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創賽一金二銀佳績

【記者林佳慧、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資管系、資工系於5日在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參加「2016第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
創新競賽」總決賽，經過逾百所學校的360組
團隊中，共有9組獲獎，取得一金二銀三銅三
佳作。獲得產學合作組二的第一名之「GO安
心」是由資管系副教授周清江指導資管四羅聖
明等人。組長羅聖明說明，這是幼稚園校車管
理系統，以刷卡方式確保小朋友的行車安全，
並將訊息即時推播給家長，讓家長放心小朋友
的搭車安全，他認為：「經由全國競賽中更熟
悉系統架構，透過產學合作和實地測試是受評
審注目的致勝點。」資管系系主任張昭憲恭喜
獲獎同學並強調，透過全國競賽經驗以增進實
務學習。資工系的「集善即善公益平台」團隊
贏得資訊科技應用組八第三名，隊長資工四林
士彰說明，「我們統合全國公益團體資訊在平
臺中，讓資料更加即時與完善，在APP中置入
GPS定位系統，讓透過手機即能知道附近需要
幫忙的人事物。」他希望能學有所用、回饋社
會，因此以公益相關主題，「一路從無到得
獎，對我們來說不只喜悅，也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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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簡單

2016 第 21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
創新競賽中，本校資管系與資工系獲獎名
單。（製表／淡江時報社）

教科系獲愛學網優等獎

【記者朱世凱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助理教
授王怡萱、教科四盧易辰、巫亭璇參加國家教
育研究院愛學網教育遊戲類教材製作競賽，以
「高中國文：北投硫穴記 探險遊戲」榮獲優
等獎。盧易辰說，「一開始對於研究題材沒有
太多認識，配合使用者習慣也是一大難題，但
是透過與老師和夥伴討論、解決問題，最後得
獎，讓我成就感十足。」巫亭璇說，「將無趣
的課程設計成為吸睛的遊戲，是最大的挑戰！
不過當成品出來後，得到使用者正面的鼓勵和
回饋，讓我感到欣慰，謝謝老師協助和夥伴合
作，才能有這樣的成績。」

丁威仁談地方志詩創作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慶賀66
週年校慶， 於1日邀請中文系校友、知名詩人
丁威仁分享「不寫詩，我真的會死—我的詩生
活」。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主持表示，因應
66週年校慶將於明年3月推出《淡江詩派的誕
生》一書，並收錄丁威仁等校友的作品，特搶
先邀請他來演講。
丁威仁長於觀察環境並書寫地方文志詩，演
講中，他分享在母校自由學風下，拓展眼界並
將生活化作創作素材，他表示：「詩是生活的
紀錄，我透過寫作療癒自己，希望用詩人眼光
為臺灣每一個鄉鎮寫詩。」最後，他分享自己
獨特的詩語言，以作品的多元性鼓勵學弟妹們
多寫作來創造自我風格。中文一李家郡說：
「這演講讓我反思環境對自身的意義，更體會
到『不寫詩，我會死』的強烈情感。」

物理系開放日80高中生體驗

【本報訊】本校物理系於上月29日舉辦「物
理系開放日」，共逾80位高中生來校參與，一
起動手玩物理。本此活動由物理系助理教授秦
一男主持，並以今年諾貝爾獎的「拓撲概念
打開量子力學」的概念，由物理系教授林大
欽主講「在物質的拓撲相變和拓撲相領域的理
論性發現」；秦一男也進行「星際效應看廣義
相對論」的演講。秦一男表示，物理系開放日
主辦時間在每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公布後，希望
藉由每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內容，進行專題演
講外，安排實驗讓高中生能了解本校物理系
特色，並增進來校就讀機會。除了專題演講
外，安排數位星象儀、參觀掃描電子顯微鏡
（SEM）與拉曼實驗室等活動。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黃祥葳獲文藻盃英語演講亞軍

英文二黃祥葳在 2016 文藻盃全國大專組
英語比賽，獲得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二名。
黃祥葳說，「每週密集訓練 2 至 3 個小時準
備參賽和克服心理壓力。」（文／陳昶育）

蘭陽校園投稿臉書獎 1 千

即日起，凡蘭陽校園在學學生參與「全住
宿書院主題活動」投稿至蘭陽校園臉書中，
就有機會獲獎金 1 千元，關於活動詳情及評
選方式，請見蘭陽校園網站。（文／本報訊）

