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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美華作品獲「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說
大賽」大獎

　中文系校友廖美華，以作品「小鎮」入
選「第二屆兩岸三地短小說大賽」決賽，
並於9篇大賽的得獎作品中脫穎而出，與
深圳作家陳再見共同摘下大獎，分享人民
幣6萬元的大獎獎金。評審委員對兩篇勢
均力敵、風格殊異的大獎作品頗多好評。
　廖學姊於得獎感言中表示，能夠得到這
個獎，真的非常開心，並要將它奉獻給她
一生敬重的文學，特別是小說。主辦單位
表示，文學不該存在邊界，寫作應當互相
交流，這個活動未來會致力成為中、港、
臺三方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最重要平臺。
（資料來源／校服暨資發處提供）

校友動態

◎主題：著作權，試試看你能否答對：

（____）大賣場、百貨公司為了提供良好
消費環境，播放流行音樂CD，請問是否
要取得授權？
（A）不需要，因為買的是正版CD，所以
可以公開播放。
（B）需要喔！在公共場所播放CD音
樂，會涉及「公開演出」，必須分別得到
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
權才可以。

答案：（B）

   智慧財產權Q & A

　追求小確幸是當前臺灣社會的風氣，年
輕人幾乎很難想像在這塊土地上，曾走過
無數不求名利、但求公理的勇者，他們為
了堅持理想，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87歲的陳明忠就是這樣一個典範。

　陳是高雄地主之子，他的同學喜歡和他
交換便當，因為一般小孩吃膩了番薯，唯
獨陳有米飯吃。佃農對乳臭未乾的小地主
畢恭畢敬，陳不但不喜，還警覺到地主的
欺壓，以及佃農的無奈。

　上高雄中學之前，陳以為自己是日本
人。到了雄中，他才體驗到：「你可以和
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臺灣人動
輒被罵為「清國奴」，原來他們和日本人
是高低有別的。

　此時陳開始意識到，「在學校我受日本
人欺侮，當一個臺灣人一點尊嚴都沒有，
動不動被打，政治上給人欺負，這是民族
壓迫。但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經濟上我
欺負別人，這是階級壓迫。我知道被欺負
的痛苦，討厭給人欺負，所以也開始覺悟
到自己也不應該欺負人，甚至，世界上根
本不應該有壓迫存在。」陳明忠的社會主
義意識，從此產生而且不可動搖。

　陳明忠因「228」與白色恐怖，兩度被
國民黨關了21年，他太太被關10年，他大
舅子被槍斃。但在2005年的228紀念日，陳
受邀去國民黨演講時，他不但沒有仇恨之
心，還苦口婆心勸國民黨應與中共和解，
別讓人民繼續受苦。他的層次與那些因為
痛恨國民黨而反中、仇中者相比，真有天
壤之別。

　陳在日據時代反日，在國民黨時代被
囚，臺獨興起後又成社會非主流。他的一
生看似多舛，但他從未退縮。在《無悔》
這本回憶錄中，最令人動容的一句話是：
「我只是生錯時代，我並沒有做錯事。」
所以即便九死一生，他也無悔。他又說，
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理想的實現，但他並不
氣餒，因為世界正朝著他的理想邁進。

　人，原來可以不只活在當下。人的生
命，原來可以不被肉體侷限。

書名：《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出版社：人間
ISBN：978-986-6777-74-5
作者：李娜整理編輯
（攝影／林俊廷）

■ 編者按：
　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
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
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
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
和學生之間溝通。

　本校喜慶66週年校慶，期許如同六六大順，辦學能登高望遠，更上層樓。今年校慶以「淡江66˙燦爛99」為題，自三月初以春之饗宴－校運動代表隊攜手
回娘家開啟了校慶系列活動，全校亦總動員籌辦各項學術及展演活動。創校至今，深耕廣耘已逾一甲子，淡江早已桃李芬芳滿天下。本報特別邀請在校學生
和校友一同發聲，與淡江人共慶喜悅的時刻！

■　文／林妍君、廖吟萱、陳品婕、朱世凱  採訪整理報導
　攝影／蔡晉宇、廖吟萱；圖／本報資料照片

BookReview

因為有愛  所以無悔

導讀　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彎腰駝背(v.) hunch the back
2.瀰漫著 be permeated with
3.香氣 fragrance
4.百合 lily
5.玫瑰 rose

6.杜鵑花 azalea
7.推土機 bulldozer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8.接駁車 shuttle bus
9.手鍊 bracelet
10.鍍金的 gold plated

11.耳環 earring(s)
12.純金 genuine gold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吃飯時，不要彎腰駝背，也不要把脖子伸得長長的
湊到碗裡。

Do not ____ your back and ____ your neck ____ 

your ____ to eat your food.

2.空氣中充滿了百合花的香氣。
The air is ____ with the ____ of ____.

3.路邊有一輛推土機。
There is a ____ on the roadside.

4.有接駁公車嗎？
Is there a ____ bus?

5.這個手鍊是鍍18K金。

This ____ is 18K gold ____ .

