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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友回娘家淡江時報

聽見母校的呼喚 全球500校友歡聚交流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於9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2013校慶校友返校
Homecoming Day聯誼活動」。校長張家宜、前校長
林雲山、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羅森、中
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副理事長陳
兆伸、第二十七屆金鷹獎6位得主，以及逾500位自海
內外各地的校友返校歡慶。張校長致詞說：「目前正
規劃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是創校以來，首度由校友
的力量、集資募款，這是具有前瞻及未來的建築。」
　活動當天安排獲頒第二十七屆金鷹獎6位得主發表
得獎感言。首先，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卓永
財表示，不只過去、現在，未來也將持續支持智慧自
動化與機器人中心。鑼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徐

航健以「知己知彼、節省、堅持志向」3點勉勵學弟
妹。臺中教育大學校長楊思偉感謝母校培育之恩，讓
他得以回饋社會。中華數位關懷協會理事長許秀影以
身為「百分之百純正的淡江人」為傲，盼未來能以專
案管理的專業來回饋母校，進而增加學弟妹的職場競
爭力。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提到，期
望未來任職期間能為母校盡一己之力。順發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錦昌說：「我看事情不侷限，甚至
喜歡把夢做大。對於消費做公益的理念，期盼大家能
一同推動。」
　接著，由張校長頒發終身貢獻獎予日文系榮譽教授
林丕雄，感謝其對於校友會的成立與推動不遺餘力。
同時，會場也舉行歷史性的交接，包括有淡江大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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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11/18(二)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學習歷程˙無限可能」－填

寫學生學習歷程（網址：http://

eportfolio.tku.edu.tw）

11/21(四) 

12:10

未來所

ED501

誰來午餐之四：未來科技的3

個故事（報名至20中午止，請

親洽ED504或分機3001。）

11/21(四) 

10:00

大傳系

O202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金門銀

光夢

11/21(四) 

12:10

生輔組

驚聲國際會議

廳

大學生對性別的態度-兼談校

園性騷擾議題

11/23(六) 

8:00

課外組

E304、E305、

H106、H107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社團

經營師培訓考照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蘭 

陽 早鳥溫書會 早起做公益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響應校長張家宜在新生餐會提倡的
早起讀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配合期中考舉辦「早鳥溫書會」，於
11日上午6時起，在開心廚房提供限量現煮咖啡，另附贈鮮奶、小點
心，週末照常開放。觀光系系學會會長觀光二王苡璇表示，「本次
活動款項將全數捐贈給普門醫院護理之家。無論早起是為了溫書，
還是只想來吃個早餐、喝杯咖啡，讀書會都很歡迎你！」
　觀光系學會動員26位幹部輪流駐守開心廚房，活動不強制收費，
採自由認捐方式，在捐款箱投入5元及自備環保杯，即可暢飲現煮咖
啡。現場的飲品和點心皆為自助式取用，活動第三天已經累積超過
60人，將於21日結束。習慣早起讀書的資創四蔣孟筑表示，早起讀
書效率很高，現場環境安靜，還有現煮咖啡和牛奶，這2週都會天天
來報到。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近日食安風暴
越演越烈，本週主角「銅葉綠素鈉」到底是否
健康？適合的用處又在哪裡呢？對人類真的
是有害而無一益嗎？化學系助理教授謝忠宏
帶領學生動手做研究，將理論與生活時事結
合，發揮研究精神。謝忠宏表示，天然脂溶性
色素「葉綠素」的穩定性較差，因而未被廣泛
應用；而銅葉綠素的產生，則是由天然脂溶性
色素經化學修飾後，製成脂溶性的「銅葉綠
素」，或是水溶性的「銅葉綠素鈉」。

化學小教室 謝忠宏解析銅葉綠素
　謝忠宏說明，在臺灣食品法規中，銅葉綠素
與銅葉綠素鈉可被合法添加在口香糖、泡泡
糖、膠囊狀及錠狀食品中，藉以達到食品著色
效果，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每人每日攝取量為
15mg／KG（體重）；換句話說，以成人體重
60KG計算，每日最大容許量應在900mg以下；
在合法添加的前提下，換算每日食用口香糖
357顆，或是果醬2KG即超標。
　此外，他提到「銅葉綠素的特性是不耐高
溫，所以只能添加在低溫食品中，而今不肖
業者添加在油品、麵類、需高溫烹調的食物

