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工系舉辦 3D 列印工作坊
　資工系於 4 日在 E201 舉辦 3D 列印工作
坊，邀請東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陳昀成總
監主講，介紹 FDM 架構 3D 列印機的運作
原理。（文／李穎琪）

日本政經所邀東大教授演講
　日本政經所於 6 日上午在台北校園 D222
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本間正義教授，以「20
年後的日本與台灣農業 - 建構未來的糧食
產業」為題進行演講。（文／吳婕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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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返校活動，邀請66、76、86、96年畢業的系友
回娘家，約有40人到場，理學院院長周子聰、
系主任杜昭宏、系友會總幹事李建邦和系友會
幹部朱公勃等人也共襄盛舉。杜昭宏說：「謝
謝系友在風雨天回娘家，系上未來的發展是希
望透過產學合作來讓同學們提早接觸業界，並
維持國內競爭力的水準，而系友的表現更是學
弟妹們的榜樣，感謝各位的相互幫助。」會
後，大夥兒們在大廳享用茶點並拍攝團體照，
物理系表示會將此圖片印上馬克杯送給每位系
友，讓大家在未來得以回味。（文／吳婕淩）
化學系系友會長楊榮凱接任
　化學系於4日下午在Ｃ013舉行系友回娘家，
即使因為天氣因素導致一開始到場系友並不
多，但後來系友們仍陸續到場。系友們亦熱絡
地和彼此以及到場師長談話，而在這場聚會
上，系友們也票選出楊榮凱學長為新任化學系
系友會長。化學系主任施增廉除了勉勵新任會
長能夠繼續為系友會努力之外，也期許明年化
學系60周年能夠看見更多系友回來與母系一同
慶賀。而前任會長林健祥也在選前呼籲新任系
友會，期許幹部們能夠多加輔助會長，讓系友
會更好。（文／李欣倪）
水環系賀新科金鷹校友許作名
　水環系於4日邀請民國56、61、 66 、71、
76、 81、86、91 、96、101、106畢業的系友
回娘家敘舊，氣氛溫馨熱絡。活動開場由水環
系系主任李柏青上台致詞，「藉由這次系友回
娘家活動，讓老中青系友們有互相認識的機
會，是最主要的目的。」活動中也請到系友，
淡江菁英第31屆金鷹獎得主許作名及水利署中
區水資源局局長鍾朝恭上台分享人生經歷。甫
於今年畢業的系友張菱表示，「從前看到老師
們在講台上的表情都很嚴肅，畢業之後再返校
聚會，看見老師和學長姐們有說有笑的樣子，

覺得很新鮮！」（文／丁孟暄）
化材系舉辦逢十同學會
　化材系於4日在E787舉辦第三屆逢十系友
會，邀請民國66、76、86和96年畢業校友回娘
家敘舊，化材系系主任董崇民、教務長鄭東
文、傑出系友張榮桂等逾25位校友皆出席盛
會，彼此交流熱絡，並在會後用餐逛校園，懷
念以前在淡江的舊時光。董崇民說：「感謝大
家撥空且在這種下雨天回來淡江，以往的回憶
更是點滴在心頭，也希望藉由各位的經驗可以
幫助未來學弟妹在職場就業面臨的問題。」此
外，系友們亦提到化材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在各領域的發展能更擴大，讓系務蒸蒸日
上。（文／吳婕淩）
電機系畢業30年校友同學會
　電機系於上月28日於E680舉行電子工程學系
第13屆系友畢業30週年同學會，由工學院院長
許輝煌主持，電機系榮譽教授余繁及退休教授
賴友仁特別應邀出席與同學相聚。會中李慶烈
主任歡迎系友回校團聚，同時報告目前系上狀
況及未來規劃，接著系友與教授開心閒聊，並
透過當時的畢業紀念冊一起回憶在學時光。之
後大家共同漫步校園回味淡江美景，並相約下
次再聚。（文／胡榮華）
資工系系友提供產學合作管道
　資工系友返校活動於4日在E304舉行，逾20
位系友返校參加，在活動開始前閒聊現今科技
趨勢相關話題及笑談當年青春的大學生活，即
使畢業後各奔東西，同學間的感情依舊不變。
活動由系主任陳建彰主持，向系友們報告資工
系近況，並感謝系友提供產學合作管道，讓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參與實務，收穫更加豐富。過
程當中，資工四王婷也向系友報告11月將代表
學校參加ACM-ICPC國際大學生程式競賽亞
洲區決賽，希望各位系友給予建議及鼓勵，協

