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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3 日 

蘭陽菁英盃排球賽
　蘭陽主任室 16、17 日在紹謨紀念活動中
心舉辦菁英盃排球錦標賽，由資創四崔恩豪
率領的資創系奪下菁英盃冠軍。（馬雪芬）

大傳系畢展 24 日擺攤
　大傳系畢展「傳染」行銷組聯合擺攤於
24 日至 27 日在商管大樓前擺攤，邀請全校
師生參加活動，好禮抽不完喔！（趙巧婷）

日本船橋高校 32 師生來校
　19 日千葉縣船橋高校科學菁英班 32 位師
生蒞臨化材系參訪，系主任董崇民帶領系上
學生，陪同觀摩化工實驗課程。（陳羿郿）

日文系國際學術工作坊
　日文系 22 日舉行日本近現代文學國際學
術工作坊，邀請日本近現代的文學文化研究
者分享文學文化研究最新動態。（盧逸峰）

勞保相關說明會逾 150 與會
　人資處 17 日舉辦勞保相關規定說明會，
針對本校工讀生、臨時工及其他部分工時人
員申請、加退勞健保等等說明。（張凱萁）

微積分諮詢室 23 日開放
　微積分諮詢室自本週起開放諮詢，地點平
日為 SA106，週六在 B511，將有數學系助
教群，為同學們解答相關問題。（蔡晉宇）

榮譽學程 27 日交流座談
　103 學年度榮譽學程交流座談將於 27 日
12 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將分享授課、
修課經驗及相關回饋意見。（曹雅涵）

健言社健言盃報名至 29 日
　第九屆健言盃開始報名！報名至29日止。
比賽將於4月18日至19日在商館大樓展開，
只要擁有本校學籍皆可報名。（莊博鈞）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展
組舉辦 3 場「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邀請
曾到姊妹校澳洲昆士蘭大學研習英語授課的 6
位教師，分批於 3 個場次中分享。第一場於 18
日在 I501 教室舉辦，並與蘭陽校園同步連線。
教發組組長李麗君表示：「預計 6 月底邀請昆
士蘭大學的教師來校講授英語授課課程。」
　企管系副教授張瑋倫在分享中指出，「同
學多依賴智慧型手機，因此他使用免費 App
『Socrative』線上出問題，讓同學登入 App 作
答，加強與學生互動，了解其學習狀況。」資
創系助理教授朱留認為，「英語授課可能使課
程進度較慢，但教師仍可用生字表、肢體語
言、道具等輔助，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英文
系兼任講師林敘如聽完分享後表示：「張老師
提供了有別於傳統紙張作答的方式讓師生互動
更密切，朱老師則細細分析英語授課的利弊，
都使我獲益良多。」另兩次活動將於下月 9 日
及 22 日舉行，欲報名者請於活動前一天中午
12 點前於「淡江大學活動報名系統」（http://
enroll.tku.edu.tw/）報名。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增加全國高
中職學生對化學的興趣與加強概念、實作等能
力，化學系自 2006 年開始，每年皆舉行「鍾
靈化學創意競賽」，活動在今年邁入第十屆。
14 日來自全臺共 179 隊 537 名高中職學生齊
聚鍾靈化學館角逐冠軍，最後由建國中學鄭凱
仁、鄭善文、林家安所組成的隊伍贏得金牌，
並抱走 3 萬元獎金。除了團體實作競賽外，個
人筆試金牌由精誠中學洪瑞謙等 8 人奪得、銀
牌由竹科實中葉景元等 18 人，銅牌則由臺中
一中吳建緯等 13 人獲獎。
　競賽每 3 人為 1 組，採 2 階段競賽，第一階
段筆試以個人為單位，測驗基本化學知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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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晉宇、陳羿郿、馬雪芬淡水、蘭陽
校園報導】正值春暖花開，一年一度的春之饗
宴於 14 日在淡水校園盛大舉行，逾 700 位校
友們重回杜鵑花齊放的校園中，聯絡情誼。開
場特別請來僑生醒獅團為活動助興，盛大歡迎
校友回娘家！
　校長張家宜、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羅
森、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
川、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孫瑞隆皆出席共襄
盛舉。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今年第 18 度
蟬聯《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校第一，「代
表畢業校友的努力受到業界高度認同。」對於
本校已與 200 所企業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張校
長訂出目標，「未來將繼續致力於產學合作，
希望能借重逾 24 萬校友力量，增加凝聚力。
讓學生有更多的實習機會，老師同時也能藉此
與業界切磋，讓淡江能在激烈的社會環境中

