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60週年系慶600群英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上月3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英文系創系60週年群英相見歡─英緣聚會」活動，席開60桌，聚集
60年來，600位畢業校友扶老攜幼返校相敘，活動中心談笑聲此起彼
落，熱鬧滾滾。其中，還有3位80多歲的第1屆系友，有的行動不
便、拄著杖；有的甚至須人攙扶，仍返校相聚，場面溫馨感人。
英文系為淡江創校第1系，創辦人張建邦為第1屆系主任，優秀
系友遍布全球、各行各業。為了紀念創系60週年，英文系特別出
版《超越六十 淡江英文紀念文集》，內容包括系友專訪、師長及
歷屆碩博士生談在淡江的日子等，其中董事會主任秘書、英文系系
友周新民特別為文介紹〈淡江第一位系主任張建邦〉，敘述張創辦人胼手胝足
創辦淡江大學的點點滴滴。
返校活動中，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皆前
來共襄盛舉。張校長在致詞時，特別致上恭賀、感謝與期許，恭賀學校經營至
60週年不易，少子化已是學校未來能否永續經營的挑戰，但過去學校表現優良
值得肯定；感謝系友提供多項獎學金，鼓勵學弟妹認真學習；期許過了60週年
這個里程碑之後，可以在系友及師長的支持下有著更輝煌的60年。英文系系主
任黃逸民除表示歡迎系友回來，也希望藉此聚會找回歷屆畢業系友團結的心，
建立與學校之間的橋梁。

校友回娘家

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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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主任秘書、英文
系校友周新民與校友熱情互
動。（圖／英文系提供）
英文系校友返校歡聚合影。
（攝影／湯琮詰）

表演節目由英文系系友吳素真組隊演出的太
極拳展開序幕，表演者抱持為學校60週年祈福
的信念，隨著莊嚴的音樂展現太極拳的精髓，
獲得與會者熱烈的掌聲；另邀請國標社學生載歌載舞，管樂社學生演奏輕快
悠揚的音樂。餐會中特別準備魚丸湯，讓系友回味淡水特色美食，餐後則播
放由英文系系學會特製的懷舊影片，系友們各個彷彿搭上時光回溯機，看到
過去熟悉的景象驚呼連連。
此次活動的籌備主委為國泰世華銀行董事長汪國華、副主委為前校長陳雅
鴻，汪國華表
示，他是第四屆系友，畢業已經56年，但對淡江
的感情依然
濃厚，「淡江校友傑出、師資完
備，在多項
評比中名列前茅，
感 到 與
有榮焉。」

校友組成之太極隊伍，精采演出。（攝影／湯琮詰）
英文系系友、台灣銀領協會總幹事潘明宗則說：「希望藉這次機會找回失聯的
同窗，舉辦聯歡活動，讓同學情誼更熱絡，並召集同學對學校作回饋。」86年
畢業，目前任職於壹週刊的英文系系友李桐豪說：「英文系增強了我的外語能
力，對於我跑旅遊線很有助益，希望未來淡江英文系可以越來越好，培育更多
優秀的學弟妹回饋社會。」

活動看板

資圖不惑之年 席開33桌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
系友會為慶祝淡江60週年校慶及資圖系
邁入40不惑之年，於上月30日中午在劍
潭青年活動中心宴會廳舉辦「淡江60暨
教資/資圖40系友感恩餐會」。校長張
家宜特地前來致詞，她表示，非常肯定
教資、資圖系友的表現，還笑稱系友們
在國內圖書館界是股惡勢力，優秀系友
無所不在。
餐會席開33桌，與會系友超過300
人，總募款金額達70餘萬，活動結餘款
將成立「資圖系所學生急難救助金」，
以協助家庭突遭變故或急需幫忙的學弟
妹們度過難關。在張校長、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以及系上20餘位老師的見證
下，系友會會長陳維華代表致贈募款基
金給資圖系系主任林信成，並期許這次
活動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更
多系友來響應。會中也進行系友會會長
的交接儀式，新上任的會長曾堃賢希望
能將這股向心力與熱情繼續傳承下去。
餐會氣氛熱情溫馨，活動中播放的回顧
影片勾起大家往年的回憶，多年不見的
系友與老師們相互聊天，擠著排隊等合
照，活動在依依不捨中圓滿落幕。

