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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奪下趣味競賽和最佳造型獎雙冠軍。( 攝影／廖吟萱 ) 向手機揮手，同步顯示螢幕中。( 攝影／廖吟萱 ) 攜家帶眷返校同歡。( 攝影／廖吟萱 ) 蘭陽校園野餐會。(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

　（文承1版）上月25日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
館的趣味競賽，共14系所友會、130餘位系友
組隊大玩變裝秀，由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商管
學院院長邱建良及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3位評
審評分。機電系的鋼鐵人造型、企管系彩色
爆炸頭、EMBA原住民服飾、化學系化學袍，
以及日文系的法被祭典服飾，大家的創意指數
與吸睛程度破表，每組精心設計隊呼中，有饒
舌、應援團的加油聲等，盼能獲得評審青睞。
　18個隊伍參與指定範圍打擊、拋物線投擲到
本壘板、九宮格、踢撞球式、三個方向帶球
上籃，以及頭頂標靶接飛鑣球6項趣味競賽，
張校長與林健祥校友一起同歡，最後張校長
得分。資工系校友吳英鳳表示，「與許久未見
的同學一起進行趣味遊戲，真的很高興。」還
有帶著小寶寶返校的EMBA校友羅辛耕分享，
「競賽中看到淡江人的向心力，感覺很棒。」
　蘭陽校園則於上月25日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
中舉辦「2017春之饗宴活動」，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全發院院長劉艾華、各系系主任等師
長出席歡迎103位校友。本次有歡愉街舞社的

精采表演，還有賓果遊戲，只要校友與師生共
同完成4個關卡，即有機會抽獎，校友們在野
餐墊上享用美食，一邊談天說笑，一邊參加賓
果活動，促進師生情誼交流。（文／楊喻閔）
資圖系校友返校與師長交流
　資圖系校友回娘家活動中，20位校友返校，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
芳、榮譽教授黃世雄、黃鴻珠也一同與學生憶
當年，交流畫面溫馨，師生們無話不談持續至
晚間9時，才依依不捨離去。（文／秦宛萱）
數學系系友盃以球會友
　數學系於上月25日舉辦系友大會暨系友盃球
賽，110位數學系校友以球會友，大家齊聚球
場回憶大學時光，球場上此起彼落的羽球揮擊
聲和歡笑聲充滿紹謨紀念體育館；系友大會則
改選理監事。數學系系主任黃逸輝表示，本次
有頒發傑出系友獎，很高興校友返校參與，感
謝學校提供場地舉辦活動。（文／林佳慧）
財金系辦產學合作論壇 攜手校友育人才
　財金系於上月25日舉辨「產學合作與培育人
才論壇」，邀請臺灣期貨交易所總經理邱文

昌、飛天科技董事長吳建瑩等4位財金系校友
與系上師生探討產業現況、人才培育議題，
吸引逾80位同學聽講，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特
地出席支持。本次論壇分享產業動態、職涯發
展，對學弟妹提出就業建議，財金系教授李命
志、副教授段昌文等人在綜合座談與校友、系
上師生交流意見，氣氛熱絡。（文／胡昀芸）
企管系系所校友會頒獎學金
　上月25日，企管系與企管系系所校友會合辦
校友返校活動，企管系系主任楊立人與25位校
友一起同歡，整體氣氛熱鬧溫馨。會中由企管
系校友會頒發熱心服務獎學金及獎狀予6名學
生，企管系系所校友會理事長游婧靈肯定獲獎
學生的努力，並勉勵學弟妹：「在學期間要好
好加油，非常期待同學們的表現，也歡迎畢業
後加入系友會這個大家庭。」（文／簡妙如）
公行系校友返校敘舊
　公行系於上月25日舉行第四屆系友大會，邀
請公行系校友敘舊，公行系系主任蕭怡靖、公
行系系友會秘書長陳偉群與50人同樂，並進行
第四屆理監事改選活動。（文／簡妙如）

會計系感恩餐會 增強與校友連結
　會計系於上月25日在亞太飯店舉行「會計禮
讚」及「感恩餐會」活動，逾90位系友共襄盛
舉，會計系系友會特製的感恩影片讓校友們回
憶求學時光。本次頒發終身成就獎予曾任本校
管理學院院長蔡信夫，財團法人台北市淡江會
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陳進財則獲特別貢獻獎，
曾任會計系系主任黄振豊獲得最佳典範獎。會
計系系主任顏信輝表示，「此活動旨在增進系
友間聯絡感情並強化系友與系上的關係，感謝
本系友對會計系所的貢獻。」（文／杜歡）
資管系校友回憶校園生活
　資管系於上月25日在覺軒三廳舉辦校友回娘
家活動，20位資管系校友到場回憶當年校園生
活。資管系校友許漢煒分享，透過本活動能了
解母校發展，也能從這次機會與師長分享自己
工作經驗並聆聽建議，希望往後有更多的機會
參與學校活動。資管系系主任張昭憲表示，看
到學生返校交流感到溫馨，很高興能有這個機
會與大家一起敘舊交流。（文／林佳慧）
運管系籃球OB賽場上交流情誼
　運管系於上月18日的31周年系慶活動中，舉
辦羽球和籃球OB賽，近百人返校，由運管系
系主任溫裕弘開場後，大家便在運動場上揮灑
汗水，交流情誼。溫裕弘表示，OB賽是運管

