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慶祝創校

72週年校慶，本校校友總會於11月5日上

午10時30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樓有

蓮廳舉行歡迎校友返校活動，校長葛煥

昭、副校長及各一級主管、校友總會理

事長林健祥和全國各分會會長等約60人出

席，會議由秘書長許義民主持。

　林健祥致詞說明，雖有疫情影響，但各

地校友活動仍然很多，10月才在金門舉辦

校友總會年會，300多名校友齊聚，8月份

在全國也舉辦澎湖、桃園、台中、台南、

屏東、高雄、宜蘭、花蓮、苗栗、金門、

基隆、彰化、南投、新竹、嘉義、雲林、

台東、MSteams線上在內的20場新生家暨

長座談會，之後繼續努力

開展校友會各項活動。

　葛校長致詞表示，校友

會舉辦各種活動，並與母

校持續保持密切聯繫，校

友之間相處活絡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情。校長平時也

樂意參加校友的活動。

　會中安排資圖系教授林信成帶領本校教

職員組成的「文五合音」合唱團，作詞配

合熟悉的民歌曲調，唱出淡江自己的歌。

淡水校園校友總會
守謙新會館校慶日揭牌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為方便校

友，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301 室設

置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會館，於 11 月 5 日

上午 10 時 15 分，由校長葛煥昭、董事長

張家宜、董事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世

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校友總會

理事長林健祥、淡江菁英會會長江誠榮、

系所友會聯合會總會長莊子華及行政副校

長林俊宏共同揭幕。

　葛校長致詞表示，各校友會成立多年，

一直想在淡水校園設立會館方便辦公，今

天終於如願，其內部如何布置，就交給各

校友會來處理。總會長陳進財也表示，感

謝校友捐款，以後大家回到淡水校園，可

以有個聚會的地方，母校對校友會非常重

視，以後將盡力發揮校友會館的作用。

校慶專屬紀念品
吳美瑤教做多肉植栽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校友相聚親手

做出專屬於自己的校慶紀念品，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於 11 月 5 日下午 1 時 30 分，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2 樓大廳，舉辦盆栽

DIY 活動，邀請美國花藝設計師協會太平

洋區講師，日文系系友吳美瑤，讓 80 位

師生校友感到身心療癒舒暢。

　吳美瑤是中華民國花藝研究推廣基金會

花藝教師，曾獲得台北國際花博耶誕花宴

銅獎及國際花博主題花展超人氣第一名、

2011 年爭豔館百變秀創意賽金獎，參與

的校友們，鋪上培養土，設計高低擺放在

小盆中，縫隙鋪上培養土固定整平，補上

裝飾品，完成個人風格多肉植物小花園。

理學院秘書顧敏華說，感謝老師的專業指

導，她擺放月兔耳、赤鬼城、鷹爪、十二

之卷和達摩姬秋麗等，完成後很開心。

化材系逢十同學會 系友會捐資16萬
　化材系於11月5日上午10點舉辦逢十同

學會，地點在E787，校友張正良代表系

友會捐款16萬元，由系主任林正嵐代表接

受，該系也精心準備紀念品致贈畢業40年

的資深校友。65年畢業的張正良表示，在

現今大環境不太好的狀況之下，化材系的

老師們仍然為了學生、為了化材系在持續

努力，讓他既感動又感謝。「我覺得系友

們真的應該好好支持他們，讓他們有動力

繼續前進。」（文／朱映嫻）

經濟系頒發獎學金　系友分享
　經濟系在校慶當天於B511舉辦獎學金頒

獎典禮，頒發學業優良、服務優良、第二

屆學習任務型的經世濟民獎學金、第一屆

的碩士新生獎學金和第一屆實習培育型的

金控人才獎學金，近40位學生獲獎。也邀

請研究生及校友，陳金純、林孟萱、康程

頤、朱泓帆，與得獎學弟妹分享讀書經驗

與生涯規劃。經濟系主任林彥伶表示，頒

發獎學金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服務社會，

也透過實習學以致用。（文／林育珊）

企管系友謝麗鶯　親頒獎學金
　企管系於11月5日上午11時30分在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HC102舉行，舉辦系友會活

動暨獎學金頒獎，逾30位師生校友參加，

系友會規劃於12月18日召開第五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暨校友歌唱聯誼賽活動。共頒發