土木3代系友熱情互動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土木工
程學系於校慶當天（6日）上午在E301
舉辦系友大會，共有40多位老中青系友
共襄盛舉。看見多年不見的老友，系友
們高興地彼此緊握雙手、問候近況，互
留聯絡方式，交流十分熱絡。
活動由土木系系主任楊長義報告系所
發展近況，隨後進行第13屆系友會新任
會長、幹部及理監事改選。由民國65年
畢業系友、台北縣都市更新學會常務理
事張邦熙任會長及理事長；畢業於民國
61年、目前為本校土木系教授祝錫智任
監事長。
民國76年畢業、現任明新科技大學土
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系主任王華弘
表示，能邀請到這麼多系友參與十分難
得；土木系歷史悠久，看到許多年輕系
友加入感觸特別深。楊長義說，這次系
友大會也順利選出各屆系友代表，未來
將透過代表們建立聯絡網，增加系友之
間的向心力；此外，也將安排系友回校
演講，幫助在校生增廣見聞。

淡水

外語大樓前廣場，5系以各式歌舞歡度校慶。（攝影／張靜怡）

外語5系盡情歌舞 校慶同歡
翩起舞，現場氣氛立刻沸騰。
接著由法文系法籍實習生Nicolas
CHENUET（尚古拿）與法文四
劉恩良帶來小喇叭表演，輕鬆愉
快的旋律，彷彿為大家洗滌平日
忙碌的塵埃。
德文系由4位學生表演德國民
俗舞蹈，俏皮的裝扮讓觀眾直呼
「好可愛」，表演進行到中間達
到最高潮，2位男同學將2位女同
學扛起來快速旋轉，在離心力作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
60週年校慶（6日）當天，外語
學院於上午在外語大樓前廣場舉
辦「60週年校慶外語學院校友回
娘家」，400位西語、法文、德
文、日文及俄文系校友響應，攜
家帶眷返校同樂。
活動在5系學弟妹精心準備的
表演中揭開序幕，首先由西語系
帶來熱情奔放的佛朗明哥舞，
舞者配合熱情的西班牙歌曲翩

用下，女同學幾乎瞬間飛起，驚
豔全場；接下來有俄文系的俄文
歌曲及日文系的阿波舞表演；精
采的演出讓現場閃光燈四起，相
機的卡喳聲不斷。
表演結束後，轉移陣地至外語
大樓B1語言學習聯誼專區，法國
馬卡龍、日本壽司等精心準備的
各國特色美食澎湃擺滿桌；西語
系副教授白士清還現場烹調西班
牙海鮮燉飯，蛤蜊、鮮蝦滿滿一

教政校友回校論壇

趨勢，「雖然我們相聚的時間有限，但我們所
培養的情感是無限的。」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
導研究所為慶祝60週年校慶及建所10週年，於
校慶當日（6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所友返校
活動暨「教育政策論壇」。近50位所友出席，
主持人教政所教授吳明清看到這麼多所友回
來，開心地說：「希望未來每一天都是可以祝
賀的日子。」
教育政策論壇由教政所教授蓋浙生主講，探
討「英國信託學校的發展」，包括信託學校的
實施背景、特色，以及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
會中討論、交流熱烈。教政所所友會會長、前
立法委員李顯榮表示，教政所的每位同學都是
走在政策領導的鋼索上，所以必須要掌握時代

保險系友百人聚首 頒獎助金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為配
合校慶，特地將系友大會提前於6日在B713舉
行，有上百位系友回娘家，多位上台致詞，和
大家一同回憶起在校的時光、對淡江的感情，
並分享出社會之後，系友們如何互相提攜，氣
氛十分熱絡且溫馨，會中頒發多項由多位系友
捐贈的獎學金，令現場許多系友相當感動，紛
紛表示也要貢獻一己之力。
兩度獲得系友獎學金的保險四柳盈卉說：
「這項獎學金鼓勵系上的學生往生活更多元的
方向發展，不僅注重成績，社團、校外實習都

大鍋，讓人垂涎三尺。
校友們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聊
天憶當年；80幾歲的法文系第1
屆校友熊鵬程高興地說：「對系
上的感情很深厚，所以每年都會
回來參加系上的活動，我到現在
仍持續在學法文，因此也邀請我
的法籍家教一起來參與盛宴。」
西語系校友林禹貞表示，回來的
校友除了敘舊，還能分享彼此的
工作經，真的很開心。

