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逾40位校友出席與會。首先由系主任賴偉淇
進行系務報告，接著由林坤海與劉源隆分別以
「中油公司煉製研究所未來轉型策略」、「火
力電廠空氣污染防制策略」為主題進行講座，
會後相偕前往覺軒教室用餐。系友李宜謙表
示，「畢業之後就在相關產業服務，未來產業
的發展，藉由此次返校聆聽學長姊在業界的經
驗，覺得非常有意義。」（文／丁孟暄）
水環系友回娘家 與學生世代交流
　水環系於11月3日，在E680舉辦「水環系54
週年系慶暨系友回娘家」，榮譽教授施清吉師
生校友逾50人參與。系主任李柏青逐一介紹返
系校友，由校友們給予職場上的經歷與分享。
　活動在系主任的穿針引線下，成功帶動世代
交流氣氛，與會同學水環四林子傑表示：「參
加這次活動才知道系上有這麼多傑出的校友，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位學姊說的『課堂上
寫錯一個計算只是分數問題，但工程上寫錯可
能會造成無可挽回的錯誤』，我會牢記這句
話，認真學習，並持續給自己警惕。」（文／
張展輝）
經濟系系友謝智偉當選理事長
　經濟系於11月3日下午3時至5時於商管大樓
B704舉辦第五屆第一次系友大會，由前任理事
長簡致信主持與致詞。會議中改選理事長，由
經濟系校友謝智偉當選。現場逾30人參與。
　前理事長簡致信表示這次系友大會除了是為
了選出新任理事長外，另一個目的也是希望學
弟妹們能夠多加使用系友會這個平台，希望夠
藉由此次增加外部效益，提升流量，增進大家
的感情。系學會的幹部在表達希望系學會與系
友會的交流能夠更密切。經濟系主任林彥伶也
表示「希望能夠把系學會與系友會緊密的串連
在一起，才能真正做到更多事情，壯大經濟
系。」（文／楊惠晴）

企管系系友會　薪火相傳
　為了與系友同歡本校68週年校慶，企管系藉
由68週年校慶號召系友回娘家，20名系友回校
團聚。午餐後安排系友於「情境專用教室」
B302B舉辦理監事會，藉此討論系友聯誼活動
及清寒獎助學金等事宜。企管系系友會多年來
協助系上及在校學弟妹不遺餘力，無論是經驗
傳承、急難救助或獎助學金等都主動積極地
出錢出力。此次討論主題有三個，包括：12月
16日校友總會歲末餐會、年度系友自強活動、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企管系所校友會清寒獎助學
金。認為身為學生應該重視學業的本分，自助
而後人助之，努力後的成果才能倍感珍貴，討
論結束，系友們一起拍攝大合照劃上完美的句
號。（文／林毅樺）
統計系系友熱情分享
　為了促進畢業校友與系上的互動交流，統計
系於11月3日上午10時30分，在體育館1樓社辦
廣場舉辦第十一屆系友大會，近80名校友一同
回娘家敍舊。此外，系上老師亦為系友講解統
計系與系友會近幾年的事務與發展方向，讓系
友對統計系的現況有更多的了解。
　系主任李秀美致詞表示「感謝各位畢業生一
直以來對統計系的支持，在每次的系友大會上
大家都表現的非常熱情，期望各位的熱情能一
直保持，並且繼續為統計系加油。」（文／周
浩豐）
公行系系友回娘家溫馨交流
　公行系於11月3日在B1104舉辦獎學金頒獎典
禮暨校友座談會，邀請傑出校友回校為成績優
秀的在學生22名頒發「得億國際有限公司」、
「李康瑞如新」、「我們是幸福床店」、「富
邦人壽陳怡潔」4獎項由系友所提供的獎學
金，以勉勵同學繼續努力，持續向前邁進。系
主任蕭怡靖致詞表示「感謝校友一直對系上的