葉張秀琴、林麗玉、麗德群英及清寒等4

項獎助學金。商管學院院長楊立人到場表

示，看到多位校友回母校十分感動，系友

們對於母系依舊保有高度向心力，「未來

企管系的發展，也有賴系友以及在座獲獎

同學們繼續大力支持。」（文／黃茹敏）

公行系友分享職場甘苦談
　公行系於11月5日下午2時舉辦系友回娘

家暨獎學金頒獎典禮，在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HC105舉行，約50名師生校友參加，邀

請系友回校分享職場經驗，並頒發4項獎

助學金，公行系主任陳志瑋表示，系友分

享唸公行系未來有各種不同選擇，也希望

受獎同學能將這份愛傳遞出去，成為對社

會有貢獻的人。公行系邀請系友臺中市龍

津高中教師陳懿萍、行政院客委會科員陳

昶睿和新竹地方法院法警廖瑞娟聊工作甘

苦，富邦金控王浥芸頒發獎學金，包括專

業科目成績優良獎學金、得億國際公司、

我們是幸福床店及富邦人壽陳怡潔獎學

金，共有30位同學獲獎。（文／彭云佳）

日文系畫茶歌詠迎系友
　 日文系於11月5日上午10時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106、107憲堂教授紀念廳舉辦校

慶活動「攜家帶眷到淡江走走」，迎接日

文系系友回娘家，除頒發獎學金之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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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多項活動，計有60位校友同歡。「飯

糰之亂」由副教授闕百華為大家講解這個

永續活動，並教導大家用紙折出飯糰，系

資圖系系友會　金鷹獎校友劉淑德分享
　資圖系（原教資系）於11月5日上午10

時在HC104舉辦系友回娘家，約50位教資

和資圖系的系友返校相聚，本校第19屆金

鷹獎得主、飛資得資訊董事長劉淑德回母

系分享。系友會會長牛漢傑因表現優異續

任，獲得大家熱烈歡呼。

　系主任林雯瑤說明，很高興大家回來參

與，目前資圖系是全臺灣大學中圖資領域

規模最大的系所，培育出許多傑出系友。

86歲榮譽教授黃世雄說，教資系的傳承是

師生校友互相照顧，感情深厚。（文／林

曉薇）

物理系系友　廣邀明年60週年再聚首
　物理系11月5日下午1時至5時舉辦「淡

江物理59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及系友

會員大會」，師長及系友們共聚一堂，回

味過去美好的學生時代，互相分享近況，

共有65位系友與師生參加。研發處研發長

薛宏中歡迎大家回到物理系，希望各位明

年可以在物理系60歲生日時再回來。

　系主任莊程豪向各位介紹新老師，分享

物理系現況，包括未來的研究重點等，另

外，也指出未來將面臨三個考驗，並提出

應對方法，希望物理系「承先啟後」。

（文／麥嘉儀）

化學系畢業50年系友回母校
　化學系於11月5日上午10時在化館3樓覺

生紀念圖書館化學分館，舉辦化學系系友

大會」，近50位系友回校參與，化學系系

主任陳曜鴻分享師生獲獎佳績以及未來發

展策略，並表示今年是化學系64週年，邀

請到畢業50年、陪伴母系度過半世紀的系

友們一同回到母校，開心暢談。

　系友們見面便熱絡寒暄，系友會長楊榮

凱歡迎系友們，並說明系友會之後預計每

3個月舉辦一次活動，在11月19日將請系

友集思廣益，一起討論希望舉辦的活動主

題。（文／侯逸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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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宜張家宜：：菁英校友菁英校友建立產學策略聯盟建立產學策略聯盟
　【記者蔡怡惠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菁英

會歡迎第36屆新金鷹加入，傳承菁英校友

精神，菁英會會長江誠榮於11月5日校慶

當天上午10時30分，在淡水校園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HC405、406，舉辦金鷹校友歡

迎會暨聯誼餐敘。

　董事長張家宜鼓勵所有菁英校友們多回

母校走走，與學校有更好的聯絡橋樑。菁

英校友已有255位，「歡迎新加入的金鷹

們，也希望找回老鷹們一起合作、聯繫情

感，校友們分屬各行各業菁英，更能與母

校建立優質的產學與策略聯盟。」

　行政副校長林俊宏則代表葛校長問候金

鷹校友們：「金鷹校友都是非常難能可貴

的人才。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老鷹們一

同慶祝72歲生日。」菁英會會長江誠榮表

示：「金

鷹會與其

他校友會

不一樣，

我從第一

屆校友會

參與到現

在，菁英

會永遠存

在。感謝

大家今日的到來，也恭喜六位新進的金鷹

得主。」

　本（36）屆金鷹獎得主：資工系校友，

飛資得資訊公司創辦人邱方孝、大傳系

校友，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全

球行銷長暨台灣區總裁曹世綸、建築系

校友，中冶環境造形顧問公司負責人郭中

端、化工系系友，依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陳清樂、管科所校友，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校長謝俊宏、機械系校友，宜鼎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簡川勝，皆表達對母校

