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15日校園內出現奇裝異服的遊行
活動，規劃此遊行的資傳系「視覺
傳播概論」課程講師盧憲孚表示，
希望讓學生能用藝術來表達想法，
利用生活中常見的事物，發揮創
意。資傳一葉騰中表示，希望藉由
長頸鹿穿西裝的概念，來反諷現代

人只注重物質生活，如同長頸鹿般
不停的尋找更多的物質享受。資傳
一王景怡提到，以竹子為造型是希
望大家能注意到竹子的環保資源，
因此以綠建築為設計理念，讓大家
都能有環保的意識。（文／攝影　
洪聖婷）

                                    

11/21(一)

08:00

學務處

網路報名

原住民電視臺參訪

（https://docs.google.com/

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

y=dEJXa0x2SDVvTnNlbnRscFdV

MjZOUFE6MQ）

11/21(一) 

8:00

諮輔組

線上徵答

「性平闖關抽福袋」( http://

moodle.learning.tku.edu.tw/

course/category.php?id=265 )

11/21(一) 

10:00

僕人領袖社

商管3樓擺攤
感恩蘋果季

11/21(一)

10:00

吉他社

商管3樓擺攤
寒訓吉他營報名

11/21(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當愛來的時候」

11/21(一)

18:30

西音社

覺軒花園表演廳

滾淡音樂祭第二滾！Land 151& 

Before Dying Sigh

11/22(二)

10:00

福智青年社

黑天鵝展示廳
非「蔬」不可──真相蔬食展

11/22(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第四張畫」

11/22(二)

18:30

西音社

覺軒花園表演廳

滾淡音樂祭第三滾！late 遲到

樂團&滋事凱蒂

11/22(二)

19:00

星相社

E310
命盤相位格局

11/22(二)

21: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step（終極踏板）

11/23(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父後七日」

11/23(三)

18:45

彩妝社

L205

一週保養急救術，跑趴保養妝

容大公開

11/23(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Vive

11/24(四)

12:15

法文系

外語大樓一樓大廳
Le Beaujolais Nouvean 薄酒萊

新酒品嚐會

11/24(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十月圍城」

11/25(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艋舺」

11/25(五)

19:30

西語系

文錙音樂廳

探戈音樂暨討論會

阿根廷作曲家阿斯托爾皮亞佐

拉之作品（長笛、黑管、鋼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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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萬花筒淡江時報

理學院參訪廈大增短期交流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院長王
伯昌日前帶領數學系系主任張慧京、物理系系
主任周子聰、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及教授等6
人，一同前往大陸姊妹校廈門大學參訪，除參
觀廈大校園，並拜訪廈大副校長孫世剛，將促
進跨領域學術交流。
   此次的參訪是理學院第1次共同出訪，王伯
昌表示，藉由參訪以增進對姊妹校的了解，可
對未來理學院的兩岸招生有正面的助益。
   他也指出，廈門與台灣屬鄰近地區，在語言
和氣候上相仿，較沒有適應上的問題，因此也
增加短期研究生交換生的名額，預計明年暑
假，將有數學系研究生赴廈大進行3個月的短
期交流。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公行系為
促進兩岸師生間交流，多次與夏潮基金會合
作，邀請大陸教授，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
長敏、遼寧大學教授顧愛華等人來校講學與
研究。8日則邀請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
長廖曉明、社會系副主任王紅藝及教授熊茜3
人，至本校參觀，並由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接
待。
   參觀地點包括圖書館、宮燈教室、覺軒花園

等，廖曉明對圖書館的非書專區與研究小間讚
譽有加，並邀請黃一峯有機會能至南昌大學參
訪。廖曉明表示，圖書館設備及管理均是師生
需求回饋的表徵，本校圖書館的相關設備，如
研究小間開放學生使用等，在部分大陸高校是
無法做到的，會將這些經驗與同仁分享。
   黃一峯表示，很高興有機會能向非姊妹校的
大學介紹本校，將盡力安排彼此間的交流。