助同學爭取好成績。（文／張洋）
航太系系友分享業界現狀
　航太系於4日中午在E819舉行系友回娘家活
動，現場提供餐點供系友們享用，不少系友
帶著家人一同回來餐敘。航太系系友陳英賢表
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系友們能夠回
來聯繫感情，同時也可以讓在學的學弟妹和
系友一同討論未來的就業狀況及目前業界方
向。」系主任陳步偉則提到，淡江航太系多年
來致力於產學合作，許多已畢業的系友也都給
予幫助，目前在馬來西亞等地也有許多系友，
未來若有機會讓大三學生到當地實習，期望系
友一樣能給予學弟妹幫助。（文／李欣倪）
會計系系友祝賀與迎新
　會計系為了慶祝淡江大學67週年校慶並增進
系友情誼，以「祝賀與迎新」為主題，於4日
當天舉行碩士暨碩士在職專班系友返校活動，
約有30名系友及師生到場。會計系系主任顏信
輝說明此次訂定主題的意義，其中，是要「祝
賀」本系系友會理事長陳進財榮任淡江大學中
華民國校友總會總會長，而「迎新」則是要歡
迎畢業的碩士及在職專班系友加入系友會，希
望為系友會注入新血。下午則由主任帶領系友
們參觀新落成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會計系博
士班畢業系友王偉權說：「看到學校每年都蒸
蒸日上，有長足的進步和成長，最後也祝福淡
江大學校運昌隆。」（文／莊千慧）
統計系選出新任系友會長蘇志仁
　統計系4日在B712舉行「第10屆班代表大會
暨系友聯誼」，現場座無虛席，也順利選出94
年碩士班畢業的蘇志仁系友為新任會長。系主
任吳碩傑致詞時除歡迎學長姐們返回母校參加
活動，也報告系務運作狀況，他表示，「本系
近年來招生順利，註冊率皆在全校平均之上。
103學年度起也陸續和廈門大學、西南財經大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文系、
文化大學中文系及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
中心上月28日上午在台北校園合辦「2017兩岸
新子學論壇」，華梵大學高柏園校長等約20位
國內外學者出席。
　中文系主任周德良表示，由華東師範大學方
勇教授和多名學者共同組成的新子學研究團
隊，重新定義經學和子學的關係，並重新詮釋
中國學術，透過文化中文系王俊彥主任穿針引
線，積極想和臺灣學者進行交流，因而促成此
次論壇，形式簡約，意義重大。
    特別的是，此次論壇有兩位韓國學者參與，
分別是圓光大學校姜聲調教授及江陵原州大學
校金白鉉教授。金教授提出：「韓國一直以來
是以儒學為正統，但基督教的入侵，破壞了韓
國的社會結構和傳統風氣。」周德良引用唐君
毅「花果飄零」之說，來說明中華文化的飄散
與落根，能有機會兩岸互相交流新子學的發展
十分難得，學者們討論相當熱烈，收穫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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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4日上午，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正式落成啟用，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特別邀請捐贈興建基金一億兩千萬元
的管科所校友徐航健，在守謙3樓有蓮國際會
議廳進行投資理財專題演講，分享父親徐守謙
及母親張有蓮如何在困境中將六名子女撫養成
人，並且奠定其投資理財之基礎。
　演講中，他回應近日金融市場熱門話題，大
膽預測美國短期內將不再繼續升息，引發討
論，除此之外他亦不斷強調節省、心態及原則
的重要性，他說：「從失敗中檢討、記取教

物理系開放日高中生體驗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於上
月28日在騮先紀念科學館舉辦了物理學系開放
日，帶領還在就讀高中的84名同學遨遊物理的
海洋。
　本次活動分為科普演講與實驗操作，讓同學
們結合抽象的理論走到具象的實際。藉由物理
系助理教授陳樫旭「看不到、摸不著，卻又
無所不在-探索黑暗物質」與物理系助理教授
秦一男「今年諾貝爾物理獎-引力波的簡介」
的演講，同學們了解到了宇宙中的黑暗物質以
及為什麼能夠以觀測到引力波而獲得諾貝爾物