校友回娘家

近 千 位 校 友 佳 偶 走 宮 燈 紅 毯， 對 著
空拍機說「哈囉」。（攝 影／戴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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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鷹迎新歷屆菁英同慶
5 日之菁英迎新茶會上，歷屆金鷹校友歡迎第 30 屆金鷹獎得主，大家齊聚一堂，彼此分享在
專業領域的成就。（攝影／何瑋健）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5日下午在圓
山大飯店，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舉辦「菁英
迎新茶會－老鷹迎小鷹」，由馬來西亞拿督、
世界留台校友會聯誼總會副總會長李子松等歷

屆金鷹獎得主共近50人，喜迎第30屆金鷹獎得
主，分別為：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光陽工
業總經理柯俊斌、宜特科技董事長余維斌、
Yahoo 奇摩台灣董事總經理王興、東莞永旺五

金塑膠鋼模公司董事長李延年、高雄市教育局
局長范巽綠、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本次茶會
中，余維斌、李延年、范巽綠、陳振貴親臨現
場，與校友們分享在專業領域的成就。

4位新科得主皆表示，「感謝母校對我們的
肯定，在淡江的就讀時光讓我們懂得感恩、學
會傳承，將持續給予母校支持，幫助更多後進
成長。」菁英校友會會長陳慶男表示，「感謝
各位參與，看見小鷹們好像看見當初的自己，
覺得十分感動。」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則恭喜在場小
鷹，亦表示在少子化的衝擊下，淡江校友仍全
力支持母校，非常難得。而本校系所友會聯合
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則以幽默地口吻開場，讓現
場笑聲不斷，同時呼籲金鷹校友有能力就盡力
付出、幫助學弟妹。
陳振貴認為，未來學是母校領先他校之處，
應持續發展。范巽綠談到41年來心路歷程，表
示就讀淡江是緣分，且實踐淡江精神。李延年
感謝母校的培育，校友會凝聚淡江人情感；余
維斌分享創業經歷後強調，「能拜會歷屆優秀
校友，很榮幸能向他們請益及學習。」

淡江佳偶舞曼青春 蘭陽點燈吸睛 TEDXTKU洞悉視界 國際美術大展賀66

（文承一版）宮燈大道之紅毯盡頭的海豚里
程紀念碑旁，設立了雙人馬車，讓校友們在浪
漫情懷中，回憶青春時光；緊接著，在學生活
動中心的校友返校歡迎茶會上，校長張家宜與
近千位校友們同歡外，在懷舊舞會上由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侯登見伉儷開舞、屏東
校友會榮譽理事長冀劍釗伉儷領舞，校友們開
口卡拉OK歡唱，度過愉快的時光。而淡水校
園9個景點的FB打卡傳情、尋寶闖關活動，校
友們穿梭在校園內，懷念當年校園生活。
蘭陽校園燈峰照吉賀66校慶
【本報訊】蘭陽校園慶賀66週年校慶，於上
月31日晚間，舉行「燈峰照吉」活動，將男女
宿舍面海寢室點燈排字為「TKU66」，負責本
次活動軍訓室蘭陽校園組組長黃銘川表示，事
先取得平面圖並規劃字樣，當天彩排約40分鐘
後呈現慶賀字樣，也與蘭陽鄉親一起分享校慶
喜悅。5日校慶活動，以「馬戲團」為主題舉
辦校慶園遊會和社團表演，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全發院院長劉艾華等近百位師生一起互動

蘭陽校園之燈峰照吉賀 66 校慶。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術魅力並為其創造更大契機。求職天眼通創辦
人古宗禎，分享自學成為軟體工程師的歷程，
並說：「要用更大格局，學會做一件自己擅長
的事。」玖樓共生公寓共同創辦人王維綱以
「人生，僅剩如此？」為題，分享自身打破傳
統模式。如何將租賃公寓營造社群空間，提供
自由作家與讀者創造交流機會。N次坊創辦人
侯智薰以「分享的力量」為題，點出大眾認為
分享就是花時間等迷思，強調「分享是學習的
最佳途徑。」策展人英文三洪子恆表示，感謝
工作人員的幫忙及6位講者的支持，年會圓滿
結束。參與活動的大傳二崔冀朋分享，TED講
者總能給予自己新點子，同時也喚醒曾學過的
知識，有機會也會把這些學習分享給他人。
高瞻遠矚畫作祝福校運昌隆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欣逢66週年校
慶，文錙藝術中心與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文錙
展覽廳舉辦「國際美術大展」。9日，校長張
家宜、駐校藝術家李奇茂與貴賓們以「高瞻遠
矚」校景巨幅畫作的揭畫儀式，為活動揭開序

