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承一版）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
趣味競賽，今年以化裝舞會為題，共計18支隊
伍、129位校友和在校生大玩變裝遊戲，鋼鐵
人頭盔、爆炸頭及動漫角色的Cosplay，創意服
飾吸睛指數破表，每組隊伍也在隊呼比賽中，
使出渾身解數，期盼博得理學院院長周子聰、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及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3
位評審肯定。趣味競賽由張校長、林健祥及系

所友會聯合總會榮譽總會長孫瑞隆示範擲骰
子、打香腸彈珠、射飛鏢、摸麻將、撲克牌21
點遊戲，眾人笑語不斷，現場熱鬧無比。
　緊接著由張校長頒贈獎座感謝9位捐款30-50
萬的校友，並頒發29位第四屆中華民國淡江大
學校友總會卓越校友獎，接著由各學院院長
頒發49位各系所傑出系友獎。（詳細名單請見
校服暨資發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news-summary.asp）。
　會中，由張校長頒發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
長證書給林健祥，並揭曉當日趣味競賽結果，
在校友們賣力奪分下，最終由統計系贏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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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華
語中心承辦教育部「華語教學人才培訓暨華語
教學人員赴國外任教計畫」一案，上月23日由
華語中心主任周湘華率專任助理袁寧均、計畫
助理林芷瑜赴日本東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分別與橫濱中華學院校長馮彥國、東京
中華學校副校長劉秋美簽署「派遣華語教師協
議書」。
　周湘華表示，「與兩校商討歷時長達5個月
之久，終於達成協議、開出缺額，接受我們徵
選的華語教師赴日任教，期待藉此合作，弘揚
華語教學，同時也能讓教師親臨第一線，了解
國外學生的學習模式、增進實務經驗，進而拓
展臺灣華語在海外的市場。」周湘華此次出
訪日本期間，另拜會法政大學、法政大學第二
中‧高等學校、日本臺灣教育中心等單位，並
舉辦日籍華語教師培訓班說明會。24日更特地
走訪山形縣米澤市大學與高校，該市近年積極
發展觀光產業，期盼未來有合作的機會。

本校赴日簽定華師合作

名，「最佳造型獎」則由企管系拿下。會後，
校友們一同前往文錙藝術中心欣賞「藝輝守謙
藝術展」。
　蘭陽校園亦於上月26日在紹謨紀念活動中
心舉行「2016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蘭陽野餐
日」暨「第2屆蘭友盃球類友誼賽」，至今已
有7屆畢業生、逾千名校友，今年回娘家有123
位校友。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歡迎，「觀光
系已經增為兩班，校園目前擴大規模到4系、6
班，希望畢業校友們在職場中遇到學弟妹能多
多提拔，更重要的是藉由職場經驗，能回饋母
校並提出改善建言，相信對學弟妹有非常大的

幫助。」
　 國 標 舞 社 以
曼 妙 舞 姿 迎 接
校 友 回 娘
家 ， 現
場 亦 安
排了現金
抽獎活動。許久不見
師長的校友們團聚，
並 圍 坐 在 草 坪 上 野
餐、悠閒敘舊，一同
回味大學生活時光。

　2016春之饗宴於上月26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
大舉行，逾700位校友返校餐聚、聯絡情誼，
一同重拾往日在校時光。（攝影／何瑋健）
　上月26日，由趣味競賽在紹謨紀念體育館熱
鬧登場，張校長亦親臨參賽，與校友們同樂、
玩創意。（攝影／盧逸峰）

▼

2016春之饗宴於會中，由張校長（左六）頒贈獎座給24位榮獲第四屆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卓越
校友獎的校友們。（攝影／盧逸峰）

蘭陽校園亦於上月26日舉辦「蘭陽野餐日」，今年總計有123位校友回娘家。（圖／蘭陽
校園主任室提供）

張校長（左）頒發卓越校友獎給本屆創業楷模
類得主王紹新（右），他也是本校第29屆金鷹
獎得主之一。（攝影／林俊廷）

本校6生獲藝美2獎

　本校學生表現受矚！臺灣藝術大學於上月26
日舉行第41屆「藝美獎」頒獎典禮，經濟四游
雅涵、企管四吳虹吟、法文四葉睿涵、資傳三
包濬凱及大傳三廖經文的《改變世界的力量》
榮獲廣播類最佳教育節目獎，資傳三劉佳鑫
「無花授粉現象」獲平面攝影類最佳肖像獎。
　《改變世界的力量》歷經同學們（上圖）多
次的修改文稿與重新錄製後，以內容清晰完
整、傳遞正面力量，並搭配上主持人流暢的口
條，獲得評審青睞。游雅涵開心地表示，「得
到這個獎的肯定，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十分
感謝指導老師李蝶菲提出建議及修正文稿，也
感謝助教不斷在旁鼓勵我們。」
　「無花授粉現象」以植物的生殖器官「花」
象徵「性」，提問為什麼有些女人不懂得愛護
自己，甚至令人宰割，作品表現個人北上念書
所受到的衝擊。劉佳鑫表示，為了拍攝出想表
達的韻味，在選角時比較費心，自己也很幸
運，能第一次參賽就得獎，讓大一才開始拍攝
的他，更加有信心。（文／秦宛萱、圖／吳虹
吟提供）