支持」校友代表陳怡潔表示「系上畢業學長姐
遍佈各行各業，系上也經常邀請他們回校演
講，鼓勵各位在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後，可以
與學長姐多作交流，並在各方面多作嘗試，相
信企業界的學長姐都十分願意協助各位。」
（文／周浩豐）
德文系55週年　系友會會長交接
　德文系於11月3日校慶當天在T604舉行55周
年系慶暨系友回娘家活動，同時辦理系友會會
長交接，新任會長由任職南山人壽區經理的張
瑞妍接任，現場氣氛歡樂融洽，每位返校系友
皆不吝惜的分享著畢業後的生活。
　新任系友會會長張瑞妍感恩的說，感謝主
任、前會長王新財以及系友們的肯定，雖然自
己進系友會才三年，仍願意給予機會服務系
友，即使自覺得太過年輕無法勝任，但仍決定
接下此任務，希望未來一年能夠多多聯繫系友
並活絡感情，使德文系更加發光發熱。（文／
李欣倪）
日文系友會頒獎學金 學弟妹供茶感恩
　日文系於11月3日下午在HC107舉辦「系友
回娘家」活動，系主任曾秋桂除了感謝系友參
與，更勉勵在校同學用心學習，除了累積實力
外，還可以爭取系上的獎學金。接著進行獎學
金的頒發，邀請提供「似鳥國際獎學金」的宜
得利公司代表親自為學生頒獎。除了進行獎學
金的頒獎和系友經驗分享，現場設置了一個極
具日本文化特色的供茶活動，表達日文系學弟
妹對學長姐的感恩。
　系友陳俊評現在從事媒體相關行業，表示
「我曾當過日本流行音樂雜誌的編輯，在做行
銷公關，將日文跟媒體結合，使之成為我的專
長，建議學弟妹們可以多出國去日本看看，將
所學得到運用。感謝日文系的學習，讓我在用
日文溝通時能夠得心應手。」（文／黃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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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以三全特色歡慶園遊會 

校友回娘家 同賀68校慶

3校友回娘家

會計系系友550人溫馨大團圓

俄文系25週年 劉華夏紀念音樂會表感懷
　俄文系25周年系慶暨劉華夏老師紀念音樂會
於11月3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返校系友先與
師長們在T505、506用餐聊天，下午1時30分
至音樂廳聆聽紀念音樂會，外語學院院長吳萬
寶、外交系教授戴萬欽、莫北協駐台代表處公
關組組長Aleksandr Shepelev、文化俄文系主任
王愛末、中央廣播電台俄語組組長李瑪莎、以
及俄文系師長皆出席本次活動。
　首先由大二帶來俄國民族舞蹈，系主任劉皇
杏致詞表示，能夠邀請到這麼多貴賓出席一起
緬懷劉華夏老師，十分令人感動。教師及學
生的緬懷詩詞朗誦及歌曲演唱，還穿插撥放紀
念影片，曾獲得劉華夏老師紀念獎學金的系友
們也帶來表演，系友陳冠吟致詞表示「劉華夏
老師紀念獎學金真的給了我許多幫助，讓我在
大二、大三先後前往北京大學及莫斯科大學交
換，經驗真的很寶貴。」她更鼓勵學弟妹，能
夠多多出國交換，絕對是要去嘗試。
　最後由俄文系副教授蘇淑燕帶領所有人合唱
俄文歌曲《祝你們幸福》，在感懷中劃下句
點。（文／胡榮華）
教科系的下午茶　系友溫馨分享
　教科系於11月3日下午在ED201舉辦「教科
系的下午茶」系所友會，系主任鄭宜佳說明，
安排下午茶是希望大家能在愉快、輕鬆而溫馨
的氣氛下充分交流，希望系友們能在各行各業
發光發熱。系友輪流分享自身經驗，同時提供
學弟妹一些建議。第四屆系友，任職於本校學
生學習發展組的劉欣怡分享，「系上曾辦過舉
辦許多團康活動來凝聚師生的向心力，同時讓
我學會如何設計活動，並培養邏輯能力。希望
學弟妹們可以在教科系多學，多實作，因為這
些能力在未來都將對就業大有幫助。」第九屆
校友張大明表示：「這已經是我第四次參加系
友會活動，看到這麼多人感到欣慰，教科系教
給我不斷發展的精神、為人服務的熱忱，敢於
接受新內容的勇氣，對我的創業有所幫助。」
（文／黃子涵）