感恩之情，大家也表明：「淡江學風自

由、包容、開放，多元的社團活動讓學生

養成高抗壓的性格，學習到領導力與人際

互動經驗，之後在職場上能快速解決問

題。」其中邱方孝的夫人劉淑德獲第19屆

金鷹獎，兩人是金鷹獎得主中第二對夫妻

檔，傳為佳話。

友們不分老少都露出燦爛的笑容，進行日

本文化研究「畫一杯茶」以及歌牌社「詠

一首歌」表演。（文／黃柔蓁）

俄文系系友打羽球聯誼
　俄文系於11月5日10時至12時於紹謨記

念體育館四樓羽球場舉辦「俄文系羽球聯

誼賽」，邀請畢業校友劉泰辰等十餘人與

在校生一起活動筋骨。該系每年3月春之

饗宴與11月校慶皆舉辦「系友回娘家」，

由專任老師輪流規劃不同主題型態。本次

比賽以抽取「Pocky巧克力棒」分為「黑

巧克力隊」與「白巧克力隊」，經過三戰

兩勝制的雙打激戰廝殺後，黑巧克力隊以 

21:16，21:11，15:21勝出，獲頒 「舉世無

雙俄文系文宣品+機能飲+能量餅」獎勵。

（文／王薇婷）

觀光系6校友淡水初相聚
　自蘭陽校區遷回淡水的觀光系於11月5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6位系友中有臺

灣本地生、外籍生、華僑等。他們第一

次來到辦公室新址，雖然陌生，但看到熟

悉的系徽，和同窗的面孔，彷彿回到過往

一起學習的大學時光。系友們聊起往事，

回想大學階段求學歷程的美好回憶，也各

自提及在就學期間到訪歐美國家實習的見

聞。其中到訪杜拜的Sandy（王培薰 ），

分享了為期九個月的海外實習，雖然起初

不太適應當地口音，但透過努力，逐漸克

服瓶頸。（文／吳沂諠）

教科系25歲 周怡君接長系友會　

　教科系於11月5日下午2時在文學館L105

舉行「教科人回娘家」系友交流，共同慶

祝教科系25歲，計有師生校友36人參加。

現場設計打卡送禮活動，準備多款手拿板

讓校友們打卡留念。會中舉行系友會長交

接，由會長龔園芳交棒給新任會長周怡君

接手。（文／陳楷威）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 左四）組成的文五合音合唱團，▲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 左四）組成的文五合音合唱團，
帶領校友們唱出淡江自己的歌。（攝影／帶領校友們唱出淡江自己的歌。（攝影／鄧晴鄧晴））

▲淡江菁英會歡迎第 36 屆新金鷹加入，傳承菁英校友精神。（攝影／▲淡江菁英會歡迎第 36 屆新金鷹加入，傳承菁英校友精神。（攝影／
蔡怡惠）蔡怡惠）

教心所舉辦論壇
聚焦精準健康諮商
　【記者高瑞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究所舉辦的「精準健康諮商

