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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11月12日

校友返校
全紀錄

全球千位校友 Homecoming Ｄay慶團圓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歡慶62週年校慶，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3日返校日當天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Homecoming Day校友聯誼餐會」，席開55
桌，近360人齊聚一堂，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
長彭春陽表示，感謝校友們的向心力，今年共有來自
海內外各地，近千位校友參與校慶活動，展現對母校
的情感，「相信是校長對於校友們的期許，大家都感
受到了！未來將持續凝聚校友力量，拓展各地校友
圈。」他也說，新的展望是希望能夠以廣大的校友為

基底，募款在校內蓋國際會議中心。
本次聯誼餐會採用低碳便當，讓校友們不僅回母校
祝福校齡又增一歲，還能夠響應總務處政策，增進感
情又環保。活動由淡江管樂團的磅礡演奏揭開序幕，
緊接著安排目前參加華人星光大道比賽的俄文二邱蘊
儀大展歌喉。而校友們也上臺展現歌藝，一同喜慶淡
江生日。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會長羅森則特別感謝今年於8月
承辦雙年會的馬來西亞淡江大學校友會，以及10月協

師培中心首返校 教育資源跨屆交流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成立18年的師資培育中心，首次在今年舉辦
校友返校活動。師培中心主任宋佩芬表示，活動目的是希望能集結校友們的
力量創辦師培中心校友會，藉此與校友們連結，以校友返校演講或上課等方
式豐富師培中心的教育資源，並提供學生們更多實務交流及工作機會。活動
當天是以座談會的方式讓校友們彼此交流，而在會議中校友們對成立校友
會，表示高度的參與意願。活動的最後，以校友們一同參觀蘭花展和文錙藝
術中心的藝術展畫下完美的句點。

助辦理中華民國總會代表大會的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
會，「若不是這些校友給予豐富的當地資源，就沒有
辦法如此圓滿。」馬來西亞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彭慶
和及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李有忠將功勞歸為所
有校友們，並感謝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陳
慶男及羅森在各地的募款協助，彭慶和表示，「感謝
彭執行長帶領這麼值得信賴的團隊，不斷給予我們支
持。」李有忠也說：「未來歡迎校友們再蒞臨金門，
讓我們好好招待大家。」

老鷹喜迎小鷹

校友聯誼餐會由管樂團揭開序幕，與360位校友共度返校時光。
（攝影／賴意婕）

外語學院感恩迎校慶

淡江之聲臺友回娘家 憶青澀廣播史
歷屆金鷹校友與前校長陳雅鴻（前左三）合影留念，前左一起為：馬紹屏、
羅森、侯登見、陳慶男、林欽濃；後左一起林健祥、陳聰明、趙揚清、王曉
蘭、陳兆伸、李子松、陳定川、傅崐 萁、朱秋龍、江誠榮、謝英俊、李大經、
陳國森。（攝影／謝佩穎）

大傳系媒體「淡江之聲」成立20週年，特於3日返校日於覺軒花園舉辦
「臺友回娘家」。邀請Hit FM 臺中臺 Free DJ「Umi醬」陳芊卉、現擔任義守大
學大傳系副主任李家崑，也有請Pop Radio 節目《音樂Buffet》主持人「阿讓」
郭秉讓（左一）和第一屆臺友林友婷（左二）、現任淡江之聲指導老師李蝶
菲（左三）、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右三）與現場近50位淡江之聲新舊DJ們
一同切蛋糕祝賀。
現任DJ們透過微電影的呈現方式，勾起回娘家的畢業DJ們當年種種回憶；
更搬出了過去所使用的老舊採訪器材，讓校友再度回味當年一同奮鬥往事。
李蝶菲表示，很開心能於20週年時加入淡江之聲這個大家庭，淡江之聲身為
淡水地區的發聲管道，期望在未來能繼續為淡水地區的居民們服務。（文／
黃致遠、圖／淡江之聲提供）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於3日返校日上午
在騮先紀念科學館中庭，舉辦畢業系友返校活動，物理系
系主任周子聰致詞時表示，感謝系友們熱烈地響應此次活
動，並表示未來將針對產學合作、科學研討會、國科會研
究案等目標有活化的課程。會中更安排專題演講，由中山
大學物理系教授周雄以「產業成長和最低工資－營造成長
環境」為題，探討近來世代轉變帶給臺灣產業動向的影
響，呼籲「要培養Quantum Jump 跳躍式的思維，大躍進
的發展才能迅速追上國際研究的腳步。」
化學系則於同日下午在化學館水牛廳C013，舉辦化學
系系友大會，化學系系友會會長林健祥會中宣布淡江大學
化學系系學大會正式通過內政部審核法案。理學院院長王
伯昌致詞時則表示，感謝化學系系友長期大力支持母校，
「不管財力或人力的貢獻都是化學系成長茁壯的一大助
力，這樣一來也提升了系友與系上之間的凝聚力。」化學
系系友王瞳表示，「感謝淡江在學生時期時就培養我國際
觀的思維，讓我們在就業的時候很快就能與外界接軌。」
也呼籲系上多與畢業校友聯繫，利用校友的力量，讓產學
間的合作更加密切，對學弟妹會有更多幫助。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訪蘭陽遊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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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創社
SG314、網路報名