資圖系友遊淡水河畔
　資圖系由系友會會長于第邀請系友回母校聚
餐，並帶領系友遊淡水河畔。曾任圖書館館長
的資圖系榮譽教授黃世雄表示，很開心再次回
到淡江，「看到自己曾教過的學生，各個都有
很好的成就及發展，深感欣慰，希望資圖系將
來能運用網路的力量，由學長姐帶領學弟妹，
建立倫理關係，連結系友情感，並盡己所能回
饋系上。」
　目前任職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應資圖系邀請
返校，看見校園的杜鵑花與櫻花爭相盛開，特
別在大成報撰寫專欄抒發感想，文中提到，應
讓這座杜鵑花城，分享給全球校友與臺灣人
民，並建議「可在三月間舉辦杜鵑週」，結合
大淡水景觀與古蹟，邀請全球校友返校相聚。
（文／蔡晉宇、陳羿郿）
資傳小羊回娘家囉！
　資傳系 14 日於 O202 舉行系友回娘家活動，
現場近 40 人一同參與，活動開始前播放一系
列同學在學期間的照片，讓大家重溫過去點
滴。系主任孫蒨鈺開場歡迎各位系友，並表
示，「明年資傳系將擴增至兩班，繼續結合市
場趨勢與業界合作。」接著邀請第二屆黎世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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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努力。」在社會服務方面，則和淡水地區結
合，增加許多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另外，淡江
在國內外也備受肯定，「103 學年度境外生近
1,600 人，創歷年新高，學生更積極參與各項
競賽，獲得不錯的成績。」張校長更感謝校友
在經費上的資助，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的趣味競賽，由
張校長與孫瑞隆開球、示範遊戲規則。活動包
括排球、足球及男女混合鬥牛籃球賽，現場歡
笑聲不斷，熱鬧無比，最後由土木系奪冠。中
午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餐敘，席開 70 桌。陳
定川表示，「連續幾年我都有出席春之饗宴活
動，這幾年來學校的進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也希望藉由活動，讓更多畢業校友們和學校有
更密切的聯繫。」
　緊接著由張校長致贈獎座感謝 7 位捐款
30-50 萬的校友，並頒發 28 位第三屆中華民

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卓越校友獎，接著由各學
院院長頒發 49 位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傑出系友。
（詳細名單請見校服暨資發處網站：http://
www.fl.tku.edu.tw/news-summary.asp）。 化 學
系傑出系友得獎人前東華大學校長黃文樞認
為，「學校在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上相當用心，
未來也將繼續支援母校，為學弟妹們提供更多
的資源。」
　會中同時進行機電系系友張俊祥捐贈價值
270 萬儀器的捐贈儀式，張俊祥表示，「取之
於母校、回饋於母校，很開心能盡一己之力提
供系上更完善的學習設備。」張俊祥也以過來
人的經驗鼓勵在學學子，「將想要和需要搞清
楚」。機電系系主任楊龍杰表示，「很感謝張
俊祥系友對母校的回饋，也希望藉此達到拋磚
引玉的效果。」
　席間表演節目，特邀亞特愛樂
合唱團與本校女聯會合唱團演唱
多首動聽歌曲，張校長也和女聯
會合唱團一起展現好歌喉，獻唱
「心雨」等 3 首曲目。另外，企
管系自組辣妹團勁歌熱舞表演，
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淡水校
園的春之饗宴最後在校友們齊唱
校歌中畫下完美句點。
　蘭陽校園 14 日則以「蘭陽野餐
日」暨「第一屆蘭友盃球類友誼
賽」活動歡度春之饗宴，蘭陽校
園主任林志鴻以及全球發展學院

院長劉艾華，與逾 120 位校友於紹謨紀念活動
中心前的草地進行野餐交流，伴著輕鬆的音
樂，悠閒敘舊。
　林志鴻表示，「今年蘭陽校園邁入第十年，
且已有 6 屆的畢業校友，此次活動有第 1 屆的
校友回來，相信他們一定深刻體會到校園的改
變。10 年來，蘭陽校園不斷地成長、進步，持
續改善各項軟硬體設備，並於去年啟用紹謨紀
念活動中心，同學們多了可以運動、健身的室
內空間。非常歡迎大家經常返校，探望師長，
一同感受校園的成長。」
　劉艾華認為，「春之饗宴對蘭陽校園的校友
來說別具意義，因為師生感情十分緊密，加上
每次都會用心舉辦活動，讓校友們覺得愉快，
希望校友們能以淡江為榮，蘭陽校園也將持續
進步。」

　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進行的第一屆的蘭友盃
球類友誼賽，由校友們自組聯隊進行男、女混
合籃賽，資
創系與觀光
系校友聯隊
則由校園主
任開球，進
行排球友誼
賽。賽程中
歡呼聲此起
彼落，大家
玩得盡興，
參與隊伍獲
贈刻有淡江
大學的鑰匙
圈紀念品。

