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事務
與戰略研究所於3月29日上午10時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邀請前副總統呂秀蓮以「我的非典型
外交經驗」分享自身人生中的外交點滴，吸引
近120名學生前來聆聽。
　本次由戰略所翁明賢主持。呂秀蓮說明，自
身原有外交官夢想，身為副總統期間，共出訪
11次20國，她分享許多與友邦的外交故事，例
如2003年赴往巴拉圭參加總統就職典禮時，於
晚宴現場巧遇古巴共產革命領袖卡斯楚，向他
介紹臺灣政經概況、2008年訪問馬紹爾和諾魯
時，協助3名落難的諾魯漁民搭乘專機返回諾
魯以鞏固友邦情誼、提供所羅門群島治療蛔蟲
藥物與融入薩爾瓦多的風土民情等，呂秀蓮

表示，這些都不是大家所認知
的「官式外交」，而是透過優
秀的外交團隊和關懷人性的體
貼，達到實質的外交目的，與
世界各國交朋友。
　呂秀蓮卸下官職後，仍以
「非官方外交、官式外交、國
際會議、過境外交」的方式持
續向世界各國介紹臺灣，她
認為，從《2018年中國軍力報
告》中，若美國承認臺灣為主
權獨立的國家，或臺灣擁有核武，將觸發中國
對臺動武，放眼現在，美中臺關係持續變化
中，也彰顯臺灣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近期也

成為國際外交上關注的焦點，鼓勵大家應以臺
灣開拓外交新格局，期待大家發揮智慧讓臺灣
的外交持續前進。

歷史週介紹百年前群芳競秀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於 3 月
28日到4月1日在文館旁行人徒步區，舉辦「歷
史週—女兒花」活動，靈感出自詩人臧克家歌
頌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詞：「大河百代，眾浪
齊奔，淘盡萬古英雄漢；詞苑千載，群芳競秀，
盛開一枝女兒花」，藉由百年前日治時期婦女
們，如何在早期男女不平等時代，透過教育蛻
變，成為一朵朵在亂世中脫穎而出的女兒花。
　籌備耗時半年的歷史週，以歷史系系主任高
上雯以及副教授吳明勇帶領數十名歷史系同學
組成的「女兒花」團隊，將歷史展場設計以福
島櫻與山月桂兩種花色為主色調，象徵「善良
的教育」與「優美的女性」，採用「實體展」
與「線上展」兩種形式，分別進行線下擺攤互
動歷史拼圖小遊戲與抽獎活動，以及線上網頁
導覽影音介紹女子教育、官方措施及觀念思
想，讓大家從三方面來了解早期女子教育對今
日社會的影響。

電機系研習 AI 於產業與金融
　【記者陳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工程
學系於 3 月 31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22
人工智慧於產業與金融之未來應用研習會」，
由電機系系主任楊維斌主持，工學院院長李宗
翰等近 50 師生參與。李宗翰致詞表示，隨著
全球人工智慧（AI）迅速發展，其所扮演的角
色已經涵蓋各行各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研習會中關注 AI 在產業與金融之未來應用趨
勢，為產業探討人工智慧的最佳解方。
　研習會上午邀請工業局簡任技正林青嶔進行
「虛實科技整合趨勢」和「元宇宙未來應用觀
點」2 場專題演講；林青嶔分享現今的虛實科
技的未來趨勢，並說明元宇宙、NFT 等的產
業應用和市場動向，他認為，虛擬與現實之間
會引發閱聽眾好奇心，因此有了 AR（擴增實
境）、VR（虛擬實境），甚至 XR（延展實境）
技術應用，隨著數位時代不斷改變演進，鏈結
至運動、娛樂社交、商業等各種領域，也開啟
了元宇宙（Metaverse）和 NFT 的產業布局。

美國高中生學華語 進步多多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華語中心舉辦
美國高中生來校參加華語研習，3 月 30 日美
國在台協會（AIT）文化官馬明遠及文化新聞
組邱文心，蒞臨本校觀課並與 19 位高中生交
流。馬明遠觀課後表示：「在我看來，大家中
文進步得很快。」學生之一馬思杰說，以前學
習簡體中文，來到臺灣後，發現繁體中文比較
傳統，是真正的中文字，字型亦比較漂亮，決
定開始學習繁體中文。
　觀課後馬明遠詢問同學，關於在臺寄宿家庭
情形，同學們回答踴躍，有同學說：「平時住
在宿舍，假日可以到寄宿家庭聊天交流很開
心。」邱文心亦詢問同學們第一次在臺灣過農
曆年的感受，大家不約而同反應都很正面，蓓
蕾 Bella Wexler 說到：「在臺灣過年讓我很感
動，因為傳統過年的菜式都是以肉類為主，但
我是吃素的，剛好寄養家庭也是吃素的，所以
也品嚐到美味的菜式。」有的同學則說過年那
兩週一直在說中文，令他中文進步不少。