中文系系友秋來文館
　為了增進畢業校友與母校之間的感情，中文
系於11月3日在L307舉辦「秋來文館日，共憶
淡江時」系友返校活動，即使當天因天氣因素
導致一開始到場的校友不多，但後來校友仍然
陸續到場，約40名校友一同參與。
　系主任周德良開場歡迎各位系友，並表示
「感謝眾校友一直對學校與系上的支持，以及
向初社會的畢業生給予協助。」雖然眾系友大
多都已有年歲，但大家仍以保有年輕時的熱
情，與多年不見的好友們共敍情誼，現場氣氛
溫馨和諧。（文／周浩豐）
資圖系系友回娘家　相談甚歡
　資圖系於11月3日在L522舉辦「2018教資/資
圖系友回娘家」活動，資圖系系主任歐陽崇
榮、榮譽教授黃鴻珠、教授林信成等師長及校
友逾60人皆到場同聚，一齊享用各式佳餚，相
談甚歡。系友游忠諺說「畢業12年了，還是很
常回來系上看看，跟老師們也一直有聯繫，這
樣返校和老師、同學聊天的感覺很輕鬆。」活
動在歡欣的氣氛中畫下了圓滿的句點。（文／
丁孟暄）
航太系友聯誼 攜家帶眷話當年
　航太系於11月3日校慶當天在E819舉行系友
返校聯誼活動，系友攜家帶眷熱情參與，場面
溫馨歡樂。現場同時提供餐點，讓每位返校系
友皆能一面品嘗美食，一面與昔日同學、學長
學弟話當年。
　系主任陳步偉感謝校友們大家撥冗回校，也
希望明年能有更多人回來，看看學校的改變與
進步畢業於104年的系友程永耘分享，見到母
校改變十分開心，十分懷念在淡江航太的生
活，能在校慶當天返回母校與母系，是件令人
高興的事情。（文／李欣倪）
化材畢業逢十系友會 講座分享職場經驗
　化材系於11月3日在E787舉辦第四屆逢十系
友會，邀請畢業40、30、20、10年的校友返校
同聚，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教務長鄭東文，煉
製研究所所長林坤海、臺電環保處處長劉源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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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為了歡慶68週
年校慶，蘭陽校園於11月3日舉辦由學生會蘭
陽行政中心主辦，早上在蘭陽校園圖書館前大
走廊舉辦校慶園遊會，以及「秋葉紛飛、楓瀰
蘭陽」學生社團才藝表演活動，活動由資創系
應資二陳信樺、語言一陳婉暄以中英文雙語共
同主持。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感謝所有今天參與校
慶活動的老師和同學，由於大家的付出與參

與，蘭陽校園才得以持續發展為三全特色的校
園，14年來，集結全大三出國、全英語授課及
全住宿書院等三全特色，如今蘭陽已小有成
果。很高興有這麼多社團共同參與，祝福淡江
大學生日快樂。」全發院院長包正豪說：「感
謝同學熱情參與校慶活動，淡江大學已68歲，
蘭陽校園僅14歲，期盼在淡江大學的基礎上，
師生共同塑造蘭陽，祝校運昌隆，大家玩得盡
興。」
　雖然天氣陰雨綿綿導致地板濕滑，但師生同
學與校友興致不減地齊聚歡慶。校慶活動更有
搖滾來搖滾去研究社、華麗旋轉國標舞社、爵
士樂社、及淡江大學街舞社帶來各項精彩表
演，同學們一邊欣賞社團才藝表演活動，一邊
享受美食走廊的各樣餐飲，整個活動在其樂融
融的氣氛下完美落幕。【記者林毅樺淡 水校園報導】為促進系所

校友與母校交流 互動，並慶祝會計系創系
55周年，11月3日 上午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系慶餐會，邀請歷屆大學部、夜間部、碩士
班、碩專班等系友參加回淡江與老師冋桌敘
舊，董事長張家宜、校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

校長王高成、行政副副校長莊希豐等一眾學校
師長亦出席盛會，共550名系友參加。前管理
學院院長蔡信夫、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
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揚清、臺灣汽電共生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明杰、安侯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林琬琬執行長，有立本、勤業、安侯、資
誠、安永五所會計師事務所共襄盛舉。
活動以醒獅團表演揭開序幕，祥獅獻瑞表演
獲得拍手叫好，校長葛煥昭表示，會計系校
友不論在校友會的參與，還是社會上的表現都
十分優異，可見會計系在我校教學研究、產學
合作以及校友經營上有良好的表現才會有傑出
校友。陳進財致詞：「非常高興看到系友們再
度齊聚一堂，『雖不太說話，但很會做事，向
心力也強』，是淡江會計人一個優良傳統，系
友們提供的獎學金堪稱淡江等一，希望透過獎
學金的支持，淡江會計系仍能夠持續招收到資
優學生。」蔡信夫表示：「當老師的最喜歡就
是學生成為老師們的資產而不是成為負債，而

