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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2018年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大會晚宴於3日晚間舉行，這是首
次在紹謨體育館7樓設宴，席開近百
桌，眾人齊聚體育館享用福華飯店
外燴。 
　首先由柏齡大鼓陣打頭陣，接著
全場起立唱校歌回味在學時光，開
場儀式則由校長張家宜、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會長林健祥、中華民國淡
江大學校友總會會長陳進財、大陸
校友聯誼總會會長莊文甫、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段相蜀、馬
來西亞留台校友會前會長李子松、

北美洲校友會聯合
會會長馮啟豐、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等長官、貴賓一同刺破氣球，「心在淡
江，意再超越」八字映入眼簾，彩球飛散在空
氣中，很是吸睛。 
　接下來活動由大陸校友會帶領全體一起做健
身操！眾人雙手舉高，隨著音樂節奏擺動身
體；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安排歲末聯歡表演的前
三名隊伍，帶來寶萊塢印度歌舞等舞蹈表演，
掀起活動高潮，展現本校充滿活力、青春熱
血的面貌；北美校友會則以Twist扭扭舞曲、
Wild Wild Wild恰恰舞曲、瀟灑走一回等曲子
進行排舞；張校長大方上台高歌《月亮代表我
的心》、《小城故事》，更熱情邀請校友一起
合唱、同歡，場面和樂融融。 
　晚宴最高潮為主持人宣布菁英校友會會長陳
進財捐款三百萬元做為守謙中型菁英會議室之
用，而企管系校友張瑞峰隨即響應認捐守謙百
萬磚。活動最後進行交接典禮，由林健祥交棒
給北美洲校友會會長馮啟豐，大家相約2020年
休士頓見！

雙年會體育館七樓設宴 千人餐敘

春暖花開 校友扮裝遊校園

◤蘭陽校園春之饗宴活動校友返校，與母校師
長們合影留念。（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3月4日近400位校友前往蘭陽校園參觀，在迎
賓階梯上合影留念。（攝影／劉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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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洪筱婕蘭陽校園報導】世界校友會雙
年會4日安排參訪活動，400多位校友分別乘坐
9輛遊覽車，分兩梯次至蘭陽校園、蘭陽博物
館及羅東林業園區。
　抵達風光明媚的蘭陽校園後，於國際會議廳
聆聽校園主任林志鴻簡報。林志鴻說，蘭陽校
園以「三全」教育特色為主軸－全大三出國、
全英語授課、全住宿書院，全住宿書院以強化
品格涵養為目標，師生共同住校是營造全住宿
書院成功的要素。
　接著由蘭馨大使導覽參觀校園，行經圖書
館、沉思者小餐館、開心廚房、宿舍、淡蘭藝
廊等，校友們看著走廊上掛著的歷史照片，一
同回憶在淡江的記憶，校友們拍下多處校園景
色，最後在迎賓階梯上合影留念，校友們藉此
機緣認識新朋友，並與故友相聚敘舊。
　化學系友會會長楊榮凱表示，這次的活動非
常了不起，相當難得，意義非凡，傳承需要慢
慢的推動，以凝聚向心力，未來學弟妹在社會
上才能得到學長姐實質的幫助，形成正面的風
氣和一股軟實力。他說，本次參訪蘭陽校園
後，認為就讀蘭陽校園是很不同的選擇，「三
全」的教育特色很受用，也可看出在硬體方
面，學校的盡心盡力。

400校友共賞蘭陽風光

五虎崗文學獎即日起徵稿
　「第三十四屆五虎崗文學獎」徵稿至4月
13日下午五時止，共有小說、散文、新詩、
極短篇四文類，投稿資訊請上中文系系網查
詢。（文／陳品婕）

夏曼入選台灣十大散文家
　本校法文系校友、作家夏曼‧藍波安既
去年榮獲「第40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獎
後，入選鹽分地帶文學雙月刊公布之「當代
台灣十大散文家」。（文／陳品婕）

英文系大三出國受理申請
　107學年度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留學計
畫即日起受理申請，有興趣的同學請上網
（http://www.tflx.tku.edu.tw/down2/archive.
php?class=301 ）查詢。（文／陳昶育）

日本政經所 3 日在校研討
　本校日本政經研究所、區域經濟整合中心
與日本研究中心3日下午於淡水校園驚聲國際
會議廳，合辦「從日本經濟培育年輕人才」
研討會。（文／本報訊）

資傳系兩日快閃宣傳畢展
　資訊傳播系為宣傳第17屆畢業成果展—
《未生人類》，6、7日中午12時至14時在福
園舉行快閃宣傳，活動名稱為—「未生君の
百寶袋」。（文／鄭雅心）