可以多參與。」信利保險經紀人董事長黃範更
表示，為了此次系友會，他已一個月睡不好覺
因為太興奮，他還聯絡了全班e-mail，最遠到
紐約、西班牙、上海和香港，最懷念還是當年
與同學的情誼。

資傳齊步走回娘家
【記者王育瑄採訪報導】資傳於校慶當日下
午於傳播館O306舉辦「齊步走－資傳系系友回
娘家」活動，號召了超過50位系友回系上共襄
盛舉，還邀請傑出系友相聲瓦舍專案製作人胡
詩詠，各自分享自己的面試履歷、工作遊學經
驗，主任劉慧娟看到學生回校格外感動，鼓勵
大家「愛要即時說出口」，並給此次出席最多
的一屆一個精美小禮物。

祝福告白及惡魔氣球齊飛

蘭陽校園氣球傳情活動熱滾滾。（圖／蘭陽
校園主任室提供）
慶祝淡江大學60大壽，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請資訊人員紀彥竹協助以電腦模擬方
式進行規劃，為免影響學生作息，圖書館編纂林惠瓊建議以寢室窗簾放下或捲起方式配合。宿
舍輔導員溫漢雄帶領宿舍幹部，引領全體住宿同學依規劃圖配合動作後，「TKU 60」於11月5
日呈現歡慶淡江60週年「燈峰照吉」TKU60，自宜蘭大楓橋拍攝十分壯觀。（圖、文／蘭陽校
園主任室提供）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氣球傳情活
動在6日校慶當天開跑，化身的小天使與小惡

魔開始在校園各個角落傳遞，愛的告白、
朋友的祝福、以及惡魔的禮物，整個建軒
與文苑館都有著他們的蹤影。旅遊二賴宜
萱表示，真的很開心，平常就很要好的朋
友，收到這意義非凡的氣球讓我有種說不
出的感動。而小惡魔們也帶的黑色的氣球
在校園內出其不意的進行任務，氣球爆裂
後收到紙條的同學們露出錯愕、驚恐的神
情直呼「好恐怖！」政經四高景翰：「希
望這項蘭陽的特色活動繼續保持下去，讓
害羞的同學有機會向心儀的對象表白。」

更正啟事 本報第802期4版刊登蘭陽校園「TKU60」活動照片。經查攝影者並非「欒婷婷」，
應為「李震亞」提供，特此說明。

真菌樹道福園唱歌

福園真菌人文樹道，同
學駐足聆聽。（攝影／
徐浩慈）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
資訊工程學系與台北藝術大學合作開發
的「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於6日及
8日在福園展示。獨特的菌菇外型，加上
靠近就會播放音樂的特性，吸引大批參
加校慶的師生及家長好奇圍觀，體驗過
的人都直呼：「好神奇喔！」
「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是目前無
線感測器網路技術運用在公共藝術上的
首例，兩天活動中除了展出可以感測環
境資訊變化音樂的「音樂互動模式」真
菌之外，可從Twitter平台即時搜尋熱門
議題的「Twitter 社會話語互動模式」，
也讓大家嘖嘖稱奇，資管三邵奕鈞表
示，「乍看以為福園怎麼多了一堆奇怪
的菌菇，沒想到竟然有那麼多功能，打
它還會叫痛呢！」
校慶當天也有盲生資源中心的老師帶
領視障生前來體驗，中文一施奕戎表
示，一靠近就會有音樂響起還能跟人互
動，很有真實感。歷史二鍾佳良也笑
說，以前時常撞到路上的圓錐路障，
「如果用真菌來取代，靠近時便會發出
警告，我們就不會撞到了！」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蘭陽校慶燈峰照吉

803-3.indd

3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15(一)～11/26(五)
8:00

就輔組
網路報名

TQC校園考照報名（中英輸入法）
（http://enroll/tku/edu/tw）

11/15(一)～11/26(五)
8:00

就輔組
網路報名

TQC校園考照報名（OFFICE）
（http://enroll/tku/edu/tw）

11/15(一)～11/26(五)
8:00

就輔組
網路報名

TQC校園考照報名（PHP）
（http://enroll/tku/edu/tw）

11/15(一)～11/25(四)
24小時

就輔組
網路報名

「英文四大證照手到擒來」「人生成
功秘訣」講座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1/15(一)
9:00