動。資圖系友、景文科技大學校長于第獲推薦
為本屆「傑出校友」，上午10時在守謙國際中
心有蓮廳領獎，系友們恭賀于第。午後，由資
圖系友會會長牛漢傑領隊，首先參觀資圖系教
授林信成介紹的淡水文化展、校史館暨張建邦
創辦人紀念館、文錙藝術中心、海事博物館及
覺生紀念圖書館等。于第表示，感謝教資系、
資圖系的推薦，獲此尊榮非常感恩。牛漢傑表
示，配合每年的「春之饗宴」，和校慶活動邀
請更多系友參與。他說，如果每年活動內容太
雷同，參與者興致會比較低，計劃讓活動內容
多樣化，提高系友的參與度。（文／黃國暉）

數學系辦張慧京 陳功宇榮退餐會
　數學系在3月19日2022春之饗宴活動中，邀
集師生校友於騮先科學館大廳及紹謨體育館舉
辦「張慧京老師及陳功宇老師榮退餐會」及系
友盃友誼籃排羽球賽，吸引近40位系友返校參
加。數學系主任余成義說到：「今天春之饗宴
大家回到淡江，特別的是張慧京與陳功宇兩
位教授，在數學系任教皆超過30年，今年將榮
退，所以順便舉辦餐會。」兩位教授都當過系
主任，系友們也很感念他們為系上的付出。
 　數學系系友會會長崔昭隆祝福：「兩位榮
退教授身體健康，未來人生更精彩。」另外希
望系友們可以多回來看看學弟妹。84年數學系
畢業彭振昌表示：「今天榮退的陳功宇老師是
我大一導師，我們班也是老師進淡江任教第一
屆帶大的學生，自己在南部工作，今天特意回
來，覺得母校還是很漂亮。」77年畢業的徐宏
仁則覺得母校變化很大，特別是建築物，希望
學弟妹們好好學習，「數學對於整個社會進
步是很重要的學科，因為各項數據等都會用
到。」（文／麥嘉儀）

土木系友回母校交流
　土木系於3月19日中午12時在HC106舉辦春
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
與近20位校友交流近況，楊長義表示，很高興
校友們返校，透過春之饗宴的活動，讓大家回
憶求學時的許多美好的時光和難忘的情景，也
能看看母校的最新發展。（文／本報訊）

水環系友推動SDGs 淨零願景
　水環系於3月19日上午10時在E680，舉辦
「水環系58週年系慶暨系友回娘家」，由水環
系系主任蔡孝忠主持，他向校友們說明本校
「AI+SDGs=∞」的校務發展理念外，水環系
也將以「AI+SDGs+防災+淨零」為願景推動
系務，希望校友持續給予支持和鼓勵。水環系
系友會理事長李鐵民感謝校友們對水環系的支
持，隨著少子化趨勢，希望系友們返校擔任兼
任教師，指導學弟妹以提攜後進。101年畢業
的水環系校友張浩禎勉勵學弟妹，畢業後可多
方嘗試工作職務來探索職涯發展，增加更多不
同的可能性。（文／朱映嫻）

資工系友歡迎資創系友們加入
　資訊工程系於3月19日下午14時在E787，舉
辦「系友會理監事會議」，近40位校友參加，
今年是蘭陽校園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與資工系
整併後，增設資工系全英語學士班的第一年，
資工系歡迎青年生力軍資創系校友的加入，學
務長武士戎等人一起交流，相互問候。
　本次由資工系校友會會長陳仕杰主持，向資
工系校友介紹報告校友會近期活動、討論淡江
菁英金鷹獎推薦人選等，資工系系主任林其誼
也說明資工系近期發展，淡江人資訊協進會會
長陳昱均亦向資工系校友報告協會的近況。94
年畢業的資工碩士校友張園宗分享，春之饗宴
的活動立意良好，學校軟硬體設備汰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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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母校的用心。（文／麥嘉儀）

