江台灣研究院陳文韶、金闖禮、史晉川、黃燕君、周麗華、黃巧靈、
周建雄等七位學者，來校與該所同學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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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曰 福建省連江縣縣長劉立群等一行蒞校訪問，與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簽訂學術文化合作計畫協議書，並互贈紀念品；張校長並設午宴款待及陪同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館、遠距教學教室、資訊中心、海博館。
廿三日 教育學程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方教育輔導─
─復興中小學全面品質管理研討會」，邀集各復興中小學校長、主任、組長及相關教師
人員等共計七十人參加。
廿五日 教育科技系及教學科技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八十七學年度中小學地
方教育輔導──中小學教學資源中心以教育科技落實教學資源中心的設置與功效研討
會」，邀集各縣市中小學現任合格教師、各縣市教師研習中心相關人員、各縣市教育科
技、資訊教育、媒體科技等教學輔導團之成員、師資培育機構及師範校院師生等共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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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校園召開成立大會，並於會後立即召開理監事會，推舉羅森為會長、劉春仁為副
會長。
十四日

大專青年服務學會會員一行八十人，蒞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十五日

福嚴佛學院釋厚觀院長、教務長及電腦顧問等共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

圖書館。
廿五日

南美洲巴拉圭校友會中午十二時舉行成立大會，成為本校海外第廿二個校

友會，由五十八年公行系第一屆畢業校友許兩傳擔任會長，謝淑媛、林晉銘擔任副會
長。
廿七日

北美菁英交響樂團「兩岸菁英都會之旅」一行蒞校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

朝剛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五○人參加，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致詞及「教育科技落實教學資源中心的設置與功效」

大陸杭州市教育相關文化人士等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專題演講。

廿九日

廿六日 外語學院六系大三出國留學一年，在台北校園舉行授旗典禮，由校長張紘
炬主持。

淡江中學十八名同學由日文教師李淑女老師帶隊蒞校參訪。

八月

廿八日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教務長淺井雅史、事務局長芝田正子蒞校訪問，除會

一日 八十八學年度人事異動，專任教授陳幹男兼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歐陽良裕

見本校張紘炬校長，日文系並由系主任劉長輝主持茶會，由日文系老師與兩人進行學術

兼管理學院院長，專任教授林耀福兼外語學院院長，專任副教授王儀祥兼體育室主任，

交流。

專任教授韓耀隆兼人事室主任，專任副教授黃明達兼資訊中心主任，專任副教授陳惠美

技術學院安排並接待大陸中國商業高等教育學會考察團蒞校訪問，作學術交流，並
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小型座談會。
廿九日 本校社會服務工作隊有十五隊共三二二人於暑假期間出隊服務，分別前往
南投、花蓮、宜蘭、嘉義等地，於驚中正由校長張紘炬親自授旗授證，給他們加油打

兼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
「高教簡訊」公佈八十八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學雜費徵收核定標準，本校學雜費奉
教育部評為第一類可以自主決定彈性之調幅的學校，但並未調漲，是全國八所私立綜合
大學中唯一未調漲者。
建教合作中心國際合作組裁撤。

氣。

七月
一日 屏東女中師生一行三十六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本校接辦大學聯招閱卷組工作，圓滿完成。
六曰 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所長曹日新教授、中山大學中山所所長姜新立教

財務金融學系與寶來證券、儒碩科技合作，成立即時金融資訊科技中心。
教育部核定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自八十九學年度招生；經濟學系應用經濟學碩
士班自九十學年度招生。
二日 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待日本「亞洲研究中心」代表松本彧彥、豐島典雄、
小枝義人等。

授一行二人蒞校訪問，由國際研究學院李本京院長接待及陪同參觀海事博物館與圖書

五日 省立羅東高中圖書館網路讀書會師生共四十六人蒞校參觀。

館，學術副校長馮朝剛設宴款待，就未來兩校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九日

八日 「一九九九暑期北部大學生活營」學員共一百二十人，由主辦單位太陽獅學
生青年服務中心安排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及海事博物館。
由會計系三位校友羅森、蔡信夫和前會計系主任王美蘭發起成立的
「會計師校友會」

化學系邀請夏威夷大學化學系教授劉繩熙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Retinoids

and Carotenoids in Studies of Rhodopsin, Bacteriorhodopsin and α-Crustacyanin.」。
十一日
交換事宜。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小菅敏夫教授來訪，談論兩校間學術交流、師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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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國際經濟研究院黎文桑副院長、劉玉震資深研究員，由國際研究學院安排，蒞
臨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二日 美國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hemistry Department教授Prof. Jean Dewey
等一行人蒞校訪問，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十六日 廣東工業大學校長鍾韶等一行上午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十九日 本校東山校友會安排入學新生共五十人，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廿三日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畢光建老師率領第二屆學生赴歐洲進行「體驗建築」

實地教學活動。
廿四日 監察院副院長陳孟鈴、監委趙榮耀、馬以工、呂溪木等人來訪，校長張紘
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本校資訊系統規劃、公文電子傳遞與資訊網路安全之簡報。會
後監察院聘本校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網路組組長方鄒昭聰為資訊顧問。
廿五日 美加西教育中心加拿大亞瑟柏大學、加拿大貝律學院經理傅兆川先生一行
二人蒞校訪問暨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日台交流協會山口隆廣先生、楊雅雯小姐來訪，討論2000年由日文系馬耀輝老師
率高中生訪日團赴日參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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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本校註冊作業增加網路線上即時註冊作業，與原有之語音註
冊，提供同步服務。
交通管理學系改稱運輸管理學系，二年制技術學院各系改名，分別為：管理學系、
國際企業經營系、財務系、應用日語系、營建系、建築技術系。
設立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中國文學系博士班、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土
木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日本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
本校於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開設服務教育課程，為全學年必修零學分課程，每
週上課一小時。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淡水、台北校園開設遠距教學互播課程，計有二科（社會未
來、生產作業及管理），收播外校課程計有五科。
二日 參加國家圖書館主辦之「華文書目資料庫合作發展研討會」之海外學者專家
共廿二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三日 第六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法規名稱及立（修）法程序。為取消分組，

廿六日 比利時列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華瀾先生蒞校訪問。

修正「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建教合作中心」、「綜合研究發展中心」之設置辦

廿七日

本校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合辦「第八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於淡水校

法。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增訂申請留職停薪借調大專校（院）校

園驚聲中正堂與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討論主題為「閱讀世紀末，書寫千禧年：比較文

長者以一任為限。「淡江大學體育室設置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體育室設置規章」。

學的轉折」，共分六項子題，邀請之學者皆為國內外學術俊彥，有國際知名比較文學專

本校「訓輔工作三年（88-90年）中程計畫草案，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組專案小組審議

家J. Hillis Miller、美國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教授Sander L. Gilman、英國倫敦大

後由學務處報部。

學教授Robert Hampson、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等，其學術研究在國內外皆享有盛
名。發表卅九篇學術論文。
廿八日 台南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台南市濃園滿漢餐廳召開，會中決

五日 澎湖縣校友會舉行成立大會，約四十餘位校友及眷屬參加，六十三年水利系
畢業、現任澎湖縣政府主任秘書的許萬昌校友受到眾校友的支持當選理事長一職。
六日

政治作戰學校校長韋家慶等一行人蒞校訪問。

議，今後所有設籍台南的淡江畢業生將視為當然會員，不加以收取入會費，只需繳交年

日本亞細亞大學理事安國一先生及該校經濟學教授等一行五人蒞校訪問。

費，在校友們的一致推舉下，原任理事長杜振榮蟬聯理事長。

七日

三十日 彰化縣校友會在彰化市國泰人壽大樓舉辦第二屆會員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
會議，會中原任理事長張世良在眾校友們的推舉下，再度連任。
卅一日 本校芝加哥校友會嚴祥仁會長由大發處陳敏男主任陪同，返校參觀覺生紀
念圖書館。

本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主要議題為

「提升學術聲望及研究風氣」，邀集了本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主管參加。創辦人張建邦於
會中對本校未來發展方向做了明確的指示：希望明年五十週年校慶前，能在教育部大學
評鑑的「研究」項目中，勇奪第一。研討會中還特地安排了十三個設有博士班的系所主
管報告，提出各自的現況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八日 德國Dort Murd大學Uwe Schwiegelshohn教授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中央研究院為該院「人文社會科學館新建工程」設計之需，安排該院人文組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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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圖書館負責人七人、羅興華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二人、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專案
管理工程師二人，蒞校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館舍及各項設施。
九日 本學期新開設的服務教育課程，為一年級必修、零學分的課程。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從各系甄選九十八位大三同學擔任小組長，上午召開小組長講習，說明工作情形
以及查看校內外打掃場地。
十日 新進教師研習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紘炬主持，今年度本校共
聘任了廿六位老師，除了外語學院一位外籍教師外，其餘廿五位都是具有博士學位者。
十一日 新竹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假新竹縣議會議事堂舉行成立大會，會中校友們一
致推舉公行系畢業、現任新竹縣議會主任秘書的周清治擔任理事長。
十二日 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舉行學分班結業典禮，由校長張紘炬於驚中正主持，共
有一百一十六位碩士班學員與十八位學士班學員領到結業證書。
十三日 本校明倫校友會安排入學新生共五十五人，蒞校參觀覺生紀念圖書總館。
十四日 紐西蘭奧塔哥大學副校長 Professor Ian Smith 及助理校長Professor Alistair
Fox蒞校訪問，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美國南加大電機系教授郭宗杰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並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十六日

今起三天舉行新生講習，今年本校共錄取約6200名新生，典禮由校長張

紘炬主持，在講習前由校長、副校長及一級主管率領新生攀登克難坡。
十七日 北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副所長陸化普教授來台參與東亞運輸學會，本校
運管系特邀陸教授針對該系與清大交研所之學術交流事宜進一步研商。
二十日 由原松濤館地下樓全新改裝的淡江大學美食廣場舉行開幕儀式，由校長張
紘炬主持，全新規劃後的美食廣場除原有的龢德堂餐廳仍供應自助餐外，尚有十三個店
面，包括麵包店、便利商店、冰店、中式早餐店、美容院、理髮店……等。
為解決同學機車停放問題，本校除原有的五虎崗機車立體停車場及大忠街機車停車
場外，又新增一處五虎崗第二機車停車場，於暑假整地完工，約可停一千二百部機車。
化學館圖書室遷至新化學館三樓及二樓，約二三○建坪，共八十一個閱覽席位，於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正式啟用。
廿一日 本校運輸管理系一年級新生黃然佑，家住松山東星大樓，於「九二一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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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外語學院院長及任課教師多人參與座談。
廿三日

受九二一大地震影響，淡水地區限電，全校停課一天，但行政教學單位正

常上班。
廿六日

國際問題與國家安全研究中心假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
「從大地震看國情」

研討會。
廿七日

本校八十七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經過評選，總計有日文系陳伯陶、交管系

張勝雄、中文系王仁鈞、土木系陳治欣及物理系唐建堯五位老師獲得該獎。
本校兩位榮譽教授王久烈及鈕先鍾，獲得李登輝總統致送秋節慰問金，每位五萬
元，教育部長楊朝祥並致函兩位老師，感謝他們為國作育英才之辛勞。
淡江康輔等十七個社團今起一連三天於商館、工館、活動中心門口，進行「九二一
地震賑災愛心捐款活動」。由淡江基層文化服務隊主辦，課指組及八八淡海同舟協辦，
於書卷廣場舉行「基情基夜賑災晚會」，兩活動共募得三十五萬餘元。
廿八日