中，則產生了健康上的
疑慮。」

楊靜宜新書 看見心中小孩玩花樣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編
輯楊靜宜第二本作品集《心中小孩玩花樣－
楊靜宜押花詩文繪卷II》出版，以押花、素
描加詩文來呈現，無論影像或文字，隨處可
見具象與抽象兼容、寫實與寫意並存，作品
細膩而生動。
　楊靜宜說：「我一直想創作的，是類童詩
般的押花作品。一般會以為是寫給孩子讀
的繪本，可我認為這是需要有超越性的想
像力，才能駕馭。」熱愛素描的楊靜宜，
將押花和素描結合，可謂是一項新嘗試。她

並提到，在〈花樣娃娃〉中，由蝶芙霓說故
事，來描述過往回憶，她寫道「蝶芙霓也是
您！」期望閱讀人也能發現自己。
　水墨畫大師李奇茂表示：「楊靜宜以嫻熟
且驚人的押花與文字功力，鍛鑄出押花領域
的另一套圖文光譜，是一種類『文人畫』的
建構形式。」體育長蕭淑芬也對此作品愛不
釋手，「看完這本書很感動，內容呼應生活
中的大小事對生活有更多的啟發，打動閱讀
人的心情。」自12日起，楊靜宜押花展在北
投草山行館主行館展出。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9日，淡江大
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第9屆第1次會員
代表大會」。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淡江大學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侯登見及陳慶男、淡江
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羅森、中華民國
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副理事長陳
双喜及陳兆伸、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孫瑞隆、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
松，及百餘位從海內外返校同樂63週年校慶。
　張校長致詞說：「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
會總會長由陳慶男傳承給羅森，他們在校友會

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迄今也凝聚各地校友的力
量。」接著由張校長致贈陳慶男感謝禮，以表
多年來對校友會無私的奉獻。此外，當日會議
通過陳慶男擔任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
譽總會長。
　陳慶男致詞發表卸任感言，不僅分享在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服務的種種經歷，並感性地說：
「今天，非常開心見到許多關心母校的校友們
齊聚一堂，期盼未來與各位校友繼續擔任領頭
羊的角色，帶領學弟妹發揚淡江精神。」此
外，於8日獲推舉為新任總會長的羅森表示，
「我將努力做好新任職責。」

羅森出任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

殷善培領軍 校慶午後走訪淡水後山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
於9日舉辦「秋之饗宴─一健如故」健
行活動，吸引近25位師生、校友參與。

中文系主任殷善培表示，很多師生不知
道淡水後山的故事，因此特別規劃這條
路線，讓大家知道其中包含的歷史及故

　中文系於9日校慶午後，由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領軍下，走訪淡水動物園、水源地、
淡江農場、李家祠堂及慈修禪寺等景點，透過解說及情景回憶，帶領教職員生和校友
們一探早期淡江人的生活史。（攝影／鄧翔）

事。全程臉上堆著笑容的殷善培，打趣地說：「這是桃太
郎部隊，歡迎任何人隨時加入！」
　今年邀請到從事媒體業的校友張浩，協助拍攝紀錄片。
第一站來到「淡水動物園」，入住學生皆有一個動物綽
號，故此得名。這裡曾是一貫道道場、餐廳，中文系師生
更曾在這辦過讀書會。殷善培提到，淡水動物園是淡江民
歌發源地，並且和張浩合唱起一首由李雙澤作曲的「美麗
島」，眾人沉醉在歌聲中，聽得如癡如醉。殷善培說道，
「畢業30年以上的校友對淡水動物園一定有著特別的情感，
是大家共同生活的記憶，這裡也是人文薈萃。」
　第二站到了水源街附近的「黃帝神宮」。殷善培指出，
若學生留意每天早上6時及下午6時，會聽到各9下鐘聲，即
是從此處發出。「以前這裡其實只有小徑，非常安靜，學
生晚上都會來這裡看書、聊天、納涼及吃便當」。
　之後，步行來到水源地、李家祠堂及慈修禪寺，殷善培
皆細心導覽及解說。一行人沿途步行，儘管太陽熾熱，但
是沒有人抱怨。中文碩二蔡湘怡表示，和大家一起健行，
感覺時間過得很快，一點也不會累！中文四姚珮雯說：
「參加這個活動讓我可以了解以前學長姐的生活經歷，這
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驗！」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經濟學系系友
會於9日舉行系友餐敘，並在餐後召開「第二
屆第二次經濟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第二
屆第三次經濟學系系友理監事大會」。經濟系
系主任鄭東光說明，本學期新設「市場經濟專
題研討」課程，皆是邀請系友會推薦優秀人才
蒞校演講，「很感謝系友會的支援！」
　益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經濟系系友
會會長洪嘉聲表示，系友會未來的新目標是

