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校友
總會於11月6日上午10時4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3樓有蓮會議廳舉辦校慶聯誼活動，總會
長林健祥表示，繼去年70週年校慶，今年71週
年又是十年一輪新的開始，尤其今年招生，本
校大學部日間學制新生註冊率達到99.86%，甚
至許多學系超越100%，乃是本校成功繼續超
越之實績，全國校友們一定全力支持母校發
展，也期望明年校慶時不受疫情影響，讓所有
校友能回到母校一同慶祝。
　因疫情的關係，校友聯誼活動今年改為線上
直播方式進行，為了讓校友了解更多母校的發
展現況，校友總會精心製作了校內三棟新建築
簡介影片，包含鍾靈化學館圖書館、松濤四五
館及校史館暨張創辦人紀念館，其中圖書館鍾
靈分館榮獲2021年英國IPA房地產大獎、校內
女生宿舍松濤四五館為新穎的家庭式套房設
計，媲美休閒度假小屋，校史館陳列了本校數

十年發展變革之
珍貴史料。
　校長葛煥昭、
董事長張家宜、
四 位 副 校 長 及
一二級主管們到
場，總會長林健
祥、副總會長許
孟紀、陳滄江、
王新財及秘書長
許義民及各校友
會會長們連線參與。彭春陽致詞也提及報到率
達到99.86％一事，能夠有如此佳績都是來自
於校友們的支持和付出，包括管科所校友徐航
健「有蓮獎學金」2000萬元，還有數學系校友
王紹新慨捐1500萬元，共3500萬為招生設置之
捐款來鼓勵新生就讀本校，以及總會長林健祥
每年都在全臺灣各地為本校召開多場新生座談

會，而今年疫情下仍舉行線上座談會來提供服
務給新生家長們。高雄市校友會會長陳点樹在
線上參加，他表示：「從視訊中可看見淡江大
家庭的成員都很熱心與團結，非常感動。陳進
財是我會計系同班同學，恭喜從逆境中力進上
游，成就偉大事業不忘回饋母校，也是其他校
友的楷模，祝母校超越，繼續茁壯成長。」

機械週學生發表專題作品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機械與機電
工程學系 11 月 10 日到 11 月 12 日舉行「機械
週」，在新工學大樓 3 樓中庭展出學生專題成
果發表，現場以海報、實體作品方式呈現，共
展出 42 組作品。
　展覽中，機械四鄭美涵、楊景雯、楊雅筑
以「熱熔融沉積金屬 3D 列印之最佳化參數設
計」，介紹其專題成果。楊景雯說明，智慧手
機內的金屬零件多半採減法加工，將鐵件削磨
成所需要的形狀和大小，但容易浪費材料，所
以和團隊採用 3D 列印技術，結合不鏽鋼和塑
膠的聚合物為製作原料，印製所需的金屬零件
後再進行脫脂與燒結。楊景雯解釋：「簡單來
說，就是將列印出來的零件中含有塑膠的部分
取出來，只保留金屬部分，就成了所需的金屬
零件。所以不斷嘗試過程，考慮溫度、氣體密
度等因素，提出最佳化參數提供業界參考。」

英文拼字賽 李亞倫蟬聯冠軍
　【記者羅婉瑄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 11
月 9 日 18 時 30 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10
學年度英語拼字比賽」，經過激烈比賽後，由
英文四李亞倫贏得冠軍，亞軍日文三趙齊毓，
季軍英文二陳冠臻，李亞倫蟬聯兩屆冠軍，他
分享奪冠秘訣，除了本身是英文系學生外，也
熟悉 KK 音標和每個單字的音節，才能在主審
唸出單字後，將聽到的單字完整拼出。
　本次由英文系助理教授雷凱擔任主審，比賽
採回合制，參賽者依號碼順序個別上臺，先由
主審將單字念 2 次，並講述單字解釋，最後再
複誦單字，參賽者必須在出題後 15 秒內將聽
到的單字完整拼出，即可晉級下一回合，比賽
陸續淘汰拼錯的參賽者，直到剩 1 位冠軍。