中文系

　中文系舉辦「2016 淡江中文春之饗宴」，
邀請系友及師生一同探訪淡水春日的美好。此
次共有 30 多位系友與學生參與，在中文系系
主任殷善培帶領下，自紅 27 站牌出發，經過
真理大學、紅毛城和雲門劇場等景點，一路走
到淡水捷運站。過程中，不僅讓系友與學弟妹
交流經驗，更讓外籍生認識在地文化與臺灣人
文。殷善培表示，「希望系所扮演串線的角色，
讓更多畢業校友及對臺灣較陌生的外籍生，能
有更多交流和認識的機會。」（文／陳安家）
歷史系

　歷史系舉辦「系友回娘家」，共 27 名系友
返校共享盛會。首先由歷史系系主任林呈蓉
代表歡迎，並介紹歷史系現在及未來發展情
況；會中致贈返校系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創
系五十周年紀念 - 口述歷史」做為紀念，本
書為歷史系同學採訪畢業學長姊，並摘錄與畢
業系友訪談內容再加以整理的語錄。在賓果遊
戲中，共有 8 位系友連線完成，歷史系亦準備
系服及客製化郵票當作獎品，場面相當溫馨熱
絡。（文／王心妤）
數學系

　數學系配合「春之饗宴」舉辦數學系系友
會理監事餐聚暨譚必信教授榮退餐會，邀請
本屆金鷹獎得主王紹新等多位傑出系友返校餐
敘，藉此活絡彼此情誼，當日逾百位系友與在
校師生熱情參與。下午舉辦「數學系系友盃球
賽」，採自由報名方式，為促進友誼賽公平性，
數學系排球隊亦邀請資圖系系友及在校生組隊
競技。參賽的數學四俞允晨說，「學長們寶刀

未老，以技術取勝，且熱心的學長也會現場指
導我們，切磋球技，比賽過程很歡樂也很有收
穫。」（文／姜智越）
水環系

　水環系舉行「創系 52 週年春之饗宴」活動，
邀請 65、75、85、95 年畢業生回娘家，水環
系系主任張麗秋、水環系副教授李柏青等約 20
人參與。活動中除聚餐敘舊外，更觀看了以他
們在學照片剪輯而成的影片，然後參觀系上辦
公室。李柏青表示，看到系友們變得愈來愈有
自信心，感到十分欣慰。（文／張少琪）
保險系

　保險系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逾 40 位系友
參與。現場舉辦頒獎典禮，由保險系系主任繆
震宇頒發傑出系友獎給許永燦、許瑞珍和林適
祺 3 人；由大誠保險經紀公司 YPA 通訊處副
經理黃坤傑提供「熱心公益獎學金」、「系籃
體育獎學金」各 1 人；保險系系友會提供獎學
金 6 人及證照獎學金 5 人，總計 13 位在校生
受獎。獲獎的保險碩二蔡雅婷說，「感謝學長
捐助獎學金及對系上的支持，將來有能力也會
將這樣的優良傳統延續下去。」（文／蔡晉宇）

產經系

　產經系舉辦校友座談會，約 15 位系友返校
齊聚。產經系系主任李順發表示，「很開心有
機會和系友們相聚，當面表達我對他們支持系
上的感謝。」會中討論產經系校友會的運作方
向，並由校友施靖嘉提出於 5 月 14 日先行舉
辦籌備會，屆時將具體討論舉行聯誼活動事
宜，提議獲得全場支持。施靖嘉表示：「春之
饗宴除了敘舊，也增近彼此情誼，期待下次的
校友活動。」（文／蔡晉宇）
企管系

　企管系系友會舉行理監事會議，會中頒發熱
心服務獎學金給予 6 位同學，各獲得 3,000 元。
逾 30 位校友返校，上午特別以精心的特殊裝
扮參加趣味競賽，會後團聚交流、並進行經驗
分享，一同重溫學生時代的熱情與活力。企管
系系主任楊立人表示，「很開心系友們對學校
有很強的向心力，讓系上就像是個溫馨的大家
庭，也十分感謝學長姐不吝嗇的提攜後進。」
（文／秦宛萱）
英文系碩博班