編者按：因應61週年校慶，本期製作校友返校全紀錄特刊，原
探索之域、校園健康人物、人物短波及專訪內容暫停一次。

系友會  溫馨助學嘉惠學弟妹

合力送百名學生訪廈門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11日本校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第8屆理監事選舉案中，理事長
陳慶男連任本屆理事長，並於12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第8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校
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等均與會參加，並有150
位校友共襄盛舉。會中除報告100年度的會務
及各地校友會的成果外，並由馬來西亞留台淡
江大學校友會會長彭慶和說明「2012年淡江大
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活動。新成立的
廈門校友會會長黃天中，在臨時動議中提出，
為因應母校的招生政策，將與金門校友會合

作，共同資助母校100位學生3天2夜的廈門訪
問行程，希望增廣學弟妹見聞，藉此回饋對母
校的栽培。
   張校長致詞中表示，為提供學生更好的教學
環境，未來將規劃建置資訊大樓，希望校友們
能全力協助，展現淡江人的向心力，相信在陳
慶男帶領下世界校友會將更能凝聚向心力。陳
慶男致詞中表示，就任的2年內，將秉持著對
學校栽培的感念，帶領全球的校友回饋母校，
並會盡力協助資訊大樓的建置，希望校友們能
盡其所能地支持。

   彭慶和說明2012年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
年會的籌辦過程外，並提供「企業商場團」和
「逍遙觀光團」兩種方案供校友們選擇報名。
彭慶和表示，希望大家能踴躍報名參加，展現
淡江人的活力。現場也邀請陳慶男、菁英校
友會會長侯登見、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蕭金柱
和見證人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
森，一起為「96-99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
職場就業方案」抽獎，頭獎由資管系校友陳映
竹獲台北香港來回機票1張。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你可曾經想過
到日本進行考察研究，或是想交流卻苦無經費
嗎？日本交流協會舉辦「2012年度日本國際交
流基金會經費資助辦法」活動，針對文化藝術
交流領域、海外日本教育領域和學術研究交流
計畫項目，提供經費資助，歡迎有興趣的學
生報名參加，報名截止日為12月1日，活動詳
情請洽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站（http://www.
oieie.tku.edu.tw/main.php）。

日本交流協會經費資助報名中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將於12月1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英詩背誦比賽」，最高獎金2千5百元，個人或團
體合作的形式不拘，報名截止至25日（週五）下午4時20分。英
文系助教林倖伃表示，本次英詩背誦比賽，是以參賽者在台上
的創意、台風等為主要評分項目，也歡迎發表自創詩歌，獲獎
者還可參加校外比賽。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活動詳情請洽
英文系系辦公室（校內分機，2329）。

英詩背誦賽報名開始

   【本報訊】淡水古蹟博物館日前委託本校建
築系以「重見觀音山」為主題，於10月17日至
11月13日，宣傳福佑宮廟埕廣場的新風貌及淡
水特色景點，這次宣傳合作案除了由建築系副
教授黃瑞茂、王俊雄指導，以及20位建築系學
生投入宣傳導覽，還有劉凱欣等5位建築系校
友熱情投入這次的活動。黃瑞茂表示，透過這
次的合作，可以讓學生聽到許多人對城市的看
法，增加更多元的觀點。
  劉凱欣解釋道，原來的傳統市場地下化後，
打開了原本封閉的街道空間，讓福佑宮與觀音
山能再次連結，「我們特別打造了行動導覽推
車，除了掛載淡水古蹟地圖和景點資訊外，
負責推車的同學也會主動向遊客介紹淡水特
色。」另外，還規劃「淡水和人市街區宗廟踏
查」和「馬偕入淡水西方文化采風」兩條淡水
古蹟導覽；並邀請「拾棲劇團」演出早期淡水
老街的米店風情。
   黃瑞茂補充表示，廟埕廣場的開通，讓老街
的空間更立體，也可重新感受淡水小鎮。當初
因支持其理念，而志願協助推廣活動的建築三
鄭凱蔚表示，「在與遊客互動過程中，還能聽
到以前的淡水樣貌，真的很開心！」

