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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饗宴 系友齊聚憶當年
日文系以阿波舞表演迎系友。（攝影／盧逸峰）
（文接一版）今年適逢世界校友雙年會，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副總會長郭豐邀
請校友赴溫哥華。同時系所友會聯合總會也
進行幹部改選，由孫瑞隆連任會長、副會長
由許義民、張明理、李述忠當選，監事長則
為張金溪。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廳進行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遠
在美加地區的資工系校友透過視訊參與該會
議。此外，邀請財金系教授李沃牆以「美國

中文系系友相邀健走賞櫻。（攝影／盧逸峰）

EQ退場對投資者的影響」為題演講；系所友會
聯合總會於下午在新淡水高爾夫球場，進行理
監事會議及餐敘。
淡水校園當天，各系所也各自舉辦活動歡迎
校友。為歡慶50週年系慶，保險系與財金系首
次聯合辦理，在學生活動中席開65桌，逾650
位系友到場同歡，銀行保險業企業人士包括金
管會主任秘書施瓊華、現代保險雜誌創辦人黃
秀玲、怡安班陶氏保險經紀人公司執行長施南
光、飛天科技董事長吳建瑩、台灣工業銀行副
總經理林一鋒、合庫證券總經理郭昭良等系友
共襄盛舉。數學系舉辦55週年系慶，進行第七
屆理監事改選，逾175位系友在科學館中庭餐
敘；公行系為慶祝50週年系慶，系上師生特別
策畫表演活動迎接系友，系友總統府第二局局
長陳烯堅與會出席；資圖系榮譽教授黃世雄與
系友至淡水六塊魚厝話家常；
日文系以阿波舞、茶道表演迎接系友，也頒
發系友捐贈的「體育資優生獎學金」給在校
生；中文系因去年健走活動廣受校友喜愛，今
年再邀系友至淡水三空泉「走春」健走賞櫻；
歷史系邀系友玩「終極密碼」遊戲，獲勝者贏
得系服及紀念郵票；資傳系的「資友年代」活
動，系友與學弟妹分享所學與職場經驗如何結
合；資圖系系友返校，大傳系系友會首任理事
長吳世家獲頒傑出系友獎，系友至活動中心
觀禮，臺灣電視公司副總經理劉麗惠、臺北市

西班牙語談藝術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17日
至28日舉辦「西語國家藝術季」系列演講活
動，邀請西班牙姊妹校卡斯蒂利亞曼查大學
（UCLM)）藝術院長Dr. Ana Navarrete、中央
美術學院教授Dr. Susana Sanz、臺灣藝術大學
兼任助理教授張凱迪、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副教
授陳建北和本校通核中心助理教授曾長生等各
界學者到校交流，舉辦系列講座，講解西語國
家藝術史與作品賞析、藝術作家創作思維、西
語藝術教育，及西語和藝術的產學合作。
西語系主任林盛彬表示：「上學期即規劃此
活動，希望藉由國外學者到校參訪時，和我們
一起交流，並且讓學生接觸到語言的另一種延
伸。」讀外國語言未必都得讀文學，語言是幫
助人們認識其他地區的人文、藝術等很多面
向，「激發學生對藝術的興趣與敏銳度也是值
得重視的一環；接著，再經由語言認識別國藝
術時所培養的基礎，進而運用到像畫廊經營等
職場工作上，也是一種產學合作，相信可以為
同學帶來很多收穫。」「西語國家藝術季」系
列演講的相關活動資訊請上西語系網站查詢
（http://www.tfsx.tku.edu.tw/）

觀摩大傳說習畢製經驗

日本千葉縣船橋高校生（右一）為本校生解
說其實驗研究成果。（攝影／賴意婕）

業的經驗，相談甚歡；
俄文系邀學界、企業界
系友與學弟妹分享職場
經驗；英文系學生也為
淡海同舟廣場LOGO(圖／
系 友 帶 來 自 彈 自 唱 表 淡海同舟校友會提供）
演；機電系系友會召開第1屆理、監事會議，
由系友吉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賴正謨
榮任理事長。
由淡海同舟校友會認捐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
同舟廣場日前進入募款階段。該廣場之LOGO
設計圖，其中紅、綠、紫、黃、藍分別代表社
團人具備的熱情、青春、勇氣、創新和合作。
淡海同舟校友會會長黃文智表示，「該圖設計
為風帆和浪濤，是同舟的意象。而船桅代表撐
起同舟廣場的支柱，是為淡江社團人共濟同舟
情；手則為需要所有社團支持。」歡迎一起打
造屬於社團人的同舟廣場。詳情請上臉書搜尋
「淡江社團人‧共濟同舟情」。