對於諮商專業工作的多元啟發」論壇，於

11 月 5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 ED201 教室舉

行，開幕式由教育學院院長陳國華及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張貴傑主持，緯創

資通股份有限公司研發二部方案創新 I/ 資

深處長陳大愚擔任主講人，邀請土城衛生

所諮商心理師李克翰、李政洋身心診所諮

商心理師李汶軒兩位所友，與該所副教授

邱惟真、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藍

挹丰等 4 人為與談人一同參與，聽講者逾

40 人。 下午亦辦理實習座談會。

　張貴傑表示：「未來跨領域職業只會增

加，希望學生不要否定自己過往所學」，

演說主題圍繞於產業智慧化的應用，並提

及智慧化優勢和大眾對 AI 使用的擔憂。

陳大愚說明，「無論是 AI 或虛擬實境，

最終都要回歸人心」，在追求跨領域衝撞

的同時，也應該去思考如何兼具 AI 倫理

與實際的應用。

第 12 屆兩岸航太研討會
８日線上實體同步
　【記者吳沂諠淡水校園報導】第十二屆

海峽兩岸航空航天學術研討會受疫情影

響，由兩岸共同實體研討，改為採取線上

實體同步，於 11 月 8 日上午 9 時舉行，

由西北工業大學主辦，本校協辦。長達九

個小時的會議，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副校長

宋保維及本校國際學術副校長陳小雀皆於

線上致詞，也邀請了國內的成功、清華、

陽明交通、逢甲等大專校院，以及對岸的

西安交通、同濟、北京航空航天等專業領

域的教授學者一同參與和討論。

　會議由本校前副校長馮朝剛，在工學院

院長任內期間發起並大力促成，於 1995

年 12 月順利召開第一屆兩岸航空太空學

術研討會，至今持續了 27 年，已舉辦了

11 屆。該研討會在歷年來，是由本校與

對岸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航空航天

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

北工業大學等，輪流擔任主辦方和協辦

方，今年則是由西北工業大學主辦、本校

協辦。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 西語系於 5 日 11 時 30 分席開

20 桌，在學生活動中心歡度「六十西慶／花甲少年」60 週年系

慶。董事長張家宜以流利西班牙語致賀詞，並頒發感謝狀予獎

學金捐贈者，逾 200 師生校友參與盛會。學術副校長許輝煌、行

政副校長林俊宏、國際副校長陳小雀、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

多位駐華使節及貴賓皆到場祝賀。

　張董事長致詞前表示，她的西語是已故前校長，亦為資深西

語教師陳雅鴻教的，她以西語恭賀西語系 60 週年快樂，博得滿

堂彩。表示很開心能夠看到多位優秀校友回到母校，期許系友

們之後可以與學校合作，使西語系越來越好。

　當天邀請 8 位歷屆系主任至台上歡唱生日快樂歌，熊建成、

白方濟、宮國威、王秀琦、吳寬、林盛彬、林惠瑛及劉愛玲一

同切下蛋糕，留下歷史畫面。接著，播放身處世界各地系友的

生日祝福影片，其中多達 20 位系友外交官的祝福格外引人注目。

　西語系系主任劉愛玲致詞，感謝一起籌畫系慶的團隊夥伴和

歷屆系主任對系上的付出，希望西語系能夠帶著花甲智慧以及

少年衝勁，蓬勃發展，將系上精神代代相傳。

  

六十西慶 張家宜親致西語賀詞六十西慶 張家宜親致西語賀詞

▲▲西語系六十系慶，逾 200 師生見證歷史。（圖／西語系提供）西語系六十系慶，逾 200 師生見證歷史。（圖／西語系提供）

▲▲教心所校慶日舉辦精準健康諮商論壇。教心所校慶日舉辦精準健康諮商論壇。
（攝影／吳岳軒）（攝影／吳岳軒）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於11月5日上午11時在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3樓有蓮廳舉行校慶校友返

校活動，校長葛煥昭、副校長及各一級主

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和全

國各分會會長等約近百人出席，會議由

世界校友會

秘書長李述

忠主持，多

位會長以視

訊方式報告

現況並祝賀

母校校運昌

隆。

　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舉

辦第13屆第2次會員大會代表大會，分處

於全球的校友們，以影片形式報告了各地

的情況，陳進財致詞表示，大陸、南美、

北美、休士頓、越南、泰國、印尼等地校

友會仍然活躍，世界校友會今年因疫情無

法辦理雙年會，預計2024年邀請校友們到

美南休士頓舉辦雙年會。

　大陸校友總會長莊文甫今年前往曼谷參

加泰國校友會成立26週年，北美校友會，

以影片祝賀72週年校慶。世界校友會聯合

會監事召集人、歷史系校友郭豐在加拿

大，表示之前因疫情停辦大型活動，接下

來則會籌劃新春團拜等，也祝賀母校年年

得第一。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馮啟豐

說明，美國各地校友會已恢復舉辦聯誼活

動，很高興臺灣亦鬆綁，11月將在美國舊

金山歡迎母校師長拜會美國姊妹校。東南

亞校友會聯誼總會總會長彭慶和也到越南

和曼谷探望校友，大家都心繫母校。

　剛卸任休斯頓校友會會長的許健彬，特

地從美國返台參加校慶，驚喜發現學校看

好並發展AI，同學有機會跟上時代潮流。

▲吳美瑤（站立者）指導多肉盆栽 DIY吳美瑤（站立者）指導多肉盆栽 DIY
活動。（圖／校友處提供）活動。（圖／校友處提供）

▲▲校友總會會館校慶日舉行揭牌儀式。校友總會會館校慶日舉行揭牌儀式。
（攝影／舒宜萍）（攝影／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