風保系友會員大會 與在美系友連線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友會於3月19日同時舉行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
會議，上午10時45分在淡水校園B302A會議室
召開，配合春之饗宴活動，風保系也熱烈歡
迎系友回娘家共饗盛宴，當場也友系友許珊蜜
從美國連線到現場參與，中午大家則到淡水海
宴餐廳聚餐話當年。理事長陳書窗、常務監事
洪瑞鴻、祕書長周德松、顧問高棟梁等出席參
與，陳書窗說明系友會會務，系主任田峻吉介
紹6月18日將舉辦學術研討會，歡迎業界系友
們多參與。本屆傑出系友曾文瑞，為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教授，非常開心看到母校
繼續茁壯發展，校園內處處杜鵑花綻放盛艷，
過去在校學習的往事也被勾勒起許多回憶，他
勉勵風保系莘莘學子好好應用所學，相信大家
能夠在未來發光發熱。（文／蔡銪晟）

資管系友分享職場經驗勉勵學弟妹
　資管系於3月19日在商館B712舉行春之饗
宴，邀請畢業系友們一起回娘家團圓。資管系
主任張應華、教授游佳萍、徐煥智、副教授魏
世杰、施盛寶、吳錦波、廖賀田、梁德昭、張
昭憲、梁恩輝宇系友們相見歡。資管系校友蔡
雨壯分享，畢業後到美國普渡大學攻讀碩士，
學習商業分析，目前從事風險諮詢顧問的工
作，他感謝教授們當時在學業上的教導與照
顧。現職恩奕互動遊戲公司的王馨寬校友，說
明學校所學與職場上應用有何差別，如同製作
遊戲，包含遊戲語法，同學有些基礎就知道如
何代用。目前在餐飲業的謝宜潔表示，應用資
管所學像是理解使用者需求，需要實現客製
化，將顧客需求實作設計在系統裡。此次回校
她也非常感謝當年教授們的教導，想回味學生
時期超受歡迎的麻辣鴨血。。（文／蔡銪晟）

法文系友聯誼　俄文系以球會友　
法文系於3月19日下午13時在HC403，舉辦校
友回娘家活動，近40位校友參與。法文系系主

航海系成立系友會 廖振威任會長
　本校航海系於民國65年創立，74年停招，當
年的同學們於3月19日舉辦系友返校活動，邀
集教師林文雄主任、宋周奇老師與10位同學一
同聚會，正式成立航海系友會，經票選選出第
一屆學長廖振威及第九屆系友莊學偉擔任系友
會正副會長，並通過航海系友會章程。目前擔
任商船三井海運公司協理的第一屆校友廖振威
表示：「還記得首屆系主任楊樹澤，當年的老
師們幾乎都是長榮海運的船長們，第一屆系
友每年辦2次餐敘，還有一次回母校召開系友
會，也把在校的學弟找來一起，借到了國際會
議廳相聚滿興奮的。」現在系友們各屆都有自
己的群體也常餐敘，他聯繫各屆系友徵求老照
片，也想找老師們聚聚。現在海事博物館裡還
展出系友捐贈的系刊和教材。（文／舒宜萍）

中文系友會 王俊彥 連清吉分享
　中文系第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3月9日上午
9時30分於L201，20餘名系友共同參與。由中
文系友會理事長孔令宜報告109及110學年度工
作執行狀況，系友交流茶會中，王耀華、張
慧民、林泰君、張興華、陳慧玲、張爾廉等系
友，分享各自在淡江成長的故事。再由本屆傑
出校友：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王俊彥、日
本長崎大學名譽教授連清吉分別分享專題演
講：「由五虎崗出發—我的學思歷程」及「我
的學問歷程—從淡江到日本九州」，王俊彥說
明自己在文學院念書時受到教師們諄諄教誨的
啟蒙，連清吉則提到畢業後留學，以及成為教
授後的優遊，現場氣氛熱絡。（文／林雨靜）

資圖系友喜重逢 漫步校園拾記憶
　曾經同系攻讀，而後各奔西東，現在來自四
方。3月19日上午在開滿杜鵑花的校園，吸引
了資圖系22位系友回母校歡聚「春之饗宴」活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編輯／舒宜萍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風工程研
究中心與台灣創價學會合作，於3月29日至4月
1日在工學院大樓中庭舉辦「希望與行動的種
子（Seeds of Hope and Action）」展，3月29日
中午舉辦開幕典禮，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工學
院院長李宗翰、研發長楊立人、風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王人牧、土木系主任楊長義、台灣創價
學會壯年副部長徐世新等11位嘉賓出席。

　何啟東致詞表示，台
灣創價學會長期在全世
界關心環境、人類和平及
偏鄉教育，與本校推廣用
續教育相符，會場上「種
子超人」吉祥物象徵著只
要每個人貢獻一小步，就
能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SDGs）。徐世新認
為，永續發展並非口號，
從氣候變遷、經濟成長、

