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5月29日下午
三時，泰國農業大學(Kasetsart University)蒞校
參訪，並與本校簽署MOU姊妹校合約，成為
本校第207所姊妹校，亦為泰國姊妹校中的第4
所。
　雙方由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泰國農
業大學副校長Korchoke Chantawarangul代表進
行簽約，並在泰國農業大學出席代表Assistance 
Prof. Dr. Suphattrachai Chomphan, Dean of 
Engineering at Sriracha、Dr. Umarin Sangpanich, 
Vice Dean of Reasearch and Relation、Assistance 
Prof. Dr. Nattavika Chansri, Vice Dean of 
Academic，與本校秘書長何啟東、工學院院長
許輝煌、商學院院長邱建良、研發長王伯昌等
人共同見證下完成，之後雙方互贈禮物，表達
兩校友好交流，後播放雙方各校製作的學校介
紹影片，以助雙方更為互相了解其校園特色與
文化。
　簽約典禮中除了進行姊妹校簽約之外，更增
簽交換生協議，由原本於106年1月12日由本校
工學院與泰國農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所簽訂院
級的學術交流協議，增簽至全校性的交換生協
議，每學年提供三名交換生名額提供全校學生
申請，以加強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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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製作人鍾成虎

不管社團還是自發性的活動，都
是將知識從紙上談兵加以實踐的最
好機會。而且社團是一種生命的體
驗，學習如何跟人相處、如何讓腦
海中的抽象概念真的發生。不要忘
記，每一次改變世界，都是幾個人
開始的。

第34屆五虎崗文學獎成績揭曉 劉兆恩獲小說推薦散文首獎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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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張炳煌於5月27日上午10時至安徽省合肥
市漫樂城購物中心出席「創字書法，新響合
肥」書法藝術體驗會的邀請，為了發揚中國傳
統書法文化，提升書法的吸引力，並推廣入教

育中，於是在六一兒童前發表了淡江大學與
Studio A共同研發的「e筆app」。
　邀請到了兩岸書法名家，除了邀請張炳煌主
任之外，還有中國書法協會主席、文物出版社
名譽社長蘇士澍兩位名家對書法教育文化進行
分享，並利用傳統書法工具文房四寶及科技
工具揮毫題字，主辦方還邀請了中國書法家協
會理事、安徽省文聯主席、巡視員吳雪，中國
書法家協會理事、安徽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李士
傑，安徽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董昭禮，中央電
視臺書畫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樓建軍等十多
位書法家出席現場，當天更邀請了30名Studio 
A會員到場共同體驗見證了傳統書法藝術與創
新科技的結合，與現場的孩子和家長們一起歡

度中國六一兒童節，體驗智慧科技的魅力。
　張炳煌表示：「數位e筆之前在windows是
不支援蘋果系統的，Studio A一直都是蘋果的
代理商，而經過我們共同的研發之下，在今年
五月份時就已經可以使用，而在5月27日當天
就是首次對全球發布，預計在六月中就可以上
架，只要下載e筆app就能夠進行體驗，希望透
過教育讓更多小朋友能接觸e筆app，讓學習書
法成為更容易的事情。」張炳煌也提到，會在
安徽舉行這樣的書法藝術體驗會，就是因為安
徽合肥是中國的科技重鎮，更有中國科技大學
坐落在此，挑選在這裡進行發表，是再適合不
過，不斷在傳統跟科技上結合，此項發明將會
更受到重視，也增加了學習書法的途徑。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研究發展處
於5月24日公布「淡江大學107學年度獎助大陸
學位生專題研究計畫」核定通過名單，此次有
中文二沈彥希、物理二王姬、資工三樂倍寧、
會計三陳曉玲、資管三吳哲耘共五位陸生獲得
獎助經費每月6,000元，，8個月共計4萬8,000
元，研究期間自8月1日至108年3月31日止，計
8個月，通過名單者須在計畫執行期滿後一個
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詳情可洽研發處研
究推動組承辦人員陳芝仙，校內分機2120。

日本茶道、和食美學 示範多元文化

村上春樹國際研討會 10國學者發表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於5月26、27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2018年第七回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開幕致詞由外國語文學院院長陳小雀給予會

締約第207校 泰國農業大學

「創字書法，新響合肥」書法藝術體驗

　【本報訊】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於5月26
日上午辭世，消息傳來，各界人士紛紛表達
哀悼之意，尤其本校教職員生深受創辦人高
膽遠矚的教育理念薰陶，更感哀慟與不捨，
陸續在個人臉書或投書報紙，為文回憶與創
辦人相處的點滴。根據秘書處發布治喪通
告，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告別式已擇定於6月21
日（週四）下午在台北市舉行。
張建邦的溝通典範
　華航董事長何煖軒5月30日以「張建邦的溝
通典範」一文，投書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文
中描述民國70年張創辦人擔任台北市議會議
長，他隨之進入議會擔任總務主任，見識創
辦人調和各方、確保議事正常運作的本事，
以及後來擔任交通部長，推動北二高、高
鐵、國道五號等工程，何煖軒文中稱張建邦
先生可謂「台灣近代重大交通建設的重要推
手」。
　曾在本校中文系任職10年，現為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的林保淳在個人臉書，