女聯會舉辦教師節聯誼活動美食天地，撙節支出四萬元，悉數轉贈「九二

一地震」賑災埔里基督教醫院。
廿九日

國防管理學院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勁甫率師生共二十人，蒞校參觀覺生

紀念圖書總館，並於新工館680會議室，與研究所師生舉辦座談，會中就國際事務與戰
略現況進行討論，並就國際事務與戰略教學發展交換意見。
企管系「管理問題研討」講座課程，邀請群英企管顧問公司專業顧問師陳奕帆先生
蒞校演講，講題「生涯發展策略」
。
三十日

管科系「管理實務研討」課程，邀請中華民國企業管理學會秘書長周希炯

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成功的秘訣」。
陸研所邀請七銘企業何語先生來所演講，講題為「兩國論後台商因應之道」。

十月
姐妹校日本亞細亞大學派遣學生分三批來台進行九二一災後救援，本校日研所研究
生出動擔任翻譯工作。
一日

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首批五位大四同學，前往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修習語文

大地震」中受傷，父母親與弟弟三人全部罹難，學校方面接獲消息立即派人趕赴醫院探

半年，他們分別是：周純如、蕭麗娟、蔡麗蓉、林惠文、施眷心，預計明年二月修畢回

望，許多社團發動募款。建築、土木、建技系等多名老師投入災後援助工作，童軍團由

國。

二十餘人帶著百餘睡袋進入災區救援。

二日

國際研究學院院李本京率八名所長及老師赴上海合辦「第三屆世界新格局及

廿二日 第二十九梯次日本麗澤大學留學生開學典禮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

兩岸關係研討會」，隨後前往北京，參加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主辦的

長張紘炬主持，歡迎廿三位來自日本的交換生，並安排副校長、教、學、總務長，及

「兩岸關係座談會」
，與北京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簽訂學術交流計畫，並拜會海協會與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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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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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所邀請陸委會副主委吳安家先生來所演講，講題為「中共對台政策」。

四日 由教育部舉辦的第三屆教育行政研究發展獎，公佈得獎名單，本校有兩位優

十五日

校長張紘炬受邀赴大陸姊妹校天津南開大學訪問，並參加「世界著名大學

秀教師獲獎，分別是資管系副教授兼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劉艾華、管科系榮譽教授盛

校長會議」；十八日前往俄羅斯遠東大學訪問，參加該校百週年校慶。同行的還有學術

慶

。

副校長馮朝剛、數學系教授胡德軍、俄研所及物理系教授楊棨與秘書黃文智，十九日返

國科會八十九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共有中文系四李靜嵐等卅

國。

六位同學通過申請，每位同學可獲得三萬九千元的獎學金及其他費用研究。
六日

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校長Dr. C. D. Mote Jr.及Dr. Tim

Brown教授蒞校訪問，於覺生紀念圖書館十樓參加簡報及座談。
企管系「管理問題研討」講座課程，邀請大師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詹文明先
生蒞校演講，講題「激勵與領導」
。
台南德光女中圖書館主任因建新館之需，蒞校觀摩覺生紀念圖書總館館舍及各項設
施。
七日

第二屆親善大使在驚中正舉行決選甄試，共錄取了三十名，其中首度錄取八位男同
學。
校長張紘炬裁示，八十四個行政單位的BBS版，獨立成為一個新的校務行政BBS站
（adm.tku.edu.tw），由學務處負責管理，另外一百廿九個一般討論區仍由資訊中心負
責。
中文系與台灣大學中文系、師範大學國文系合辦「唐代文學史料研究」系列演講，
邀請大陸學者傅璇宗演講「唐宋時期編刻的總集及其研究」。

軍訓室統計本校在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中，家中受災的同學共有一百七十六

人。

校內BBS站「蛋捲廣場」，今日起開始取締使用不雅暱稱，凡是暱稱中具

有性暗示、淫穢、徵求性伴侶與性交易者，停止使用權兩週，累犯者，取消帳號並註銷

管科系「管理實務研討」課程，邀請台灣文筆機構總經理洪寶彩女士蒞校演講，講
題為「女性主管在工作職場中所扮演的角色」
。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第二屆建築資訊化教學成果展，
由校長張紘炬博士主持開幕。
十一日

十八日

本校著手架設自淡水校園到教育部的T3線一條，以取代原來的三條T1

線，使得本校上網頻寬擴大十倍，能滿足未來五年內的需求。
日本茗溪學園高等學校校長長谷川節三等一行六人至日文系拜訪，並請日文系支援

E-mail信箱的認證資格。而為了落實此一措施，更首開國內先例，成立投訴版。
十九日

數學系邀請奧地利科學院Prof. Dr. Niederreiter蒞校舉行演講，講題為

「Low-discrepancy Sequences for Quasi-Monte Carlo Methods」。
運管系張堂賢教授及陳敦基主任受北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邀請赴該校演講，並以
台北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之名與北京清華大學交通研究所正式簽定學術交流合作意向
書，為兩系所未來更進一步之實質交流揭開序幕。
廿日

日本推廣外國人日語教育義工佐野清彥先生來校拜訪，並與本系劉長輝主

該校學生於十二月五日至八日至台研修之義工事宜。十二日至應日系商討十二月份海外

任、瀧澤武老師、河村裕之老師及八名對日語學習有興趣之本系學生舉行座談會，談論

研修旅行之交流、接待事宜，應日系將負責其中的八個小組的接待工作。

日文學習之經驗及學習中所遭遇之困難。

十二日 國交處邀請美國教育宣導中心基金會執行董事方廷諄博士來校演講，講題
為「美國留學之路」
。
十三日 日本京都橘女大學岡部寬講師來訪，與應日系商研兩系雙向交流等相關事
宜。

廿一日

後備動員管理學校研究班，由政戰主任率領八十位研究班學員，來校參

訪，與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就「從安全戰略角度透視兩岸關係之發展」舉行座談。
陸研所邀請陸委會副主委林中斌先生來所演講，講題為「中共對台軍事戰略與策
略」
。

瑞典The Swedish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r. Goran Melin蒞校與國交
處陳惠美主任洽談學術交流事宜。
十四日 本校發起「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捐款活動，所有教職員工共募得三百一十

美國姐妹校奧克拉荷馬大學駐台辦事處主任Mr. Gray J. Harriman蒞校拜訪國交處陳
惠美主任並洽談兩校學術交流事宜。
廿二日

本校電機工程學系參加「1999 HP惠普科技設備捐贈活動」，在眾多機構

四萬零四百九十八元，學校開會決議，其中一般賑災款一百零七萬元捐入「行政院九二

的熱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入選為六個受贈的單位之一，將獲得HP所補助價值七十萬元

一賑災專戶」，其餘用於本校在此次大地震中受災之教職員生及校友。

的電子量測儀器，提供給電機系師生用以積體電路的測量。今天上午十時在台北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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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廳舉行捐贈儀器典禮，工學院祝錫智院長、電機系主任莊博任和計劃主持人鄭國興老
師代表受獎。
廿四日 化學系以重點系所計劃經費邀請史丹福大學化學系教授、發明口服避孕藥
的翟若適教授（Dr. Carl Djerassi），英文系重點系所學術交流計劃則邀請其夫人史丹福
大學教授、國際知名的女性研究專家Diane Middlebrook來校，分別發表三場學術演講。
北一女中圖書資訊社社員共四十五人，蒞校參觀總館。
廿五日 大陸中央電視台及人民日報記者一行七人，由台灣龍輝傳播總經理張祥光
陪同蒞校參觀，在行政大樓三樓貴賓室拜訪主任秘書陳敦禮，並觀賞學校簡介錄影帶，
接著參觀海事博物館及圖書館，再以一個半小時時間拍攝校園景物。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大陸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晨曦博
士蒞校與鄭伯昆、張經霖、彭維鋒等老師進行學術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Atomic
and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Molten GaSb Probed by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
東南亞所邀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
「東亞政經發展經驗及對台灣之影響」
。
世界未來研究聯盟主席Tony Stevenson博士致函創辦人張建邦，本校從事

未來學研究工作三十年有成，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審慎評選，榮獲年度「全球最佳未來學研究機構獎」
。
由天津市教育委員會副處長孫杰領隊的第五屆大陸優秀學生訪問團一行十二人來校
訪問，由學術副校長馮朝剛主持座談會，並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北京中央電視台訪問團，參觀大傳系攝影棚、「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北海岸」
實習報及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
智利聖多馬斯大學（Universidad de Santo Tomas）執行總裁兼國際理事會理事長羅
赫德（Gerardo Rocha）夫婦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
廿七日

數學系於S434室舉行研討會，邀請到國際知名微積分大師加拿大

McMaster大學James Stewart教授來校針對「微積分教學的新發展」主題發表演講。
會計系邀請華盛頓D.C.校友會創會會長饒世永、沈葆夫婦至碩士班專題演講，講題
為「美國會計師執業環境及實務」。
企管系「管理問題研討」講座課程，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處長黎昌意先生蒞校演
講，講題「台灣中小企業之挑戰及未來進入WTO後之角色」。
廿八日

廿九日

柑園國中校長王秀雲至本校參加八十八學年度教育學程組實習教師返校座

談，舉辦學術專題演講，講題為「班級自豪運動的案例分享」
。

台北靜修女中師生五十七人，蒞校參觀總館。

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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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舍名稱除總館外，化館命名為「覺生紀念圖書館鍾靈分館」（簡

稱鍾靈分館）、城館命名為「覺生紀念圖書館台北分館」（簡稱台北分館）
。

三十日

創育中心舉行本年度「第二次進駐廠商審查會議」，會中通過三家廠商申

請進駐，創育中心進駐達到十二家。
卅一日

台南縣校友會在台南縣金園滿漢餐廳召開成立大會，是全省廿三個地區性

校友會中最後成立者，七十九年會計系畢業的校友江仲祥（現任縣議員）在校友一致推
舉下當選首任理事長。

十一月
商學院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正式締結姐妹院。
一日 本校親善大使廿七人進行圖書館導覽訓練，由館長黃鴻珠親自介紹，並由採
錄、推廣服務、參考資訊、非書資料四組組長帶領實地參觀解說。
三日 教育發展中心通識與核心課程組於學生活動中心主辦「淡江的人、淡江的歌
校園觀摩演唱會」，校長張紘炬應邀到場致詞，並頒獎給八十七學年度「淡江的人、淡
江的歌」詞曲創作獎得獎的十四位同學。演出的曲目共分成四大項：鋼琴管絃樂伴奏
曲、吉他 電子伴奏曲、指導老師群贊助曲、合唱，總計十四首曲子。
四日 配合四十九週年校慶舉辦的蘭花展登場，展期四日至六日下午三時結束，有
約六、七百盆蘭花爭妍，獎項約有六十個左右，包括董事長獎、校長獎、副校長獎等。
五日

第四十二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置「講座教授」。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