幕。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致力國際化發展
和美學培養。『高瞻遠矚』巧妙融入本校3個
校園，是送給淡江的大禮。感謝各界贊助與支
持。」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司長李新
穎表示：「很榮幸見證淡江辦學及對藝術支
持，66週年象徵六六大順，祝福校運昌隆。」
活動中，巴拿馬駐華大使馬締斯、尼加拉瓜
駐華大使達比亞、薩爾瓦多駐華大使錢曾愛
珠、瓜地馬拉駐華大使亞谷華、中美洲經貿辦
事處主任邢瀛輝、副主任葉佳文及參展人台北
海洋技術學院教務長陳合成等貴賓蒞臨支持。
陳合成也讚許「文錙中心是非常優質的畫廊，
小而精緻。」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說：「『高
瞻遠矚』畫中立足在淡水，明顯看出淡水校
園，遙望觀音山，並在遠方有蘭陽校園，代表
著站在最高處，望向遠方未來的涵義。」
該畫展展出墨西哥、薩爾瓦多、瓜地馬拉、
巴拿馬、尼加拉瓜、日、韓、臺灣等76位國內
外藝術家，以油畫、水彩、粉彩、版畫、彩墨
等多樣媒材表現的79件作品，展出至30日止。

「高瞻遠矚」校景巨幅畫作，融入 3 校
校友返校餐會上，校友們開 馬來西亞拿督李子松伉儷，特從
TEDXTKU2016 年會，視覺圖像記錄師
心扭一下。（攝影／胡昀芸） 馬國返校賀校慶。（攝影／包語樺）
將演講資訊繪圖呈現。（攝影／趙世勳） 園校景賀 66 校慶。（攝影／閩家瑋）

中文系系友返校秋遊踏青
中文系於6日舉辦「秋遊，後山」系友返校
活動，由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帶領，中文系助
理教授黃文倩、曾昱夫、學生及系友一行近30
人，從淡水校園出發、走訪淡水民歌發源地、
水源地、李家祠堂及慈修禪寺等地，除了解淡
水在地文化及環境，在踏青之旅中，師長也與
同學分享他們的大學青春。殷善培表示，後山
是以前淡江人都會造訪之處，舉辦這活動讓師
生更了解淡水在地人文景觀。（文／廖吟萱）
資圖系校園巡禮重溫回憶
資圖系於6日舉辦「淡江教資第11屆-校友回
娘家」活動，邀請第11屆系友返校，並進行校
園巡禮，從驚聲廣場出發，沿著宮燈教室、覺
生紀念圖書館、工學大樓，最後到達文學館，
大家一起尋找青春記憶。教資系第11屆系友、
資圖系副教授林素甘表示，「大家能聚在一起
真的很開心，有些人甚至已31年沒見，但很神
奇的是儘管容貌已經有了變化，但透過神韻、
肢體，還是可以很快認出對方，希望下次相聚
的日子可快點到來。」（文／秦宛萱）
大傳系與壽星同慶
大傳系於上月22日在臺北校園舉辦「大傳系
友會2016年會員大會」，前主任王嵩音、資深
教師陳敏明、新北市政府秘書處處長林芥佑、
本校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監事長賴正謨等，逾60
位畢業系友、師長一同共襄盛舉。大傳系教授
趙雅麗表示，30年多來的教學生涯，每位學生
都是自己的寶貝，希望大家都能照顧好自己的
身體，與老師一起老去。大傳系系友會理事長
陳中興表示，未來系友會也會積極舉辦各種活
動，相互聯繫感情，讓「淡江大傳」成為彼此
心中的通關密語。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除了簡
述系上發展概況外，更感謝系友會的貢獻，讓
每位畢業校友都有家的歸屬感，並承諾系上也
會更努力，迎接下個30年。最後並為10月壽星
一同慶生，畫面備感溫馨。（文／秦宛萱）
資傳系系友攜家帶眷返校同歡
資傳系於6日舉行「猴裏家在-2016資傳系
系友大會」，邀請畢業系友回娘家，約有近60
人到場參與。資傳系系主任陳意文致詞表示：
「很高興大家回到母系來同樂，歡迎學長姊不
吝分享自己工作上的經驗給學弟妹。」學弟妹
們則送上環保袋等伴手禮歡迎學長姊，會中除
了有玩遊戲加抽獎外，還有紙膠帶等紀念品認
捐活動，現場氣氛溫馨歡樂。（文／簡妙如）
數學系感師恩頒獎學金
數學系系友回娘家中，於6日舉行理監事會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同歡。籃、排球賽經過激烈的爭霸賽後，排球
賽冠軍由觀光一B獲得，亞軍觀光二A、季軍
為資創二、殿軍觀光一A；籃球賽男子組冠軍
為資軟四、亞軍是觀光四、季軍為政經二、殿
軍是觀光二；籃球賽女子組冠軍語言一、亞軍
觀光二B、季軍教職隊、殿軍語言二。
TEDXTKU年會 6講者喚起大家好點子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TEDXTKU
2016年會」於5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以
「20/20洞悉‧視界－與您分享值得分享的好
點子」為主題，近130位師生共襄盛舉。
本次邀請6位講者，喜杰思互動科技創辦人
謝京蓓分享VR科技如何打破現實，雖然遠在
千里卻能身歷其境。現場展示創作突破平面呈
現，走進立體繪畫。本校公行系教授林聰吉，
以自身經驗訴說身障人士如何堅持理想及克服
困難。「只要有心，即使手腳不健全，也要完
成當老師的夢想。」本校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
以毛筆提「等閒」二字開場，分享在電腦取代
手寫時代，作為古典人的他，如何延續書法藝