6.這幅耳環是純金的。

____ earrings are ____ gold.

三、答案
1.hunch、stretch、towards、bowl
2.permeated、fragrance、lilies
3.bulldozer
4.shuttle
5.bracelet、plated
6.These、genu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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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三陳品穎：成為淡江一
分子後，感受到學習資源非
常豐富，尤其是文創學程集
合5項領域，可以擇其所好，
並且能跟社會、企業接軌，
謝謝學校栽培。

中文三李冠緯：謝謝學校對
社團活動的支持，讓我能在
社團中，學到許多課堂上學
不到的寶貴知識，並能從籌
辦活動中得到許多經驗。祝
福學校66週年生日快樂！

歷史四簡子涵：我在淡江63
歲時踏進校園，如今淡江邁
入66週年，我們依然與莘莘
學子們一起持續在這片美好
的園地裡耕耘學業。相信淡
江因我們而驕傲，祝人才輩
出、校運昌隆、再創光輝。

國企三馬詩媛：謝謝淡江給
我這麼棒、又漂亮的環境學
習，在優美的校園、優良的
師資薰陶下，希望有更多人
看見淡江的美麗，進而一起
成為傑出的人才。祝淡江大
學66歲生日快樂。

財金三蔡翰林：感謝淡江有豐
富資源，活潑開放的校園風
氣，讓我能盡情學習，希望在
學校的提供與幫助下，能繼續
精進，成為優秀的校友。祝福
淡江人才濟濟。

企管二黃奎堯：非常開心能
參與今年66校慶，也很慶幸
當初自己選擇淡江就讀，在
如此豐沛資源下學習，期待
能充實、鍛鍊自我。祝淡江
蒸蒸日上，辦學順利。

日文三張仲儀：在淡江遇到很
好的日文老師，在學習路上不
孤單，專業的授課內容對我助
益良多，也感謝學校有很多
資源可以使用，希望66週年校
慶，各項活動圓滿、順利。

西語三陳欣妤：今年已是大
三的我，從沒有一刻後悔在
淡江度過大學生活。無論是
學校提供的豐富資源或是校
園的美景。謝謝淡江把我變
成一個更好的人！

戰略碩一高資淳：學校每年都
會整修各樓館，讓我們有更優
質的學習環境，也經常舉辦講
座，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分享經
驗，謝謝學校用心，66校慶、
愈來愈棒！

大陸所碩一陳安家：每年看
著淡江一步步改變和進步，
校 園 在 寒 暑 假 都 會 逐 一 更
新，除了完善硬體設備，軟
實 力 更 賦 予 學 生 進 步 的 力
量。感謝淡江持續灌溉，孕
育出卓越人才。

教科碩三黃書婕：來到這裡學
習教學及設計課程。擔任助教
後，了解到淡江培育著一群充
滿創造力與富有理想的學生。
敬祝這所孕育美麗生命與希望
的大學66週年快樂！

教科碩三戴大詠：在淡江能
感受到校園的活力，更讓我
有自信與人分享豐碩的學習
經驗，非常感謝淡江大學帶
給我難忘的碩究生涯。敬祝
這所匯聚人文風情及年輕活
力的大學，66週年快樂！

觀光四邱暐涵：謝謝淡江給予我出國留學的機
會，幫助我拓展眼界、增廣見聞，提升工作實
作經驗。但希望校內實習條件說明能夠愈來愈
完善，期許學校培育更多菁英人才，也祝福淡
江66生日快樂！

政經四楊侑思：謝謝學校提供多元資源、乾淨
環境，以及良好師資，讓我在學習過程更順
暢。我愛淡江！祝學校66週年校慶快樂。

數學三蔡佳綺：

　在淡江讀書是件很幸運的
事！系上舉辦各種講座、廣
邀各界分享實務經驗，讓我
們能汲取知能、充實自我。
66校慶祝生日快樂！

數學三高詩潁：感謝學校提供
各項學習資源，無論是在生活
或專業領域，且系上提供獎學
金和精良的師資傳授知識，讓
我們能收穫滿載。祝福淡江長
長久久、祝我選課順利。

水環四李冠毅：

　很開心能見證到66週年，
學 習 到 很 多 能 力 與 專 業 知
識，且學校每一分付出與教
導，都是我進步的原動力，
祝福我的學校生日快樂！

資工碩一黃彥儒：淡江66，
生日快樂！期許學校持續朝
著國際化邁進，盼未來成為
國際知名一流學府。相信畢
業後的我，依然會驕傲地大
聲說：「我來自淡江！」

航太三范馨予：就讀淡江轉眼
已邁入第三年，校園總是保有
著濃厚、溫暖的學術氣息，系
上也積極幫我們爭取產學合作
機會及未來就業管道。淡江66
歲了，祝您生日快樂！

國企二賽門：
　希望學校的國際化能越來
越好，吸引更多像我一樣來
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來淡江大
學就讀，也祝福學校發展更
加進步，66週年校慶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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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淡江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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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校用心 是我進步原動力