花開春暖3月天 校友返校重溫青春
系的傳統，未來將以同學會方式擴大舉辦，讓
早期畢業的校友能攜家帶眷返校參與，與系上
保持良好聯繫關係。（文／林佳慧）
資工系校友返校了解母校發展
　資工系系友會於上月25日舉行理監事會議，
計11位校友返校交流並進行經驗分享。資工系
系主任陳建彰在會中說明，系上一年來師生表
現近況及未來展望。資工系系友會會長張園宗
說：「很開心看到系友們展現對母校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除了支持系上活動，對於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也捐助有成，期待大家繼續接力提供
後輩更多學習和實習機會。」（文／楊喻閔）
日文系邀孫寅華演講
　日文系於上月25日邀請日文系副教授孫寅
華，以「淡江讓我永遠18歲」為題演講，逾20
位校友返校，晚間在老淡水餐廳進行聯誼餐
敘。孫寅華於會後受訪表示，「春之饗宴活動
是一個聯繫系友很好的管道，這此透過演講、
以閒話家常的方式分享我的經驗，真的很開
心！也正因有此聚會，看到許久不見的系友
們，一同回憶美好歲月。」（文／林佳慧）
法文系系友回娘家
　法文系於上月25日舉辦「法文系系友回娘
家」活動，傑出系友貫達國際有限公司創辦人
黃世杰、法國阿爾薩斯貝納－偉博精緻金葡萄
酒莊駐台文化大使顏明格，以及歐語出版社負

責人陳忠全等校友皆到場支持，校友團聚共享
法國白酒與奶油酥餅。另頒發系友獎學金，共
3位同學各獲1萬元。法文系系主任鄭安群說：
「系友能專程返校與會，表示對系上有極大的
肯定，並且相當關心學弟妹發展近況，除了開
心之餘，也備感榮幸。」（文／秦宛萱）
西語系校友茶會 校園巡禮憶當年
　西語系於上月25日舉辦「西語系茶會暨30年
同學會」活動，逾30位系友返校。除校園巡禮
外，安排「那年我們學西語」3組大一同學演
出情境劇，帶領系友回到初學西語的青澀時
光；接著，西語系榮譽教授陳雅鴻、熊建成、
教授白方濟及退休教師吳寬，重現當年課本，
歡笑之餘，溫馨感人；晚間則是品嚐西班牙風
味餐點中，畫下完美句點。西語系系主任林惠
瑛說：「自己也在淡江畢業，看到同學、學弟
妹前來，好懷念在校時光。」（文／秦宛萱）
德文系系友聚會交流近況
　德文系於上月25日舉辦校友聚會，20位校友
響應，分享業界工作、求學計畫，氣氛融洽。
會中，畢業校友分享即將啟程前往德國攻讀博
士學位，回想起系上帶給自己在德國文學的精
進，相當感人。德文系友會會長王新財表示，
「因為公務繁忙，少有時間能與大家相聚，期
望每年的春之饗宴活動能長久舉辦，也邀請更
多校友一同參與盛會。」（文／秦宛萱）

日文系系所友會呈現應援團隊呼。( 攝影／戴先怡 )

看我奮力一揮。( 攝影／廖吟萱 )化學系隊呼。( 攝影／戴先怡 )

張校長於趣味競賽活動中得分。( 攝影／閩家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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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愛 高千媛頒高李綢獎助金

獲全國社團評選特優 理學之夜SHOW才藝
　【記者戴先怡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上
月23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105學年度第二
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
良主持，各系所主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
長林宜男、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林
谷峻、業界代表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
深副總經理楊清榮等人與會。本次會議由各單
位進行業務報告外，會中通過保險系修改系名
案、107學年度EMBA採聯合招生方式、107學
年度擬新設「商業與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和「數位商務與經濟碩士學位學程」等多項提
案。楊清榮於會中分享自身工作經驗，勉勵學
生應多嘗試跨領域學習，多培養國際觀和增加
出國經驗，以利於在職場上獲得升遷機會。