以「損失了一位哲人」開場發文，他回憶曾與
創辦人有過兩次面談，一次是為爭取成立武俠
文化及文學的研究室，二是轉往師大發展前，
都獲得創辦人的鼓勵與叮嚀，林保淳說：「我
沒認識幾個學校的高層人物，更別說與他們有
若何交情，嚴格說來，我只認得張創辦人，也
一直認為，張創辦人是我所知的大學校長中，
最有遠見，最有格局，最有熱誠的一位。」
　本校產經系退休教授蔡進丁也撰文表達對創
辦人的懷念，他以「張建邦先生對台灣民主
政治及交通建設的貢獻」為題，細數他與創辦
人在淡江大學、台北市議會共事期間，受到創
辦人照顧的點點滴滴。他感嘆地說：「回顧過
去我的人生，除學術外，曾有六年意外地在政
治與企業界工作，這三個工作都與張創辦人有
關，尤其是後面的兩個工作。記得我要離開議
會，向他辭別時，他特別提醒我：淡大要辦理
留職停薪。我時常想：如果沒有他的提示與幫
助，我是不敢向學校提出這種請求的，那麼現
在我可能會很慘！」

張創辦人告別式
21日14:30臺北市一殯舉行

　本校總務長羅孝賢透露，當年接手台北市
交通局長前，創辦人以他擔任過臺北市議會
議長，叮嚀他：「交通局長不好幹，要加
油，如果幹不下去了，就回淡江。」他在臉
書寫道：「卅一年前因緣際會來到淡江運管
系任教，淡江給了我最大的發揮空間，在這
兒獲得公費進修資格；取得博士學位，同意
我借調服務公職，讓我學習成長，感念創辦
人的高瞻遠矚和對下屬的疼惜栽培。」
　張創辦人對本報長期支持，每年寒暑訓記
者研習會上皆親自到場勉勵，曾任本報記者
的公行系校友江啟義在臉書發文說：很多人
沒有機會在求學四年看到校長或創辦人，很
慶幸我在求學階段，有機會與這些老師們對
談，創辦人辭世了，我不會忘記的是您在我
們眼中那慈祥的笑容與諄諄教誨。

　第34屆五虎崗文學獎於5月25日在B302A舉行決審會議，今年收到200件投稿作品，會中選出四組共18位得
獎者，其中，拿下兩組獎項的有中博五劉兆恩囊括散文組首獎及小說組推薦獎，陸生中文一沃佳則獲得極短
篇、小說組佳作。
　劉兆恩大學、碩士、博士都就讀本校淡江中文系，從大學時期起就屢次在五虎崗文學獎中大放異彩，第
31、32屆都是散文組首獎，去年則是拿走小說組首獎，今年投稿散文組，以作品「繭」奪冠。劉兆恩以自己
的角度觀察，敘寫自己和祖母相處的片段，評審楊隸亞讚其運用繭的意象，緊扣生命主題意象，以及純真情
感營造成功；方梓則稱讚對話以方言表示，使影像和人物皆更鮮明。(文/鄭少玲 、 攝影／麥麗雯)

2018臺灣好精彩第六屆
圖文攝影比賽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部和外
交部聯合舉辦的活動「2018臺灣好精彩」第六
屆圖文攝影大賽，活動對象為臺灣獎學金及
華語文獎學金之在領受獎學生，本校臺灣亞
太碩一伊大山來自印度尼西亞獲第二名，獎金
15000臺幣及獎狀乙張；外交與國際二韓莉怡
來自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獲佳作獎，獎金1,000
臺幣及獎狀乙紙。
　伊大山說：「參賽是為了考驗自己的攝影水
平，而且從他人的作品中了解到臺灣更多的美
景，也讓我更加喜愛臺灣。我喜歡攝影，因為
我想讓大家知道再普通的風景也會有特別的一
面。」他拍攝了四張照片，分別是101大樓、
國家公園和寺廟，攝影的契機是因為他覺得臺
灣是一個古典和現代共存的地方，絢爛的燈光
和高聳的大樓是他的現代化，而古老的寺廟和
神秘的公園則讓臺灣更加富有浪漫氣息。今年
是他來臺的第五年，他說：「因為優質的教育
體系和全球頂尖的醫療系統來到臺灣，如今卻
深深被臺灣的人情所吸引，友善而可愛的臺灣
人讓他在異鄉體會到溫暖。」
　韓莉怡拍攝了四張照片，分別為基隆夜市廟
口、天元宮櫻花、花蓮溯溪和日落。她說：
「攝影是我的興趣所在，生活中遇到美的瞬間
就喜歡將它們用相機儲存，參加比賽也是想和
大家分享生活。基隆夜市讓我體驗到臺灣小
吃，參加本校系所舉辦的花蓮溯溪活動讓我更
增進與同學們間的友誼，以及天元宮賞櫻則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櫻花，美不勝收。」
作為一位來臺念大學將近3年的外國人，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臺灣文化和風土人情。作品呈
現FB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FabulousTaiwan/