數學日 42 名高中生參加
　數學系3日舉辦「數學日」，共逾42名高中
生一同探索數學的奧妙，透過數學科普的小
知識還結合統計科普，並用kahoot網站遊戲
互動玩數學。（文／鄭雅心）

　【記者李羿璇、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春之
饗宴3日在淡水校園舉行，上午九時起就有「趣味活動」
及「嘉年華會」登場，讓週末的校園裏熱鬧非凡。
　今年在同舟廣場的趣味闖關活動採自由參加，「洞洞有
趣彈珠台」與「淡江限定圈圈樂」只要在規定的遊戲次數
內得分就可領取贈品；最受校友們歡迎的是「回憶美食大
進擊」，在長桌上將各式的淡水名產小包裝，推入指定範
圍內，即可將這些淡水名產帶回家，讓校友們能細細回憶
淡水的好味道。德文系校友廖盛隆表示，「去年的遊戲過
於競賽性，可能每一場都要玩很久；而今年的遊戲大家都

玩的很開心，規則簡單清楚，而且又有贈品可拿！」
　嘉年華會則有資工系、企管系、法文系、統計系、化學
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等系友會等共襄盛舉、盛裝打扮，
紛紛穿上各具特色的造型服，從紹謨紀念體育館出發，經
過驚聲大樓、學生活動中心、宮燈大道等地，可以看到身
穿清朝宮廷服飾、法國傳統民族舞蹈服飾，或打扮成米
奇、毛怪、大眼仔、貓王、恐龍等五花八門的校友們一同
遊行，吸引不少路人圍觀、拍照，更有外國人士請求合
影，而商管碩士在職專班系友會也在遊行途中發放旺旺仙
貝，祝福校友、來賓們好運旺旺來。

資工系50歲 師生校友同慶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白駒過隙，一
聲聲溫馨的問候暖在心頭！資工系（原電算
系）於1日晚間在大直典華飯店舉辦50周年校
友聯合同學會餐會活動，邀請歷屆系友聚首一
堂，吸引超過500餘位師長、校友共襄盛舉，
共敘往日情誼。
　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表示，「50年過去，這
次聚會很高興看見許多或熟悉、或新鮮的面
孔，大家在一起『話當年』，十分難得！期待
未來吸引更多的年輕系友來參加活動，聯繫感
情。」另外，系上同仁們製作了一支約20分鐘
的介紹影片，內容涵括了資工系的歷史沿革、
近期發展、一些老照片等等，回首系上的發展
與成長，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活動最後在歡

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數學系友百餘人返校球聚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數學系3日舉
辦系友大會暨系友盃球賽，逾108位數學系校
友參與，齊聚球場憶當年。一行人上午先在
S433舉辦系友大會，討論60周年系慶及數學系
第二屆畢業的楊國勝老師80大壽慶祝會舉辦時
間及相關細節。緊接著為系友盃球賽，球場上
羽球及排球此起彼落的揮擊聲充斥在紹謨體育
館，籃球的青春及汗水揮灑在五虎崗籃球場。
　全程參與的數學系羽球隊隊長晉儀表示：可
以和畢業的學長姐一起打球，且學長姐還會
分享畢業後的生活跟經驗，有問題都可以問他
們，球技方面也都無所保留的分享，幫助我們
增進球技，是一次很特別的經驗！

【春之饗宴 系友回娘家系列報導】

林文淵當選水環系友會理事長
　【本報訊】水環系3日上午於E830舉辦「水
環系54周年系慶暨系友回娘家」活動，今年邀
請第三屆畢業系友回系敘舊，榮譽教授施清吉
也應邀出席，已高齡80歲的他仍硬朗的與系友
們寒喧，致詞時也很高興參加這個聚會，除了
可以看到好久不見的學生，也能在退休之餘為
系上貢獻一己之力。
　系友會也於當日召開理監事會議，進行系友
會會長改選，前中鋼董事長林文淵及前北區水
資源局長李鐵民當選新任正副理事長。系主任
李柏青表示，感謝學校提供春之饗宴的機會，
讓系友們願意定期回到母系敘舊，一起回憶過
去並策劃未來。他也感謝系友們透過系友會的
運作協助系務發展，這是對母系最好最大的支
持。

財金系福格春酒餐敘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
導】一年一度的春之饗宴3日
在淡水校園舉行，財金系推薦
3位傑出系友，分別是合作金
庫票券董事長郭昭良、元富證
券副總經理陳志偉、城市國際
租貸執行長陳海鵬上午11時於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接受
表揚，典禮後，一行人前往淡
水福格大飯店春酒餐敘，席開
3桌，共約30人，院長邱建良