戰略論壇邀林榮賜談資安
　戰略所於上月 25 日邀請中華電信研究院
副院長林榮賜進行「資通安全管理與企業防
護策略」之戰略論壇演講。（文／林妍君）

拉美論壇探討拉美政經局勢
　拉美所於上月 30 日舉辦「淡江拉美論
壇」，研討川普上任後的拉美政經格局，吸
引近 20 名學生到場聆聽。（文／趙世勳）

歷史週穿越時空體驗宋朝
　歷史週以「送回過往、鑑往知來」為題帶
大家回宋代，師生現場體驗宋朝飲茶和服
飾，讓大家感到新鮮有趣。（文／趙世勳）

行動化學車徵服務員快報名
　 本 校 行 動 化 學 車 即 起 徵 選 服 務 員， 不
限科系對教育有熱情可報名。電洽 2621-
5656#3165；mail：yyuya001tw@gmail.com。

遠距教學研討會歡迎參加
　遠距組將於 26 日舉辦「遠距教學優！不
憂！」研習會，將介紹預備遠距教學課程等
經驗。歡迎教師踴躍參加可電洽分機 2164。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大條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狂賀！本校資
圖系系學會上月25、26日參與教育部「106年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與90所大專院校、258個社團一同角逐，獲得
「自治綜合性」組特優。資圖系系學會是首次
代表本校參加全國社團評鑑，完整的資料讓評
審在短時間內了解該學會的運作、特色服務、
財物管理等制度，而資料保存與資訊管理的
呈現更受到青睞，最後獲得38位評審的一致肯
定，奪下冠軍並獲1萬元獎金。
　資圖系系學會會長、資圖三楊岱妮表示，從
去年12月開始，系學會全體投入為本賽努力，
感謝課外組提供機會與幫助，其中最大的收穫

即是讓系學會內容更完整、更凝聚向心力，得
獎的殊榮對資圖系也是最棒的肯定，「最後想
跟大家說聲，辛苦了！」
本校生抱回藝美獎之廣播類等3獎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抱回
第42屆藝美獎之3獎項！大傳三賈恩祺、陸瑩
的《安妞！K-POP》榮獲廣播類最佳音樂類
節目獎，資傳四劉佳鑫《廟宇印象》獲平面攝
影類最佳圖文特寫獎，大傳三翁睿坤《ㄌㄧㄚ
ˇ丟》獲平面攝影類最佳藝術與運動娛樂獎，
並於上月25日在臺灣藝術大學接受表揚。
　《安妞！K-POP》歷經多次修改與重新錄
製後，以猜歌手遊戲增添趣味，且風格年輕有

活力，節目設計用心，獲評審青睞。賈恩祺開
心的說：「得到這個獎真的很意外，很感謝淡
江之聲的指導教師和助教的協助，以及同學們
的支持，獲得這個獎增進自己和團隊的信心，
將會繼續努力。」本次入圍2項獎項的翁睿坤
表示，會有這個作品是個偶然，原本自己只是
在等待小學生練習滑壘時滑下去的瞬間，但剛
好有個大樹影的出現，營造出彷彿有個抓住的
感覺，他說：「將會繼續努力。」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土木系
校友高新平以母之名創辦「高李綢獎助學金」
於上月29日舉行頒發典禮，由「三德慈善基金
會」主席高千媛、董事高銓壯，以及其眷屬特
地遠從新加坡來校頒發高李綢獎助學金予10位
同學、三德獎助學金予土木系2位學生。基金
會迄今累積頒發突破新臺幣1500萬元、幫助逾
300位同學。
　高千媛致詞表示，期待同學能夠秉持父親
忠孝仁義勤儉持家之精神，繼續將愛延續下
去，還鼓勵同學遭遇挫折時，必要堅定自己的

心志，勇敢走出困境；高銓壯則分享近日自身
的讀書心得，勉勵學生：「智慧和所學的事物
是別人想拿也拿不走的財寶，獎學金能幫助一
時，但人生是否精彩，仍須源於自身努力。」
　勸募人蔡信夫以高新平校友在世時的為人處
事和親力親為之精神，與受獎學生互勉；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預告，今年八
月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將啟用，期待未來能在高
新平先生紀念會議室舉行各項活動，藉此拋磚
引玉，讓更多人投入行善行列。獲頒獎助學生
們亦送上感謝卡並允諾將善用獎助金。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4日晚
間，在文錙音樂廳的理學院之「理學之夜-理
ㄟShow Time」音樂表演活動中，讓文錙音樂
廳座無虛席！本次由物理系、數學系、化學
系，以及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共同舉
辦，理學院院長周子聰特地到場鼓勵學生，
「在讀書之餘，應要懂得利用時間遊玩以增廣
視野，期待大家的表演。」本次只要5張發票
即可入場，是以話劇主持貫穿整場，有精彩的
開場舞外，化學二吳柏頤、李昭緯帶來深情獨
唱，而化學二張景竣別出心裁的鋼琴表演讓人
嘖嘖稱奇，並有「四大天王」街舞、「風見
雞」和「讓我留在你身邊」的吉他表演、「天
團駕到」的歌唱演出，而2位主持人的幽默主
持，更是嗨翻全場觀眾，讓大家驚喜不停。
　活動負責人物理二朱昱臻表示，「本次要集
結四系舉辦活動很不容易，
但在大家同心協力分工下，
帶給大家愉快夜晚。」