謝淑文談創業 培養藝術人才
　【記者彭云佳臺北校園報導】管理科學學系
EMBA 班 11 月 5 日晚上 7 時 30 分在 D508 舉
辦「全球財經與管理專題講座」，講師黃茵茵
邀請史多利文化創意藝術總監謝淑文，主講：
「倒金字塔管理與蜘蛛網哲學 - 兩岸中小企業
生存之道」，分享其創業心路歷程和團隊管理
溝通法則。
　謝淑文大學時主修聲樂，後至美國繼續深造
聲樂以及音樂劇表演學位，也曾擔任美國銀幕
演員工會演員，當時臺灣並不興盛音樂劇，基
於對歌唱、戲劇和舞蹈的熱愛，決定將美國百
老匯經驗帶回臺灣發展，後在學界也教導出無
數人才，被稱為「臺灣音樂劇教母」，然而她
發現很多學生們即使已經得了藝術大獎，卻仍
然生活潦倒，她意識到「我培養了一群有才華
的窮人」，從而決定創業啟用人才。　

湯翔麟主講似顏繪技巧應用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圖像
漫 畫 研 究 室 於 11 月 10 日 晚 間 7 時 30 分 在
SG316，邀請角川動漫國際教育講師，知名臺
灣漫畫家湯翔麟主講：「談似顏繪技巧在 line
貼圖的文創應用」，分享卡通與一般人物顏面
比例不同、各種表情的繪畫技巧，逾 20 位學
生現場及線上同步參與。
　湯翔麟以描繪人物為開頭，向大家提問：「畫
一張臉時，先畫臉的輪廓還是五官呢？」他以
人人熟知的蘋果，說明畫出對稱圖形的技巧。
他提到素描首先要有基準線，畫可愛人物和一
般人物比例不同，並解釋關於漫畫人物與真實
人物的差別。

物理系畢業逢十系友　贈送紀念品
　物理系11月6日11時至17時舉辦「淡江物理
58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及系友會會員大
會」，讓老中青系友共聚一堂，回味過去美
好的學生時代，互相分享近況，超過70多位系
友與教師參加。活動中贈送紀念品給畢業50、
40、30、20、10週年（民國60年、70年、80
年、90年、100年）系友。
　系友會會長戴聖乾歡迎系友返校，本以為疫
情會有影響，現在已趨向順利，系友也回報業
界學術研究情況給大家參考。系主任薛宏中分
享物理系現況，展望未來進化物理教學、深化
研究、強化系友聯繫，希望60週年達標60萬的
獎學金募款，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70級系友、臺大凝態科學中心研究員林昭吟
畢業後赴美求學，返臺後到臺大物理系博士後
研究，目前擔任研究員。她分享研究策略以
小博大（人力少經費少），利用新材料和新物
理，以及無遠弗屆擴展研究能量，包括跨組、
跨系、跨校、跨國。她非常感謝母校的教導，
同時勉勵系友們要發揮特質，享受自己的工
作。（文／麥嘉儀）

航太系系友返校　與學生世代交流
　航太系於11月6日之71週年校慶當天在E819
舉行系友返校聯誼活動，航太系校友返校參
與，現場同時提供餐點，讓每位返校校友皆能
一面品嘗美食，一面與昔日同學、學長學弟話

當年。現場除了交流近況和工作情形，並說明
航太系未來規劃方向外，也分享今年4月24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50週年系慶活動盛況。
經濟系系友會　頒贈獎學金
　經濟系於11月6日下午1時在商管B701舉行第
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接著召開會員大會，
邀請系友共襄盛舉，理事長黃文弘說明理事會
工作報告，希望大家踴躍參與，為學弟妹盡
一份心力。系友會也遴選4位學業成績優秀學
生，頒贈獎學金以資鼓勵。
　當天系友們也與受獎學弟妹分享工作經驗，
其中2016年畢業陳子恩被大家公認是優秀的斜
槓青年，同時從事四個不同類型的工作，特地
從高雄北上參加，叮嚀學弟妹英文能力的重
要性。2016年畢業目前在銀行業的王依婷，建
議學弟妹在校就先把基礎證照準備起來，再依
工作所需準備其他高階證照。系主任林彥伶表
示，這次會員大會雖然規模較小，但系友們與
在校生們對於就業市場仍充滿許多想像、期待
與熱情，藉由系友提供各行業資訊，有助於學
弟妹們的未來發展。（文／陳昀）
統計系友薪火相傳　林欽堂當選新會長
　統計系於11月6日在商管B713舉行系友會第
十二屆班代表大會暨系友聯誼，共約80人到場
參與。系友會會長蘇志仁感謝大家，參加兩年
一度的系友班代表大會，恰逢71週年校慶，大
家回母校可以多走走校園，會中進行下屆理監
事選舉開票，系主任楊文擔任監票，由系友林
欽堂高票當選第十三屆統計系系友會會長，大
家齊聲恭賀，現場氣氛溫馨。
　任教超過40年的教授吳錦全致詞勉勵同學，
之後每個人都會成為系友，希望大家能繼續支
持與回饋系友會，祝福大家健康快樂。接著由
會長蘇志仁進行會務報告，介紹系友會執行事
項，並特別提到已發行第八年的「統計人」刊
物，介紹此為統計系大家庭重要的回憶，歡迎