諮輔組
B413

「織心娃娃」工作坊報名

11/15(一)～11/22(一)
9:00

國交處
FL501

外籍生保齡球大賽報名（本校同學
均可參加）

圖書館非書組
11/15(一)
播放影片「快不快樂四人行」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15(一)
24小時

諮輔組
各店家

「友愛久久」友善商店串聯大回饋

11/16(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再會吧，一九九九」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11/17(三)
播放影片「尋情歷險記」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18(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與男友的前女友密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談」
圖書館非書組
11/19(五)
播放影片「星光傳奇」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20(六)
8:30
11/20(六)
9:00

就輔組
E411

探索職涯成功密碼研習營

僑輔組
澳門之歌歌唱比賽(複賽)
文錙音樂廳

田徑校隊獲3金3銀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田徑校隊於
上月30日參加由台北大學首次主辦的「99學年度
校際田徑邀請賽」，共有10個學校共同參加，獲
得3金3銀的好成績，3金分別為800m、1500m、
5000m的個人賽，而3銀則是400m、150 0m、
5000m的個人賽。
隊員教政所碩二常硯鈞表示，暑假時因為操場
的整修，所以練習時間變少，退步許多；幸好開
學後有體育室講師陳天文依個人狀態所制定的練
習課表，再加上隊員們風雨無阻辛勤練習，讓他
們可以在賽前將體能調整到最好的狀況。「辛苦
是有代價，不過得獎並不是重點，而是我們不留
遺憾的努力，突破自我，才是練習的目標。」副
隊長水環所碩一蔡尚嘉也補充說：「就是教練的
課表讓漸漸掌握到3000m障礙的要領。」隊長企
管四陳建宏說：「感謝教練的鼓勵，希望下一次
比賽能刷新學校的記錄，奪得大專運動會北區冠
軍。」

校友練福星出任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系校友
練福星，於2日當選為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理
事長，練福星表示，未來將以推動節能減碳的建
築型態，並致力於提升國內建築師的水準與競爭
力為努力目標。
練福星曾任台北建築師公會理事長，現任台北
市政府顧問、內政部建築技術審議委員等職；曾
榮獲台灣省政府頒發的優良設計獎、傑出建築師
金龍獎、台灣全國性建築競圖第1名；為建築系第
3屆校友。他表示，同屆校友中，黃武達曾任台灣
省建築師公會理事長；周光宙曾任高雄市建築師
公會理事長、現任全聯會理事長；同一班同學能
擔任三大建築師公會理事長及全國理事長，在各
大專院校中是唯一例子，感恩母校的栽培。

化學系校友返校團聚

校友陳正男（左）、
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
（右）、與花瓶合影。
（圖／企管系提供）

夜企管系友贈一甲子一世情賀校慶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第12屆夜企管系系友會為慶祝
母校—淡江大學創立60年特地製作名為「一甲子，一世情」花
瓶饋贈母校，由夜系友會長劉宗漢等24人，委託同為資深校友
的前鶯歌陶瓷公會理事長陳正男製作，在校慶當天由企管系系
主任洪英正代為接受，將會留在企管系展示留念。他表示：
「非常謝謝校友們對母系和學校的認同與支持。」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系友大會6
日在鐘靈化學館水牛廳C013舉行，除了選出100年
度理事、監事及基金管理委員，並說明將向政府
相關單位申請並完成「淡江大學化學系系友會」
的法人登記。
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開心地表示，當天大會系
友間互動熱絡，「以前系友大會是每年都會舉辦
的，中斷若干年，今年重新召開。」另外，本次
系友大會特別宣布「系友網頁」的成立，位於化
學系網中，所有有關化學系系友會和系友的資訊
都在其中，歡迎大家點閱，當日化學館也特別全
日開放，供系友參觀。

經濟系校友出席系友會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在6日下午
舉行系友會第3次籌備會議，十多位校友返校參
與，除了頒發第一屆經濟系系友會獎學金，也討
論下次開會內容與日期。經濟系主任莊希豐致贈
理事長洪嘉聲水晶琉璃獎座，感謝其對系友會之
心力，莊希豐說：「非常感謝相當有成就之系友
們對系的付出及回饋，之後系友會將更茁壯，也
會增加本系學生畢業前對產業界的認識與聯繫管
道。」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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