【記者潘倩彣淡江校園報導】教科系於上週
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十四屆畢業成果展－
生活時事」。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以及學務長柯志
恩皆蒞臨開幕活動。虞國興致詞時表示，從開
場表演到場內區域規劃和布置能看出其用心。
畢展名稱取此屆「十四」諧音，傳達「從科技
中拾獲美好，在生活中放肆學習」理念。
24組同學傾盡全力地設計各種教案，最後掄
魁的是與日商Afternoon Tea 合作的「Afternoon
Tea 新進人員數位學習課程」，該組組員邱方
薇對於辛苦的成果被看見感到開心！至於獲得
評審肯定的原因，她表示：「我們的特色是貼

財金保險系友65桌團圓

財金系、保險系系友在學生活動中心歡慶50週年系
慶。（圖／財金系提供）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於18日
熱情接待來自日本千葉縣船橋高校的科學菁
英班，師生共21人至本校進行交流。船橋高
校領隊老師秋本行治指稱，本校是唯一在臺
參訪的綜合型大學。此次參訪由化材系主任
林國賡親自接待，他表示：「這是船橋高校
第二次到本校參訪，透過這樣的機會，讓本
系學生更加國際化。」
船橋高校一行人上午參與化材系的8項實驗
課程，由化材系學生負責操作講解，並讓高
校生參與操作，實際體驗大學實驗課。

下午則由高校生針對他們的13種研究以
海報方式呈現，除了以英文介紹外，還有學
生自製道具講解分享。第一次來臺灣的船橋
高校二年級村田寬斗很感謝化材系師生的招
待，並表示：「化工的實驗及英文簡報，
能訓練自己與外國人互動，提升英文的能
力。」化材三黃威智對其中一組蟑螂研究印
象深刻：「系上推動這個活動，除了和日本
學生相互學習交流外，對我而言更是既有趣
又具挑戰性的難得經驗。」

心地以學習者角度出發！」第二名是與法國
品牌Pall合作的「新進夥伴數位訓練教材」，
該組組員劉芸禎表示，這套教材將於3月份正
式於Pall使用。另據榮獲第三名的組員之一林
思妤表示，她們的「統一超商新進人員線上
課程」也即將與統一超商簽約使用。
系主任顧大維對同學的創意給予讚賞，
他表示他們從不斷的發現問題、提出問
圖為教科系畢展「生活時事」會展人員，向參
題與解決問題中激發出許多創新的火
觀者介紹創意教案。（攝影／吳國禎）
花，即使當中他們會遇見困難，但就是
畢展執行長江雨壎表示，有著將科技與教材
因為秉持著積極尋找解決方法，使他們
結合的使命，希望顛覆學習者對學習的想像，
能不斷超越以往，設計出具有高度創意
啟發學習動機及更深層創意。
的教案，這也是顧大維引以為傲之處。

下廚宴師長 語言一獲排球冠

由蘭陽校園主任室於20日主辦「與學院導師
有約座談會」，院長與各系系學會、班級幹部
在開心廚房進行交流互動。本次由15名學生幹
部擔任主廚團隊，提出的菜單為咖哩飯、炒麵

【記者林佳彣專訪】「態度，決定你的高度！」訪談
後，他親自按下電梯的下樓鍵，以近九十度彎身行禮之姿
道別。這是開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國貿系（現
為國企系）校友高大任的待人處事。堅持20年的國貿夢，
創立開成興業，成就人生的事業高峰。自1994年，在他的
帶領下，開成興業憑藉著「打動人心，啟發人心，豐富人
心，感動人心」的紀念章、鑰匙圈等授權商品，讓世界看
到臺灣的軟實力，迄今已連續拿下5屆奧運會和4屆冬奧、
2屆世界盃足球賽等國際賽事的紀念章特許經銷權。