　英文系舉辦 104 年度春之饗宴－英
文系碩博士班校友回娘家活動，近 20
位碩博士班校友共襄盛舉。過程中，
大家相見歡、敘舊氣氛相當和樂。英
文系系主任黃永裕以「聯絡感情、互
相提攜」八字解釋此活動宗旨。黃永
裕表示，藉此機會成立英文系碩博班
校友會以聯絡感情，並建立聯絡網，
彼此介紹工作機會，更能提拔學弟
妹。（文／王政文）

英語即席演講賽 即日起報名
　本學年度英語即席演講比賽自即日起開
放報名至 20 日止！比賽將於 26 日下午 6 時
30 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英語即席演講
比賽。（文／盧一彎）

數位教學工坊 推 EverCam
　遠距組於 22 日舉辦「EverCam 教育講習」
活動，邀請台灣數位學習科技公司蘇德宙總
經理講授「善用 EverCam 錄教學影片－教
學可以更輕鬆、有效！」（遠距組）

政經二奪菁英盃排球賽冠軍
　淡蘭排球社舉辦菁英盃排球錦標賽，於上
月 21 日起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火熱開打，
總共由師生組成 9 隊參賽，最終由政經二獲
得冠軍。（文／劉家伶）

週一蘭陽日 推國際服儀
　上月 28 日，蘭馨大使社舉辦「蘭陽伸展
台」，藉由伸展台和服裝秀的概念傳遞「蘭
陽日」的宗旨，讓同學們提早適應未來國際
化就業市場的特性。（本報訊）

北市校友會頒 5 生同心獎助學金
　上月 28 日，臺北市校友會在臺北校園頒
發「同心獎助學金」5 位在校生，鼓勵受獎
者加入校友會志工團服務。（文／林妍君）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新加坡共和理
工學院應用材料科學學系講師Chua Hui Keat以
及Che Ser Tong於上月28日帶領該系24名學生
拜訪本校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由化材系
系主任董崇民、助理教授黃招財等人接待。
　董崇民首先以輕鬆有獎徵答方式介紹本校院
系、社團、研究等內容，並由黃招財教授「物
理化學」課程，最後參訪實驗室與校園。Chua 
Hui Keat說：「透過此行了解臺灣應用材料科
學學系的發展與趨勢、優秀大學如何與政府機
構合作及學校教學模式等。讓本校在日後學習
上有相當大的裨益。」董崇民表示，該校每年
前往不同國家觀摩學習，希望此次的交流，能
提升該校生來本校就讀之意願。

新加坡26師生訪校學術觀摩

2016數學系系友盃球賽。（圖／數學系提供） 　近20位英文系碩博士班校友返校。（攝影／王政文）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為增進
系內交流，與提升各項德文實用能力，上月分
別舉行作文、知識王、演講及簡報4項比賽，
共51位同學報名參賽，將從得主中選出有意願
者代表出賽5月的全國萊茵盃競賽。
　作文比賽前3名由德文四王之辰、德文四陳
怡萱、德文四林紘萱獲得。王之辰表示，對於
得獎感到意外，將繼續努力多背優美佳句與單
字、閱讀文章加強作文能力。
　知識王比賽則由德文三陳政詠和德文四林子
騫奪冠，在以分組搶答方式進行。不僅考驗選
手對德國的了解，同時考驗選手搶答速度。陳
政詠表示，很幸運能奪冠，之後萊茵盃則會針

對題庫深入瞭解與準備。
　演講比賽由林紘萱、王之辰、德文四陳逸仙
獲得前3名，林紘萱表示，有機會將參加這類
比賽以加強訓練應變能力與反應，是個很好的
經驗。簡報比賽大一組由德文一潘思蓓得冠，
大二組則由德文二鄭祖慶得到第一名。
　潘思蓓運用大量圖片，搭配極少文字，獲得
評審肯定。她開心地表示，過程中感到緊張與
壓力，但現在滿心期待萊茵盃到來，並會努力
做好準備參賽。鄭祖慶表示，簡報題目是自己
喜愛的旅遊，較能得心應手，但面對評審提問
時，仍略微緊張，期望萊茵盃時，能與他校對
手好好切磋，為校爭光。

德文系辦4競賽 優選萊茵盃種子

　資管系於上月26日舉行「淡江資管、三十
而立」創系30週年活動盛大開展。自上午10
時起，舉辦職涯演講、趣味競賽、茶會及摸彩
等豐富活動，場地遍佈覺軒花園、宮燈教室、
商管教室及紹謨紀念體育館，約400位系友返
校參與。資管系系主任張昭憲表示，「本次創
系30週年透過球類運動及校園巡禮，讓系友們
重返大學時光、放鬆身心。資管系是一個大家
庭，很歡迎畢業系友回歸母校並回饋系上。」