設置「公共關係委員會」和「就業資訊委員
會」，預計提供豐富資源給學弟妹，如企業參
訪、講座及實習機會。會中，除了宣達會內事
務及討論未來規劃外，也頒贈獎學金給予系上
學生。獲頒獎學金的經濟四呂姿盈說：「很謝
謝系友會給我機會、拿到這筆獎學金，這不僅
是拿到金錢，更是感到無比的榮耀，就如同系
上肯定我一年來的認真與努力。」

經濟系友餐會 獎學金嘉惠學子

給羅森、菁英校友會會長則從侯登見交棒給陳慶男。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評圖說明，最後建築設計圖由徐
維志建築師事務所獲選。
　針對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籌建經費約4.8億元的募款
進度，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已陸續接到
校友的回應，包括新任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
事長陳定川將認捐500萬的大型會議室。
　淡海同舟校友會發起「淡江社團人 共濟同舟情－
千人萬元打造同舟廣場」，以「1人1萬元捐款」，讓
全體社團人可以個人或社團名義捐款。淡海同舟校友
會會長黃文智表示，「同舟是本校社團的象徵，社團
人則涵蓋所有學系，也希望能藉此凝聚淡江社團人感
恩回饋母校的心。」
　日文系亦發起認捐一中型會議室，彭春陽表示，
「此為紀念日文系副教授黃憲堂，而且不以300萬元
為上限，系友們以一人一萬元認捐，參與人數正在增
加中。」

　【記者林佳彣、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法文
系半世紀之盛大典禮「50週年系慶午宴」於10
日在臺北大倉久和大飯店圓滿落幕。校長張家
宜、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法文系系主任楊淑
娟、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國
際長李佩華、法文系系友會會長葉麗珠，以及
逾200位從海內外回來參與盛會的校友，一同
歡慶50週年系慶。張校長致詞表示，從出席人
數便能窺知法文系校友向心力之強大。任法文
系系主任迄今已6年的楊淑娟感性地說：「本
次午宴是創系以來，第一個系慶的大活動。但
非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透過每位校友的連
絡，才能使200多位校友齊聚一堂。」
　法文系第一屆校友代表、83歲的熊鵬飛中氣
十足地說：「法文系這個地方太棒了，很開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
於9日舉行「系友回娘家」。首先由傳
統的阿波舞表演開場，接著頒發「傑出
系友獎」給高教司副司長馬湘萍，並邀
請前系友會會長張明理蒞臨致詞及頒發
「董振瑞育英獎學金」。日文系主任馬
耀輝表示，「非常感謝大家參與，系友
回娘家如同家庭聚會般，集合日文系老
中青三代，別具意涵。非常感謝系友趙
台健、張明理夫婦的奉獻，使多位系上
學生受惠。」他更提示，期待能讓日文
系傳承尊師重道及良好學習態度。
　成立「趙台健清寒獎學金」的系友趙
台健也應邀返校，日文系特此安排曾獲

世代相依 日系生感念落淚
獎同學出席致謝，多位同學在分
享感恩心情時哽咽落淚，場面溫
馨感人。張明理致詞提醒，學生
應多利用校方資源，並勉勵大家
傳承，攜手邁向50年。馬湘萍表
示，很懷念大學生活，且母校資
源豐富，勉勵學子善用、充實多
元能力及體驗大學生活。
　曾獲趙台健清寒獎學金協助的
日文碩二凌于涵表示，獎學金在
生活上提供許多幫助，「心中除
了感謝，還是感謝！我會更努力
學習，期望日後事業有成，也能
回饋母校。」