公行系系主任接待廖曉明一行

【記者謝佩穎淡水報導】本
校建築系再傳佳績！美國高通
公司及中國電信物聯網基地舉
辦「中國高校第一屆擴增實境
創想大賽」，建築五黃信惠
與資工系校友王學仁榮獲2等
獎，獲得獎金3萬元人民幣。
另外，建築碩三張淑芬在9月
時獲「2011校園欣力菁英大
賞」創意空間組的銅賞，獲得
1萬元台幣。建築系系主任賴
怡成表示，學生能跨領域與其
他系的合作，在建築領域下開
始有不同方式去思考，對設計
這條路是具有正面意義的。

黃信惠與王學仁以擴增實境

的技術創想出「家具組裝輔助
軟體」，為了解決買傢俱看不
懂說明書的困擾，下載手機
App即可顯示虛擬的組裝過程
黃信惠表示，「真的很開心，
得獎是我意想不到的！」

張淑芬與台北科技大學建築
與都市設計所碩三李旻桓跨校
合作，以「戰爭‧蛻化：金
門E2-032船型堡」獲獎，從
「改建」角度對金門的船型堡
做發想及設計再利用，呈現舊
與新同時存在關係；張淑芬表
示，金門民眾因為這競圖引起
討論，最樂見讓大家思考，金
門廢棄軍事建築如何再利用。

 張淑芬奪銅賞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化
材系於12日在工學大樓舉行40週年
系慶大會，歷屆系友及曾任教的教
授均專程返校外，校長張家宜、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前校長林雲山、人資長鄭東文
及工學院院長何啟東等人也前來祝
賀，並邀請張校長等多位貴賓一同
切系慶蛋糕後合影留念。
   下午則進行化材系第3屆第2次系
友大會，會中通過系友會與同學會
合併案，未來將統稱為「化材系系
友會」，也成立系友會獎學金。同
時也舉辦「閱讀與創意」講座，由
前新竹教育大學校長曾憲政進行演
講，鼓勵學生應跳脫一般的思考模
式，從廣泛的閱讀中培養創意。化
材碩二蘇炳元表示，從演講中所提
到的蘋果公司賈伯斯和美國企業家
謝家華的創業例子，讓他了解到創
意的力量可以發揮驚人的影響力。
  化材系校友許任勝表示，與淡江闊別20年後重
遊舊地，還能感受到師生間的情誼，覺得倍感溫
馨。化材系系主任林國賡表示，感謝系友協助籌

備系慶，證明過去的努力受到肯定，也希望能讓
同學感受到化材系一家人的溫馨
感與向心力。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本
校61週年校慶暨中文系55週年系慶，中文
系系友均返校參與，由驚聲古典詩社吟唱
「杜甫‧客至」等3首詩詞開場歡迎，現
場並播放回顧影片，讓系友了解近年中文
系的表現，也共同回味當年求學情景。舉
辦中文系系友會第1屆第3次理監事大會，
由現任理事長曾守正續任，並討論明年春
之饗宴的系友返校活動。

   曾守正表示，希望中文系能結合力量，
展現互助的精神，讓中文系邁向更好未
來。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藉由各種
活動的舉辦，來凝聚校友的向心力，希望
大家能共襄盛舉，讓中文系能更好。中文
系校友陳依珣表示，出了社會後才發現校
園生活之美，很高興能和大家聚在一起，
也喜歡這樣的返校活動，「很有回娘家的
感覺！」