大家索取和瀏覽。
　系友會協助系上主要活動為企業參訪、專題
演講、職涯導師、企業導師等。職涯導師會依
照學生職涯方向，協助撰寫履歷、安排模擬面
試及追蹤學生就業狀況；企業導師則邀請校友
帶學生進行企業參訪，了解企業的運作過程、
運用的專業技能等相關訊息，以往舉辦時現場
交流討論豐富，師生校友相處融洽。
　蘇志仁以自身面試經驗，說道：「應試時淡
江學生較沒有自信，薪水方面也不太敢要求，
其實培養信心十分重要。」勉勵學生在職場上
勇於嘗試和表現。（文／陳昀）
歐研所所友與大陸所所友熱情聯誼

　歐研所和大陸所於11月6日之71週年校慶當
天舉辦所友聯誼活動，邀請第35屆金鷹獎得
主、大陸所校友馬西屏與所上師生交流情誼，
馬西屏分享自身新聞工作經驗和大陸所求學情
形。歐研所教授、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表示，
馬西屏雖是大陸所校友，對歐洲國家的認識、
現況、時事發展等了解廣闊，大家互相交流成
長。（文／謝聿涵）
教科系系友　下午茶溫馨交流
　教科系於11月6日之71週年校慶當天在L105
舉行系友返校聯誼活動，教科系校友返校參
與，以下午茶形式讓校友們彼此交流、分享自
身經驗，現場準備多款逗趣活潑的手拿板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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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友回娘家

友們拍照留念，大家紛紛拿起手機招朋引伴相
互合影，場面溫馨感人。（文／本報訊）
教心所友會20週年　分享考照準備　

中文系系友會　傳承中華文化
　中文系於71週年校慶舉辦系友理監事會，上
午9時於文學館L205教室舉行，系友表達自己
對中文系的熱愛及支持，現場氣氛和樂融融。
理事長孔令宜致詞，說明今年理監事會名單，
並邀請黃雅雯擔任新任秘書長。
　民國六十年畢業，今年80餘歲的資深大學長
王耀華，分享了曾前往巴拉圭的經驗，他認為
本校在國外擁有眾多校友，在許多國家外交部
門都能遇到淡江人才，也提到現今中文系所學
習到的專業，對傳承中華文化至關重要，期望
年輕人能夠肩負責任，將中文專業薪火相傳。
（文／陳子涵）
歷史系系友回娘家　祈發光發熱
　歷史系於11月6日上午10時在文學館L307舉
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邀請畢業2年的系友回母
校，院長林呈蓉致詞，期望歷史系人才在未來
都能夠發光發熱，現場系友與同學交流熱絡。
　系主任高上雯表示，今年主要邀請畢業2年
系友回來交流，分享彼此近況，提到今年的畢
業生從事了不同的工作，「很欣慰系友說當年
在歷史系擁有自由、多元的學習，能夠幫助他
們追求跨領域的能力，同時釐清未來的方向。
今年畢業校友林雅雯，現在本校永續中心擔任
行政人員，她分享，回來看到老師們，與同學
交流、真的很開心。（文／陳子涵）
化學系系友聯誼　師生話當年
　化學系11月6日於化學系圖書館舉辦「2021
化學系系友大會暨系友返校聯誼」，現場近30
人參加，由系友會會長、凱纖實業總經理楊榮
凱主持，與多位教師和系友們同歡。
　系主任陳曜鴻分享曾帶學生參訪杏輝藥品公
司。他說明未來3年化學系3大發展方向，將積
極舉辦高中生科學探索營，協助培育科學人
才，為使研究風氣更活絡，未來積極辦理研討
會，爭取主辦中國化學會年會，加深淡江化學
在業界及學術界的好印象。多位系友紛紛向大
家寒暄，如全福生技董事長簡海珊（第20屆系
友）和教授王文竹（第11屆系友）等，多位系
友期許淡江化學系越來越好。（文／李沛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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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於11月6日上午11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
樓有蓮廳，召開第13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秘書長李述忠主持，校長
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四位副校長及一二級
主管們到場。受疫情影響，世界各地校友們無
法親臨現場，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