「淡江大學第一屆獨創音樂
獎」活動報名（http://ppt.
cc/qLcvd）

11/12(一)
0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11/12(一)
0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11/12(一)
0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11/12(一)
0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11/12(一)
0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教育部健康心理短文短片比賽
（http://health.edu.tw/health/）

11/13(二)
09:00

美洲研究所
I601

美洲研究所與墨西哥國立自治大
學視訊會議－墨西哥國立自治大
學臺灣文化日

「戰略所調查局參訪」活動
報名（http://enroll.tku.edu.
tw/）
戰略所第一場「招生說明會」
－淡水場（http://enroll.tku.
edu.tw/）
戰略所第一場「招生說明會」
－臺北場（http://enroll.tku.
edu.tw/）
「俄羅斯推動『東向發展』政策對
東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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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返校日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及資圖系在宮燈教室舉辦「大家再一起
來『讀冊』」，並邀請教科系系友們一同相聚，共憶大學讀書的時光，分享畢業
後在各地發展的歷程。資圖系系主任林信成說：「期望未來不同世代的系友都能
回娘家，一代代傳承下去。」現場座無虛席，活動以大家熟悉的「起立、立正、
敬禮」開始，在資圖系教學多年的資圖系榮譽教授黃世雄也到場與同學們互動，
一起回到30多年前的記憶。第一屆系友、現任圖書館副館長鄭麗敏則在分享中鼓
勵學弟妹要持續有凝聚力，並說：「把握學習機會不斷學習。」2年前獲得金鷹
獎肯定系友朱則剛表示，「因為淡江給了我很多，我是隨著淡江一起成長的。」
（文／劉昱余、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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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餐會 校友獎學金助學弟妹學習
的運作。」
益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經濟系系友會會長
洪嘉聲說明，系友會近期目標為盡量提供系友的平
臺，舉辦講座給學弟妹參加，幫助未來就業的指
引，「相信明年的今天會有更多系友回來參加！」
獲頒獎學金的經濟四王雪懿開心地說：「很高興系
友會提供這個機會，讓我能得到這個獎勵。」

番外篇 12所高中生湊樂鬧 體驗大學校慶好High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招生組於3日校慶大會，邀請北區高中職11
所，以及員林高中，共77位高中生來校參加「擁抱蛋捲－101淡江大學生活體驗
營」。活動由熱活招生志工隊規劃，並參與校慶園遊會、參觀校園。招生組組長陳
惠娟表示，北區高中職生為本校招生主要來源，今年特地擴大開放，希望能讓他們
感受到本校的熱力與特色，進而讓淡江成為他們入學的第一志願。
員林高中二年級曹加和表示，未來有意從事記者工作，期待將來能加入本校大傳
系，「因為想體驗大學生活，所以第一次參加活動，經過講座介紹使我更了解學校
文化和歷史，期待能加入淡江大家庭。」