會計系五十五週年生日歷任系主任王美蘭、
黃振豊、陳叡智、張寶光、顏信輝共同切蛋
糕 ( 攝影 / 林毅樺）

會計系眾多校友的高成就使系所發揚光大，因
此會計系師長均認為大家都是會計系珍貴的資
產。」致詞後進行獎學金頒頒發，提供優秀學
生就學獎學金，四年就學期間學雜費全免，一
共四位學生榮獲學金。
隨後餐會，並由校友國樂社、會計系學共同表
演助興，將氣氛炒到最高點，另外準備有蛋
糕，由會計系歷任系主任王美蘭、黃振豊、陳
叡智、張寶光、顏信輝共同切蛋糕，系友們見
證會計系重要的歷史時刻。系友們攜眷團聚、
再敘情誼，也重溫昔日大學生活的青春歲月、
美好時光。餐會在卡拉歡唱、推杯換盞中畫上
句點，師生們互道期待再相逢。
陳進財表示，「此次會計系55週年的餐會人員
滿額，可見眾多系友的熱誠支持，充分發揮了
淡江會計人的努力團結的特色，這個特色也是
會計系系友在社會上工作所被肯定的，亦希望
這個特色能夠傳承下去！」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慶祝淡江
大學68週年校慶暨物理系創系55週年，物理系
11月3日於騮先紀念科學館舉辦物理學系55週
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近80人到場。活動由
理學院院長周子聰與系友會長李政佑開場致
詞，周子聰感謝系友們幾十年來的支持，希望
之後能一如既往給予協助，李政佑則感謝系友

物理系創系55週年 校友交流聯誼
們的到場，並祝活動順利成功。接著由系主任
薛宏中向系友講述物理系的發展近況與展望。
　接續由系友會李建邦及朱公勍向與會系友介
紹系上教授，同時邀請57、67、77、87、97年
畢業的系友上臺，由薛宏中贈送紀念品，請系
友分享大學生活，現場彷彿進入時光隧道，眾
人陷入回憶長廊。之後大家拍攝團體照及餐敘
聯誼。薛宏中開心表示：「衷心感謝眾多熱心
的系友們多年來為系上提供了無數有形或無形
的幫助，為物理系的發展、壯大發揮了極其重
要的作用。」77年畢業系友，奇果創新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周碩倫表示，此次活動把校
友的力量團結起來，為母系提供更多的幫助。

物理系 55 週年系慶師生合影（圖／物理系提
供）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數學系於11月
3日化學館舉辦系慶60週年暨楊國勝教授 80 大
壽活動。上   午先於鍾靈中正堂舉辦「不等式
及其應用學術研討會」，系主任楊定揮、榮譽
教授楊國勝等逾30位學者參加，中午則於化學
館2樓穿堂舉辦系慶60週年暨楊國勝教授 80 大
壽餐會，系友及師生逾百人參與。
　楊國勝曾任數學系主任、數學研究所所長，
任教迄今已發表的論文計74篇，退休後擔任榮

數學系創系 60 週年老師校友合影（圖／數
學系提供）

蘭陽校園師生齊聚歡慶 68 週年校慶（圖／
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數學創系60週年
慶祝大會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遠距發展組11
月3日上午9時至下午17時於覺生綜合大樓I501
舉辦「翻轉教學實務應用工作坊」，現場有來
自各校內外教職員及教育部的派員，逾50人前
來參與。
　此次的活動結合了教育部數位學習發展團隊
與課程品質精湛計畫，希望能讓所有與會者都
更進一步了解「翻轉教學」的理論及實務操
作，期待能更有效的引領及協助學生自主學習
更增進學習成效。活動當天邀請到了國立中山
大學陳年興教授演講「翻轉教學設計實務」及
國立宜蘭大學黃朝曦教授帶領綜合討論。內容
提到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學習應用的漫延，期
望教師將有限的課堂時間用於能立即解決問題
與討論如何達到雙向溝通的教學活動。參與活
動的統計系林志娟教授分享「覺得非常好，受

益良多。」遠距組組長王英宏表示：「希望透
過與這個與教育部合作的活動，提供校內外
的老師可以實際應用數位教學，提升上課品
質。」另外，在工作坊舉辦前遠距組也在10月
18日中午12時舉辦「互動學習教室教學設備操
作」研習活動提供教職員與教學助理參加。讓
與會者體驗觸控投影機、無線教學內容分享等
新式教學設備，希冀能激盪出更多主動教學情
境與策略的教學方法及精進教學知能。

翻轉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12(一)
13:00

遠距組
L102

數位教材輕鬆做＜入門篇＞- 
OfficeMix實作

11/13二)
13:00

遠距組
L102

數位教材輕鬆做＜入門篇＞- 
EverCam簡報錄影實作

11/14(三)
09:00

學教中心與
臺灣通識教育策
略聯盟暨品質策

進會
覺生國際會議廳

 蘭陽校園CL506

同步視訊

2018通識教育教學實踐研究工
作坊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12(一)
08:00

圖書館
網路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上傳
技巧」說明會

11/12(一)
0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數位教材輕鬆做＜進階篇＞- 
EverCam簡報錄影實作

11/12(一)
0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數位教材輕鬆做＜進階篇＞- 
OfficeMix實作