議和數學系高金美教授之榮退餐會外；於7日
邀請1967年的畢業系友返校，並頒發數學學系
第二屆傑出系友獎牌、鄧靜華先生獎學金。數
學系系主任黃逸輝表示，感謝系友對學弟妹的
付出，期許學生能夠更專注在課業上的努力。
數學四周佑臻說：「很榮幸能獲獎，看到學長
姊感謝老師的心情，將成為自己努力學習的動
力。」（文／劉必允）
物理系系友返校交流情誼
欣逢本校66週年校慶，物理系於6日在騮先
紀念科學館大廳舉辦物理系系友返校交流活
動，約50餘位系友參加。物理系系友會總幹事
李建邦表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系友會與系上
活動。理學院院長、物理系教授周子聰則感謝
系友們一路以來對物理系的支持，並歡迎大家
響應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興建。接著，物理系
系主任杜昭宏向系友報告物理系近年來在研究
領域上的表現，期盼系友們能成為學弟妹接軌
產業的媒介。而今年金鷹獎得主、物理系系友
之宜特科技董事長余維斌，分享他在電子產業
醫學中心的創業路上的收穫。（文／胡昀芸）
化學系的用消費改變世界引起討論
6日下午2時，化學系在水牛廳舉辦化學系系
友大會，共42位系友返校共襄盛舉。由化學系
系友會會長王彥智致詞，化學系系友林健祥表
示，很開心看到在新一代系友領導的系友會日
漸茁壯，希望每位系友都能積極地回饋母校，
為母校的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本次系友
大會上，金鷹校友、順發3C量販董事長吳錦
昌以「用消費改變世界」進行專題演講，讓現
場討論氣氛熱烈，而各屆系友相互分享，在交
流的同時，也為系友會提供了許多的寶貴建
議。（文／李宜汀）
水環系賀新科金鷹校友邵光華
水環系於6日舉辦第52週年系友回娘家活
動，邀請民國60、70、80、90、100年畢業校
友一同歡聚！水環系系主任張麗秋、退休榮譽
教授施清吉皆出席，與22位系友相聚敘舊。活
動中，除了觀看回顧影片和畢業紀念冊，還慶
祝系友邵光華榮獲本屆金鷹獎。邵光華分享得
獎心得時表示，「感謝水環系對我的培養，令
我能得到學校肯定！」（文／張少琪）
化材系逢十同學會捐款助學
化材系於5日舉辦第二屆逢十同學會，邀請
民國65年、75年、85年、95年畢業之系友返校
敘舊，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秘書長何啟東、
教務長鄭東文，以及化材系系友會理事長張正
良皆出席盛會。會中，第二屆系友們捐贈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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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娘家 返校歡慶66
本校66週年校慶時，各系所迎接校友舉辦相關活
動；校友們紛紛攜家帶眷齊聚母校，一起回首求學
時光，與家人分享屬於自己學生時代之青春回憶。
萬元以響應支持母系，董崇民也帶領大家參觀
整建後的工學院及實驗室，中午在覺軒花園教
室用餐，一同回味當年。董崇民說：「班上有
38位同學在畢業40年後回來母校重溫舊夢，不
僅是聚會，學長姊們攜家帶眷一起參加三天二
夜的旅遊，非常開心，感謝系友們的支持與鼓
勵，也希望將來每年的逢十同學會都能盛大舉
行。」（文／盧宏維）
經濟系系友會理監事改選
經濟系於6日舉行第四屆經濟系會員大會，
邀請畢業學長姊返校參與，近20多人到場參
與。經濟系系友會理事長簡致信表示：「很開
心能參與今天的活動，希望越來越多人能來一