好是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的同學。系友會於
FL411播放悉心製作的西語系系友同學會回憶
錄PPT，看着昔日拍攝的照片，系友們時而感
嘆、時而大笑地聊天，共同回憶在淡江求學時
的點點滴滴。
　閒話家常後，系主任林惠瑛以1988年畢業學
姐的身分，逐一與校友們擁抱並致贈紀念品，
藉以紀念大家事隔三十載還能同聚一堂的不
易。林惠瑛更親自帶領系友們參觀外語學院、
宮燈教室、海事博物館等本校著名地標，讓系
友們回憶當時的校園，並透過各項建設重新認
識母校，並見證母校的進步。

教心所友返校經驗分享
　【本報訊】教心所於3日下午2時舉辦「教心
所友回娘家座談」活動。此次活動邀請畢業校
友與學弟妹座談，分享相關心得與經驗，逾30
人參與，場面熱鬧溫馨。
　活動開始由所長宋鴻燕向在校生介紹回校分
享的校友，接著由所友分享個人心得，包括歐

陽靖分享「助人者的省思」、孫昭業分享「論
文寫作甘苦談」、吳淑晶分享「在教心所學習
的三個提醒」、周羿彤分享自身生命的體驗、
以及甫獲本年度傑出系友的朴世光，偕同姜尚
文分享「暖心全人諮商中心的創業理念與願
景」，同時與在場同學進行熱烈互動。
　此次參加座談的校友孫昭業表示，「第一次
參加春之饗宴所友座談，我感受到學弟妹求知
若渴。能夠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分享自己求
學和專業發展的心得，同時藉機跟其他畢業的
系友交流，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充滿收獲，很
高興能夠成為學弟妹的資源。」

85校友返蘭陽賞櫻
　【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每到蘭陽校園
櫻花盛開的日子，學校都會邀請各屆畢業校友
回娘家，探望過去曾一同相處四年的師長。3
日蘭陽校園1千多名畢業生中，一共有85位校
友回來，在街舞社青春洋溢的開場舞後，蘭陽
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歡迎校友回娘家，也謝謝
大家帶來熱情的陽光。
　主辦單位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安排了丟球
瓶、你丟我撿、跳跳Tempo、心心相傳等4個
闖關趣味競賽，校友和師長們都玩得不亦樂
乎。大家還在活動中心內各自席地而坐，一邊
在野餐墊上享用餐點，回憶往事趣味，一邊玩
賓果遊戲，獎品包括TKU的各項紀念品及禮
盒，林志鴻及全發院院長劉艾華各捐出了1000
元紅包，4位系主任也大方提供500元紅包。

　【記者莊千慧專訪】現
任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主任
周湘華，本學期兼任日語中
心主任。在淡江服務近20年的
他，擁有豐富的行政及教學經歷。
大學時期就讀淡江歷史系，而後繼續在淡江攻讀國際事務與戰
略所碩士，畢業後則進入淡江服務。
　近期他以華語中心代表拜訪日本各地區學校，持續接洽在各
校的負責人員。也提出許多提供給日本學生來台短期就讀的方
案與計畫，介紹短期密集研習班及其他課程，也推廣了教育部
台灣觀光學華語計畫及短期日本打工研習計畫等，提高來台學
習中文及唸書的學生，使雙方能就日文與中文互相有更進一步
的學習。
　對於上任後未來的規劃，周湘華說將會在華語中心現有的基
礎與計畫上給予日語中心幫助。他指出未來規劃大致有三，其
一學伴計畫，讓在校學生與來台短期就讀之日本學生組成學
伴，促進雙方互動並提升語言能力需求。其二深化與更新本中
心的課程與教學內容。其三持續拜訪日本各學校，並維持輸出
與接受，不管是派遣到日本的老師或來台學習的學生，使雙方
語言中心在師資與學生方面都保持密切交流。
　對於接任新職務的心情，他很謙虛的表示他不過是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前任的主任將日語中心打理得很好，他將會延用前
人努力的成果繼續加油努力，也會保持一樣的態度，做好自己
的本分，並且主動協調學生與學校之間的關係和問題，共創一
個好的學習環境給大家，希望使雙方都能達到最大利益。（攝
影／吳冠樑）

