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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劉江板橋報導】4月29日上午9時，本
校科學教育中心配合科技部「臺灣科普環島列
車」活動，在臺鐵板橋站舉行科普教育活動。
除了設計以「金」為主的化學實驗讓現場體
驗，還與「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合作，以布
袋戲偶示範實驗操作，讓大家在感受傳統藝術
魅力之餘，同時學習相關科學知識。
　本次活動適逢紀念俄羅斯化學家門得列夫提
出元素週期表150週年，因此「科普列車」在
停靠的每個縣市都選定了一至二種化學元素作
為代表。曾經有過百餘年「黃金盛世」的新北
市，理所當然地選定「金」元素。
　本校科教團隊與陳錫煌掌中劇團，以經典名
著「西遊記」當中的金角大王與銀角大王為原
型，設計了一場跨領域的化學科普實驗表演。
由臺灣國寶級大師陳錫煌親自上陣，操作布袋
戲偶完成化學實驗。現場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不時拿起手機，捕捉戲偶端起容器倒入化學藥
品的精彩畫面。科教團隊同時也將板橋站東出
口廣場改造為化學實驗室，帶領同學與民眾操
作化學實驗，將各式藥品加入指定溶液當中，
除了觀察顏色變化，也能看到緩緩長出如珊瑚
般的「海底花園」。

「科普列車」板橋起跑

　

校友會相挺讚
大陸校友會 關照異鄉客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校友聯誼
總會於2006年6月24日成立，緣起於今土木系
校友高新平倡導提議於上海正式成立母校大陸
區校友聯誼會，並獲得程家昌、何惠東、莊文
甫等校友熱烈回應，積極連絡在上海地區及江
浙一帶的校友而成立，張家宜校長（時任副校
長），蔡信夫院長（管理學院院長）與陳敏男
主任（校友連絡處）蒞臨指導而正式成立。
　第一屆總會長（2008-2012年）由高新平擔
任，2013年總會長則由今土木系校友莊文甫擔
負重責至今。大陸校友總會為世界校友會聯合
會的分支，總會下的組織有2006年成立的華東
校友會（原上海校友會），此乃大陸區的第
一個母校校友會正式起動，爾後則逐漸增加如
2009年的華南校友會、2011年的海峽校友會、
2015年的華北校友會、2016年的澳門校友會，
與最新於2017年成立的華中校友會。
　大陸校友會的身影也在各大活動出現，如
2012年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和每年一次的校
慶、春之饗宴。而在2016年舉行的世界校友雙
年會由華南區校友會主辦，華東、華北、澳門
協辦，於大陸東莞舉行，參與人數逾五百人，
是歷年來參與人數最多的世界校友雙年會，充
分展現淡江人的精誠團結及熱愛母校的精神。
　莊文甫為第25屆金鷹校友，在創業並管理旗
下14間公司的情況下，擔任大陸校友總會會長
並不輕鬆，仍全心全意地投入大陸校友會運作
協助學弟妹職涯發展，致力於校友間聯誼交
流，共同以母校茁壯發展為目標而凝聚向心
力，盼大陸校友會能扮演最溫暖的後盾，讓校
友們都能無後顧之憂在異鄉打拼。他期許給更
多在大陸經商或就學的淡江人能有個溫暖的
家，希望繼2017年7月成立華中校友會後，在
今年成立西南校友會，為重慶、成都附近的校
友服務，讓他們能受到更充分的照顧。

　

人物短波
高憲章獲《科學少年》專訪

分享推廣化學趣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一臺化學車凸
歸臺灣」，本校科學教育中心執行長高憲章日
前獲《科學少年》雜誌專訪，分享推廣化學教
育的歷程。「一開始只是希望讓更多學生認識
化學，沒想到一跑就是八年，且滿受歡迎。」
　至今超過400場的化學推廣活動，高憲章每
次都會講述化學相關故事，別看這些故事大同
小異，國中小學生們的回饋可是天馬行空。
「你跟居里夫人誰比較高？」、「居里夫人
是不是生病了？她的照片看起來臉色不好。」
這些看似無厘頭的問題，除了帶給高憲章新鮮
感，也讓他意識到科普活動需要突破與變化，
今年特地與傳統布袋戲劇團合作，透過布袋戲
偶操作化學實驗，希望增加孩子們的興趣。關
於未來，高憲章笑著說，「能夠繼續做就是好
的，我希望讓化學車繼續跑更多的地方，看到
更多小朋友在實驗時露出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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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研討會 再現新文化意涵
　中文系4月25、26日舉辦第十六屆「文學
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五四」運週年
國際論壇，美、中、港、日、韓等海內外地
區學者出席。（文／鄭少玲）