　當日上午在宮燈教室開設資管系史展覽區，
展示歷屆系友老照片；隨後邀請到傑出系友高
點教育出版集團資訊處協理陳建彰在商管大樓
B713，以「職涯甘苦談」為題演講，分享資
管人的工作經驗。另結合扳手腕、男籃、女
籃、排球及羽球體育及趣味競賽，讓系友情感
增溫、回味當年友誼。活動最特別的項目在於
「團體獎金爭霸戰」，計算每個回娘家的團體
人數來頒發獎金，也設有摸彩環節，讓每位系
友都能滿載而歸。

　上月30日，資管系學會於晚間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系內歌唱比賽「星頌賽」，由27位系內同
學報名參加，約80位觀眾到場加油。獨唱組由
資管四潘柏均演唱「內疚」一曲獲得冠軍，團
體組冠軍則由資管四江文凱、王佳悠、謝易庭
的組曲表演取勝。資管系學會會長、資管三劉
品妤表示，「本次特邀王俊傑藝人、廖文強音
樂人擔任評審並現場獻唱，讓現場氣氛更加活
絡，非常感謝大家對活動的大力支持。」（文
／杜歡、圖／資管系提供）

資管慶30週年 400系友返校歡聚

逾800校友回娘家

聽見淡江的呼喚 各系所友齊聚話當年
法文系

　法文系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甫獲得
傑出系友獎的法國阿爾薩斯貝納－偉博精緻
金葡萄酒莊駐台文化大使顏明格及久保雅司
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惠玲逾 20 位系友返
校憶當年、倍感溫馨。活動由法文系系主任
鄭安群介紹系上概況，並頒發系友獎學金及
久保雅司獎學金。學士班及碩士班各 3 位同
學得獎學金各 1 萬元。鄭安群表示，感謝系
友對系上活動的支持，與母系間的互動更加
緊密。（文／秦宛萱）
德文系

　德文系校友回娘家活動，共 21 位校友返
校共襄盛舉。由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簡介系
上概況，再由系學會簡述系上活動後，校友
也藉此分享自己工作、準備出國念書或攻讀
研究所等相關經驗，現場氣氛融洽。鍾英彥
笑說，時光飛逝，許多人容貌改變，都快認
不出來，「短短兩個小時，根本不夠用」，
期待下次再相聚，也期望校友多返校與學弟
妹互動與演講分享。（文／秦宛萱）

教科系

　教科系舉辦「教科人，回娘家！」暨第
十一屆會員大會，共 25 人參與。會中由系
主任沈俊毅溫馨開場，並分別邀請系友、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聘任督學劉林榮談及如何將
行動載具學習以及利用雲端記錄學習歷程概
念；系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人力資源專員
劉哲宇分享他如何將教科所學的技能，實際
運用在工作場合中的經驗。歷屆系友於會中
相互關心，交流彼此職場經驗談，藉此機會
聯誼舊情，共度美好時光。（文／曹雅涵）
教政所

　教政所舉行春之饗宴所友回娘家活動，會
中邀請院長張鈿富、所長楊瑩等師生及校友
逾 30 人齊聚一堂，彼此相互寒暄，重溫求
學歡樂時光，並於會後舉行摸彩活動，場面
溫馨熱鬧。楊瑩表示，因為所友多是在職專
班學生，透過這次活動團聚，讓他們有機會
帶著家人認識淡江，也是一個讓在學生與畢
業所友交流的好機會。 （文／曹雅涵）

 

25日

　 【 記 者 陳 岱儀淡水校園報導】
上月28日， 資 傳 系 第 十 五 屆 畢 業 成 果 展
「介子流」宣傳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在蛋捲
廣場舉辦為期一週的「介子能量流動所」，邀
請師生參與闖關活動，展場共有11個關卡，成
功過關且集滿5個關卡即可參與抽獎。總召資
傳四林傳貴表示，前幾屆成果展的主題皆與
「實踐」、「行動」環環相扣，但本屆打破既
定規則，以能夠「傳遞」能量的介子做為發
想，盼能在混沌的大環境中傳遞出屬於自己的
能量！
　統計三高紹群說：「資傳將闖關遊戲設計的
十分有趣，我在『迷疊箱』遊戲中輸光了所有
籌碼，卻獲得了更多關於新聞傳播的知識，很
開心能抽到最大獎！」25日到29日，資傳畢展
「介子流」校內展將於黑天鵝展示廳開展，有
興趣的同學千萬別錯過囉！

資傳介子流         傳遞正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