理獎的意義，提升了對物理學的興趣。當天還
有數位星象儀體驗、參觀掃描電子顯微鏡、拉
曼試驗儀以及在普物實驗時親手操作實驗的活
動，讓同學親自動手觀察，發現物理的奧秘。
　崇光女中高二同學鄒嘉霖興奮地說：「這一
次活動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星象儀，它的
設備很有趣，能夠在全黑的環境中了解星象。
參加這個活動我更了解物理系的上課內容和實
驗操作，更加確定自己對物理的興趣，日後選
系也會將此次的經驗納入考慮，非常感謝淡江
物理系提供的這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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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學者發表論文豐富淡水學研究 兩岸新子學論壇交流熱烈

校友回娘家 同賀67校慶

▲校慶當日，校長張家宜（中）與百萬磚捐款人於百萬磚紀念牆前
合影留念。（攝影／陳柏儒）

3學習新視界

世界校友會總會長陳定川續任
▲校長張家宜頒發當選證書予世界校友會聯
合總會會長陳定川。（攝影／吳冠樑）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由歷史系主辦
的「第七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3、4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本次研討會以「港
口、船舶與貿易」為題，邀請各界史學學者出
席探討淡水學課題，近200人共襄盛舉，坐無
虛席。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林煌達致詞時
表示，淡水學研討會從1998年舉辦至今已是第
七屆，今年邀請到24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相
信對淡水學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兩天的議程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陳國棟專題演講揭開序幕，陳國棟為大
家講解了淡水的港口導航與港埠設施、進出淡
水港的船舶、淡水港的貿易、海關防禦與航行
等關於「港口、船舶與貿易」的課題，其精彩
絕倫的演說，獲得現場一片熱烈的掌聲。來自
日本、法國、荷蘭、廈門、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國學者分別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其中日本
信州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豐岡康史解說了從嘉

▲徐航健校友於有蓮國際會議廳進行投資理
財講座。（攝影／盧逸峰）

　【本報訊】蘭陽校園全新開
幕的「沈思者小餐館」，8日
中午舉行揭牌儀式，這個空

間將24小時開放使用，舉凡師生之間學術上的
交流、讀書會、各系的專題報告等，都可在這
裡進行。該空間位於強邦教學大樓一樓，全室
鋪設木地板，放置三人沙發兩座、和室桌椅兩
組，同時間約可容納20人，吧檯備有咖啡機，
隨時提供前來使用的師生享用熱咖啡。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時表示：「這不是
一家普通的餐廳，因為這裡賣的不是食物，也
不是咖啡，而是濃厚的書香，以及師生之間共
同烹調的知識饗宴。」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
華也說：「自蘭陽校園成立以來，師生之間的
情誼就是住宿生活中不可或缺且最珍貴的一部
分，因此把這間原本充滿雜物的倉庫，變成充
滿書香的住宿書院空間。『Bistro Penseur』中
的『Penseur』是法國知名雕塑家羅丹的雕塑作
品，象徵著哲學思考；『Bistro』則是歐洲最
閒適平實的小餐館，因此取這個名字，希望師
生可以在這裡共同思考人生的無限可能。」

沈思者小餐館揭牌

蘭陽師生體驗攀岩
　【本報訊】蘭陽校園師生上月8日於紹謨
紀念活動中心攀岩場，舉辦「攀向頂峰 超越
自我」主題活動，共有近百人參加，現場尖
叫、加油聲此起彼落，十分熱鬧。
　本次活動召集人語言系齊嵩齡副教授表
示，蘭陽校園老師們分成四組，依不同性質
舉辦活動讓師生共同參與，攀岩體驗是休閒
樂活組每年的重頭戲，希望同學們都能玩得
開心。
　兩位專業教練協助同學繫好安全繩索，並
做好頭部保護，在口令引導下一步一步地往
上攀爬，過程中或因為手酸、或因為腳軟，
不時有人失足下滑，底下的同學一起加油打
氣。第一位攻頂的是政經一任彥蓉，她說：
「以前沒有爬過這麼大型的攀岩場，覺得很
刺激，學校提供這麼棒的體育場地，實在很
幸福。」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校友曹
馭博近日連奪兩項新詩獎首獎，其中，最令人
佩服的是，成為林榮三文學獎創辦以來最年輕
的得獎者。
　23歲的曹馭博，大二開始寫詩，去年甫自本
校畢業，在校期間便是校內外文學獎新詩組的
常勝軍，考取東華大學華文文學創作所碩士班
後仍不間斷地創作。上月20日獲得文化部舉辦
之「2017後山文學獎」在地書寫社會組新詩類
第一名，作品〈吉安鄉的三棵樹－記鄰家的太
魯閣族爺爺〉，內容書寫太魯閣族長者對於