社會平權等議題需要所有人正視，誰也無法置
身事外，為了支持未來世代，更需要集結大家
的力量，展開積極行動。
　本次展覽以SDGs之第12項「確保永續消費
和生產模式」（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為主題，介紹全球7位已在SDGs
中的具體行動家，這7位有國際創價學會長
池田大作，以對話連結友誼及和平的橋樑

（SDGs16、17）；紐昂‧蘇珊‧賽比‧威廉
在南蘇丹為平等正義奮鬥（SDGs5、10、16）; 
紐伯‧丘塔‧伊奴馬在巴西進行森林復育
（SDGs9、11、15）; 瑪利‧安夏爾在黎巴嫩
為當地真心烹煮食物（SDGs2、5、8）；劉安
婷成立非營利組織Teach For Taiwan（TFT／為
臺灣而教）為偏鄉教育盡份心力（SDGs4）；
賽琳娜‧內羅克‧琳在馬紹爾群島為生存發聲
（SDGs13、14）；由臺灣一群年輕人所創的
One-Forty，為扭轉東南亞移工困境成立東南
亞移工學校（SDGs1、4、8）；現場也以主題
餐車呈現SDGs中的第12項主題，來提醒大家
減少利用紙類、塑膠類餐具。
　導覽學生也向參觀者展示「落實SDGs的行
動紀錄-大學生的一天」影片，介紹他們製作
的塑膠袋花牆，落實回收再利用意涵。導覽人
員英文四許嫚容分享，與團隊一起努力搜集資
料、不斷開會討論調整想法，雖然遇到許多困
難，也與團隊將展覽主題盡善盡美呈現。

陳國華分享未來學課程
　為使本校教師掌握未來學教學技巧，3 月
29 日下午 3 時在 I201，教設系邀請 109 學
年度優良通識教育教師、教設系教授陳國華
進行觀課交流，全程以全英語授課進行，現
場以「浮現議題分析法」引導學生進行討
論，深入思考未來議題。（文／陳品樺）

陳怡彣說明海外專業培訓
　3 月 30 日 下 午 4 時 在 B602， 德 文 系 助
理教授鄭慧君邀請德文系校友陳怡彣以
「Ausbildung 經驗談」為題，說明申請德國
專業培訓方式，德國專業培訓提供海外學生
就業培訓，在德國交換生期間學習，以作為
就職媒介。（文／林雨靜）

工學院辦全英語教師社群
　3 月 31 日中午 12 時在 E680，工學院舉辦
全英語授課教師社群活動，本次由資工系
邀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副教
授陳柏安以「Experience of Offering English-
Taught Lessons」為題，與近 10 位教師進行
分享全英語授課的經驗。（文／陳子涵）

數位媒體賽 4/13 前報名
　教科系為增進學生數位媒體能力，舉辦
「數位媒體競賽」，以「教科人的元宇宙」
為題，分為「海報設計」、「2 Ｄ動畫」、「教
育短片」3 類，將各選出前 3 名和佳作 3 名，
獎金最高 6000 元。報名至 4 月 13 日止，歡
迎教科系大一至大三學生。（文／本報訊）

影像藝術工坊招生中
　想要學習更精進拍照技巧嗎？大傳系實習
媒體「淡江影像藝術工坊」熱血招生中，歡
迎對攝影有熱忱、興趣的大一、大二同學報
名參加，即日起到 5 月 2 日為止。4 月 13、
14 日下午 12 時 20 分及晚間 7 時，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招生說明會。（文／宋品萱）

孔令傑教如何跨域教學
　遠距教學中心邀請臺灣大學資管系教授孔
令傑於 3 月 30 日舉辦「跨域教學、數位混
合、大班授課：我在商管程式設計的經驗」
研習，分享運算思維與大班授課的經驗秘
訣，現場許多課堂上須應用到程式設計的教
師們響應參與聽講。（文／蔡銪晟）

戰略所辦台海衝突兵棋推演
　3 月 30 日 18 時 30 分，戰略所在士林公
民會館舉辦「2020 淡江戰略論壇」，預想
2024 兩岸情勢進行兵棋推演，由戰略所所
長翁明賢主持，近 30 位參與。第一場先說
明行動戰略構想、計畫與行為，分別由中
方、臺方、美方代表說明，第二場以兵棋軟
體「指揮：現代作戰」針對所推想的設計和
結果是否合理。翁明賢表示，俄烏戰爭舉世
關注，讓兩岸情勢未來發展也備受矚目，因
此透過兵推來探討未來兩岸與國際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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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所邀呂秀蓮談非典型外交