議祝福並歡迎學者蒞臨，並
邀請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部長松原一樹、輔
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暨臺灣
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賴振南
等貴賓致詞。本次除了有來
自日本、中國大陸、韓國、
馬來西亞等十個國家的研究
者發表近50篇村上春樹研究
成果，更邀請到北海道大學
教授中村三春、大阪大學教
授金水敏、上智大學教授

Matthew Strecher三位重量級
大師與會演講。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表示，作為世
界唯一的「村上春樹研究中心」，維持規模並

連續7年在臺灣和日本兩地輪流舉辦村上春樹
國際學術研討會，幾乎把全世界研究村上春樹
的重量級學者都請來了，她說：「我們持續在
寫歷史。」
　本次研討主題為「村上春樹文學中的共
鳴」，以邀請演講、論文壁報發表、論文口頭
發表、村上春樹亞洲首映丹麥拍攝電影、圓桌
論壇五種方式進行。閉幕式中北海道大學教授
中村三春及大阪大學教授金水敏稱讚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如此氣派和主辦單位籌辦的用心，表
示還會繼續支持由曾秋桂主任領軍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的活動。日文碩一童曼禎說：「生平第
一次勇於參加村上春樹的壁報發表，見識那麼
多喜歡的學者而被激發出研究的動力因此感到
非常高興。預計將以村上春樹為題目，撰寫碩
士論文。」

5 月 26、27 日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8 年第七回
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 圖 /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提供 )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應屆畢業
外籍生榮獲教育部和外交部之「106學年度臺
灣獎學金及華語文獎學金畢（結）業生傑出表
現獎」，來自聖盧西亞的國企四葉季娜已於日
前接受外交部的公開表揚。 
　葉季娜因在校成績優異表現，學期成績維持
百分之九十以上，及維持班排前三名的傑出表
現，獲得學藝類獎項的肯定。她分享道，非常
感謝外交部對自已的肯定，這不僅有助於緩解
自身的經濟負擔，在學業上也受益良多，同時
也表示，自身內心堅持不懈的精神來自家人和
親密朋友的支持，回顧自己在臺灣的旅程，對
於想在這裡留學的人來說，是非常值得的。

葉季娜獲台灣獎學金及
華語文獎學金畢業生獎

5陸生獲專題研究計畫獎助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招生組於
5月受邀至各個高中參加高中職升學博覽會，
現場除了準備本校科系簡介文宣、進學班招生
文宣之外，也解答了高中生對大學的疑惑。
　招生組組員楊立偉表示，這次的招生活動分
為兩種，一種是受邀至高校端的升學博覽會，
加上進修學士班的招生，因此，也到臺北市松
山工農、松山家商、大安高工進行宣傳，其中
針對松山家商，又以大傳系、商管學系詢問度
最高，此外，他表示，雲林的虎尾高中令他印
象深刻，對本校運管系詢問度非常高，另一種
則是針對夜間部同學，邀請講師舉辦進修學士

班的專題演講。
　招生組揭維恆教官表示，本校近期已到
臺北市復興高中、士林高工、桃園壽山高
中、臺中市東山高中等多所學校進行招
生，其中，臺北市復興高中為大宗，又以
工學院、商管學院、外語學院詢問度較
高，他說，高校端的教職人員多對本校持
正面肯定，願意鼓勵同學就讀本校，除此
之外，針對新竹以北的學校，本校教授常
在學測前、指考前受邀至各高中進行模擬
面試及演講。

招生組受邀至各高中進行招生

泰國農業大學 (Kasetsart University) 蒞校參訪，
並與本校簽署 MOU 姊妹校合約，成為本校第
207 所姊妹校 ( 攝影 / 吳冠樑 )