下一代傳承的重視及期許。本月4日再傳來佳
訊，榮獲自由時報舉辦之「第十三屆林榮三文
學獎」新詩組首獎，成為該獎創辦以來最年輕
的得獎者。得獎作品〈與蒂蒂復健一日〉以病
患家屬的角度，書寫自身陪伴罹患失語症姐姐
時的對話經驗，作品中充滿姐弟之間真摯的情
感。曹馭博表示，「不管是描繪親情，或是關
懷文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該如何完整的呈
現，將人們所忽略的事物再度現形。得獎即是
一種肯定，但也是警惕，我必須反覆鍛造，持
續與繆思對抗。」

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組曹馭博摘冠

學統計學院簽訂交換學生計畫，積極鼓勵本系
學生拓展國際視野。」現為本校資訊處專案發
展組組長的系友徐翔龍則說，「統計系學生腦
袋很靈活，能將所學運用於資訊業，期望未來
有更多畢業系友加入系友會，一起投入更多資
源給在校學弟學妹！」（文／邱筱涵）
德文系系友回校凝聚感情
　德文系於4日上午在T604舉行系友回娘家活
動，現場除提供餐點外，另展出歷屆系刊，與
回來的系友分享母系的發展。德文系系友張世
慧說：「畢業並非感情的結束，這次回來參與
聚會，是可以認識不同系友的機會，也可以
凝聚一下感情。」德文系系主任吳萬寶表示：
「誠摯的歡迎系友們回到這裡，也謝謝曾任系
主任的陶緯老師在退休後還回來看我們；這次
特別展出的歷屆系刊，每一本都記錄了我們的
成長與回憶，也歡迎系友們翻翻學長姐們的嘔
心瀝血之作。」（文／李欣倪）
日文系黃憲堂老師紀念會議廳揭幕
　日文系於4日在新落成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舉辦校友返校日Homecoming Day活動，並進
行黃憲堂老師紀念會議廳揭幕儀式，系主任曾
秋桂歡迎優秀系友回娘家，共同見證這光榮的
時刻。黃憲堂老師紀念會議廳係由日文系系友
認捐，發起人彭春陽說：「黃老師是日文系的
泰斗，認捐這間會議室主要是為了讓系友來懷
念老師，感謝系友們的力挺。會議室也放置了
老師的藏書與愛用的公事包，希望在未來可以
妥善的發揮這空間，將老師與學長姐的智慧經
驗傳承給學弟妹。」（文／歐陽子洵）
教政所所友會會長劉文鴻接棒
　教政所上月29日在台北校園舉辦所友回娘家
暨第三屆理監事改選活動，由台北市建成國中
校長劉文鴻成為新任所友會會長。教政所所友
大多服務於教育機關或各級學校，當日各屆所
友齊聚，互相分享在校所學與職涯聯結的收獲
與心得，活動氣氛熱絡。所長薛雅慈表示，本
次活動也讓本所與所友的連結更加緊密，並加
深所友的認同感與向心力。（文／廖吟萱）