　「擦板得分！」想起當
時在球場上叱吒風雲的
模樣，段相蜀口述起來
彷彿如昨日般深刻、精
彩，曾擔任系上籃球隊
隊員，更能體會團結的重 要
性。他笑說：「學校的培育，對我未來發
展有莫大幫助，光靠一人力量是不夠的，
唯有團隊合作，才能帶來最大效益。」段
相蜀認為，母校與校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
成，「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榮耀母校，成
為母校驕傲，期待母校能夠日益茁壯。」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

■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理事長／陳定川
　「當我得知考上母校國
貿系時，內心充滿感恩
和希望。」陳定川感性
地分享，當年還流下感
動眼淚，全因這一生能
有機會再重拾課本、完成大 學
教育。對國際情勢課程有難忘印象的他笑
說：「分析國際情勢現狀和發展趨勢的課
程，對我後來經營永光集團、佈局全球，
有深遠影響。」此外，有感於自幼困於家
境，陳定川資助清寒獎助學金。他表示：
「願母校持續培育人才，成為國家社會進
步的力量；願母校日益興盛，在國際舞臺
脫穎而出，成為臺灣的榮耀。」

■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畢業已四十餘年，林
健祥談起他的恩師郝俠
遂，心中仍有一份感動
湧上心頭，「郝老師雖
然對同學嚴厲，但其實
非常關心我們。」只可惜對 郝
俠遂的感恩之心，林健祥只能永遠放在心
中。林健祥分享：「我後來的工作成就其
實來自於社團經驗。」曾擔任淡海同舟活
動長，他說這有助於職涯發展，「因此我
非常感謝母校的栽培及付出，期待母校能
越來越進步。」

■
■

　回想起這段大學歲月
中，陳慶男說：「除了
專業知識和外語能力，
獲得最大的收穫是養出
解決問題的能力。」母
校學風以自由、反應靈活 著
稱，給予學生相當大的發揮空間，同時也
培養出應變的能力，他笑說：「『不服
輸、努力克服』的淡江精神，對我在事業
經營上有莫大幫助。」足見母校在陳慶男
心中保有極重要位置，「有學校的栽培
才有今日的我，我將盡能力所及回饋母
校。」亦盼大家不要忘記學校的付出。

菁英校友會會長

■

　畢業於土木系已逾四十
載，今年5月莊文甫以
傑出校友身分，應系上
邀請來校演講，謙虛的
他笑著說：「我感到非
常榮幸。」而系上展示當年 畢
業作品的測量工程圖，更是勾起莊文甫求
學時的諸多回憶，「看看這些，全是手工
的呢！」除此之外，因感念母校學業獎學
金的栽培，莊文甫因此投入諸多精神在經
營校友會，他表示：「母校若要更強大，
需要全體校友共同努力、全力以赴。」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

■

　「越艱苦的時光，日後
回想起來越甜蜜。」這
是羅森對於大學歲月留
下的註解，家境困難的
他，為了分擔家計選擇
在飯店半工半讀，也曾為 了
籌措學費絕望過，「好險當初戚長誠老師
願意作我的擔保人，才讓我得以順利完成
學業。」學校分期付款政策和老師伸出援
手，皆讓羅森點滴在心頭，也讓他立下未
來若有能力一定要回饋母校的念頭，「舉
凡我能力所及，我將會全力以赴，願我的
母校能越來越進步。」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

　「在母校的求學生涯，
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
段。」從語氣中，不難
看出侯登見懷念在校時
光，當年靠著半工半讀
完成學業，憑著勤讀精神， 經
常拿到學業獎學金，亦以第一名畢業於英
文系，這份榮譽一直銘感於心中，「當時
學校頒發派克75型鋼筆一對，我至今仍捨
不得用。」適逢66週年校慶，侯登見說：
「感謝母校用心辦學。預祝校慶活動圓滿
成功！願母校大展宏圖，再譜華章。」

■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副理事長

　「我是一個從鄉下來到
臺北念書的孩子。」想
起在校園裡和同學一起
走過的歲月年華，陳兆
伸的嘴角不禁勾起一抹
微笑，他表示：「母校今 日
依然擁有著優良的師資、完善的設備與豐
富多元的學習環境，因此社會給予極高評
價，無疑是肯定母校辦學之用心。」而校
友在各行各業之表現，更把校譽聲名遠
播。茲值歡慶母校66週年之際，陳兆伸誠
摯地獻上祝福：「我祈願母校，蓄積歷史
之厚蘊，大展輝宏之藍圖！」

■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副總會長

■

　「那時讀書真的讀得
很 辛 苦 ， 但 卻 非 常 充
實。」孫瑞隆憶起每天
滿堂、實習、跑實驗
室的日子，至今難以忘
懷。同學之間也因為長時 間
相處，培養出深厚的友誼，臉上洋溢著驕
傲，他笑說：「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同學
會，大家總能排除萬難相聚在一塊兒。」
適逢本校66週年校慶，孫瑞隆表示：「祝
福母校立足世界，成為日不落淡江。」

校友感恩培才之情
／林健祥

／陳慶男

／段相蜀

／陳兆伸
／侯登見

／羅森

／莊文甫

／孫瑞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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