追思與懷念

　【本報訊】淡江大學，對張建邦創辦人

而言，就如同自己的孩子，68年來，他殫

精竭慮、盡心盡力，陪著淡江從英專、文

理學院、正名大學，一步步地成長、茁

壯。淡江在「樸、實、剛、毅」的校訓引

領，「國際化」、「資訊化」、「未來

化」理念的薰陶，以及「德、智、體、

群、美」五育並重的教育環境下，逐漸涵

蘊出獨特自由卻務實的校風。淡江是一所

「無圍牆的校園」，一個充滿「自由開放

學風」的大學，蟬聯逾20年的「企業最愛

私校第一」則是亮眼的成績單之一。當初

創辦人以學生為本的治校襟懷：在學生面

前可以是傳授課業的教授，也可以是秉燭

談心的朋友；儘管在校務艱困的情況下，

仍然重視學生的需求，完成多樣重大建

設，讓學生能在更好的環境中學習。而學

生們也不負所望，畢業後在社會中發光發

熱，更全心回饋母校，去年落成的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就是最好的證明。

　校友們對創辦人的種種銘記在心，僅列

舉如，英文系校友，駐菲律賓代表林松煥

感謝創辦人當時開放提供師專生插大，讓

他有機會進入淡江學習，才能有今天的

成就。電算系（現資工系）暨管科所校

友，敦陽科技營運長李大經記得新生訓練

時，當時校長張創辦人對他們說：「淡江

不是職業介紹所，是讓學生改變氣質的地

方。」自己畢業後從沒為找工作而擔心，

因為在淡江的所學已經足夠日後進入職場

的需要。

　教育之外，創辦人在政治實踐展現知識

分子的入世，擔任臺北市議會副議長及議

長期間，建立民主議會制度的基石；交通

部長任內更是推動許多重要交通建設，對

後來臺灣交通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謹藉

此版面向張建邦創辦人表達追思與敬意。

永懷創辦人 我愛淡江

來自聖盧西亞的國企四葉季娜已於日前接受外
交部的公開表揚 ( 攝影 / 趙世勳 )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
了可以讓同學更加了解日本茶道文
化，日文系與日本文化研究社邀請
到有深耕茶道教育多年的陳姵瑾老
師，於6月1日下午2點在E404舉辦
「日本茶道美學與和食用餐禮儀」
講座，以茶禪一味的哲學角度介紹
和食用餐禮儀，並以實際示範帶領
同學體驗日本茶道的精緻美學，吸
引近30位同學出席聆聽。
　陳姵瑾用大量圖片詳細地介紹日
文茶文化在中國的起源，以及茶文

化傳揚到日本後，茶道在風格上出現的變化
與發展。之後她向同學講解何謂荼道「四規七
則」，讓同學可以對茶道文化的修養可以有所
了解。最後，老師為了使同學可以更具體地了
解到日本的茶道文化與用餐禮儀，她以親身示
範的方式向同學們講解日本用餐的禮節與禁
忌，以及日本茶道點前的流程，讓同學可以站
在跟以往不同的文化角度去看日本茶道文化。
資管二黃湘嵋表示：「這一次的講座很不錯，
內容也很豐富！借由老師的分享與示範，讓我
可以近距離地接觸到日本茶道文化，也讓我對
茶道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到受益良多。」

於 6 月 1 日下午 2 點在 E404 舉辦「日本茶道美學與和食用
餐禮儀」講座 ( 攝影 / 吳冠樑 )

於 5 月 27 日上午 10 時至安徽省合肥市漫樂城
購物中心出席「創字書法，新響合肥」書法藝
術體驗會 ( 圖 / 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

臺北市復興高中與校長和家長會長合影 ( 圖 / 招生組揭維恆提供 )

夏日交流 大陸姊妹校招手

創玩世代2023 創業沙龍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近日發布多則與大陸姊妹校夏日交流
的活動資訊。
　包括北京理工大學暑期電子設計實踐營，
活動時間7月3日至16日，報名日期至6月5日截
止，報名名額限1師4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
「荊楚文化之旅」，主題為長江三峽文化旅遊
資源開發與利用，活動時間自7月8日至15日，
報名日期6月6日截止；吉林大學「北國風情暑
期研習營」，包含四個不同類別營隊，活動日
期分營各不同，報名截止至6月6日。詳細資訊
請詳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官網。http://www.
oieie.tku.edu.tw/zh_tw/news/AllStudents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將於6月份在R103舉辦「創新世
代2023」創業沙龍活動。6月8日由《凡格數位
設計》設計總監鄭文義談平面設計的創業之路
與心得，6月15日《秋刀魚》創辦人暨雜誌主
編陳頤華來跟大家分享創業苦撐三年的過程，
以及去年勇奪金鼎獎的喜悅，6月21日《鑄雲
鋪》創辦人莊坤衛將和大家聊網站架設和電商
平臺設計製作的甘苦。名額有限，報完即止，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淡江育成臉書專頁查詢。

( 本報資料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