中文系系友秋來文館
　中文系4日在L307舉辦「秋來文館日，共憶
淡江時」校友回娘家活動，約20餘名系友一同
參與，現場準備了水果甜點供系友們茶敘。會
後，由周德良主任帶領系友們用餐，並參觀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周德良特別說明，這是由校
友捐資興建的，系友范靜雯和同為淡江人的另
一半立刻表示，若是早點知道這麼有意義的活
動，也可以捐一百萬共襄盛舉。畢業25年第一
次返回母校的于桂芳是周主任的同班同學，她
興奮地表示，因為同學當了系主任，返校才真
的有回娘家的感覺。（文／歐陽子洵）
資圖系系友返校同歡
　資圖系於4日舉辦「2017教資/資圖系友回娘
家」活動，其中，榮譽教授黃世雄雖已年近
80，仍親臨現場，訴說陳年往事，全場笑聲不
斷。一行人前往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空間改
造．鳳凰展翼再現」的新風貌，隨後至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見證新大樓啟用並用餐。最後在
L522舉行第十屆新任會長交接典禮，由資圖系
系主任歐陽崇榮將感謝狀及當選證書分別頒予
第九屆系友會會長于第與新任系友會會長薛理
桂。系友高子洵分享，資圖系真的是一個很溫
馨的大家庭，系友們都願意一再地返校同歡，
感覺很棒！（文／丁孟暄）
大傳系系友平台串連35屆　
　大傳系上月28日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
辦系慶暨系友會2017會員大會，由系友會理事
長陳中興主持。活動串聯大傳系第1屆到35屆
系友和在學學生，共約50餘人參加。陳中興表
示，大傳系透過系友會平台，凝聚畢業系友及
學校師生們的情感，同時也連結資源，是本系
非常重要的特色。會中特別邀請在系上任教32
年，將於本學期退休的趙雅麗老師致詞，趙老
師感性表示，這32年是無悔的歲月，同學的愛
豐富了她的生命，退休不代表離開淡江，而是
帶著滿滿的愛繼續向前走。（文／本報訊）
物理系系友風雨中回娘家
　物理系4日在騮先紀念科學館S104舉辦系友

訓，讓失敗變成成功的因子。」最後徐航健提
出建言，「若母校成立校務基金，將不動產抵
押貸款投資市場，效仿哈佛大學，一旦收入增
加，校譽自然提升。」此話一出台下反應熱
烈。演講後，緊接著頒發紀念獎牌及漢聲窯陶
瓷給百萬磚及十萬磚捐款人，感謝他們慷慨解
囊、拋磚引玉，回饋母校。
　中午，召開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第11屆第1次
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通過榮譽總會長、副總
會長、秘書長聘任案及第8屆雙年會將由美南
（休士頓）淡江大學校友會規劃執行，榮譽總
會長共有五名，分別由陳飛龍、侯登見、段相
蜀、陳慶男、羅森擔任。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
示，世界校友會在總會長陳定川的帶領之下，
會務推動皆相當順利，並提出目前校務發展步
入第五波，指示校友會運作模式及校友互動方
式應有新做法以加深連結，由此助校友會蓬勃
發展，更上層樓。
　下午在守謙4樓會議室，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舉辦「菁英迎新茶會—老鷹迎小鷹」，喜
迎第31屆金鷹獎得主，分別為：慧洋海運董事
長藍俊昇、馮氏貿易公司總裁馮啟豐、前永大
機電總經理許作名、朝陽科技大學校長鄭道
明。4位新科得主皆表示，「感謝母校肯定，
將繼續給予母校支持，幫助更多後進。」藍俊

昇強調，學弟妹應當學習投資理財之道，方能
回饋母校；馮啟豐熱情表示自己與母校為榮，
並高喊：「一日淡江人，終身淡江情。」；許
作名則認為中國擁有廣大舞台提供年輕人發
揮，鼓勵學弟妹前進中國；投身教育界的鄭道
明表示自己將母校視為辦學之標竿，並以母校
為傲。
　世界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陳定川在致詞中
表示，邁向世界級之願景對母校來說是最重要
的目標，建議效法國外辦學、經濟等模式，來
經營、培養淡江學生優良的國際視野，讓其成
為有用之人。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
則笑說，把我們的經驗和在校學弟妹交流、傳
承，並且將現有影響力分享、充分發揮。大陸
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則開心地表示：
「每次回到母校都有回家的感覺。」對於母校
的進步也感到十分欣慰。

慶海盜擾臺來看清代中期台灣開發史上的淡水
廳，說明了「海盜與貿易」的部分。
　本次淡水學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所發表論文之
專業，會議安排緊湊，令與會嘉賓獲得許多知

識饗宴。會後的摸彩活動在莊嚴的學術活動後
多點輕鬆，獲得肯定。歷史四胡少艾表示：
「大一時便參加過淡水學研討會，在畢業前再
度參加系上研討會，感到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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