遇服務規則」：1.第一次續聘之後之續聘，外籍教師與本國教師均為每次二年；2.增訂
申請借調大專（院）校長者以一任為限，另將各系所留職停薪教師名額限定為一人，以
免人數過多影響教學。修正「淡江大學組織規程」及「淡江大學辦事規章」：覺生紀念
圖書館組織重整，採錄組、編目組合併為「採編組」，推廣服務組改為「典藏閱覽
組」、參考資訊組改為「參考服務組」、新增「數位資訊組」。「淡江大學體育室設置規
章」。
六日 日本駒澤大學副校長大谷哲夫帶著兩校學術交流協議書至本校，於校長室進
行簽約儀式，兩校正式成為姊妹校。下午更以姊妹校副校長的身分在校慶慶祝大會上致
詞。
四十九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張紘炬主持，教育部常務次
長吳清基應邀致詞。會中頒發第十三屆「淡江菁英」金鷹獎，由七位優秀的校友獲選：
陳孟鈴、方錫誠、陳聰明、戴德銘、令狐榮達、李競芬、劉木賢。另頒發募款感謝狀，
共有廿二人捐款三十萬元以上獲獎，由校長頒發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狀乙紙及本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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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乙座；張紘炬校長等五位獲勸募獎，獲頒本校感謝獎盤乙面。
本學期新成立的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L403國交會辦公室舉行成立酒會，邀請
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紘炬、副校長以及各單位主管職員參加。
鍾靈化學新館落成剪綵及騮先紀念科學館整新啟用剪綵典禮由創辦人張建邦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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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創育中心座談會。
化學系邀請國際知名的生物化學專家楊志民教授蒞校擔任淡江講座主講人，楊志民
教授是六十一年化學系畢業的校友，此行共發表三場專題演講。
十六日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俄羅斯科學院物理所許克洛夫斯基教

長張姜文錙主持，並與應邀蒞校的前副總統李元簇，共同為此二項校內改建工程落成剪

授來校進行短期訪問及講學，專題演講講題為「A Multiwavelength Optical Generator

綵，宣告正式啟用。

Based on a Raman/Brillouin cell and KDP Crystal」
，並與該系老師進行學術討論。

紹謨紀念體育館、游泳館新建工程於文館前停車場舉行奠基儀式，由應邀蒞校的前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帶領二十多位行政一級單位正副主管與秘書，前往元智大學參

副總統李元簇先生、創辦人張建邦和董事長張姜文錙，共同揭開奠基石上的紅布，為此

訪，對於該校TQM的執行、ISO認證情形以及教學品質保證系統的實施成效，兩校進行

二項新建工程展開序幕。

實際交流。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一次理監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召
開，共選出三十五位理事及十一位監事，並推選出林欽濃續任理事長，羅森為監事會召
集人。

陸軍通信電子學校校長蕭文彬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
座談。
十七日

拉研所邀請前國防語文學校主任、現任國防管理學院教授向駿博士前來發

理學院三系配合鍾靈化學新館落成啟用及騮先紀念科學館整新啟用，中午十二時起

表專題演說，講題為：「拉丁美洲研究經驗談」，向駿教授講述於美國克萊盟大學修習

舉辦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包括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的師生研究成果展、下午二時起的

拉丁美洲研究博士學位時之求學過程，與本所學生共同分享其學習經驗、介紹美國拉丁

園遊會、三系系友大會及晚上六時的校友餐會。

美洲研究環境，並開放同學參與討論。

由學生會主辦的校慶園遊會，下午二時至六時於海報街口、圖書館側門以及活動中
心前舉行，共有五十個攤位，包括：華僑校友會的東南亞美食、吧檯研習社的調酒、水
族生態社的撈魚……等。
十日 陸研所邀請中國社科院美研所牛軍教授與所內研究生進行討論與交流。
睽別九年，工學院再度舉辦「工學院成果展」，在商館展示廳舉辦展覽，由校長張
紘炬主持開幕剪綵，該展覽主題訂為「新科技」
，展出八系的研究成果。
十一日 陸研所邀北京大學楊紫烜、李如英、甘培中、張守文等四位學者來所進行
座談，就「大陸經濟法制」專題座談，與所內研究生進行討論與交流。
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未實際擔任秘書、組長、股長工作者，

圖書館鍾靈分館提供廿四小時開放服務。
十八日

第二屆中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本屆的主題

為「世紀之交──觀念動向與文化變遷」，分成八場研討，有多位本校和姊妹校瑞典斯
德哥爾摩大學的學者專家參與。
由學務處主辦的網路世代全校海報設計比賽，得獎名單如下：第一名土木三B江明
哲，獎金二萬元及獎牌一面；第二名土木三C吳細顏，獎金一萬五千元及獎牌一面；第
三名建築三蕭雅勻，獎金一萬元及獎牌一面。佳作共五名分別為：進學班電機二欒柏
達、僑輔組組員劉昌昇（兩件）、純物四楊博欽和應化四梁俊彥，皆可各獲得獎金二千
元及獎牌一面。

自八十八年十二月起不支秘書、組長、股長津貼，請人事室協調設「股」之一級單位修

日本外交安保展望會日本學生訪華研習團由團長三根生久大先生帶領蒞校訪問，校

法，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自八十九學年度起取消「股」之設置。教育發展中心增設

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並與本校日研所、日文系及應日系學生舉辦親善

「教育品質管制組」。「淡江大學學術主管聘任辦法」，更名為「淡江大學學術主管任免
辦法」，明訂學術主管於任期內不適任者，得經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管職務，由校長指
派人員代理至該學年度結束為止，不適任之認定，由人事室提行政會議議決之。
十五日 真理大學宗教系學生參觀大傳系攝影棚、「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及「北海
岸」實習報。
校長張紘炬於新工學館E680會議室歡迎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黎處長昌意等人訪視本

座談。
創育中心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產業升級列車暨建邦創育中心招商說明會」，
會中共有四家進駐廠商發表研發成果。
二十日

俄研所招生十年，今日正式成立所友會，邀請五位歷任的所長蒞臨致詞，

並與畢業生團聚，會中通過組織章程，遴選出第四屆所友陳昱安為會長。
廿二日

電機系邀請美國紐約科技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 Brookly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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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平（Professor Spencer Kuo）教授來校進行重點系所講座。於化中正舉辦演講並參
觀系所實驗室，與系上師生進行交流。
泰國駐台貿易經濟辦事處代表祝立朋先生，蒞校參訪，本校東南亞所安排參觀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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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由景觀學會主辦、內政部營建署協辦的「防災公園設計學生競圖」案，其競圖評選
結果本校建築碩士班一年級許家偉及李俊凱獲第二名。

資工系邀請來自澳洲的Peter Clark博士蒞校，展開主題為「電腦模擬技術」（HLA）
的三場重點系所講座。
廿三日

歷史學家李敖應大傳系之邀蒞校演講，主題為「言論自由」，李敖並於演

講前捐給大傳系一萬美金，成立「言論自由國際傳播講座」
。
廿五日

法國在台協會推薦之法國昂熱（Angers）高級商業專業學校國際發展處主

任Alain Ouvrieu蒞校訪問，與法文系主任徐鵬飛會面，希望了解雙方情況，進而有建立
雙方合作關係之機會。
廿六日 台中縣致用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高中部二年甲班師生四十五人，進行校外教
學參觀活動蒞臨參觀。
廿九日

本校甄選2000年赴日交換生，分別是：前往津田塾大學的日文系二年級

范敏慧、亞細亞大學的應日系三年級張簡天祥，明年三、四月出發前往日本開始為期一
年的留學生涯。
宜蘭縣縣長劉守成率其縣府一級主管共十二人蒞校訪問，學校包括創辦人張建邦及
校長張紘炬、蘭陽校園籌建委員們均熱烈歡迎，董事會蘭陽校園籌建委員會向劉縣長等
人簡報最新狀況：本校蘭陽校園興建將在近日內向宜蘭縣政府正式提出雜項建築工程的

Dialogue雜誌舉辦1999台北國際建築設計「界面劇場」競圖，本校建築系碩士班一
年級邱信賢獲優勝，碩士班一年級李俊凱、學士班五年級黃丞輝、廖嘉舜、黃融、翁淑
姿獲入圍。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舉辦「八十八年度學生競圖──台北市仁愛圓環之再生」，本校
建築系學士班五年級林盟凱獲特優獎。「各大專院校優良設計獎」由學士班五年級顏文
豪獲得。
一日

建築系邀請來台訪問並為Dialogue舉辦建築國際競圖評審之德國知名建築師

Peter Wilson 來訪，並舉行教學座談，議題包括課程設計、教學作品及未來發展方向
等。
三日

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航太研究所所長Dr. William Wallace蒞校訪問並商談

學術交流事宜，上午拜會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後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參加簡報及座談會。
四日

技術學院財務系在台北校園D223室召開「第一屆財務理論與實務暨同福基

金會學術研討會」，約有近兩百人參加此研討會，交通銀行董事長梁成金應邀主講「金
融風暴後，台灣衍生性商品之現狀與展望」，會中還有兩場綜合座談。
六日

本校首度對非法利用網路資源者處以懲戒，蛋捲廣場BBS使用者ID為abke、

申請，預計三個月後可以正式展開這些雜項工程，也就是動工整地興建下水道、污水處

nhy、wuling、allenden、kkky、swining等六人處以停權兩週，5d5o停權一年，aireagle的

理、道路、電力設施等的工程。

E-mail（hwc828@tpts5.seed.net.tw）及ID永久停權，財金三陳同學則是記申誡一次。

本校原計劃蘭陽校園四十公頃土地並分批開發進行，八十九學年度完成部分建築即
招生入學，但因宜蘭縣府希望本校採整體開發計劃，全面建校完成後招生，因此，學校
必須變更計劃，使得原訂建校日程拖延。依據蘭陽校園籌建委員會校園規劃組召集人王
紀鯤教授最新的規劃：「蘭陽校園預計明年三月雜項工程開工，九十一年四月建築工程
開工，九十二年四月竣工，同年二月招生，九月開學，創校初期五個年度計劃容納

為配合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合作辦理「愛心連線、溫馨傳遞」志工服務計畫，校
長張紘炬於浩然敬老院主持本校學生輔導組與浩然敬老院結盟儀式。
七日

本校日本姊妹校麗澤大學副校長大澤俊夫及中文系主任千島英一蒞校訪問，

討論兩校課程修訂的細節問題，並對該校留學生們的學習狀況及生活情形進行了解。
八日 未來研究組組長林志鴻、陳瑞貴副教授前往菲律賓，參加第十六屆世界未來

2500人，佔地四十公頃將擁有現在淡江校園二倍大，未來更會發展到六十公頃，屆時

研究聯盟年會，並代表本校接受世界未來研究聯盟（World Futures Studies Federation）

容納總師生人數將達15630人。」

所頒發「全球最佳未來學研究機構獎」。

三十日 台北師範學院圖書館同仁四人，蒞校參觀圖書總館。
IBM電腦公司提供本校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一部商業報價三千萬元的AS/400 9406
主機，放置本校兩年，協助本校於下學期開設相關課程，這項被稱為「淡江大學As/400
第一屆種子計劃」
，上午十一時在台北市松高路亞太會館B1簽約，並同時舉行記者會。

盧桑帝法國緬因（Maine）大學專任教授Daniel Luzzati係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博士、
法語教學及語言學學者，應法國在台協會邀請來台，與本校法文系師生座談。
九日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初教系師生，參觀本校教育學程簡介、教學設備、圖書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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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法文系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辦「第二外語（法文）與網路教學座談會」，

邀請知名的法文與網路教學專家、法國Maine大學語言學教授Mr. Daniel Luzzati，與本
校及中央、輔仁、文化等校法文教師八十餘人進行座談，就法文第二外語教學與網路交
換心得及經驗。
十一日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中正堂與中國租稅研究會理事長（前財政部長）白培英
共同主持「全國大學院校租稅教育盃」辯論比賽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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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日