掌握時代趨勢 立志追逐國貿夢
「我就是立志要做國際貿易！」，即便如此，高中畢業
時，高大任考量經濟狀況和學校專業科目後，進入當時學
費較為便宜的軍法學校（今為國防大學法律學系），精讀
法律專業。畢業後，於空軍總部服役期間，他再度拾起書
本，進入本校國貿系學分班。高大任的眼神閃爍著光芒地
說：「民國6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以進出口為導向，電
視媒體報導相關新聞時，我想，臺灣未來的發展勢必會是
國際貿易。」
想起在城區部（為今臺北校園）度過修課的每一夜，高
大任瞬間掉入回憶的思緒中說著：「很感謝學校開了一扇
窗，讓想讀書的學生可以來選課，不受學籍限制的學分
班。那是一種非常自由、沒有壓力的學習氣氛。」正因如
此，他將國貿系的專業科目全數修畢，對專業知識有很大
助益。
沒有國際商場的實戰經驗，退役後的高大任待在《貿易
風》綜合性雜誌長達5年之久，是對該領域生根的重要奠

遠距組致力於打造穩定的同步視訊網路服
務。在跨國遠距課程部分，除提供亞洲研究所
數碩專班跨國遠距課程，及跨文化語言學習
英、日語系列課程交流所需之技術支援外，也
支援各教學單位邀請國外講者，以同步視訊會
議方式和與會師生即時互動。以法文系於20日
邀請駐法大使呂慶龍演講為例，透過同步視訊
網路服務介紹其職涯生活，並勉勵同學積極累
積實力，獲熱烈回響。如需了解相關同步視
訊業務，請洽遠距組業務負責人季振忠 分機
2488（遠距組）

e閱無際-行動閱讀好好玩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e閱無際II：
行動閱讀學習營」於20日進行電子書使用教
學。圖書館參考組組員蔡雅雯現場解說、互動
教學，每人皆可上機、自由操作。活動中，同
學皆以作答器進行有獎搶答。參加2場「e閱無
際」活動的教科一全永詒分享到︰「因為想更
了解電子書的使用方式，再加上圖書館舉辦集
點活動，所以我都報名參加了；我發現圖書館
有好多資源，往後會善加利用！」

特用高分子材料應用技術研習班 招生

創意教案產學合作 創造生活時事

開成興業董事長
高大任

及玉米濃湯。為了準時開動，幹部們提早於
活動前一晚先在開心廚房準備相關食材，充
分展現團隊合作精神以及充沛的活力熱枕。
全創院院長劉艾華表示，感謝、讚賞同學
的廚藝，同時也鼓勵即將大三出國的學生，
能把握機會練幾道拿手菜，以利未來出國得
藉此促進不同文化交流，突顯臺灣好味道。
席間劉院長與參學同學聊到近日相當重視的
社會議題「服貿協定」，觀光二王苡璇表
示，很感謝能藉此機會跟師長輕鬆的對談。
蘭陽校園菁英盃排球錦標賽於19日晚間進行

決賽，教聯隊與學生組共9組參與初賽，教聯
隊以前屆冠軍之姿進入決賽；觀光系則有系主
任加入增加戰力；由前排球社社長領軍的政經
系更是不容小覷。決戰時刻由觀光系對上語言
一，戰況一度陷入膠著，最終語言一以黑馬之
姿拿下冠軍寶座。觀光系獲得亞軍，而政經系
與教聯隊則分別拿下季軍與殿軍。即將代表蘭
陽參加校長盃排球賽的觀光四連祥伃表示，很
感謝系主任能陪他打完大學最後一場菁英盃，
覺得無憾了。（文／郭宇璇、圖／蘭陽校園主
任室提供）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與成人
教育部合力推廣產學合作，積極與產業接軌，
本學期將於4月1日在鍾靈化學館開辦「特用高
分子材料應用技術研習班」，邀請經驗豐富的
化材系教授陳幹男、鄭廖平、董崇民主講。
研習主題包括：特用高分子材料性質介紹、
多孔型高分子薄膜製作技術、生物可分解塑膠
概論等，歡迎產、官、學各界泰斗參與交流，
藉此建立與產業界溝通的互動平臺，開放35個
名額，報名至25日截止，詳情請洽承辦人張啟
明，分機2532。