文學院舉辦東亞文明主體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 攝影 / 麥麗雯）

物理系開放日高中生體驗

「翻轉教學應用工作坊」與會人員熱列參與
（攝影／遠距組提供）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文系
助理教授林黛嫚經由臺北市閱讀寫作協會理
事長汪詠黛推薦，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舉辦
之「2018南投縣玉山文學獎」獲文學貢獻獎殊
榮，為首位獲得該獎之女性作家，將於12月8
日至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受獎。南投縣政府文化
局特於11月17日在南投縣文學資料館推出「理
性與感性，編織文學人生」。
　林黛嫚表示，很感謝南投縣政府文化局頒予
文學貢獻獎，能夠獲得此項殊榮是肯定自己在
文學創作上的努力，成為創作歷程中重要的一
個里程碑之外，更代表著家鄉對自己的認同。
「感謝文化局為自己舉辦文學展覽，鼓勵我繼
續堅持寫作這條道路，對創作者來說是莫大的
鼓勵，藉由展覽展出文學作品，讓社會大眾了
解我的故事和作品，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

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 獲文學貢獻獎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高中生能
了解本校物理系特色，並增進來校就讀機會。
物理系於11月3日上午於騮先紀念科學館舉辦
物理學系開放日，帶領80名就讀高中的同學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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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物理的理論走到實驗的操作。藉由物理系
助理教授陳樫旭「淺談上帝因子」為題與物理
系助理教授唐建堯「談今年諾貝爾物理獎-雷
射物理學領域的簡介」的演講同學們了解到讓
人們得以觀測極其微小的物體與令人難以置信
的快速雷射過程，使高精確度儀器為研究者開
啟了未經探索的新領域，並應用於眾多的工業
和醫療領域。以及為什麼能夠以改變雷射學獲
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意義，並提升了高中同學對
物理學的興趣。隨後物理系將高中同學們分為

8組，分別進行數位星象儀體驗、參觀掃描電
子顯微鏡、拉曼試驗儀以及奈米實驗室等普物
實驗操作與演示，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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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助理教授秦一男表示，「此次開放日以
推廣大學物理為目標，讓同學們了解高中物理
與大學物理的差別，藉此推廣本校物理系並履
行推行大學社會責任的任務，往日的物理系開
放日都是放在十月中，現在把開放日放在校
慶，希望能夠藉由我校之影響力，讓開放日更
加熱鬧。」

物理系開放日邀請高中生參訪教學設備
（攝影／林毅樺）

譽教授。任教以來，教育出多名在社會上或學
術界迭有貢獻及成就之校友，指導碩博士畢業
生更超過百餘位。返校祝賀的系友包括管科系
榮譽教授歐陽良裕、統計系教授林光男及吳錦
全、第29屆金鷹獎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佳
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莊昌善、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退休教授林賜德。楊定揮於餐會上
致詞表示，「十分感謝系友們的來臨，一齊為
楊國勝老師慶祝大壽並歡慶系所60周年與淡江
68周年校慶，希望系友們以後也能夠繼續支持
數學系的發展！」楊國勝則高興的說：「非常
開心地見到很多老同學都回來齊聚一堂，亦感
謝數學系藉着60周年餐會為我舉辦規模如此盛
大的大壽餐會，在此亦祝福數學系的發展能夠
蒸蒸日上。」席間互動熱絡，推杯換盞間，氣
氛融洽。

外語學院大師演講 夏曼．藍波安蒞校分享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12
日下午1時舉辦大師演講，邀請法文系校友，
作家，同時也是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負責人夏
曼．藍波安，以「大海之眼」為題進行演講。
　夏曼．藍波安為蘭嶼第一個不靠保送考上大
學的高中生，畢業後曾留在北部打工，也擔任

過計程車司機，1989年回到故鄉，透過熟悉祖
先的生活方式找到並肯定自己，同時開始創
作，1992年出版第一本小說《八代灣的神話故
事》後，陸續出版九本小說，其中四本被翻
譯成日文，《天空的眼睛》更是被翻譯成捷
克文，慢慢地成為大家熟知的「海洋文學作

家」。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大海若夢》，
將此書翻成日文的日本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
授說：「夏曼．藍波安的海洋文學，是人類的
奇蹟。」。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時報文學獎、
吳魯芹文學散文獎、金鼎獎，夏曼去年與今年
再獲「吳三連散文獎」及「東京鐵犬杯異托邦

文學獎」的肯定，同時於11月6日至10日受邀
至韓國光州參與亞細亞文藝季之第二屆亞細亞
作家和平宣言座談會，近日出版第十本小說
《大海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