中興法商學院學務長陳銘薰率領師生代表及餐廳員工一行二十五人，到本

校參觀松濤美食廣場、古今中外餐廳及速食部。
廿四日

布蘭登大學（Brandon University）國際事務處主任Dr. Meir Serfaty蒞校訪

問，及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第六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暑期七、八月除每週五、六外，另有十二天休假日，
其中四天於七月中旬某一週的週一至週四連續四天全校休假，其確實日期由行政副校長

十二日 台北縣立柑園國中師生共四十一人蒞校參觀。

決定，其餘八天輪休；寒休採全休方式，因公無法於暑期休畢者，須經行政副校長核准

十三日

後才可延期補修，本案自89.7.1開始實施。修正「淡江大學考場規則」：明訂不得攜帶

教務處新設「聯合服務台」，單一窗口的設置讓申請作業程序簡化，除了

詢問功能外，成績單申請或更改住址等都能直接線上申請，也受理領表及收件作業。

行動電話、電子呼叫器等妨害考試公平性之物品進入考場，違者取消該次考試資格並以

十五日 理學院作東，在鍾靈化學新館中庭提供點心及飲料，歡迎校內的教職員一

0分計算成績。修正「淡江大學網路管理辦法」：基於協助防治網路違規、犯罪，遇有

同參加「相約榕樹下」活動，今日首度舉行，往後並定期在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舉

校內單位請求對個人資料、檔案查證時，須由一級單位會同資訊中心舉證。（不必送交

辦。
物理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材料科學系王中林教授來
校進行短期訪問及講學，舉行三場專題演講，並與該系老師進行學術討論。
十六日 本學年度優秀青年共有馬泰裕等十五位同學獲選，在今日的班代表座談會

「資訊化委員會網路評議小組」）
廿七日
等環保問題。
三十日

中公開表揚。

十七日 由物理系主辦的「第二屆電子與原子結構國際研討會」於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開幕式，由校長張紘炬主持，邀請十位國外、六位國內學者及本校多位教師做專題
報告，並有百餘位國內外學者蒞校一同共襄盛舉，為期兩天。
二十日 本校取消部份交通車班次，包括淡水往台北及台北往淡水每日二十班次，
改開捷運淡水站往返淡水校園之接駁車，每小時一班次。
教育部主辦，本校承辦的全國計算機會議於今、明兩日假本校舉行，開幕式在大會
榮譽主席本校創辦人張建邦、教育部長楊朝祥、本校前校長趙榮耀致詞後，由中研院院
長李遠哲榮譽講座。

高雄市國光中學蒞校參觀。

八十九年

創育中心和本校進駐廠商福爾摩莎科技合辦「軟體研習會」，協助廠商加強客服能
力。

水環系校友會邀請美國加州校友會會長于國慶及夫人來訪，討論QA/QC

一月
一日

本校與華信銀行共同發行的「淡江大學認同卡」，因雙方合約已終止，自今

日起不再提供刷卡消費的功能。
五日 本校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自即日起由TALIS更改為Virtua。
六日

日本青森縣三澤市第五中學楢崎正校長來華與天母國中進行交流，由應日系

邱榮金老師率蔡惠娟等六名同學支援協助接待翻譯等工作。
七日 由創辦人張建邦召集的本校跨世紀發展指導小組舉行三次會議，回顧本校半
世紀以來成長軌跡，以集思廣益產生共識，探索本校在21世紀應走的方向，如何努力

圖書館加入國家圖書館邀集之「全國圖書資訊網路」

建設以成為學術重鎮。並宣布50週年校慶自今年三月一日開始至十一月三十日結束，

廿一日 日本東京外語大學教授鮕澤孝子、副教授望月圭子、國際交流中心課長鈴

希望各系、所、院及早排出活動時間表，讓校園散播慶祝氣氛。十年內本校將興建的硬

木文子至日文系拜訪，並進行三場演講。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由尚樂野校長率同行政主管共十四人前來參
觀訪問教育發展中心、簡易媒體自製區、遠距教學教室、圖書館，並聽取教學科技組簡
報及「學校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座談研討。

體設備，在淡水校園有：體育館、游泳館、新的行政大樓、研究大樓；在蘭陽校園則有
二個學院、行政大樓、圖書館分館、學生宿舍、體育室。
十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計畫」經費邀請美國奧本大學譚天祐教授來校訪問，安

排兩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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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佈的私立大專院校中程校務發展計劃審查，本校在綜合大學類六項審查項
目中全獲「較優學校」的評比。
十五日 國貿系舉辦「中小企業國際行銷與投資研討會」
。
十七日 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率財務系主任林蒼祥等二十人，赴泰國曼谷與泰國國
立發展暨管理研究院（NIDA）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以慶祝本校五十週年及落實本校
國際化政策。廿一日返國。
十八日

台北商專圖書館同仁一行七人，蒞臨參觀總館隨選視訊、光碟網路之設

施、建置情形及運作狀況。
教育部公佈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評鑑，本校獲公私立綜合大學「優等」的等第。
十九日 產經系舉辦「選總統的財金政策白皮書」
。
二十日 台中嶺東技術學院張台生副校長暨圖書館同仁一行八人，蒞臨參觀總館。
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歡迎蒞校參訪之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黃鎮台、副
主任委員張進福、處長張善政等人。
廿四日 美國紐約大學美語中心主任Mr. William Jex 來訪，行政副校長張家宜於會
客室接見，建教中心安排參觀總館。
廿五日 校長張紘炬於經濟部水資源局主持本校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與經濟
部水資源局簽訂合作協議書。
廿八日 資訊中心副主任王曼莎代表本校，領取教育部頒發的「全國各級學校校園
網站建置比賽」，本校獲得「金網獎」入選優等。
經濟部和全國各大專院校創育中心合辦的「育成中心聯合成果展」，本校建邦創育
中心共有六家廠商參展，展示本校產學合作成果。
卅一日 越南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武楊勛、東北亞研究室副主任范高峰、中共研究雜
誌社社長鄭叔平、研究員李彥珍、越南駐台辦事處副代表周功逢、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
阮忠孝同學（越籍）等一行六人蒞校參訪，並拜會校長、副校長，且參觀本校圖書館的
設備。

二月
本校斥資新台幣五百多萬元設置了新化館C009多功能筆記型電腦教室，為全台創
舉，供排資訊概論實習及中英文電腦輸入法等課程上課。
淡江大學加拿大校友會2000年度會員大會，在溫哥華本那比逸閣自助餐廳舉行，
會中選舉正副會長，會長由黃奇燦連任。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計有二科（社會未來、人際關係與溝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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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收播課程計有七科。
九日

教育部公布八十八年度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私立大學院校訓輔經費獎助名

單，本校獲得兩百八十九萬四千八百六十二元，居私校之冠。
十七日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國際交流處主任Dr. Patrick A. Carone來

訪，至英文系商談締結姊妹校事宜，並拜訪校長張紘炬。
十八日

美國三一學院校長Dr. Evan S. Dobelle、歷史系教授Prof. Michael Lestz及該

校合唱團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該校女子合唱團與
本校合唱團及國樂社交流演出。
德國波昂大學外事處處長Franz Rexhausen來台，與德文系主任賴麗琇、陶緯老師，
商談大三出國學生於波昂大學的課程問題。
廿一日

薩爾瓦多荷西．馬第亞斯大學艾斯柯巴校長Dr. David Escobar Galindo伉儷

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
廿二日

丹麥國家通訊社記者Hans Beck Gregersen來訪，就我國大選及未來兩岸關

係之展望等議題，與國戰所所長翁明賢等教授進行座談討論。
美國加州核桃市市長林恩成等一行十八人蒞校參訪。
廿三日

馬里蘭大學副校長Dr. Brodie Remington等人來訪，校長張紘炬於驚聲國際

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談及未來兩校合作的計畫。
八十八學年度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訪視，台北師範學院吳麗君副教授、台北市仁愛國
小陳燕鶴校長二人蒞校，由教育學程組安排參觀圖書總館。
校長張紘炬召開50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廿四日

數學系以「重點系所」保留經費邀請加拿大Victoria大學教授H.M.

Srivastava 博士來校短期訪問研究，並舉行七場系列演講，主題為「Series of Lectures on
Fractional Calculus and Special Functions」。
陸研所邀請上海社科院亞太所周建明所長及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所黃仁偉教授來台
進行參訪及學術交流活動。
創育中心於工業局林口工業區服務中心主辦「國際行銷策略座談會」
。
廿五日

法國英文「國際前鋒論壇報」駐泰國特派員Thomas Crampton來校參訪，

並就亞洲經濟發展等議題與國戰所師生進行會談。
廿九日

前教育部長、成大工程所教授暨成大公共事務室主持人吳京所規劃的一項

全國大專校院通識教育遠距教學計劃，由成大主辦，並邀請包括本校在內的十五所大專
院校一起參與。今日由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到成大講課「環境變遷與
人類的未來」揭開此次計畫序幕，透過遠距教學方式，在本校UE501教室同步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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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所邀請上海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朱馬杰、楊潔勉及上海台灣研究理事張偉棟先
生等三位學者來台進行參訪及學術交流活動。
後備軍人動員管理學校校長段國基來訪，校長張紘炬於會客室接見。
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經濟室主任武田英孝至日文系訪問，並發表專題演講，講題
為「台灣加入WTO後中日經貿關係之變動」。

六日 校長張紘炬於活動中心舉行的週會上，頒發「淡江之光」獎牌給獲得世界大
學小姐第二名的保險四黃莉智。
七日 歐研所與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共同邀請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所長Dr. Max Peyrard、法國巴黎第十二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Dr. Josette Peyrard
及法國南錫大學歐洲聯盟研究所所長Dr. Alain Buzelay於台北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國際會議廳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展望廿一世紀歐洲經濟整合──歐元的未來（The

三月

21st Century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the “EURO”
）
」。

為慶祝創校五十週年，即起舉辦名人講座，由八個學院、五十個系所分別舉辦知名
人士來校演講，以一小時一萬元的鐘點費支付，總經費共計一百四十萬元。
奧地利淡江大學校友會於維也納福仁飯店成立，是本校第廿三個海外校友會，推舉
六十七年德文系畢業、目前從事電腦資訊業的校友李良才擔任首任會長。校長張紘炬、
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前往列席。
一日 教育部宣布，全國高中職以上學校近一百萬役男，從今日起，修習兩年軍訓
課程均可折抵三十六天役期。
三日 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俞昌騰率團來校訪問，副校長馮朝剛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行簡報及座談，雙方針對傳播教育的未來發展，交換心得。
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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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系於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主辦「跨世紀公共政策與法制研討會」，邀

請校長張紘炬致開幕詞，共發表五篇關於公共政策、五篇關於法制的論文，會中並邀請
十三位校外學者與會，其中七位擔任論文發表。
五日 本校舉行創校五十週年薪火相傳活動，以淡江中學為起點，由創辦人張建邦
先生點燃聖火，為五十週年校慶慶祝活動開跑。歷任校長（監察委員趙榮耀、董事陳雅
鴻、林雲山教授）、目前擔任大專校長的校友（淡江大學校長張紘炬、真理大學校長葉