會計系IFRS研討會 會計師溫芳郁主講

你注意到了嗎？3日校慶大會的海報街上，有個特別的攤位，招
牌掛著「淡水印象館」，販售淡水在地攝影師「阿忠哥」的風景明信
片，將老淡水的故事帶給淡江人。當天共賣出近150張明信片，組員
英文四林舒蘋表示，此次特地和替阿忠哥舉辦攝影展的運動廠商Go
Hiking合作，提供不少贈品，「當天有很多人抱走價值千元的T恤！」
這是由文化創意產業課程「全球文化行銷企劃專題」課堂中誕生
的創意，授課教師陳甫彥規劃此項特別作業：「用500元改變一家
店」，讓40位學生分為5組，各自發想出不同的點子。陳甫彥表示，
相較於通識課程，較小班制的課堂，「同學可以提出自己的主見。」
他希望藉此讓來自各院系、不同背景的學生有機會彼此交流互動，刺
激靈感，並學習團體合作，「也強迫他們走出校園，多看看這個世
界。」
「淡水印象館」選擇的店家是「淡水漁業生活影像館」，組長資管
四林秀玲表示，「近年是淡水變化很大的一年，許多地景都有新的面
貌，包括淡水最老的街道—重建街，之前也面臨拆除的爭議。」另外
4組的同學提案包括：將「18 Ice Cream Bar」變成淡水的Live house展
演空間、推廣「The Big Issue」雜誌，邀請販售員來淡江演講、為淡水
特色二手書店「有河Book」策劃不同活動，還有在本校牧羊草坪辦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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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教科回校讀冊 當一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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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系友會於3日
返校日舉行系友餐敘，並在餐後於B703召開「第一
屆第3次經濟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第一屆的校友
也返校共襄盛舉，讓許久未見的同學和學長姐藉此
機會齊聚一堂，現場氣氛熱絡，會中頒贈獎學金予
經濟系學生，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表示，「相當感
謝系友會的貢獻，提供系上資源，讓系上能有更好

五百元改變一家店
文創課實踐夢想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由常務副校長牛維麟率領體育部主任楊占
武等12名人員，於上月27日參訪蘭陽校園。因
本校與中國人民大學為姐妹校，體育處也於今
年4月至中國人民大學進行體育學術交流，特別
邀請牛維麟參觀蘭陽校園。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體育事務處主任蕭淑芬及教職員網球隊都
在此「敘舊」，期間更參訪蘭陽校園的體育教
學與代表隊訓練。
林志鴻會中介紹蘭陽住宿學院特色，他說
道，「蘭陽校園規模雖小，但住宿特色有絕對
的自信。」更希望藉此次將蘭陽住宿、大三出
國、全英語教學等校特色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分享。活動結束後，更邀請牛維麟一行人至礁
溪市區體驗礁溪溫泉、腳底按摩等臺灣「特
產」，促進雙方友好關係。

中文系重溫宮燈舊夢 老校友一同祝壽

傳溫情

【記者仲葳、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慶祝本校62週年校慶，外語學院的日文系及
法文系分別於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就連情誼半世紀的第一屆西語系畢業校友也於
上月19日舉辦歡聚活動「結緣50年」，前外交部次長黃瀧元等，共11位校友聚集於
前校友處主任陳敏男的花蓮住宅，暢遊花東三天兩夜，凝聚情誼。
日文系於3日返校日下午在外語大樓大廳，邀請傑出系友自由時報旅遊版主編周
幸叡、富景翔貿易有限公司業務經理林鳳鵬，回校與學弟妹做經驗的傳承與分享。
並請阿波舞社帶來的舞蹈表演還有傑出系友頒獎、獎學金頒發和系友會會長選舉。
周幸叡最近出版的「究極之宿：加賀屋的百年感動」頗受好評，他以此鼓勵學弟
妹，學習堅持並累積實力，培養一技之長，去追尋夢想，享受努力過程中帶來的喜
悅。林鳳鵬分享自行創業經驗，並提供系上學弟妹獎學金，他表示，「希望能將此
精神永遠傳承下去。」
日文系系友會會長張明理表示，期待系友的加入，帶著感恩回饋的心，一代代傳
下去，也歡迎系友每年參與回娘家活動。另外，日文研究社也受日文系委託，舉辦
茶道體驗活動，讓參加者體驗茶道之美，教導茶道的禮儀，並送上美味的和菓子與
抹茶。日文研究社副社長日文二黃郁庭表示，每一場茶道都需要大家一起分工合
作，很喜歡茶道那平和的氣氛，從中得到快樂，是與眾不同的文化體驗。中文二江
一心表示，這是很難得的經驗，可以體驗並參與茶道文化，十分開心。
「Bonjour！」一如法國人見面的禮儀，法文系校友於同天在滴咖啡舉辦返校活
動，系主任楊淑娟熱情歡迎各位系友參與。接著進行3年一次的系友會理事長、監
事改選，由法文系校友葉麗珠為新一任理事長。葉麗珠表示，接下這個棒子，會繼
續將法文系的熱情、快樂傳承下去。她也提及，今年年底將為2014年法文系50週年
系慶作準備。路特佳餐旅人力管理有限公司執行長暨法文系校友陳宗岑說道：「法
文是國際語言之一，在旅館服務業上會有相當多的機會使用。如果學弟妹對此行業
有興趣，都可以與我聯絡。」另外，法文系將於12月13日邀請甫卸任的理事長蘇素
珍，以「那年，我學法文的日子」為題，為學弟妹分享其工作經驗談。