吟唱饗宴  慶55週年

   資傳系於12日下午1時30分在O306，舉行「資傳系系友回娘家-就愛在一起」活
動，邀請系友回娘家，資傳系系主任劉慧娟開幕並歡迎各校友返校。會中安排「佳
偶故事分享活動」，介紹每屆班對佳偶的愛情故事，現場舉辦聯誼配對活動，配對
成功還有甜蜜電影票，一起聯絡情誼；還有「資傳寶寶之百萬小學堂」的問答活
動，搜集資傳系大小的相關問題，讓現場系友們機智搶答，還可獲得贊助的精美獎
品。資傳系友會長黎世威表示，此次活動，花了很多時間和心血準備，能圓滿順利
感到非常開心，希望系友能更支持系上活動。（文／洪聖婷、攝影／陳芝嫻）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12日下午2
時，化學系在化學館水牛廳C013舉辦化學
系系友大會，近百位系友返校共襄盛舉，由
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開幕歡迎各系友參與，
同時舉行理監事會議。會議中，全場一致鼓
掌通過，由現任理事長林健祥暨第25屆金鷹
獎得主續任理事長。林健祥致詞表示，感謝
大家的支持，會盡量整頓化學系系友會的會
務，也希望大家多多協助。化學系系友楊榮
凱表示，淡江的學生比起別校多了人情味和
書香氣質，加上母校都持續營造良好的學習
環境，希望學弟妹能把握校內的學習時光。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於12日
舉行「第1屆經濟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約
有40名系友返校共同商討會務，許久未見的
老朋友齊聚一堂，場面溫馨，會中並頒贈獎
學金予10名經濟系學生，以資鼓勵。經濟系
系主任莊希豐表示，系友會成立至今辦理多
場活動及演講，每學期並頒發獎學金嘉惠學
弟妹，感謝系友們的支持並肯定努力成果。
   經濟系系友會會長，益昇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洪嘉聲說，今年是第一屆舉辦會員大
會，很多事都處於摸索階段，「但我們組織
小，目標大！」未來將繼續為系友及學弟妹
提供服務。獲頒獎學金的經濟二王儀潔開心
說道：「得知獲獎那一刻感覺真不可思議！
很謝謝系主任鼓勵同學去提出申請，讓大家
都有公平的得獎機會。」

25週年  師生「三代」相聚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運管系25
歲囉！本校運管系於12日在福格飯店歡
慶25週年系慶，約有70位校友攜家帶眷
一同參與。同時，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
所副所長沈慧虹等多位系友也一起共襄
盛舉，現場為老師、學生及其子女「三
代同堂」的歡聚同樂，各系友間討論熱
絡，彼此交流職場上的經驗，多名系友

也樂意提供在校生就業資訊和打工的機
會。
   運管系系主任劉士仙表示，運管系自
成立以來已過4分之1世紀，各系友都在
各行業有傑出表現，希望各系友能多加
支持，讓運管系更發光發熱。運管三江
悅瑩表示，很高興能和學長姐交流求學
和求職經驗，收穫很多。

回憶PARTY慶45週年 茶道阿波舞迎系友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日文
系於12日舉辦45週年「日文系回憶
PARTY」系友回娘家活動，共30多
名系友返校慶祝，同時頒發由系友
提供的獎學金，總金額達65萬元，
共有40位同學獲獎；另外頒發「第
10屆日文系傑出校友獎」，分別由
吳諒豐、李靖惠和羅幼蓮獲得。
   當天除了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外，日
文系在宮燈教室的牆壁上貼上歷屆
畢業學長姐，當年在學生活照，讓
系友與學弟妹共同分享求學生活；
另外也安排日本茶藝及阿波舞社舞
蹈表演，讓系友感受溫馨時刻。
   民國71年畢業的系友謝憲周，目前
任職日文導遊，他勉勵學弟妹，不
管是創業或是就業，都要好好珍惜
學校提供的寶貴資源，因為在以前
這些機會都是很難得的，學弟妹應該好好珍惜。如
果以後有機會，也會不遠千里地回到學校出席。日