八日

創辦人張建邦獲李登輝總統親自頒發「二等景星勳章」，以表彰他五十年來

致力教育事業的卓越成就，授勳儀式在總統府舉行。
物理系邀請上海交通大學應用物理系鄭杭教授來短期研究，並舉行一場演講，講題
為「The progress of many-polaron theory」
。
京都橘女子大學赤堀講師至日文系拜訪並了解學生學習日語之情形。
十日 日本國士館大學水野牙子女士至日文系了解該系學生留學之現況。
賴朝俊建築師事務所為規劃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之需，蒞校觀摩總館圖書設備及自
動化設施。
十一日

為恭賀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榮獲李登輝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本校

董事會、六百多位全台各地校友會及在校服務校友聯誼會的淡江人，在台北市福華飯店
一同向張創辦人舉杯祝賀。
本校董事楊玉焜二月十五日病逝，享年八十三歲，今日於台北市第一殯儀館舉行公
祭，創辦人張建邦、董事長張姜文錙率校長張紘炬及多位一級主管往祭。
十四日

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總務部長山下哲生至日文系所訪問，並於化館中正

紀念堂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外交官之經驗談」
。

能哲、靜宜大學校長陳振貴、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南華管理學院院長陳淼勝）、曾任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副館長許淑球率同仁共四人，蒞校參觀圖書館非書資料室。

教淡江大學已卸任大專校長（前屏東師範學院校長何福田）及亦為校友的淡水鎮長郭哲

國際研究學院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外多位學

道，分段傳遞聖火，沿真理大學→紅毛城→中正路口→淡水分局→溫州餛飩→福佑宮→
鎮公所→華南銀行→英專路口→清水街口→水源路口→克難坡→驚聲銅像→聖火台，八
位田徑代表隊員持火把及卅位溜冰社員著直排滑輪掌校旗全程陪跑。沿途淡水分局加派
警車開道，並有舞獅團、學生啦啦隊、彩球、彩帶等表演，並在最後一棒到達聖火台後
施放煙火。
本校於澎湖開設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學分班及日文系學士學分班正式上課，澎湖
縣長賴峰偉親自主持開課典禮，本校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盧慶塘、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陳
銘祥、日文系講師管美燕也到場參加。

者共同討論「新領導、新展望：華府、台北與北京三角關係」
。
技術學院名人講座在台北校園中正堂邀請美國紐澤西州立大學財務系教授李正福主
講「亞太金融市場與政策」。
十五日

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學刊今日發行創刊號，該學刊匯集了全校各單位有關

性別活動的訊息，每半年出刊，限量發行。
十六日

日本平成國際大學淺野和生教授師生訪問團觀摩總統大選，由應日系邱榮

金老師安排辜雅慧等同學支援接待翻譯等工作。
台北市立圖書館北區及南區分館主任等一行十七人，蒞臨參觀圖書館總館之館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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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並就相關業務交換意見。
十七日 歐研所邀請農委會貿易科長來校做專題演講，講題為「歐盟農業新轉變的
方向」。
十九日

具意義。
廿七日

數學系名人講座，邀請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教授至本校驚中正演講，講

題為「我對數學的認識」。
Rybicki數位傳播公司提供西語系學生一張台灣至西班牙來回機票，以鼓

勵該系學生至西國留學，頒獎典禮假驚聲大樓701會議室舉行，並由總裁夫人Maria
Rybicki親自頒獎。
二十日 日本德山大學校長淺野一郎及平成國際大學校長中村勝範蒞臨本校參觀，
並拜會校長張紘炬。
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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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六系於淡水校園舉辦「國際化時代之外語教學國際會議」，有來

自阿根廷、西班牙、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南韓七國學者及國內高中以上之中、
外籍外語教學教師百餘人與會，校長張紘炬主持開幕式並致詞。
理學院三系為響應本學年度理學年活動，首辦教學單位自評工作，邀請中研院研究
員甘魯生、中研院研究員于靖、台大教授蔡尚芳等九位校外專家學者蒞校實地訪問評
鑑，藉以診斷在教學、研究、設備上該如何改進，以求更加進步。

物理系邀請英國劍橋大學Michael Payne 博士至本校擔任淡江講座，並舉行三場演
講，講題為「量子力學的起源與基礎」、「量子力學電腦模擬」及「量子資訊」
。
由五十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籌備小組主辦、課指組協辦的「吉祥物及
校園校花選拔票選設計活動」展開，由主辦單位先行選出三十種吉祥物及三十種花卉在
網頁上進行全校投票。主辦單位並提供豐富獎品鼓勵投票。
廿八日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圖書室同仁共三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館舍規劃，並

觀摩自動化業務。
廿九日

三軍大學圖書館朱正平館長率同仁共五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館舍規劃、

自動化系統，並觀摩各項業務。
統計系邀請美國雪城大學計量方法系系主任陳江教授至本校擔任淡江講座，舉行三
場演講。

創育中心與江陵關係企業主辦「人力資源管理有效運用講習會」
。

卅日 陸研所邀請北京聯合大學徐博東教授來台參訪及學術交流活動。

廿四日

歐研所邀請匈牙利貿易辦事處主任巴博雅蒞校專題演講，講題為「台灣與匈牙利經

歐研所邀請德國國會法制委員會主席Rupert Scholz教授於台北校園五樓校

友聯誼會館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歐洲統合下之德國憲法」，由蔡宗珍所長擔任現場
語譯，並由同學以德文發問。
營建系主辦、高登企管顧問公司協辦的「工程合約管理研討會」在台北校園223教
室舉行，邀請的講員有工信工程總經理陳煌銘、前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蘇錦江、
律師黃泰鋒以及營建系教授辛其亮。
廿五日

由國戰所主辦，外交部、國防部、陸委會及海基會協辦之「2000年國家

安全戰略情勢評估：不對稱性戰略思考與作為」學術研討會，於本校驚聲大樓國際會議
廳召開，學者們就國防、外交與兩岸關係各面向，提出我國應有的思考作為與具體政策
建議及交換意見，會中並邀請陸委會副主委吳安家、校長蒞臨演講致詞；專家學者發表
論文九篇。
校長張紘炬應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院及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之邀，率領本校副校長馮

貿關係之展望及其他」。
卅一日

機械系於驚中正舉辦全國微系統科技協會年會暨微機電系統成果發表會，

有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山科學研究院、科學園區之學者專家與工
商業界人士約三百人與會。
教育學程組辦理實習教師返校座談，邀請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一科專員施博惠老師講
授「教師資格檢定及教師甄選」。

四月
戰略所舉辦「2000年國家安全戰略情勢評估：不對稱戰略思考與作為」學術研討
會，共計約有兩百多位學者專家與會，分別就兩岸關係、國防與外交議題展開熱烈討
論。

朝剛、總務長洪欽仁、主任陳惠美、副主任鄭麗敏、教授鄒忠科、副教授吳錫德等前往

根據天下雜誌特刊「CHEERS」四月份創刊號的公布資料，針對全國一千家大企業

兩校訪問並簽訂學術交流協定；其間並參訪英國、法國及德國相關姊妹校，以落實學術

的調查顯示：國內企業最愛的大學畢業生，本校總排名第六，還是私校第一，表現搶

交流、促進姊妹校情感。

眼。在團隊合作與工作穩定度兩項分別獲得第二與第三的佳績；在工作態度與敬業精

建教合作中心主任李德昭及國交處組員徐宏忠代表本校參加泰國國際教育諮商協會
在曼谷舉辦的「二千年國際教育展」，本校為國內第一所大學參加此國際教育活動，別

神、彈性應變兩項各名列第四與第五。
理學院數學系、文學院中文系經本校核定，獲選為八十九學年度重點系所，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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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連續四年的重點系所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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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伙伴，並舉行教學座談，議題包括課程設計、教學作品及未來發展方向等，隨

大專運動會中，本校奪得網球男子團體亞軍、高爾夫球隊林柏淵第二名等佳績。

後參觀建築系教學成果，並與建築系所學生約六十人舉行座談，訪問團代表Michael

一日 國戰所主辦，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及江蘇省台灣研究會協辦的「台灣大選後

Drive系主任（Kent Institute of Art and Design）介紹英國建築教育概況及答覆學生發

的兩岸關係走向」學術研討會於南京召開，為期八天。
為慶祝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未來研究組特舉辦「淡江2020」徵文比賽，結果揭
曉，第一名英文二Ｃ陳峻毅，企管二Ｄ許致遠、張馨尹並列第二名。
「辦進口貿易救濟制度在WTO GATS規範下之現況與未來趨勢」。
十日 物理系邀請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陸坤權來校短期研究，並舉行一場
演講，講題為「Behaviors of Granular Matter in the Presence of an Electric Field」
。
「新領袖，新機會──21世紀台灣願景」由未來研究組舉辦的第一次未來論壇，邀
請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顏建發博士與未來組林志鴻、陳國華、鄧玉英、王宏仁、周桂田
等老師討論總統大選後，從未來學觀點探討台灣未來可能的發展。
十一日 電機工程學系以「重點系所學術交流」經費邀請美國普渡大學電機及計算
機工程學系教授Prof. Howard Jay Siegel 蒞校舉行三場演講，並洽談整合型計畫及其他
學術交流事宜之可能性。
技術學院名人講座邀請前經建會主委、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孫震教授主講「台灣
科技產業發展與知識分配」。
十二日

土木系邀請重點系所專題講員David Nash教授蒞校訪問並進行三場演講。

Nash教授為聲譽卓著之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 of Bristol）土木工程學系資深講師，研
究重點為深開挖、坡地工程監測和實驗。其應邀來台除與台北市捷運局、台灣營建研究

問。
十五日

淡江大學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於台北雅苑餐廳舉辦成立大會，會中選出志

聯工業副董事長蔡文雄校友擔任理事長，校長張紘炬前往列席指導。
十七日

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歡迎僑務委員會駐奧地利委員程宗熙來訪。

外語學院邀請現任教於美國奧瑞岡大學、亦為著名華裔美國學者李磊偉教授擔任名
人講座主講人，講題為「Accident and Actuality: Articulating Asian America」（偶然與事
實：暢論亞裔美國）
。
來台參加第四屆海內外華人「航天科技研討會」的大陸代表團一行廿二人蒞臨本校
參觀訪問，並了解航太系的情況。
十八日

統計系名人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刁錦寰院士在化中正演講，講題為

「Trends in Atmospheric Ozone, Temperature and UV Radiation A Statistician’s Report」
。
育達技術學院圖書館主任胡英麟與建築師共二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館舍規劃及相
關事宜。
台中嶺東技術學院教師等一行十九人，蒞臨參觀圖書總館。
本校創育中心與台北科技大學創育中心合辦「鼓勵新興中小企業創新技術研究講習
會」，藉此宣導政府補助措施、促進創育中心間策略聯盟和加強進駐廠商交流。
十九日

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創新暨科學廳執行主任Mr. Mel Wong等一行七

院以及諸多民間的工程顧問公司交流、交換相關經驗外，亦應土木系之邀訪問本校，與

人蒞校訪問，並於覺生紀念圖書館九樓貴賓室拜會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及校長張紘炬，雙

土木系師生座談並拜會學術副校長，暢談工程教育與合作交流的未來展望。其三場演講

方談到與國外大學進行雙文憑的跨校合作計畫，並討論兩國在學費等財務經費上規劃的

題目分別為「黏土中的深開挖設計與分析」、「彎曲元件於低應變土壤剪力模數量測之

差異。

應用」
、「英國工程教育簡介」。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成立教育學院，教育發展中心之「教育
學程組」改為「師資培育中心」，隸屬教育學院。「教育資料科學學系」更名為「資訊
與圖書館學系」。本校配合「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各系採用之招生比例。
十三日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國際經營學科講師七井誠一郎、入試課職員福山信弘及
曾於本校服務的教授林丕雄來校參訪，並拜會校長張紘炬和副校長馮朝剛。
十四日 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八十八學年度本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教育訪評」業務簡報。
建築學系邀請英國建築學術及教育界代表訪華，推廣英國建築教育與尋求中英建築