歷史系研討會首探鄭芝龍
　歷史系4月26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 鄭 芝 龍 國 際 研 討 會 － 鄭 芝 龍 的 海 洋 時
代」，文學院院長林呈蓉、世界鄭氏宗親總
會長鄭傳興及鄭芝龍後代子孫等共同參與。
（文／姜雅馨）

外語大樓復活節找彩蛋
　英文系和俄文系於5月1日慶祝東正教復活
節，以解謎闖關和抽抽樂與師生同歡。俄文
二古鈺群覺得題組解謎很有趣；俄文一蕭翊
凌則抽到俄羅斯明信片組。（文／李佳穎）

英文能力測驗（二）
　107學年度「英文能力測驗（二）」將於
5月6至11日在「英文（二）」課堂舉行考
試。關於本次考試詳情請見英文系網站之最
新公告。（文／本報訊）

操盤投資高手徵集中
　商管學院「操盤高手投資模擬交易爭霸
賽」徵集中，報名時間至5月7日下午17時
止，採現場報名，一人組一隊參賽，不得重
覆報名，意者逕洽財金系。（文／呂宗翰）

放風箏跨界樂團演出
　淡江音樂博覽會5月7日最終場是由古箏演
奏家許嫚烜、手風琴演奏家蔡偉靖帶來「放
風箏跨界樂團」古箏與手風琴音樂會，即日
起開放索票。（文／胡榮華）

員福會虎山步道健行
　員福會 4 月 27 日「四獸山知性之旅」健
行活動共 23 人參與，活動健行虎山步道，
參觀臺北市奉天宮及健康樂活講座，促進教
職員情感交流。（文／鍾明君）

外交部  曹立傑 用 LOVE STORY 行外交路常務次長
　【潘劭愷專訪】臉上始終掛著優雅的笑容，
西語系、歐洲所校友，現任外交部常務次長曹
立傑，不疾不徐地透過一個又一個的「LOVE 
STORY」（Loyal ty ,  Obedience,  Vir tue, 
Efficiency）訴說著三十三年來在外交工作的堅
持與努力。期間，他經歷過斷交的椎心之痛，
卻也在友邦尼加拉瓜，獲得婦女協會頒贈一張
用牛皮做成的獎狀，讓他獲得更深刻的友誼。
　曹立傑感謝求學時淡江所給予的自由空間，
讓他擁有開闊的心胸，加上樸實剛毅校訓的薰
陶，對工作有相當大的幫助。「淡江依山傍
海，是所沒有圍牆的學校，老師觀念開放，學
生發展自由，這是跟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也
是淡江的優勢。」至今仍喜歡淡江的環境，尤
其爬上克難坡後，走在宮燈大道上，總有種被
引領至坦途的感覺，儘管曾周遊世界各大學，
仍看不到這般景色。自稱功課總是在及格邊緣
遊走的曹立傑，從小喜歡打桌球，大學也參加
了代表隊，「桌球是很不錯的運動，除了增進
健康，還可以在與對手的練習中，透過即時戰
術思考與身體的執行，爭取最後的勝利，對我
後來的外交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在就學期間接觸松下幸之助的著作《路是無
限的寬廣》，啟發曹立傑的多元思考；加上當
時正逢我國外交布局拉丁美洲，需要新聞、經
濟、外交的相關人才，讓他在大三時決定朝外
交發展，退伍後考進歐研所，更在就讀的第一
年考進外交部，展開邊工作邊寫論文的生涯。
「特別感謝教國際法的程家瑞老師，在我有興
趣但欠缺的部分，給了很深的啟發。」