文二黃倩婷表示，看到學長姐的成就，覺得非常感
動，也開心看到他們樂於回饋和分享經驗，日文系
就像個溫暖的大家庭。

系友返校餐敍

百位系友返校話情誼
   【記者黃宛真、楊蕙綾淡水校園報
導】統計系於12日校慶，在B712教室舉
辦第7屆統計系系友會班代表大會，並於
大會上進行監事改選，由統計系系友會
會長石明煌連任，並選出理事27人及監
事7人，儘管當天天候不佳，仍有百多位
系友踴躍出席，特別的是保持7年出席記
錄統計系校友暨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副

教授吳純純。她表示，當天其實是逢甲
大學校慶，「但身為統計系系友，一定
要來參加系友大會！」
   會中除會務報告外，也討論如何加強及
凝聚統計系校友的緊密聯繫，統計系系
主任溫博仕表示，102年是統計系成立50
週年，規劃將擴大舉辦，將有系列精采
的活動，希望統計系校友能共襄盛舉。

   【本報訊】航空太空工程學系在12日校慶
當天，舉辦第10屆航太系系友餐敘，由航太
系副教授王怡仁聯絡主持，共有31位校友返
校餐敘，其中航太系系友宮筑筠遠從美國聖
地牙哥趕回來與同學相聚，他表示，前一晚
因飛機誤點，凌晨1點半才到臺北，一早又搭
車返校，前後只睡了3小時，「我們的感情很
好，幾乎每年都會到一個同學家餐敘，但今
年是畢業30年來第一次踏上校園，很懷念過
往的日子！」宮筑筠回憶表示，喜歡當年淡
水獨特的人文氣息和生活模式。
   目前經營房地產的宮筑筠，鼓勵學弟妹多接
觸人群，要多開闊視野格局和良性的人際互
動，才能在各個領域擁有優異的表現。

資傳扮裝遊行 紙箱氣球展創意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商管
聯合碩士在職專班及EMBA聯合同學
會為慶祝61週年校慶，特於13日舉辦
「苗栗公館、南庄一日遊」，邀請
EMBA的同學及校友共襄盛舉，一同
前往苗栗客家大院、杉林松境渡假村
等景點，感受客家文化、品嚐客家菜
餚，共有33人參加。EMBA聯合同學
會理事長許義民表示，透過活動使校
友們有進一步的交流和互動，藉此聯
繫彼此的感情。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將於
25日（週五）上午10點於強邦國際會議廳，邀
請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總裁Stephen Bourne蒞
校進行演講，演講內容將以「Competing On a 
Global Stage in a Changing World」為題，說明
全球化的競爭趨勢。蘭陽校園主任室游慶怡表
示，這是難得的機會，能邀請到國際學術界代
表的出版社總裁至蘭陽校園，進行全臺唯一的

演講，主要是因為蘭陽校園的全英語教學學
制，獲劍橋大學出版社評估後的認可，能與學
生充分互動；希望藉這場演講能帶給學生不一
樣的世界觀。

資通四林易鋒表示，很感謝學校能請到重量
級人物到校演講，一定會把握這個機會，現
場提出相關問題和演講者互動，以達交流的效
益。

 蒞蘭陽演講蘭
陽

資傳系愛在一起 搶答當金頭腦

校慶客家旅遊聚

　校長張家宜（左三）、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陳慶男（左
二）、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左一）、化材
系系主任林國賡（右二）及化材系系友會會長孫瑞隆（右一）
一起切化材系40週年慶蛋糕。（攝影／湯琮詰）

   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及EMBA聯合同
學會為於13日在客家大院慶祝本校61周
年校慶。（圖／商管碩士班聯合同學會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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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行動推車導覽淡水古蹟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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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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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

   阿波舞社帶來的舞蹈表演，與日文系返校系友同歡。（攝
影／林奕宏）

海內外校友會助國際化

建築系傳捷報

英劍大出版社總裁

40週年慶  創意閱讀經驗分享化材系
校友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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