「重溫五虎崗上的舊夢，暢述彼此的幽懷。」
中文系於返校日在宮燈教室舉辦「第 屆中文人返
校讀冊」，由第 屆畢業生、中文系副教授倪台瑛
（右三）籌劃， 位系友睽違 載再回母校「讀
書」，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左一）、中文系榮譽
教授王仁鈞（左二）、中文系榮譽教授王甦（左
三）都一同出席。倪台瑛表示，舉辦多次的同學會
而這次適逢 位同學滿 大壽，特別挑選在同學們
最熟悉的教室相聚。「本來安排了校園巡禮活動，
但大家久未相見，聊得都忘了時間！」（文／黃宛
真、圖／中文系提供）

物理化學系友返校 重視產學合作

【記者林妤蘋、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老鷹迎小鷹」，傳承菁英精神！3
日返校日由菁英校友會會長侯登見帶著歷屆金鷹獎得主「老鷹」，在商管大樓
B302A喜迎今年獲獎的「小鷹」們，透過傳承讓本校歷年來優秀的人才互相交
流。今年獲獎的卡內基美隆大學建築研究所榮譽董事王曉蘭、臺灣保來得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朱秋龍、花蓮縣縣長傅崐萁、謝英俊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謝英
俊和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李子松皆到場參與，並發表自己得獎
的感言和分享目前各自專業領域的成就。校長張家宜表示，「淡江的成長與校
友聯繫之間的關係是關鍵。」感謝校友對母校的關懷，而侯登見則說，每年
「老鷹迎小鷹」活動讓金鷹們從世界各地返校團聚，「目前182位金鷹，都在
世界各地繼續茁壯，每年僅難得見面一次，今年的金鷹獎得主們來自各個不同
領域，相信6位金鷹新力軍將會為金鷹們注入更多新意。」侯登見於會中贈予
獲獎人金鷹獎座，期許淡江人能如獎座上展翅待飛的雄鷹能有遠見和開闊的心
胸，他也引用創辦人張建邦對菁英的期許，「真正的人才是心地光明及思想成
熟且智慧高超，更能獻身國家，造福社會和人群，同時回饋母校。」
第13屆金鷹獎得主前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陳聰明則說：「今年獲獎的6
位得主在其領域皆相當有成就，能夠成為學弟妹學習的榜樣。」也期勉學弟妹
能夠在不同的領域努力，即使奮鬥的時間或許較長，只要能夠堅持下去，都可
有一番作為，千萬不要在意一時的得失，人生的旅途很漫長，把握住有興趣的
方向並執著地朝那個地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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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將於17日在臺北校園
D221舉辦第八次會計系系友IFRS研習會，本次邀請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溫芳郁與本校會計系教授顏信輝為
主講人。會計系系主任張寶光表示，本次參加人數預計突破
150人，內容主要為企業現金流量極重要的所得稅會計，以
及企業經常面臨且做法甚為多元的資產減損，「這將是一系
列IFRS研習會暫時的句點，希望未來有機會還能舉辦這樣
的活動回饋會計系系友。」
國際會計準則IFRS是現今全球資本市場之單一選擇，目
前為止已有超過115個國家，計畫要求當地企業直接採用國
際會計準則編製財務報告，因此會計系舉辦此研習會是為了
讓系友們更了解此準則，歡迎系友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洽
會計系系辦，校內分機2589，或至會計系網站報名（http://

web.acc.tku.edu.tw/Default.aspx）。

出口成詩 中文系詩詞創作大賽開跑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由中文系主辦，驚聲古典詩社
及微光現代詩社承辦的「秋水文章－淡江大學詩歌創作大
賽」於上月29日開始收件，比賽項目分為古典詩、現代詩、
五言對聯和七言對聯，期望藉由競賽，鼓勵同學們從事詩歌
創作，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配合中文系的詩選及現代
詩課程，期望培育詩歌創作的風氣。參賽作品以「淡江」
或「淡水」為範圍，題目自訂，對聯則需依照徵稿辦法，
截止日期至11月30日，詳細徵選辦法請上中文系網站查詢
（http://www.tacx.tku.edu.tw/news/news.php?Sn=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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