春陽讓校友們紛紛錄製影片，現場會議儘管有
時差，校友們也上線參與，共同祝福母校71週
年校慶。
　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馮啟豐、大陸校友
總會總會長莊文甫、東南亞校友總會總會長彭
慶和、北加州校友會會長柯秀玫、紐西蘭校友
會會長沈丕堅、香港校友會會長梁宗榮、南加
州校友會會長高東茂、芝加哥校友會會長石鴻
珍、泰國校友會會長詹鎮綱和華中校友會會長
張義信特錄製影片，從世界各地捎來對母校的
想念及祝福，南加州校友會前會長陳君愉、芝
加哥校友會會長石鴻珍等連線參與，與世界各
地校友會代表們，一同與母校師長們連線相見
歡。柯秀玫表示：校友均想念母校師長，她一
定會盡快回臺，感受母校的進步及新建設。
　世界校友會已於日前舉辦線上改選，陳進財
眾望所歸，繼續擔任總會長一職，並選出7位
副總會長，分別是校友總會總會長林健祥、系
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莊子華、淡江菁英會會

長江誠榮、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北美洲校友聯誼會會長馮啟豐、東南亞校友會
聯誼總會總會長彭慶和及加拿大校友會會長陳
慧青，會中並頒發當選證書。
　張家宜致詞表示，恭喜總會長陳進財榮膺本
校名譽博士學位，也肯定葛校長開先例，能從
數不盡優秀校友中遴選出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人
選，從前年第一位名譽博士陳定川，到現今第
二位名譽博士陳進財，實屬超越再超越，而除
了教學上教師的研究和學生的學習要超越，本
校為了培育心靈卓越之人才，也要保持與校友
有更多互動，同時與校友企業產學合作來繼續
大幅超越。
　陳進財致詞表示，近期臺灣疫情趨緩下，能
現場舉辦且和海外校友連線齊聚一堂非常幸
運，而世界校友會經這兩年重組整頓，往永續
經營邁進。因疫情的關係，原2022年印尼雙年
會活動暫時取消，仍致力2024年在美南休士頓
舉辦雙年會，讓世界校友能再團聚相見。

沐妮悠深情天籟緊扣全場
　文錙藝術中心主辦的 2021「淡江音樂博
覽會」，11月4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首場「我
們不一樣」沐妮悠．紗里蘭樂團演唱會，清
澈透亮的歌聲緊扣全場。（文／戴瑜霈）

吳義芳用舞蹈體驗自然
　通核中心生活美學系列「舞蹈與自然環境
即興」微學分工作坊，邀請資深舞蹈家吳義
芳，帶領同學一同探索如何跟環境合為一體
的創作即興舞蹈。（文／鍾子靖）

柯志恩讓同學上課有感
　教發中心 11 月 10 日舉辦講座，邀請教心
所教授柯志恩演講，主題為「如何讓沒動機
的學生願意聽課」，分享如何在上課時讓學
生願意認真聽課。（文／鄭佩維）

林豪鏘教寫教學實踐研究
　教發中心 11 月 4 日邀請臺南大學數位學
習科技系教授林豪鏘演講，說明如何解決教
學現場問題且同時結合前瞻性研究主題，成
功通過計畫申請。（文／李沛育）　

胡延薇教你認識幸福感
　「青銀共榮 - 正向心理學與道家養生」系
列演講，邀請通核中心講師胡延薇，以「幸
福感 - 從大腦情緒與認知探索」為題，分
享如何感知並產生幸福感。（文／宋品萱）

徐佐銘說明快樂時間軸
　「青銀共榮 - 正向心理學與道家養生」
系列演講，邀請通核中心副教授徐佐銘，分
享正向心理學之父 Martin E. Seligman《真實
的快樂》一書內容。（文／彭云佳）

喝咖啡賞美景 QP 新聚點
　化工系系友葉永裕創辦的「QP 咖啡廳」
11 月 6 日下午覺軒花園舉行營運茶會，學
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總務
長蕭瑞祥等同仁出席慶賀。（文／彭云佳）