經濟系 石門嵩山社區簽契作生產協議
　【記者鄧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經濟系系
主任林彥伶帶領「經探號」20名學生，於3月
27日上午8時30分，前往新北市石門區嵩山社
區百年梯田，讓同學下田體驗插秧活動，接
觸農村耕種生活，對土地心懷感恩，也為了
幫助農民生計，在雨勢滂沱的梯田中，與嵩
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王綸簽訂公益契作生
產協議，包下未來這塊梯田的農作物產出，
保障農民生計。
　當天飄著毛毛細雨，林彥伶向學生介紹附
近環境，手指著梯田說明，如今這塊土地幾
乎僅存高齡人口，居住在當地且參與耕種

者，最年輕的農夫也已71歲了，凸顯了農村
勞動力極度不足。同學們在王綸帶領下，把
腳真正踏在土地上，雙手撫摸土壤和作物，
感受大地的力量，彎腰感受插秧苗的辛苦，
未來能有更謙卑的態度和開闊的胸襟。
　林彥伶說明：「希望同學在學習上，多接
觸不同環境，培養社會情懷，而不只在桌上
推模型或象牙塔裡紙上談兵。」此次讓學生
一起做公益，一同與地方合作公益契作，由
經濟系出資向農民預購一個面積的未來產
出，並讓學生在生產過程中擁有在地連結，
從中發想如何創意行銷，創造教育意義。

▲經濟系「經探號」團隊至石門嵩山社區，
下田插秧種黑米。（攝影／鄧晴）

▲風工程研究中心與台灣創價學會合作舉辦「SDGs x 希望與行動
的種子展，工學院院長李宗翰（左一）比讚稱好。（攝影／連慧榕）

▲前副總統呂秀蓮（左）以「我的非典型外交經驗」分享外交
點滴，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贈送紀念品。（攝影／黃歡歡）

SDGs希望種子淡江發芽

任朱嘉瑞感謝校友們返校，也感謝法文系系友
會長葉麗珠對系上的貢獻，超過12年於每週五
舉辦讀書會，凝聚法文系校友情誼。葉麗珠報
告校友會的發展近況。66年畢業的法文系校友
顏明格分享，在國外多年後返校發現淡水校園
變化很多，感受到朝氣滿滿，祝福法文系校友
會有越來越多新血加入，感謝系主任、會長為
系上的付出。
　俄文系於3月19日上午9時在紹謨體育館4樓
舉辦春之饗宴羽球聯誼賽，近20位校友、師生
參與，現場以球會友，個個均揮灑汗水以增加
系友們情誼。俄文一袁安麒表示，平常喜歡運
動，透過這樣羽球聯誼賽可以和學長姐交流，
透過球賽熱絡情誼。俄文系也為每位參與者準
備精美伴手禮，讓返校活動成為一場充滿知性
的運動行程。（文／麥嘉儀）

日文系友舉辦林丕雄老師追思會　
　日文系於3月19日上午10時在HC107，舉辦
系友回娘家活動暨林丕雄老師追思會，並由日
文系副教授馬耀輝頒發似鳥國際獎學金予日文
四葉如軒、張雅婷、吳佳芯、邱敏恆、日文碩
二許怡芳、范楚帷。日文系副教授孫寅華以朗
讀追思信表達對已故日文系榮譽教授林丕雄的
思念，日文系日文系教授彭春陽、日文系校友
羅曉琴、王杉財等人一一分享向林丕雄學習過
程、為人處事、身教言教等化育春風的點滴回
憶。師母施梅桂向大家致詞表示感謝。
　馬耀輝表示，日文系這棵大樹，是由這些前
人們一點一滴灌澆成長而來的，每個世代的傳
承都能受到林丕雄教授的恩澤，系上師生校友
應都有責任讓日文系這棵大樹持續成長，讓後
進能更加茁壯。（文／朱映嫻）

戰略所所友邀林亮宇談前瞻思維
　戰略所於3月19日中午12時在HC102舉辦春
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由戰略所所長翁明賢
主持，邀請110年戰略所傑出系友、真亮法律
事務所所長、現任台中市校友會會長林亮宇分
享職涯發展，近20位校友師生參與。他表示，
感謝戰略所的教導，讓自己在任何職務上都具
有戰略前瞻思維，才能立足現實面向思考未來
決策並執行。戰略所副教授黃介正表示，戰略
所在翁明賢帶領下持續關心國際情勢，擴大臺
灣的國際事務與戰略結合的專業研究，戰略所
將於5月舉辦戰略所40 週年所慶募款餐會，所
上將推出紀念品，歡迎大家溫暖相挺，為所上
挹注資源以培育國家所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