廿一日

英國三軍聯合指揮參謀學院教育長 Prof. Geoffrey Till及陪同人員三軍大學

空軍學院梁振宇上校來訪，並與校長張紘炬、歐研所、美研所、國戰所所長翁明賢及國
戰所研究生舉行座談會。
第六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淡江大學資訊中心設置辦法」，取消教學組之
「教學支援股」、「硬體維修股」。修正「淡江大學教育發展中心設置規章」：增列「遠
距教學組」、「教育品質管理組」，教育學程組改名「師資培育中心」改隸教育學院並
提下次校務會議。撤除「夜間教學行政中心」
，夜間上課之督導，移由教務處辦理。
廿二日

校長張紘炬率團赴大陸中南工業大學、中南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參加

「第四屆兩岸會計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訪問期間，張校長在成都西南財經大學與該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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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王裕國教授簽署了兩岸學術交流協議書，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也與在大陸極為有名的
湖北商業高專校長劉塗金簽署兩岸合作交流意向書。
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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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匈牙利前總理1990∼1994年財經顧問Dr. Eva Voszka女士偕同財務系兼任

遠見雙月雜誌書「Young」五月份創刊號中公布了一份「大學趨勢與調查」的資

教授吳壽山蒞校訪問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暨財務系主任林蒼祥。Dr. Eva Voszka女士為

料，其中本校在對私立大學評比的七個項目中勇奪三項第一，分別是：「企業對校友表

東歐國有電信及銀行事業民營化之著名人士。

現的總體評價」、「八十八學年度私立大學師資概況」及「研究成果」
。

廿四日 五十五年化學系畢業校友、現為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純明捐給
母校新台幣五百萬元，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代表接受。
廿五日 物理系邀請日本東北大學岡泰夫教授來校短期研究，並舉行演講，講題為
「Magneto-optical Properties of Quantum Dots and Quantum Wires of Diluted Magnetic
Semiconductors」
。
國家通識教育課程「跨世紀的思維」邀請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到校演講，講題：
「建立人生正確觀念，共創進步現代社會」
。該課程為遠距教學，此場在本校發聲，同步
發送十五所大專院校。
廿六日 大傳系「名人講座」在化中正，邀請前教育部長吳京教授蒞校演講，講題
為「人文與科技」
。
廿七日

參加「新世紀•新理念公共圖書館發展實務研討會」之與會貴賓一行七

人，參觀圖書總館。
廿九日 為慶祝創校五十週年，本校校慶籌備會校友校長小組，特地邀請畢業或任
教於本校，現任大學院校校長九位學者，召開「淡江大學校友大學校長會議」，就高等
教育發展趨勢展開討論。會議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本校校友台灣省府委員陳倬民發
表「廿一世紀高等教育的趨勢──以彰化師範大學為例」、南華大學校長陳淼勝發表

本校八十八學年度國科會研究獎勵費得獎人共計六十八人，甲種陳幹男等六十七
人，乙種落合由治一人。
二日

行政副校長張家宜邀請她在史丹福大學的恩師Dr. Myra H. Strober來校參觀

訪問，並進行三場「教育經濟學暨兩性平等教育講座」
。
技術學院名人講座在台北校園中正堂，邀請行政院經建會主委江丙坤主講：「台灣
經濟發展的展望」
。
三日 由本校土木系舉辦的「當代混凝土鋪面設計講習會」在台北市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國際會議廳舉行，並特別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土木系榮譽教授貝倫伯格
（Ernest J. Barenberg）主講其中八場。
數學系名人講座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邀請中研院統計所所長魏慶榮主講：「聖經真的
藏有密碼嗎？──一場統計論戰」
。
四日

公行系名人講座在驚中正邀請司法院院長翁岳生談「司法改革」
。

物理系名人講座邀請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主講：「什麼是科學？」，地點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
本校與財金資訊公司合辦「邁進校園e世紀金流自動化研討會」，北區各公私立大專
校院相關人員約一三○人參與。

「台灣高等教育經營環境與策略之演變」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校長郭藤吉發表「從事教育

五日 由通識與核心課程組舉辦的第一屆倫理思想與道德關懷學術研討會於淡水校

工作的歷程與治學理念」、屏東師範學院前校長何福田發表「屏師與我」、並由張創辦

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為期兩天，探討的範圍有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分際為何、自

人主持綜合座談，會後由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飛龍設宴款待與會人員。

由與責任的概念等相關議題。

本校於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聯誼廳舉辦「北區創新育成中心聯誼會」，會中共有三十
一家創育中心共襄盛舉。
三十日 本校三位出身金韶獎的校友獲得金曲獎肯定，交管系八十四年畢業校友林
生祥，在非流行類中，以「我等就來唱山歌」獲得最佳作曲人獎，並與交工樂團的鍾永
豐校友共同獲得最佳專輯製作人獎；八十年大傳系畢業的校友雷光夏，也以一首
「原諒」
得到流行音樂類的最佳作詞人獎。

中文系邀請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余光中來校擔任淡江講座，共有三場演講。
創育中心於淡水校園B601教室舉辦「建邦創育中心第三次推廣說明會」，會中共有
三十三家淡水地區中小企業參加。
八日

管科系邀請現任紐澤西威廉派特森大學（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商學

院行銷與管理科學系教授鄧進財校友來校，進行三場重點系所講座。
企管系名人講座在驚中正邀請經濟部次長林義夫主講：「經貿談判與我加入WTO
進展情況」
。
十日 保險系舉辦「保險與危險管理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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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

東南亞研究所主辦的「200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分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與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共同進行十二場的研討，發表四十八篇論
文。會中邀請內定外交部長田弘茂作專題演講。
本校代表隊獲大專杯壘球賽冠軍。
十二日 教育部指派朱振昌、江美珠二位督學蒞臨本校視導，由校長張紘炬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及座談會，向二位督學說明校務現況。
十五日

首創全國大專院校第一的「TKU Shopping Mall淡江大學電子商務網」正

式開張，本校教職員工皆可註冊成為會員，上網訂購便當、阿給、魚丸等民生用品。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吉祥物及校花在經過月餘的網路投票，分別由海豚及櫻花獲得最
高票，第二階段的吉祥物設計比賽隨即開放給全國各界有興趣的人士參加。
十六日 內定教育部長、現任陽明大學校長的曾志朗應物理系名人講座之邀，於驚
聲國際會議廳演講與他本身研究相關的「探討人腦：從閱讀到腦神經造影」。
英文系本週舉行重點系所講座，邀請UCLA法文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所長Prof. Peter
Haidu來校做三場學術演講及一場專題講座。
本校和台灣科技大學、高雄技術學院、銘傳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灣藝術學院等
校之創育中心合辦「創育中心智慧財產合作策略聯盟籌備會議」，會中請到交通大學研
發處智慧財產中心專案經理來解說智慧財產移轉業界的方式及規劃。
十八日

配合俄羅斯新任總統普丁五月就職，俄研所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學者舉辦

「2000年俄國總統大選與俄國民主未來」座談會，就政治、法律、經濟、外交各層面展
開廣泛的討論。
十九日 來自大陸四所大學的「大陸學者專家學術交流團」一行八人蒞校訪問，行
程中除了與本校教學主管進行學術座談，同時也參觀了海事博物館，來賓們在瀏覽之
餘，對於本校豐富的軟體資源及卓越的辦學績效都表示高度肯定。
二十日 本校劍道社在全國大專盃劍道比賽中，團體男子組得分賽和過關賽同樣獲
得亞軍，團體女子組得分賽奪冠，過關賽則得季軍。
廿二日 韓國姊妹校慶南大學董事長及校長一行九人蒞校訪問，進行例行性拜會，
以增進兩校交流活動。
本校國樂社以及花蓮校友會，分別獲得「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的學術組特優獎與自治綜合性優等獎。
財金系名人講座於驚聲國際會議廳邀請賴英照大法官主講：「登高遠眺──快樂學
習」
。
廿三日 烏克蘭基輔共和國基輔大學（Kiev University）校長Dr. Victor V. Skop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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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員一行四人蒞校訪問，拜會創辦人張建邦，並與校長張紘炬、學術副校長馮朝剛及國
交處主任陳惠美討論未來具體的合作計畫。
廿四日

會計系主辦的名人講座邀請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在驚中正主講：「e世代

的企業經營環境」
。
教育發展中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淡江大學2020論壇」，邀請跨世紀發展指導
小組召集人張建邦、副召集人張紘炬及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等委員會委員共九十人
到場參與討論。
廿五日

中文系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九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為

慶祝創校五十週年，擴大邀請瑞典、新加坡、大陸、日本、韓國等地的漢學家，與國內
學者共同討論「漢語文化學」，發表廿四篇論文。
廿九日

美國姐妹校蒙特瑞國際學院新任校長Dr. Chester Haskell蒞校訪問，校長張

紘炬主持簡報及座談會，並參觀校園。
電機系名人講座在化中正邀請行政院電信國家型計劃主持人、前交大校長鄧啟福博
士主講「無線通訊技術與產業發展之趨勢」
。
卅一日

英文系重點系所講座邀請現任教賓州印第安那大學英文系的Dr. Jeannine

Donna來校做三場英語教學方面的學術專題演講。
由技術學院院長蔡信夫領隊，偕同前財政部長邱正雄、財務系主任林蒼祥及專兼任
教授等二十人，參與同年六月在泰國曼谷香格里拉大飯店舉辦之「第八屆亞太財務、經
濟暨會計研討會暨第二屆東協十國商管學院院長協會聯合研討會」
。

六月
本校核定數學系及中文系為八十九學年度重點系，獎助年限四年，英文系為八十九
及九十學年度重點系。
八十八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計有中文系施淑女教授、化學系李世元教授、建築系崛
烯憲二副教授、經濟系莊希豐副教授、會計系洪欣慧講師、英文系楊銘塗教授、俄研所
劉克甫教授、國際企業經營系林健次副教授及教發中心陳國華副教授九位老師獲得該
獎，每名獎牌一面、獎金十萬元。
一日 第四屆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揭開序幕，由校長張紘炬
主持開幕式，邀集海峽兩岸英、西、法、德、日及俄語教師二百人與會，發表四十篇論
文。
大傳系名人講座在驚中正開講，邀請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董事長石滋宜主講「科
技革命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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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產經系邀請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Kar-yiu Wong教授來校任淡江講座。

中心設置規章」：增列「遠距教學組」、「教育品質管理組」設立目的，教育學程組改

三日 為慶祝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及迎接全球化經濟世紀的來臨，商學院於覺生國際

為「師資培育中心」，改隸教育學院。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規章」：明

廳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全球化市場為研討主軸，探討國際貿易、財務金融、產業經

訂系主任、所長為系、所教師評審會委員兼召集人。修正「淡江大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

濟、勞動市場、風險管理、環境保護等商學相關領域之學術議題。

規章」：專任講師由起聘之日起八年未能升等者，續聘時採一年一聘，並不得於校外兼

淡江大學工業技師校友會在台北校園五樓校友聯誼會舉行成立大會，選出林自強任
理事長。

江大學職員任免待遇服務規章」：明訂「職員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提出」。依行政會