期中考 11 月 17 日起舉行
　期中考試將於 11 月 17 至 23 日舉行，日
間部由教務處統一排考，進學班則由授課教
師於考試週在原上課時間及教室依考試相關
規定舉行考試或上課。

林偉修講撲克牌裡學經濟
　觀光系 11 月 3 日中午 12 時在 I601 邀請
政經系助理教授林偉修主講「撲克牌裡學經
濟」，分享遊戲式教經濟學理論和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文／彭云佳）

日本政經所談經濟安全
　日本政經所 11 月 4 日上午 10 時在 T1103
舉辦學術座談會，所長蔡錫勳主持，以視訊
連線邀請臺中科技大學國貿與經營系教授郭
永興討論日本經濟安全。（文／宋品萱）

AI 系舉辦理論與應用研習
　人工智慧學系於 11 月 4 日舉辦「AI 理論
與應用研習會」，推展人工智慧領域的人才
培育與議題研究，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機械系
特聘教授蔡孟勳、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
程與管理系教授黃乾怡等。（文／彭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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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齊祝願 超越再超越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陳進財續任總會長

校友總會林健祥盼全力支持母校

▲校長葛煥昭（左）頒發總會長證書給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攝影／羅婉瑄）

航太系邀捷克太空權威開講太陽圈音樂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於11月
10日下午3時舉辦「國際大師」演講，本次邀
請捷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院太空物理系教授 
Ondřej Santolík以Microsoft Teams方式進行線上
講座，線上及E415超過120位到場參與，並安
排航太系助理教授汪愷悌現場旁白講解。
　Ondřej Santolík目前任職於捷克布拉格查理
大學表面與電漿科學系，同時也是捷克科學院
科學委員會副主委之一，其專長為太空電漿
物理，發展太空電磁波觀測儀及分析波動場
技術方面具重要學術貢獻，發表學術論文著
作近400篇，目前也是歐洲太空總署及美國太
空總署多項太空任務之國際成員。此次Ondřej 

Santolík以「太陽圈的音樂（Music of The 
Spheres）」為題，說明在地觀測電磁波在太空
探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應用在探測地球
與太陽圈其他行星的電離層、電漿層、磁層等
範疇，他表示，可從其觀測結果對照已知理論
的描述特徵，此外，近年來從范艾倫探測器、
西蜜斯衛星等科學性太空任務所提供的多點及
多種粒子成份的觀測資料中，激盪出新興理論
和數值模擬的發展，如哨聲波模合唱波的非線
性放射、太空電漿等其他種類的電磁波。本次
演講中，Ondřej Santolík為大家介紹這些觀測
結果、人耳可聽見之頻率範圍內音樂般的電磁
波相關範例。

▲航太系邀請國際大師捷克太空權威線上
主講「太陽圈的音樂」（攝影／連慧榕）

▲校長葛煥昭（前排右四）、董事長張家宜（前排右五）與全國校友總會總
會長林健祥（右二）與校友們，同賀母校 71 週年校慶。（攝影／鄧晴）

　教心所創所20週年，於11月6日71週年校慶
在ED201舉辦校友返校活動，超過50位所友返
校，與所上師長、學弟妹齊聚一堂，活動中除
了校友分享、歌唱表演，還有園藝苔球DIY，
聯繫彼此感情。本次由教心所所長張貴傑、教
授柯志恩、副教授李麗君、教心所所友會會長
林建光聯合主辦，號召創所20年來的畢業校友
返校，氣氛融洽歡笑四起，校友、老師與同學
互動熱絡，聊到當年在淡江求學的趣事。
　校友彼此交流近況和求職經驗，現場也分享
投考高等考試諮商心理師的應考準備，並給予
學弟妹求職建議和鼓勵，而無法到場的校友也
錄製影片祝福教心所20歲生日，教心所教授韓
貴香因無法到場，特地致贈親手做的手工香
皂，祝賀教心所20週年和校友回娘家快樂。第
1屆教心所畢業校友李雅珍以「把這輩子的眼
淚都放到這裡了」回憶在教心所的點滴生活，
她感謝老師與同學們的陪伴。
　活動中也播放教心所創所20週年來的回顧影
片，大家一起見證教心所的發展歷程、與所上
師長同學共同求學時光。林建光表示，希望日
後校友返校活動能持續舉辦，讓大家既能回顧
過去，更能一起共創回憶。（文／邱若惠）

▲教心所所長張貴傑（右）與教授柯志恩切
蛋糕，慶賀創所 20 週年（攝影／羅婉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