　儘管從事外交工作已經邁入第33個年頭，曹
立傑一直把自己當成平凡的戰士，「為國家捍
衛外交主權時，我不會選擇自己的戰場，經歷
了七個國家，對每一次任務都欣然以赴，就因
為自己平凡，用平凡但扎實的步伐來面對外
交事務，往往能水到渠成。」擔任外交官的
挑戰，曹立傑認為有兩個面向，一是生活上的
挑戰，他希望家庭生活是全家在一起共同面對
新的文化與學習，因此特別感謝同為大學同學
的妻子，願意放棄華航的高薪，陪他一起「周
遊列國」，也成為他的最佳幫手，協助他拼外
交。其次是工作上的挑戰，他認為每個職位都
有不同的挑戰，例如在禮賓部門時，就須心細
如絲、注意細節，應對進退得宜；且要懂得察
顏觀色，能透過對方的臉色及態度了解其心
思，進一步掌握所有狀況；再來則是「永遠要
有Plan B，下雨天要想到出太陽，在最佳方案
之外總要有個備案」，在未如預期時能夠從容
派上用場。
　臺灣與巴拿馬的斷交事件，曹立傑認為對他
的外交生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待在
拉丁美洲24年，中國的打壓及外交上的迫害，
一直都是不變的。那個月是我人生的一大體
驗，斷交發生在當天晚上八點，我留在大使館
處理善後，同時思考著後續，當兩點鐘走出辦
公室的同時，發現二十幾名當地的僱員全都站
成一排，不願離去，我感謝他們深厚的情誼，
一一的給予擁抱，同時鼓勵他們要有信心，那
時我心裡想著，臺灣外交儘管受到中國打壓，
但是我們還是會站起來，外交人員沒有悲觀的

權利，經過了失敗，就要再站起來，總會走
到另一條康莊大道。」他回臺時帶著使館的
國旗，就是希望提醒自己繼續努力為外交打
拼。
　儘管外交生活十分緊湊，也帶給曹立傑許
多學習的機會，他分享擔任聖克里斯多福大
使時，從當地一位留學英國的老總督身上獲
得許多很好的想法，如3D「不要拒絕、不要
拖延、不要剝奪」（Don’t Deny，Don’t 
Delay，Don’t Deprive），2Ｗ「遠離戰爭，
謀求福利」（Stay away from War，Seeking 
Welfare）等；而當他任期屆滿前往辭行時，
也獲得了2S當成臨別贈言。「儘量當別人
的墊腳石，而不要當別人的絆腳石」（As a 
Stepping stone for others, don't be a Stumbling 
block for others.），他也以這句話勉勵同仁，
希望大家齊心努力，一起做好外交工作。
　曹立傑回想自己剛進外交部時，一位長官
曾經說過，如何擔任一個稱職的外交官，首先
你要忠於國家（Loyalty）；其次要服從長官的
指導，遵守法律規章（Obedience）；再來則
是培養自己具備良好的人格特質（Virtue）；
最重要的則是在貫徹工作的同時，有效率地達
成任務（Efficiency）。他一直將「ＬＯＶＥ」
當成自己外交工作的準則，在此也與學弟妹分
享。曹立傑提醒學弟妹，大學四年生活很快就
過去，記得提早立定目標，同時好好充實自
己，為未來的亮眼人生奠定基礎。他也歡迎更
多的學弟妹投身外交工作，一起為國家的未來
努力。

快問快答
1.求學時最感興趣的科目？
答：國際關係，決定邁向外交之路第一門課。
2.進辦公室做的第一件事？
答：喝咖啡，讓頭腦清楚一點
3.解決壓力的方式？
答：開車亂跑。
4.最懷念的國家？
答：哥斯大黎加，好山好水好環境。
5.最想感謝的人？
答：太太，讓我無後顧之憂，且是最佳溝通幫
　　手。

企管歡慶創系60週年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60歲
了！為慶祝成立60週年，企管系與系友會特別
於5月1日安排系列活動，除了展現系友對系上
的支持，也呈現師生學術能力。
　5月1日上午系友會召開理監事會議，企管系
的前身為商學系，成立於民國46年7月，54年
改名工商管理學系，55年改名為企業管理學系
迄今。下午在B302A會議室與B302B企業經營
情景模擬室舉辦「2019年第十四屆提升競爭力
與經營管理研討會」，探討企業管理等不同層
面之創新議題，並建立管理與實務交流平台，
提供與會之專家學者與企業經理人進行意見切
磋與知識分享，掌握創新議題之發展與脈動，
並激發學術人員未來從事研究的方向。同時間
系友們則舉行下午茶敘與聯誼，一起回味就學