起同樂。」會中也舉行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選出新任理事長。（文／簡妙如）
企管系系友與學弟妹交流職涯發展
企管系於6日舉行66校慶校友返校
Homecoming Day活動和會員大會，邀請畢業
學長姊返校參與，約有30人到場共襄盛舉。企
管系系主任楊立人致詞表示：「感謝系所校友
會和各位學長姊，長期以來對系上的支持，讓
企管系一直不斷前進。」企管系系所校友會理
事長游婧靈則表示：「感謝系上舉辦聯誼活
動，讓我們有機會回到母校敘舊聯誼，看著學
長姊與學弟妹齊聚一堂，感覺就像是回到了學
生時期，讓人感受到活力！」現場也準備精緻
餐點、伴手禮等與大家進行交流，氣氛溫馨熱
鬧。（文／簡妙如）
會計系系友音樂會開心伴唱
因應本校66週年校慶，會計系於6日舉辦
「淡江會計畢業30週年系友返校」活動，約有
40位系友返校，大家見面後熱絡地攀談。會計
系系主任顏信輝主持，為系友介紹目前系所的
發展，現場播放由系友會特製的照片回顧影
片，片中出現大家年輕時的身影，引起現場許
多的笑聲與掌聲。下午，他們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音樂會，先由會計系系友林守芳進行鋼琴獨
奏表演，演奏《酒幹倘賣無》、《我還年輕》
等懷舊歌曲後，系友紛紛上臺開唱，從獨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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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大合唱的溫馨活動。顏信輝表示，「今年
系友返校最大的特色就是鋼琴演奏會，儘管林
守芳下半身不便，熱愛音樂的她仍為系上演
奏，令人感動。」林守芳感謝，「很榮幸能在
校慶中為大家演奏，還能與許久未見的老同學
敘舊，真令人開心。」（文／杜歡）
西語系系友盼培育更多西語人才
西語系系友會於上月23日在臺北校園召開理
監事改選，數10名跨屆系友從各地前來與會，
經理監事會議選舉後，由系友李怡良擔任理事
長，在系友們見證下，順利完成新舊任理事長
交接，李怡良為鼓勵培養更多西語人才，自去
年起持續捐助獎學金。對於新任理事長一職，
他感謝大家對理監事及工作人員的支持，「懇
求各位繼續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希望系友會
成為一個平臺，努力幫大家找回淡江西語人的
熱情與活力，創造更多機會讓臺灣西語人才出
頭天。」（文／本報訊）
德文系感謝系友支持系上活動
德文系於6日舉辦「66週年校慶暨德文系系
友回娘家改選系友會會長」，由前會長陳癸華
交棒給聞祺公司董事長王新財，成為新任系友
會會長，並錄製當選感言影片。會中由系學會
報告運作情況，感謝系友大力支持德國啤酒節
活動，接著由系友自我介紹，相互交流職場狀
況。德文系系主任吳萬寶表示，透過系友返校
交流來凝聚全系情誼，盼達成「校友以淡江為
榮，淡江以校友為榮」。（文／秦宛萱）
教心所辦諮商師培力論壇
教心所於6日在教育館ED601舉辦「成為諮
商師－職涯培力論壇暨校友回娘家」，邀請立
法委員柯志恩來校演講，近90位師生、校友歡
聚。教心所所長宋鴻燕說明，「此次論壇包含
在校生論壇和世界咖啡館兩個主要活動，讓在
校生能與校友交流資訊，瞭解諮商心理師的工
作及未來規劃，更能使所學會、所友會與學生
間保持緊密聯繫。這次活動以學生為主，希望
讓大家不只能學習專業知識，能更加了解職場
環境與現況。」（文／朱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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