本校曲棍球社參加2000年夏季高級中等學校以上旱冰曲棍球比賽，勇奪大專組的
冠軍寶座。
四日 本校啟明社與樸毅社會工作團獲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第八屆大專青年社會服
務獎，分別獲得一般活動贊助獎項的三萬元及兩萬元金額的獎勵，今日前往聯合報大樓
全國大專院校八十八年度漆彈運動錦標賽假基隆河大直河的美提公園舉行，本校由
技術學院國企系七位同學組成的代表隊在主任林宜男的領軍下勇奪男子組亞軍。
技術學院建築技術系於華山藝文特區烏梅酒廠舉辦「第二屆畢業系展」，由

建技系主任林炳宏主持開幕，展出期間舉行「建築與藝術的數位對話」及「高等建築教
育向度」座談會。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行政會議通過：請學術副校長組專案小組研議，本校大
學部是否分第一、二兩部，以疏解日間淡水校園擁擠問題。設置「服務教育課程委員
會」，主任委員由行政副校長兼任。設置「藝術中心」為一級單位，並請董事會命名。
設置「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為一級專責單位，中心主任由總務長兼任，下設環境
保護小組、安全衛生小組、採任務編組方式，由中心主任推薦專任教師兼任。主任及組
長不另支主管津貼。
物理系邀請北京中國科學院人工晶體研究中心主任陳創天教授來校短期研

究，並舉行一場演講。
九日 第十六屆五虎崗文學獎決審，各類組首獎名單如下：小說組中文三邱韶瑩、
散文組中文三黃千芳、新詩組水環研一賴尚儀。
建築系假富邦人壽大樓地下室展覽場舉行大學部學生設計作品展出，展期至十三

管理科學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00年管理科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中針對財務管理、作業研究、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議題，發表二十八篇論文。
建築系假富邦人壽大樓地下室展覽場舉行「建築教育e世代座談會」，內容：E世代
學生作品發表暨評論。
十一日

受獎。

八日

議通過之組織更正，修正「淡江大學組織規程」
、「淡江大學辦事規章」。
十日

商學院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七日

課、兼職，校內不得超支鐘點；進修博士學位者留職停薪之年限合併為五年。修正「淡

第六屆學生會會長選舉，因總投票人數未過百分之十五門檻，重新辦理補

選並受理登記，原兩組候選人（純化三施任青、資管三吳育哲及公行二吳姿瑩、機械二
黃勝良）在灰心之餘，不再參選，因此僅一組人馬（機械三許家榮、國貿三黃毓玲）登
記，今日起，開全國先例採網路投票。
建築系與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合辦，假富邦人壽大樓地下室展覽場舉行「設計教育與
師資座談會」，邀請立法委員朱惠良、成大、中原、東海、銘傳、實踐等大學建築系主
任，內容：討論設計教育師資、升等與聘任問題。
十二日

電機系邀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同時也是IEEE Fellow的Prof. Pen-Chung

Yew蒞校做重點系所講座，共有三場演講。
國戰所主辦、中華工業教育研究發展基金會協辦的「兩岸職業教育發展研討會」於
台北校園校友會館盛大展開，為期十天。
十三日

英國牛津大學哈福特學院一級主管白彼德（Peter Baker）蒞校訪問，與校

長張紘炬暢談兩校合作計劃。
建築系於本校商館展示廳，由建築學系具設計專長之專、兼任教師針對近兩年來碩
士班設計研究成果進行評鑑與座談。
十四

教育科技系及教學科技組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辦「e-learning網路學習的規

劃與前景」研討會，探討如何善用遠距學習的特性，開創更寬廣的學習資源。
法國大學校長協會副主席暨巴黎第四大學校長Dr. Georges Molinie伉儷蒞校訪問，

日。
第四十三次校務會議通過：進修學士班畢業證書格式依原夜間部畢業證書修訂之格
式，即：不註明「進修學士班」字樣。修正「淡江大學學則」：「進修教育學士班」更
名為「進修學士班」、增列「碩士在職專班」及其相關規定。修正「淡江大學教務發展

與校長張紘炬討論兩校合作計劃。
十五日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海報設計比賽結果揭曉，第一名土木三吳細顏、第二名

建築四賴建宏、第三名經濟二陳文恬，佳作建築四賴芷儀、建築四鄧薏伶、建築三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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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

廿六日

由學務處課指組主辦的「淡江四月天」徵文比賽成績揭曉，中文一D黃上殷獲得第
一名。
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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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院六系所舉辦的大三出國留學一年計劃，於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

舉行授旗典禮，共有一百六十五位同學分別前往日本麗澤大學、城西大學、城西國際大
學、京都橘女子大學、德國波昂大學、法國孔泰大學、西班牙拿瓦拉大學、俄羅斯聖彼

中等教育學程有一百四十四人結業，教育學程組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教育學程結業典禮暨實習行前說明會」
。
十七日 本校八十八學年度畢業典禮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校長張紘炬
主持，創辦人張建邦、董事長張姜文錙、名譽董事長林添福、兩位副校長、各一級單位
主管等都出席，今年共有7442名畢業生，博士班畢業生一一上台受證，碩士班由文學

得堡大學、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及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配合五十週年校慶，建築系與中華民國建築學會合辦，假E787舉行海峽兩岸城市
發展學術研討會，邀請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來台從事學術交流活動。

七月

院吳美珠等七人代表上台，在個別獎項方面，董事長獎由會計系徐嘉忻、學業獎經濟系

一日 公布人事異動，新學年度將成立七個新單位，分別是：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

王文珠、操行獎資訊系李芳雯、服務獎化學系王隆昇、體育獎歷史系吳佳嬅代表上台受

奇茂、教育學院籌備處主任黃炳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由總務長洪欽仁兼

獎。

任、教育發展中心遠距教學組組長郭經華、教育品質管理組組長劉美琦、教育學院籌備
僑輔組在驚中正舉行畢業僑生家長接待茶會，並邀請校長張紘炬頒發僑務委員會八

十八學年度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學業操行成績優良獎給財金系黃志昌、機械系戴燕
婷、西語系陳盈足、資工系鄭美珠、大傳系趙麗萍等五位僑生。
本校在資訊業界的優秀校友在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的號召下，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
會館舉行「資訊人校友協進會」成立大會，由黃明達主任任第一屆理事長。
十八日

學生會長選舉網路投票結果揭曉，全校學生總人數26600人， 同意票3949

票，不同意396票，投票率16.33%，超過百分之十五的門檻，確定由機械三許家榮、國
貿三黃毓玲當選正副會長。
十九日

物理系邀請美國維吉尼亞州Norfolk州立大學Ed. Gillman教授來校專題演
企管系主辦第一屆「提升競爭力與經營管理研討會」，由校長張紘炬擔任

主持人，會中針對人力資源與組織管理、財務與行銷管理、資訊與科技管理、個案研究
四大議題，發表三十三篇論文。
技術學院築技術系畢光建老師率領第二屆學生赴歐洲進行「體驗建築」實地教學活

成立文錙藝術中心，聘請國際知名畫家李奇茂擔任主任、名書法家張炳煌擔任副主任、
藝術家沈禎任秘書，該中心將配合50週年校慶舉辦「藝術饗宴」展覽活動，預計公開
展出100件國內外知名藝術家作品。

八月
一日 上午十時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主管交接典禮及新增單位佈達典禮，本學期
新設七個單位，由校長張紘炬佈達及頒授印信，分別是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副主
展中心遠距教學組組長郭經華、教育品質管理組組長劉美琦、教育學院籌備處教育政策
與領導研究所所長單小琳、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張雅芳。
大一新生學生證改用IC信用卡，除身分識別外，可打IC電話及ATM提款轉帳。舊
生則統一在十一月換發。
三十一日

動。
校長張紘炬召開50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廿四日

本校為培養師生藝術氣質，拓展國際間藝術交流，特別以董事長姜文錙為名，正式

任張炳煌、教育學院籌備處主任黃炳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主任洪欽仁、教育發

講。
廿三日

處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單小琳、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張雅芳。

技術學院應日系假台北校園D223室舉辦「技職體系日語教育學術研討

會」，除了邀請國內技職體系專業日語教師與會外，並請到銘傳大學應日系教授蔡茂豐
博士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陸研所三十位研究生前往大陸北京，進行「2000年畢業實習交流」，實地舉辦田野
調查，並由大陸學者親自授課。

本校奉教育部台（89）高（一）字第89109306號函准予正式成立教育

學院。

九月
一日

機械系助理教授楊龍杰、物理系助理教授薛宏中分別獲國科會派訓國外一

年，楊龍杰已於八月前往加州理工學院微機電實驗室，薛宏中明年二月啟程赴美柏克萊
大學物理系，進行計算材料模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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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中山大學劉維琪校長率學務長及學術研究處一行人蒞校訪問，中午由校長張
紘炬於觀海堂設宴款待。
四日 全校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展開五天訓練活動。
五日 上午尼加拉瓜大使館王海光大使及中美洲經貿辦事處葉佳文協理蒞校，討論
為紀念去年所舉辦的中美洲七國高峰會，將在本校驚聲大樓二樓設置紀念碑。
六日 淡江合唱團一行廿二人，由國交處主任陳惠美領隊，受美國姊妹校加州長堤
分校及維諾納州立大學之邀，赴美訪問交流，與該兩校同學一同表演，本校演唱中英文
歌曲，實力獲一致肯定，於十五日返國。
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學教學部長、振興課長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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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

啟明社舉辦三十週年社慶，展示本校視障教育成果，中華民國視障協會

理事長戴國雄、台中啟明學校國文老師黃春桂等校友回校。
二十五日

輔仁大學李寧遠校長率該校三位副校長黃俊傑、郭維夏、詹德隆及一級

主管共四十人來校參訪，參訪重點為本校組織再造、行政簡化，全面品質管制等。
澳洲克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ice Chancellor Prof. Lance Twomey
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並參觀海事博物館和覺生紀念圖書館。
二十六日

日本平城國際大學校長中村勝範來訪，並在應日系主講三場講座，對本

校同學高水準的日文素質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八日在本校安排下拜會教育部曾部長志
朗。

七日 舉辦八十九學年度新聘教師研習會。

二十八日

八日

慶祝教師節向全校教職同仁致敬，女教職員聯誼會主辦美食天地，理事長張家宜特

舉行第七十次行政會議，會中修正通過「重點系所設置辦法」、「文錙藝術

中心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漢學資料中心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
。
十三日 上午文、商學院開學典禮，並舉辦文、商、管理、技術學院、教育學院新
生家長座談會。下午為管理、技術學院開學典禮。
十四日 上午理、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院開學典禮，並舉辦理、工、外語學院新
生家長座談會。下午為工學院開學典禮。
淡江大學在校服務校友會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幹事會議。
十五日 五十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十六日 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在金門舉行成立大會，由英文系畢業、金門高中教
師李福生膺任首屆理事長，三十餘位校友出席，新竹市校友會更派出十三人致賀團前往
道賀。
十八日 開學並開課，本學期首度實施課業輔導，開設微積分等六科目，由研究生
值班幫同學解惑。
鍾靈化學新館由化學系第二屆系友林文雄捐贈的水牛廳多媒體教室舉行啟用典禮。
創辦人張建邦與校長張紘炬為感謝其捐贈該教室之音響設備及工程等費用，於覺生國際
廳設宴款待。
十九日 淡水後備軍人動員管理學校與本校簽約，合作辦理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碩士學分班。