時的共同記憶。
　晚間18:30分於台北福華飯店舉辦
慶祝餐會，校長葛煥昭、前校長林
雲山、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菁英
校友會會長孫瑞隆、系所友會聯合
總會總會長林健祥等師長出席。葛
煥昭肯定企管系的表現，並表示企
管系為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學系，
在招生與系友活動之表現皆為本校
重要指標；蔡宗儒則稱許企管系在
產學合作方面表現優異；系主任楊
立人首先感謝系林健祥的大力贊助，以及企
管系所校友會理事長王永才、榮譽理事長游
婧靈與活動長王順卿的費心，尤其感謝系友
們對於餐會表演內容的精心安排與練習，特

別感謝系友童孟芳慷慨解囊捐贈100萬元成立
「正明自強獎學金」嘉惠學弟妹。接著進行獎
學金致贈及敘獎儀式，感謝系友們的付出。

歷史系 電子書創作大賽掄元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歷史系同
學參加「第九屆國際華文暨教育盃電子書創作
大賽」大專組，黃嘉琪、楊雅靖、林于慧、林
怡萍、楊鎧亘的「心底的秘密─臺灣慰安婦
史」獲得第一名，邱胤翔、高佳宏、陳昱豪、
黃永鏗、呂昱錡的「我的鏗道神遊記」獲第三
名，陳郁雯、林雅萱、許瀞文、黃靖芝的「歌
仔戲的那些事」則獲得第五名，成績耀眼。
　指導教師歷史系講師張志強表示：「從比
賽中可以看出歷史系同學們的想法眾多且優

秀，只是苦於沒有舞台展現才能，參加比賽除
了讓同學們「從無到有」的想法被體現，更增
加了課堂的互動性。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的本
系同學能夠從媒體與應用上發揮所長，突破自
我。」歷史二楊鎧亘開心的說：「雖然慰安婦
這個題材很有爭議性也容易被關注，我們也認
為設計上稍有不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竟一舉
拿下第一名，非常感謝老師的指導與幫助，帶
著我們一步步努力，最後拿到這個耀眼的成
績。」

彰友會獎學金 五人獲獎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彰友會5月2日
晚間6時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301舉辦獎助學
金頒獎典禮，共頒給5位同學，每人獲得獎助
學金一萬元。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楊淑娟首先說
明，「彰友會獎助學金自2009年開始辦理，至
今已受惠40位學生，金額高達38萬5000元，希
望藉由頒發獎助學金來回饋母校、培育年輕
人」。彰化校友會理事長陳世明補充：「校友
回饋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希望藉由此獎助學
金促進學長及學弟妹之間的交流」。
　化學一謝育哲表示：「第一次在淡江獲得由
彰化人所頒發的獎學金，真的很興奮，謝謝校
友會理事長，未來有機會希望能出國讀書，也
會持續往目標邁進。」

「情有獨中」秀成果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第六屆學
習成果展暨系友藝文展「情有獨中」4月29日
至5月2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開幕儀式由微
光詩社和驚聲古典詩社的表演揭開序幕。系主
任周德良感謝系學會、系友會、系上老師的支
援及協助，讓本次成果展得以順利展出，並感
謝與會者的蒞臨。
　現場除了展示中文系各特色研究室如女性文
學、兒童文學、田野調查等成果，還有中文系
刊《拾幾頁》和微光詩社、驚聲古典詩社、圖
像漫畫研究社等學生社團學習成果，另有中文
系必修、選修課程優秀學生的報告及作業展
示；左方展區則展出系友書道、畫作等作品。
　中文三沈彥希分享，本次展覽特地設計出一
面紅包袋牆，讓參觀者免費索取紅包袋，非常
別具巧思，非常有趣。