首屆黑客松 相邀coding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由資管系主
辦，淡江資管網路策進協會與淡江資管資訊顧
問室協辦的「TKU Hackathon 淡江黑客松」競
賽將在29、30日舉行。活動發起人資管四黃柏
翔表示，黑客松是一群對技術充滿熱情的人，
對特定主題進行研究，開發程式並彼此分享的
普遍活動，在淡江是首次舉辦，希望藉由活動
展現同學實力，並打響學校知名度，參加團隊
2至4人一組，依指示進行程式開發，在30小時
內完成作品，並有5分鐘發表作品，不僅可和
同學進行交流，還可考驗團隊技術能力、創意
度、合作性，優秀團隊將獲得獎金與獎狀。報
名請至http://imna.im.tku.edu.tw/

五虎崗文學獎 獎金再加碼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五虎崗文學
獎獎金再加碼！千萬不要放棄大好機會！第30
屆五虎崗收件至4月8日止。最高獎金將小說組
首獎1萬元加碼至2萬元；最低為新詩組佳作1
千元。評選方式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會議，
決審會議將邀聘校外文壇名家、出版界人士進
行評審，並於現場公布得獎名單。歡迎大家踴
躍投稿，詳情可上中文系系網站查詢（http://
www.tacx.tku.edu.tw/）

陳梧桐獎學金申請28日止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商管
學院「陳梧桐先生清寒獎學助學金」即日起
申請至28日止！本獎學金由由國貿系（現為國
企系）校友陳梧桐提供，為協助家庭經濟等
有困難的同學完成學業，並鼓勵學生努力向
學而設立，共開放20位名額，每名新臺幣1萬
元。詳細申請辦法及申請表格請至商管學院
網站(http://www.management.tku.edu.tw/app/
news.php?Sn=98)

打造國際賽事紀念章 行銷文化創意

基石。「藉此，我學習並認識國內外產品，以及從玩具
展、五金展等展覽，了解臺灣的產業結構。」同時，高大
任經常出國參加展覽，從美洲橫跨大西洋至歐洲，這亦是
他能把握國外市場的原因之一。

洞燭機先—運動用品、禮品商機無限
如何高瞻遠矚發現運動品的商機呢？他從觀察國際經濟
變動發現無論景氣興衰，唯有釣魚竿、球拍等運動品沒退
燒。高大任分析道：「運動，就是能提高生活品質、提升
興趣，亦能增加家庭融合度。這種休閒產品很難消失，只
有越做越好。」這是日後創業選擇運動用品的原因之一。
接著他先是受邀至利民運動用品任總經理，進行運動用品
和禮品的銷售，便踏上創業之路。

傳統代工求轉型

堅持品質獲國際青睞

1976年，高大任成立開成興業，主要服務內容為紀
念章和皮帶扣，一路從代工（OEM）、代工代設計
（ODM），到公司自家設計、生產、批發、零售，走上
通路，其中20年後遇上轉型關鍵時刻。1993年，高大任另
一公司，成為美國華納的臺灣版權代理商，而美國華納恰
為1994年世足賽的版權代理商。開成興業因近水樓臺先得
月，成功拿到特許經銷權。「當機會來了，你嗅到市場給
你的機會後，能不能把握機會，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把握機會呢？既已拿下此夢想訂單，對於高大任
來說，知道轉型會成功，為何不去做呢？如果不轉型，
就只能是一家貿易代工公司。所以，1994年世足賽正是考
驗。「我出產的品質要做最好，設計也要第一，讓商品一
推出去就會很震撼。」秉持破釜沉舟的態度，開成興業推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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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陽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說影
展暨畢製觀摩展」於上週落幕，接連3場由指
導老師帶來的演講讓學生更加了解畢製行銷
組、影音組及專題組各組的方向。最後一場
由TVBS國際特派員林宏宜帶來「從世界看臺
灣」，同學發問熱烈，林宏宜表示寫新聞正確
度是最重要的，想要成為好記者須懂得發問並
培養分析的能力，也要保持對事物的敏感度。
大傳二張家禎表示，透過演講了解3組老師將
來帶領畢製走向，並提前確定未來選組方向。
連續3天6部精采劇情片播放，20日晚上由政
大廣電及世新廣電製片同學前來映後座談與經
驗分享。從構想來源、場地及演員尋找等等娓
娓道來，讓與會同學真正了解製片這件事，大
傳四蘇意凌認為，了解各校製作影片的特色，
這種交流經驗很難得！