第三十一梯次麗澤大學留學生開學典禮。

別做了好吃的金門麵線，校長提供桃子、李子水果，象徵淡江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

十月
九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總校長Charles Reed夫婦、副總校長Dr. Douglas X. Patino

夫婦、校董會主席Mr. William Hauck暨校董王大壯夫婦一行七人蒞校訪問座談，並拜會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及校長張紘炬。
本校在八十八學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中，通過件數及金額均為
私校最高，已連續四年居八所私立綜合大學之冠。
本校國小教育學程經教育部評鑑，贏得特優佳績，是全國所有開設國小教育學程的
學校中，唯一獲得特優的學校。
由本校中文系師生編輯的「藍星詩學季刊」，被文建會選為「八十九年度優良詩
刊」
。
十一日

校長張紘炬率相關主管赴礁溪鄉公所拜訪吳鄉長宏謀及宜蘭縣政府劉縣長

守成討論蘭陽校園臨時工程。
十三日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邀請柏林大學前校長Dr. Heckelmann教授來校擔任

名人講座。
工學大樓電腦實習室落成啟用剪綵。
十六日

台北縣政府蘇縣長貞昌蒞校主講「台北縣政與未來發展方向」
。

十八日

化學系副教授郝俠遂獲頒中華民國八十九年資訊教育績優人員獎。

二十二日 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主辦中小學行政全面品質管理工作坊。

十九日

東南亞研究所舉辦「亞太地區民主化與區域安全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
。

八十九學年度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會。

二十日

。
技術學院舉辦「21世紀e-Commerence 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二十一日 台東縣陳建年縣長率一級單位主管多名蒞校訪問座談，水環系與建築系
將協助台東的觀光業等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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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日

英國語文學系舉辦「國際生態論述會議」，並同時舉辦「生態藝術展

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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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 慶祝五十週年校慶及蘭陽新校園的設立，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及校長張紘炬於
今日邀請宜蘭縣長劉守成、宜蘭地方政要、海外五大洲姐妹校校長二十六位和來自各地

運輸管理學系舉辦「新世紀軌道運輸國際學術研討會」
。

的校友會代表們、董事會董事及蘭陽校園籌建委員等與本校主管同赴蘭陽校園植樹。

廿三日 資訊工程學系主辦「國際電腦輔助教學及網際網路應用研討會」。

理學院在科學館一樓大廳展出「科學館、化學館攝影展」
，為期五天。

廿六日 覺生紀念圖書館主辦「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新發展及系統轉換研討會」
。

七日 學生會於活動中心舉辦校慶音樂會。

校慶蘭花展暨本校教職員書畫展開幕。

資訊中心、教科組、遠距組於商館展示廳聯合舉辦「50週年校慶資訊特展、多媒

廿七日

第七十一次行政會議。會中通過「本校配合週休二日，調整上班時間」、

「訂定本校專任教師辦理校外兼課(職)之作業時間」、「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更名為生涯規
劃暨就業輔導組」、「教育發展中心未來研究組併入教育學院並更名為未來學研究中
心」、「國際交流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教育
實習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
廿八日

西班牙語文學系主辦「中西文化交流50週年回顧與展望」，於台北校園五

樓校友會館舉行。
卅日

教育學院主辦「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邀請中研院院長李遠

哲、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專題演講。

十一月
二日 物理系於驚中正舉辦尖端科學國際研討會，為期兩天，共邀請到諾貝爾獎得

體及遠距教學成果展」，為期四天。
陳水扁總統蒞臨淡水校園，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國際姊妹校校長論壇」會上應邀致
詞。
文錙藝術中心舉行落成啟用典禮，陳水扁總統親臨並為其所頒「育才弘藝」匾額揭
幕。
淡江大學姊妹校校長論壇於淡水校園舉行，會議由校長張紘炬主持，創辦人張建邦
博士親臨會場致開幕詞並參與論壇，講題為「因應劇烈變革中的大學教育」。
本校假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加拿大亞瑟柏大學、德國波昂大學、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
學、法國里昂第三大學、韓國京畿大學、比利時新魯汶大學、馬拉威的馬拉威大學、美
國馬里蘭大學、英國牛津哈福特學院、德國的科隆大學、法國巴黎第四大學，以及奧地
利維也納大學等十二校締結姊妹校。
「科學館與化學館影像回顧展──成長中的喜悅」
，在科學館一樓大廳展出，為期四天。

主李遠哲、丁肇中及曾經角逐該獎項的朱經武、吳茂昆等十四位在國際間皆有舉足輕重

八日 校慶園遊會、義賣會在淡水校園舉行。

地位的科學家，來到本校發表最新的尖端學術研究成果。

學生會在書卷廣場舉辦戶外音樂會。

四日 大傳系舉行實習廣播電視教學實習中心、淡江之聲電台、北海岸周刊、攝影
實習中心更名、新出發啟用典禮，四大媒體改名為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電台、淡江網
路新聞報以及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校史展覽室「時間走廊」開幕。
慶祝五十週年校慶，上午在淡水校園運動場舉行慶祝大會及運動大會典禮，典禮由
校長張紘炬博士主持，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應邀蒞臨致詞。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監察院副

未來學研究組在覺生圖書館未來學展示區推出「未來化展示會」
，為期六天。

院長陳孟鈴校友、立委鄭龍水校友、前財政部長陸潤康，及輔大李寧遠、南華大學校長

學生會在活動中心舉辦「跨越50校慶萬歲」校慶晚會。

陳淼勝校友、開南管理學院校長莊淇銘，和來自全球各地數十個姊妹校的校長，還有本

五日 「北區大專盃劍道比賽」於本校淡水校園舉行，女子組獲得得分賽冠軍、過

校各系所的師生代表參與。

關賽亞軍，男子組獲得得分賽亞軍、過關賽亞軍，及最高獎項「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
創校五十週年慶祝酒會在圓山大飯店舉行，宴請三十五所姊妹校校長及主管夫婦、
海外共廿三個校友會、台澎金馬廿五縣市校友會。
未來學研究組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未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期三天，包括世界
未來研究聯盟總裁湯尼•史帝文森、未來基金會總裁華特•克斯勒、世界未來學會副總
裁葛瑞．莫立特等十三位世界級外國學者蒞臨參與研討會。

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優良獎於校慶慶祝大會上頒發。
第十四屆「淡江菁英」金鷹獎於校慶慶祝大會上，由該獎創始人名譽董事長林添福
頒發給五位優秀的校友：林文雄、張純明、葉賽儂、陳淼勝、汪大衛。
交通部郵政總局發行本校五十週年校慶紀念郵票，上午在淡水校園舉行發行典禮，
並於全國各郵局公開發行。
歷史系詹家旗、陳美秀、管育平及湯珮珮四位女同學在校慶運動會上「女子四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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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接力賽」，合力跑出了59秒86的新紀錄，打破夜銀行系在民國七十三年所創下高掛十
六年的校運紀錄。
陳水扁總統於總統府接見本校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紘炬及近五十位本校姊姊校及
未來學貴賓。
九日 建教中心中華語文研習班學員外籍學生涂龍一代表本校參加於國父紀念館為
國際友人舉辦的中國話演講，並獲第五名。
十日 中央政府聯合訪問團到校關心僑生。教育部僑教會高崇雲主委稱讚本校在輔
導僑生作業上，是全國第一名。
十一日 校慶校友高爾夫球賽假新淡水高爾夫球場舉行。
十四日

管理學院管理科學系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00年兩岸管理科學國際

研討會」
，並發表二十四篇論文。
十五日 數學系舉辦第三屆海峽兩岸數學研討會，為期三天，會中共計發表二十四
大傳系所及資傳系舉辦的「2000年淡江大學國際傳播研討會」，為期三

天，於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及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行`。
十九日 西洋劍術社參加輔大盃擊劍邀請賽獲得女子組冠軍。
二十日 通識與核心課程組舉辦、中文系、動漫畫社協辦「台灣漫畫五十年暨世界
漫畫現象特展」，於商館展示廳展示，為期一週。
學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在驚中正舉辦生涯規劃系列講座，為期兩天。
廿一日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主辦「教育改革與轉型」學術研討會，於覺生國際
會議廳一連舉行三天。並邀請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教育學院院長Richard L.Andrews教授
（美國前教育局局長）來校主講三場「淡江講座」
。
廿四日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教育部長Guillermo Vargas Salazar伉儷下午三時三十分

蒞臨本校訪問。由前校長陳雅鴻教授陪同參觀本校資訊中心及圖書館，並與巴拉圭大使
Amb.Solano Lopez共同拜會張創辦人並出席晚宴。
廿五日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中華民國淡江校友總會聯合主辦「校友同慶音樂

會」，晚上七時三十分假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邀請旅美校友蔡睿智、名聲樂家簡文秀、
前中視音樂總監林家慶率領的管絃樂團，與母校學生合唱團等聯合演出。
廿七日 商學院於商館展示廳舉辦「商學院五系聯合系展」
，為期一週。
未來學研究組所舉辦「未來論壇」在驚聲中正堂舉行，邀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專門
委員何卓飛先生、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張雅芳教授、教科系高熏芳教授等人探討台灣
教育新視野。

數學系於網路上成立「統計諮詢室」，為國內各學術研究單位及個人提供統計諮詢
服務，是全國唯一提供該類網路諮詢服務的單位。

十二月
一日

機械工程學系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2000中華民國第八屆模糊理論及其

應用會議」
，為期兩天。
五日 書法社、篆刻社成果展暨北區大專院校巡迴展於商館展示廳舉行，有近百幅
書法作品及四十幅的篆刻作品參展。
元智大學校長詹世弘及校內一級單位主管等一行二十餘人於下午一時卅分參訪本
校，校長張紘炬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簡報，並致贈紀念品。
六日

大理高中校長黃淑馨一行十一人蒞校參觀訪問，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及一級

主管親自接待。
八日

篇論文。
十七日

大事記 911

數學系「2000年國際數學與統計研討會及中華民國數學學會年會」在淡水

校園一連舉辦三天，下午三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開幕式。
十日

國際研究學院於台北校園五樓校友會館舉辦
「經濟國際化──兩岸經濟合作」

研討會。
十一日

電機工程學系在淡水校園驚中正舉辦「2000年國際多媒體軟體工程會

議」
。
十四日

西班牙馬拉加大學二位副校長Prof. Dr. Diego T. Bermudz Flores、Prof. Dr.

Jose Maria Troya Linero上午十時蒞校訪問，校長張紘炬親自接見並致贈紀念品。
「第二屆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元首高峰會議紀念壁畫」之揭幕儀式下午二時卅分於驚
聲大樓二樓舉行，與會者包括哥斯大黎加等七國代表團團員、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紘
炬及兩位副校長。
十六日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舉辦之「中國航空太空學會年會暨國科會航太學門產學

研討會暨八十九年無人遙控飛機設計製作成果發表研討會」在本校驚聲大樓及國際會議
廳舉行。
十九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下午二時卅分由理事長、行政副校長張家宜率領，前往關

渡浩然敬老院參訪，並捐贈校慶義賣所得十萬元。
廿二日

經由中國兩岸文經交流協會秘書長吳炳豫的引介，大陸東北五所大學共十

餘名教授蒞校訪問。
廿八日

統計系邀請美國范德堡大學生物統計副教授石瑜博士，在鍾靈中正堂舉辦

三場淡江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