　【記者胡榮華專訪】大
學生離鄉背井求學，宿舍就
是他們第二個家，尤其是女
同學，家長對於住宿安全的要
求更是相對重視。甫於二月接任
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組長的張文馨，對於新任務表示：「住輔組
首要是提供同學安全、舒適的居住空間，讓同學出門在外也能
夠感受到像家的安心感。」
　張文馨在淡江的經歷豐富，曾在國際研究學院的拉丁美洲研
究所以及台北校園總務組任職，從教學單位到行政單位都有所
接觸，對於學生的情況是非常瞭解的。淡江的住宿環境有校園
內的松濤館以及校園外的淡江學園，說到管理方面，雖然淡江
學園並不在校內，但張組長強調，未來最少每週會親自到淡江
學園探視情況，有什麼問題都能夠立即處理，為了確保學生住
宿的品質，平時更會密切的保持聯絡。
　除了提供學生住宿的環境之外，會配合各個節日舉行各種活
動，像是發放期中期末歐趴糖、冬至煮湯圓、端午節吃粽子，
也會協助宿舍自治會舉辦活動，提供住宿生休閒娛樂的空間，
讓住宿生能夠真的有「家」的溫馨感。此外，張文馨更提到：
「希望能學習蘭陽校園全住宿書院，下學年會先從淡江學園開
始推動住宿書院相關活動，初期會偏重在生活教育、多元文化
融合課程等，因為淡江學園多數為交換生和外籍生。」 張文馨
也在訪談中說道：「我認為宿舍也是學校教育的一環，希望將
松濤館和淡江學園營造成能幫助同學成長和學習的環境。」也
期待透過適當的輔導管理和豐富的活動設計，讓同學在住宿生
活中落實生活教育、培養多元能力。（攝影／麥麗雯）

【106學年度第2學期新任二級主管專訪】

　【記者楊喻閔專訪】台
北校園各類場地使用與借用
管理及環境清潔、設施維修、
安全維護等行政工作都是總務
組的服務項目，新任組長丘瑞玲
說：「總務組雖隸屬於總務處，但辦公地點在台北校園，主要
調配在職專班及成人教育部上課教室使用，而有空堂時段，則
會以外借為主，來開拓學校財源。」
　在到總務組擔任組長一職前，丘瑞玲是學務處住輔組組長，
更早則是蘭陽校園秘書，曾帶領蘭陽校園組織品管圈，多次拿
下全國競賽大獎，現在她把這個精神帶來用在新業務上，依循
106 學年度既定的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執行相關工作，丘瑞玲
希望，總務組還能結合PDCA循環中的規劃、執行、查核、行
動及QCC精神，提升組內的品質可靠度與管理，持續精進工作
品質與組員們的團隊精神，以提高身為後勤單位的總務組之工
作效益，提供臺北校園各單位更完善服務。
　為配合在職專班及成人教育部的發展需要，臺北校園部分教
室空間規劃將思考調整方案，以活化空間用途，進行規劃107
學年度的重點工作，丘瑞玲十分感謝，「雖因二月才到任，還
需要花時間瞭解各業務，但在前任組長潘文琴和同仁的協助
下，目前接棒十分順利，也會持續努力。」
　自本校國貿系畢業後，即到校服務，丘瑞玲笑說在校已服務
三十餘年，「在全校職員中，我大概是少數走遍淡水、蘭陽、
臺北校園的人吧！」閱歷豐富的她，希望利用自身經歷，面對
新職務的挑戰，「總務組身為行政二級單位，我們希望以『支
援』的角度去協助臺北校園在職專班及成人教育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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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組隊參加春之饗宴嘉年華會活動，穿上各具特色的造型服遊校園。
（攝影／吳冠樑）

近千名校友參加在紹謨體育館七樓舉辦的雙年會大會晚會，熱鬧的演出展現活力。（攝影／吳冠樑）

學歷：本校國貿系
經歷：本校蘭陽校園主任室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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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系1日晚間在大直典華飯店舉辦50周年校
友聯合同學會餐會活動。（圖／資工系提供）

致詞時表示，「看到不論是博班、碩專班或是
畢業校友交流密切、互相幫忙，感受到財金系
的感情與向心力都非常的好。」
　郭昭良是銀行系最後一屆畢業系友，目前是
合作金庫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對於
得到傑出校友之殊榮他表示，「非常高興能得
到這個榮譽，淡江的校友在各行各業都非常傑
出，而我僅是在自己的崗位
上努力，我以身為淡江一份
子為榮。」

畢業30年 西語系友回
娘家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
導】為了增進畢業系友與母
校 的 感 情 ， 並 響 應 春 之 饗
宴，西語系3日在FL411舉
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邀請20
位畢業30年的校友回校，正

學歷：本校歷史系、戰略所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
　　　究所博士
經歷：本校組員、專員
　　　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