　第三屆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卓越校友獎 28 位得獎人分批受獎，並與校長張家宜（前排左四）、世界校友會聯
合會總會長羅森（前排右四）、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前排右三）合影。（攝影／盧逸峰）

與第三屆黃培育分享學習與工作經驗，兩位分
別以「時間管理、培養自己」與「自己的人生
規劃，自己做決定」勉勵在場的各位。會後資
傳系友會會長改選，由第七屆呂奕志當選，他
表示將盡力完成這項任務。前系友會會長黎世
威說，「未來將成立基金會，透過募款的方式
幫助經濟弱勢的同學，將再規劃出有趣的具體
方案以便實施。」（文／曹雅涵）
數學系系友盃球賽搏感情
　數學系 14 日下午在體育館舉辦桌球、排球、
羽球等系友盃球賽，在校生與畢業校友齊聚一
堂，有著如同大家庭般的溫馨感。系主任溫啟
仲說：「從默契十足的球賽中，可以看出本系
不管在校生或校友，都相當有向心
力，盼校友們能持續參與系上活動，
有空多回來母校。」（文／蔡晉宇）
化材、電機、水環 3 系各聚首
　化材系提前於 7 日在臺北校園舉
辦「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春酒
聯誼」，除討論今年度活動及工作
計劃外，彼此藉機聯誼憶舊情。
　14 日電機系 15 位校友返校參加
「春之饗宴」活動，大家聚餐暢談，

聊敘舊情一同回憶
校園生活。水環系
校 友 及 其 家 屬 在
E805 茶敘，除了享
用美食外並從畢業
紀念冊照片剪輯成
舊時影片，讓校友
們共度美好時光。
（文／陳羿郿、盧
一彎）
保險系頒獎學金
　保險系 14 日頒發系友會獎學金，共 6 位同
學獲獎。接著進行新、舊任系友會會長交接儀

式，新任系友會會長陳文勇表示，「未來兩年
期望能整合系友的豐富資源，建構產官學系友
的交流平臺。」（文／蔡晉宇）
公行系懷舊影片勾起往日情懷
　公行系春之饗宴為系友們製作了懷舊影片與
照片剪輯，更有古箏社、吉他社等學生社團帶
來的表演節目，讓系友們勾起往日大學回憶之
餘，也看見母校朝氣蓬勃。系主任李仲彬說：
「感謝學長姐帶來就業資訊，並提供學弟妹更
多的就業管道。」（文／蔡晉宇）
德文系淡水古蹟巡禮
　14 日德文系邀請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其霖為
23 位系友導覽紅毛城、英國領事官邸、馬偕住
宅等在地古蹟，並在中午進行系友聚餐活動，
系主任鍾英彥表示，「活動除了增進系友彼此
感情，更要讓系友們對求學時期的淡水，有更
深入的文化認識。」（文／蔡晉宇）

日文系奉茶與和菓子款待校友
　日文系於 14 日舉行系友回娘家活動，除舉
辦日文系會員大會外，更安排於牧羊草坪進行
宜得利獎學金頒獎，由日本文化研究社學生穿
著日本傳統服飾，奉茶及和菓子予系友享用，
逾數十位系友、師生參與，交流熱烈、歡笑聲
此起彼落。系主任馬耀輝期許，「未來教師、
學生、系友、姊妹校能更緊密合作，在即將屆
滿五十歲的同時，能有一番新氣象以邁向下一
個里程碑，相輔相成締造更大效益。」
　日文系系友會會長張明理表示，「日文系是
個大家庭，希望系友們能共享資源、互相提
攜，並希望能利用通訊軟體、社群網站找到更
多系友，重新建立與連結彼此情誼。」日文系
系友、校友服務處執行長彭春陽開心地表示，
「明年迎接 50 週年系慶，要做就要做大！期
盼能以席開 100 桌為目標！」（文／盧逸峰）
 未來學所校友分享職場經驗
　未來學所於 14 日上午 10 時在 ED601 舉辦
校友返校分享活動，10 位校友與學弟妹們交
流業界經驗，彼此分享學習與經驗傳承。（文
／莊博鈞）
教政所 21 日重溫校園舊夢
　教政所校友們將於 21 日在 ED201 重溫校園
舊夢，由教政所舉辦歡迎茶會。除向大家報告
近況外，邀請蓋浙生教授親臨現場，增添溫馨
感覺。（文／曹雅涵）