　9日，日文系舉辦「系友回娘家」，系上學生穿著日本傳統服飾，熱
情接待校友。日文系助理教授中村香苗（前排左一）、助理教授廖育
卿（中排左一）和校友、學生們一同合照。（攝影／盧逸峰）

法文 德文 歡慶50系慶

教心認祖歸宗 師培人一世情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心理與諮商
研究所於9日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邀請近
50位校友、師生共聚一堂。教心所所長楊明磊致
詞表示，校友們在忙碌工作之餘前來與會，很高
興看見大家感情依舊濃厚。
　活動開始由第1屆校友魏瑜雯以〈追追追〉、
〈一級棒〉、〈姊姊〉3首歌曲帶來動感組曲演
唱，炒熱現場氣氛。透過製播影片回顧往日歲
月，未出席校友也貼心錄製話語。
　另外，隨著各屆學生人數增多，活動特別安排
「認祖歸宗」小遊戲，讓學生能夠找到直屬學長
姐或學弟妹，藉此將教心所大家庭的聯絡網絡建
置完成。
　中午透過餐敘，讓校友們互相聯絡感情、交流
資訊；下午時段讓校友們分享工作心得，包括求
職、生涯規劃等歷程，以鼓勵學弟妹多利用在校
努力充實，期以應用到未來服務及回饋社會。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於 9 日 舉 辦 「 校 友 會 成 立 大
會」，師培中心主任朱惠芳致詞表示，今年特別
準備小禮物，上面寫有「因著懷抱教育的夢想，
我們相聚在一起。一日師培人，一世師培情。」
　新任會長、漢帝教育基金會校長李光莒說：
「師培中心成立將滿20年，眾多師培之友如果集
合起來，可以達成對內服務校友、對外投入公益
的效果，也能起標竿作用，將校友們在教育現場
的經驗深耕且傳承，這會是一個很好的互動。」

　9日，法文系在大倉久和大飯店舉辦「50週年系慶午宴」，系主
任楊淑娟（前排左二）感謝校友。（攝影／鄧翔）

看到許多學弟妹！」於1981年
畢業的王美麗感動地分享，看
到校友齊聚一堂，可見法文系
的凝聚力之強大啊！甫於2012
年畢業的黃丞宇表示，未來將
偕同屆同學一起回娘家。
　德文系歡度50歲！9日在覺
軒花園教室舉辦「德文系50周
年系慶」活動，全系師生總動
員。德文系主任鍾英彥帶領百
餘位系友舉杯同慶，並表示，
「很感謝各位為德文系付出，
正因為系友們的傑出成就，使
德文系擁有好口碑，期待未來

大家能繼續為德文系盡一己之力。」
　活動除了安排茶敘外，會場中最受矚目的是
德國文物展，邀請系上老師出借收藏多年的珍
品進行展覽，像是退休副教授陶緯收藏的酒瓶
標籤貼紙、教授兼主任鍾英彥珍藏的郵冊，以
及教授賴麗琇的阿爾卑斯山鈴鐺造型飾品等文
物，皆是最多系友討論與翻閱。此外，講師馬
佑真和張盆也展示出德文口袋書、拜仁慕尼黑
足球紀念衣等豐富收藏品，期待喚起系友們往
日美好回憶，也為活動添增不少趣味與話題。
　德文系第四屆畢業校友朱宗樑表示：「很感
謝系上提供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回來看看
老師、老同學，活動節目不僅好看，也很有
趣；但最重要的還是大家能彼此相聚，回憶快
樂時光。」

　張校長（中）見證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總會長由陳慶男（左一）傳承給羅森
（右一）。（攝影／林俊耀）

校友返校
全紀錄

　日文系榮譽教授林丕雄（前排右二）
獲頒「終身貢獻獎」，系友們紛紛上前
獻花致意。（攝影／林俊耀）

　9日，師培中心舉辦「校友會成立大會」，

攜家帶眷回娘家

師培中心師生、校友一同合照。（圖／師培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