化材週 濃濃動漫味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上週，化材週
在工學大樓中庭以火影忍者為題，規劃「火龍
捲」、「許願天燈」、「中忍考試」關卡，由
關主帶領大家進行遊戲，尤其在火龍捲和許願
天燈關卡中，讓參與者寫下祝福，以茶包袋製
作小天燈點燈許願，現場還展示化材系師生的
研究成果，以出題方式讓參與者直接到展示區
中尋找解答。本次化材週總召化材二沈世修
感謝系學會夥伴和系辦一起努力籌辦這次的活
動，他說：「本次是以忍者的主題，突顯化材
系的特色。」機電二廖英圻分享：「主題把忍
術跟科學做結合很有趣，像是火龍捲之術，看
到火焰在空中旋轉很驚嘆。」

工學院系所聯合博覽會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工學院於
5月4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工學院系所聯
合博覽會，邀請即將成為工學院之淡江新鮮人
和家長一同前來本校，了解院內8系所的學系
特色，工學院院長李宗翰說明，透過這次博覽
會形式，邀集院內建築系、土木系、水環系、
機械系、化材系、電機系、資工系，以及航太
系8系所展現其教學特色和豐富的學術資源，
提供雙主修、輔修、跨領域學分學程學制培養
第二專長，並介紹升學、實習、海外研習等多
方管道，厚植學子的專業能力，以鼓勵學子來
工學院就讀。李宗翰表示，本次博覽會是以嘉

年華形式呈現，從學系優勢深入專業的課程設
計中，讓學生掌握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
慧、物聯網等全球趨勢，希望讓學子和家長都
能了解本院能滿足學生的專業需求，是最適性
發展的最佳選擇。李宗翰指出，工學院配合南
向政策前進越南等進行海外招生宣傳。

胡煒權 令和年話天皇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5月
1、2日在實驗劇場舉行「2019淡江大學西語
系畢業公演」，本次演出的是米格爾‧米烏
拉（Miguel Mihura Santos）著作的《三頂大禮
帽》（Tres sombreros de copa），西語系13位
學生傾力演出這部荒誕喜劇，藉由主角在旅店
內發生的事件中帶出人生中偶爾無奈感。本次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系學
會於4月30日邀請作家胡煒權進行「天皇與戰
國三英傑」講座，分享織田信長、豐臣秀吉
與德川家康與天皇制衡結構，日文系副教授
劉長輝等共24人參與。胡煒權主要說明織田信
長、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尊崇天皇事件，他認
為，這3位儘管是實質掌權者但卻未廢除天皇
制度，讓往後日本無論如何改變，天皇位置仍
在。本次活動總召、日文二蘇亭安說：「透過
這的講座，讓大家補足和瞭解平常所不清楚的
部分。」參與講座的戰略所碩一張淳恩分享：
「聽完講座後收穫很多，講者提供清晰的歷史
脈絡，讓我更加理解日本這百年間所發生的
事。」
　對於日本新天皇德仁於5月1日凌晨即位，從
「平成」時代，正式邁入「令和」時代，開啟
新時代。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說明，對日本來
說，更改年號如同過年般寄予新希望，「令
和」即是美麗和諧之意，期許未來會更好。

導演兼總召的西語四王正杰說明，為了使本劇
能更貼近現實，增加新興道具也使用幽默的橋
段，讓不懂西班牙語的同學也能明白劇情發
展。對王正杰而言，本次最大的挑戰在於人手
不足，大家都身兼數職兼顧課業和幕前幕後的
工作事項，雖然辛苦但大家都互相打氣，希望
給觀眾難忘的戲劇體驗。

西語系畢業公演 傾力演出《三頂大禮帽》

淡江大學西語系畢業公演中，演出「三頂大禮
帽」荒誕喜劇。（攝影／陳維信）

化材週以「火影忍者」為題，在工學大樓中庭
展示忍術與科學。（攝影／蔡依絨）

    （攝影／劉芷君）

中文系學長成果「情有獨中」，展示學習成
果。（攝影／麥麗雯）

「科普列車」活動人員引導學生進行化學實
驗。（圖／科學教育中心提供）

企管系60週年慶祝大會，校長葛煥昭（左七）
與眾人一起同樂。（圖／企管系提供）

彰化校友會獎學金頒獎（攝影／廖英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