化學競賽 逾 500 生聚鍾靈閱讀達人掄魁

英語授課  增互動

教科畢展秀產學合作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7 日教科系
第十五屆畢業專題成果展在黑天鵝展示廳盛大
開幕，由校長張家宜、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
學務長柯志恩、教科系系主任顧大維、春源鋼
鐵人力資源部經理黃麗玲等人剪綵開幕。張校
長表示，「充分感受到教科系師生與廠商們的
合作無間外，本次展覽更是學生學業有成的里
程碑，希望能讓大家體驗到生活中無時無刻地
學習的重要性。」參展作品共 21 組，分幼年、
青少年、青年、壯年以及老年性質，經考核後
由「台北晶華酒店職前訓練數位輔助教材」獲
得第一名。黃麗玲除致贈教科系禮物表達感謝
外，並讚許教科系學生的專業與熱誠，以及在
課程規劃的用心與努力，希望藉此次的畢業專
題能夠更延續與教科系的產學合作。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通識課
程內涵與深化教學設計，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與教師教學發展組將於 27 日在 SG319 共同舉
辦「通識教學研討會」，分為社會、科學和人
文領域，邀請校內外通識課程教學特優教師分
享教學經驗、教學實務困境與解決方法。
　通核中心主任王志銘表示，通識教育是大學
教育重要一環，透過本次觀摩研討會不但增加
跨領域教學經驗外，並交流通識課程設計和教
學撇步等，彼此激盪出更多教學改善策略，未
來將會再針對其他學門領域持續辦理。
　本研討會在社會領域將由王志銘主持，主講
的有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曾嬿芬、大陸所助理
教授陳建甫；科學領域由全球科技革命學門召
集人楊龍杰主持，是世新大學通識中心教授林
孝信與化學系教授陳曜鴻分享；人文領域由教
發組組長李麗君主持，主講的有臺灣大學音樂
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峙維、通核中心副教授干
詠穎。報名至 26 日下午 3 時止，歡迎踴躍參
與。（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計 3 個人的筆試成績後，擇優錄取 30 組隊伍
進入第二階段的化學創意實驗。化學系系主任
林志興表示，「實驗實作部份題目常結合當年
度熱門時事。」出題老師、化學系助理教授潘
伯申表示，「這次實作目的是讓同學們了解食
用油品的特性及品質，以『食用油脂的不飽合
度分析－點架的測量』為題，藉生活化時事，
激發學生創意，了解化學實驗奧妙。」
　團體實作競賽獲得金牌的建國中學鄭凱仁則
表示：「賽前從沒想過能獲得金牌，這對我們
而言，是很大的肯定。」（攝影／姜智越）

校友熱烈響應  各系活動搶搶滾

東協中心領先全國

　領先全國之東協研究中心於 18 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開幕儀式，東協中心主任暨亞
洲所副教授林若雩（左二）邀請印尼駐台代表
Arief Fadillah（中）、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參事
王志發、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右二）、國際副
校長戴萬欽（左一），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
成（右一）一同參與。開幕式後並進行「2015
太平洋企業論壇」超過百人一同探討亞洲重要
經濟議題。（文／王心妤、攝影／盧逸峰）

到 6 名皆得獎金 800 元。歷史三許芷藍則以幽
默口吻在分享會中訴說與父母一同閱讀書籍的
樂趣，獲選為人氣獎第一名，得到獎金 2000
元。謝旻蓁表示：「很驚訝能獲首獎！雖然書
單很多，但只要從中挑選自己有興趣的書來閱
讀，一點也不會覺得辛苦，在其中也能吸收到
許多寶貴的智慧。」為持續促使學生養成閱讀
習慣，並鼓勵學生跨界學習，本學期學發組規
劃的閱讀主題圖書為「外國文學」，意者請洽
學發組。（文／李昱萱、攝影／姜智越）

　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右二）與校友們遊覽淡水在
地古蹟。（圖／德文系提供）

　日本文化研究社學生穿著日本傳統服飾，奉茶
及和果子予系友享用。（攝影／盧逸峰）

　保險系系友會會長交接。
（攝影／姜智越）

　校長張家宜（右三）致贈獎座感謝捐款 30-50 萬的校友。（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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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校長在紹謨紀念體育館示範
遊戲規則。（攝影／盧逸峰）

杜鵑盛綻 喜迎「春之饗宴」
  蘭陽校園野餐日  老中青校友共沐春暖

　學生學習發展組於 17 日在圖書館 2 樓閱活
區舉辦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閱讀達人頒獎暨
成果分享」，10 組同學輪番上陣分享閱讀心
得。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致詞時引用文人王
國維《人間詞話》中所說的 3 種境界勉勵同學
從閱讀中得到知識。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此
次的閱讀心得分享高達 500 篇，從中看到同學
們的深度，表現實在令人驚豔！」
　本次閱讀競賽主題為「中國文學」，第一名
由日文四謝旻蓁（右圖）及英文四林侖憓各以
54 冊抱走 3800 元獎金，第三名的獎金 1800
元則由中文四林筱婷以 50 冊的閱書量獲得，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