政府觀光傳播局發言人趙心屏也到場支持；
師培中心為曾修習教育學程之國小教師辦理
歡迎活動，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蒞臨與會。
（相關訊息請參見師培中心網站：http://cte.
tku.edu.tw/）
運管系在淡水囍燒壽喜鍋餐敘，憶當年；
會計系則在古今中外用餐，並贈送系友印有
校景圖樣的馬克杯紀念品；管科系系友聚餐
後至活動中心打羽球聯絡情誼；水環系舉辦
50週年系慶，系友新北市議員金介壽、水利
署中區水資源局局長鍾朝恭、營建署中區工
程處處長唐世勳等出席與會；資工系下午茶
餐敘，包含系友會會長張榮貴（程曦資訊整
合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教育部資訊及科
技教育司司長楊振華、鼎新電腦董事長古豐
永、大州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述
忠、中華電信北區副總黃子漢、前微軟大中
華地區總裁黃存義、臺灣電腦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酆隆恭等，彼此分享從事資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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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產品都在水準之上。震撼到連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奧
委會主席主動上門談合作，並大讚：「開成興業比其他供
應商做的還要好！」但是品質受肯定，不必然是企業成功
保證，對高大任的下一個挑戰就是150萬美元的龐大權利
金。除了在臺灣想盡辦法籌錢外，他甚至拿著授權合約向
美國的銀行借錢。這一次，開成興業事真的轉型了！
在銷售方面，高大任有其獨到的見解，「寧可賣得不
夠，也不要賣到剩貨。」推出限量商品時，也有人問，為
什麼不多賣一點？「限量商品在市場上奇貨可居，會使價
值翻倍漲。」
「要打破紀念章的既定概念。」高大任提醒著，「光一
個紀念章就有送禮、收藏等多用途。」成功轉型後，高大
任為每屆奧運設計上千種商品。其中，最能彰顯主辦國的
文化內涵就是紀念章！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不分膚
色、種族的人們，「在奧運會，可以不買衣鞋，但沒有人
不買紀念章。」不難得知，紀念章在國際間的流行地位。
自2008年北京奧運後，讓開成興業正式走上通路之康莊
大道。近年，高大任視之為開成興業的突破。在紀念章上
增加活動式小物件，是設計的創意發想，靈感則源自文
化，他提出對文創的定義：「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
積，透過創意應運而生的稱之為商品。」而創意來源則取
決於奧運主辦國的人文風情、生活習慣做為紀念章的特
色。因此，高大任也期盼開成興業裝上文化創意的翅膀
後，能締造下一個事業顛峰。

改變態度 改變人生
一路走來，他以其肺腑之言，勉勵年輕學子們。要先

開成興業董事長高大任以其創意紀念章讓世界看見臺灣的
軟實力。（攝影／林俊耀）
「立長志」，即早探索自我性向和能耐，才不會三心兩意，
遊走在天邊的彩霞裡。然而「立志要趁早」，他語重心長地
說：「時間永遠是不會等人的，它永遠是人類最有限的資
源。」第三「循序漸進、把握機會、堅持到底。」這是高大
任總歸一句成功的不二法門。
最後，他引述《改變態度，改變人生》作者查爾斯．史溫
道爾一席話：「態度比你的過去、教育、金錢、環境……還
來得重要。態度比你的外表、天賦或技能更重要，可以建立
或毀滅一家公司。」自認中年創業的高大任，其堅持到底的
態度，成就開成興業的事業版圖。誠如他所說的：「改變態
度，改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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