老師我想對您說...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關心
本校兼任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和付出，日前
在傳播館之「瘋言風語」留言牆中，以「你
上過哪些兼任教師的課？有什麼話想對他們
說？」的話題吸引校內學生留言，學生們紛紛
為教師們加油打氣。留言內容中提到「上宋亞
克老師的課，我現在對法文變得很有興趣，謝
謝妳老師。」、「家緯老師的資概學到了很有
用的AI&PS技巧，老師上課方式很幽默。」、
「老莫我愛你！你真的是永遠的偶像！請加
油！」、「英文一吳凱書~~拜託不要離開淡
江」、「子正老師法喜充滿，攝影之神！」、
「建程不能走，重修需要你。」、「靜玟老師
謝謝您。」等。除了留言牆外，本校學生也在
FB中表達對兼任教師的關心。

經濟系14隊激戰小經盃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7日至31
日，經濟系系學會舉辦小經盃班際球賽，共有
14支隊伍報名參加。經濟系學會會長經濟二黃
歆雅表示：「系上較少有機會可以舉辦球類競
賽，藉由此次比賽不僅可以讓大家熟悉彼此，
也能提供一個能互相切磋球技的交流平臺。」
此次活動共分為男籃、女籃及男女混排3種，
隊伍以經濟系班級為單位報隊參加，並提供第
一名隊伍1000元獎金作為鼓勵。

解析亞太和平繁榮

7國學者研討歐亞社經發展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
導】歐洲研究所為慶祝本校
66週年校慶和春之饗宴，於

上月2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歐亞大陸：
歷史背景、國際關係與社會經濟發展」國際研
討會，集結日本、俄國、德國、美國、波蘭、
匈牙利及臺灣共13位學者，針對近代俄羅斯發
展現況，以歷史背景、國際關係與社會經濟發
展3大主題發表研究成果。會中，邀請到國際
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莫斯科台北經濟文化協

調委員會駐台北代表處代表紀柏梁致詞，近50
名師生、校友與會。
　歐研所所長陳麗娟表示，歐研所分為歐洲聯
盟研究組與俄羅斯研究組兩組，持續舉辦相關
領域之研討會，此次邀請多國專家學者發表觀
點，盼藉此瞭解俄國在全球政經、社會及外交
的影響力。會後，由於本校國際化辦學績效斐
然，且在國際關係研究成績有目共睹，上月
26、27日則接受慈濟科技大學邀請，前往參與
國際NGO等議題之研討。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外交與國際關
係學系於上月2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展
望和平與繁榮的新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校
長張家宜於開幕致詞表示：「甫成立2年的外
交與國際系，共有48位本地生、58位外籍生，
來自28個國家，在淡江產生一個跨文化的學習
環境。此次國際學術研討邀集國內外學者專
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議題上，解析發展
及因應之道，值得期待！」莫斯科台北經濟文
化協調委院會駐台北代表處代表紀柏梁說：
「期許與會學生保持開放態度，更盼激盪出全
面性和不同視角的討論。」
　本次研討會邀請俄羅斯、加拿大、美國、波
蘭、泰國、日本等海內外專家學者，針對亞太
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中國崛起下的國際關係、
和平與衝突的灰色地帶等主題，進行研究成果
發表，並以「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為題進
行圓桌論壇與交流。外交與國際系系主任鄭欽
模說：「這次學者們前來分享的內容緊扣時
事、篇篇精闢，也提供很多突破性的看法，受
益良多。期許此次研討有效提升系上學術能
量，會後預計出版本次論文集，持續努力累積
出版量和學研成果。」外交與國際二林璉宛分
享：「這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談到敘利亞戰爭
議題，相對臺灣發展現代化，敘利亞的斷垣殘
壁顯得不忍卒睹。希望能持續參加研討會，相
信每位學者的研究都能帶給我嶄新的收穫。」

資圖系
系學會

外交與
國際系

商管學院院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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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頒發捐款 30 至 50 萬元者之感謝獎座。( 攝影／閩家瑋 )

看我的黃金右腿。
( 攝影／閩家瑋 )

校友變裝五天王齊聚校園。( 攝影／廖吟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