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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活動預告

Homecoming Day 法式歡迎會香檳相迎校友

˙23 日 ( 六 ) 春之饗宴 ( 淡水 )
˙24 日 ( 日 ) 台北市校友會 50 週年
慶感恩餐會 ( 台北 )

68週年校慶校友返校Homecoming Day活動，於107年11月3日(六)上午10時20分，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2樓大廳以「法式歡迎會」方式展開。包括國內外校友、眷屬近275
人參與活動。
會中，董事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與校友緊密交流，使校友之間有更多聯誼，協助
學校、系所整體發展，是淡江第五波裡最重要的元素。校友處執行長楊淑娟則表示今
年特別以法國的方式慶祝，所以要喝香檳來祝賀學校生日，歡迎校友返校及6位新鷹
加入。接著由董事長張家宜、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總會長陳進財、菁英會會長
孫瑞隆等人共倒香檳塔，並與校友們一同舉杯慶祝。現場氣氛和樂融融，校友們彷彿
回到當年大學相聚的美好時光，彼此相談甚歡、合影留念。

全省唯⼀教育部核准開設

全民國防教育科
學分先修班
淡江⼤學成⼈教育部

分機

陳⼩姐

上午11時5分在3樓有蓮廳舉行校友返校慶祝活動，印尼校友會於會中致贈禮物，由董
事長張家宜代表學校受贈。校長葛煥昭致詞感謝校友在各領域發光發熱、為校爭光，
並感謝校友及校友會無私奉獻，為學校校務提供極大助力。
當日另有文學院（中文、資圖）、理學院（數學、物理）、工學院（水環、化材、航

Homecoming Day 校友處香檳相迎

太）、商管學院（經濟、公行、企管、會計、統計）、外語學院（英文、俄文、德文、

資深校友聯誼餐會

日文）、教育學院（教科）等，共計17系所辦理校友返校活動，接待人數也逾1,000人。

校友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母校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並導入個資管
理，對於校友個人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並於母
校網站首頁公告「個資管理政策聲明」與「隱私權政策

為加強資深校友與母校的鏈結，校友服務處於12月

參與外，大陸校友總會莊文甫總會

聲明」。學長姐個人資料：姓名、地址、電話、電子信

21日(五)中午12時在校友聯誼會館，舉辦畢業滿50年

長亦專程返台參加，為活動進行增

箱等，係該保護法未實行前所蒐集，作為母校、校友、

之資深校友聯誼餐會活動。

添亮點。活動中，在校友處楊淑娟

校友會聯誼及接收相關活動訊息等之用。如有不同意者

本次活動報名參加校友約30餘位，在品嘗法式香檳

執行長的主持引領下，校友們逐一

，請與母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承辦人王筱琪小姐聯

後，即輕鬆享用歐式風味自助餐，悠遊在美食與閒聊

的感動分享著當年趣事點滴，並分

絡。電話：02-2351-5123；E-mail：fl@oa.tku.edu.tw。

中歡度午餐時光。餐後再移至隔鄰會議室品茗咖啡點

別對當年張建邦創辦人的「知識爆

心，同時觀賞著撥放的昔日畢冊舊照片，企圖從中尋

炸」、「未來學」等前瞻性創見，

找自己的身影。在群起驚呼時光飛逝的匆匆中，大家

印象深刻並且成為求學過程與未來

更珍惜相聚緣分，也為健康活力的未來相互鼓舞。

人生中難以想像的影響力。最後，

張家宜董事長的蒞臨，讓校友們深刻感受到母校對
校友的珍視。會中除陳雅鴻前校長、張紘炬前校長的

眾人在回憶當年的笑聲中，愉悅的
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歡迎使用淡江大學「求才求職系統」
h t t p s : / / c a r e e r. s i s . t k u . e d u . t w
這 裏 提 供 企 業 登 錄 求 才 資 訊
為 母 校 校 友 增 加 就 業 管 道
張家宜董事長 ( 前中 )、陳雅鴻前副校長 ( 前左 )、莊
文甫總會長 ( 前右 ) 與校友們合影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第11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於107年11月3日(六)上午11時20分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行第1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
會，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主持。會中報告
一年活動回顧及3月圓滿成功舉辦的雙年會。大會尾聲宣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107

年

菁英校友迎 新鷹

佈下一屆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將於2020年7月24至

菁英會於107年11月3日(六)中午在福格大飯店舉辦「老鷹迎小鷹」活動

26日由北美洲校友會承接舉辦。適逢淡江70週年校慶，

暨菁英會員大會，董事長張家宜、校長葛煥昭、前校長陳雅鴻、趙榮耀、

主題將訂定為「休士頓愛你，情繫太空城」，強調休士

林雲山、菁英會會長孫瑞隆、本屆金鷹獎得主張仁正、呂世典、朱知章、

頓曾是美國第四大城，現在正從既有的太空、科技、能

張榮貴及菁英校友會成員們蒞臨。本次參加活動之金鷹校友23人，與會師

源朝向醫療等多方面發展，期許全世界校友，兩年後能

長及親友約40餘人。北美洲校友會會長、第16屆金鷹獎得主林身影感念創

夠一同在休士頓相聚。

辦人，捐贈10萬元給菁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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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校慶活動集錦

中文系系友秋來文館

數學創系 60 週年慶祝大會

水環系 54 週年系慶暨系友回娘家

企管系系友會 薪火相傳

中文系於在 L307 舉辦「秋來文館日，共憶淡江時」系友返校活動，
當天約 40 名校友參與。多年不見的好友們仍保有年輕時的熱情，
齊聚一堂共敍情誼。

數學系在化學館舉辦系慶 60 週年暨楊國勝教授 80 大壽活動。上午
先於鍾靈中正堂舉辦學術研討會，中午在化館 2 樓穿堂舉辦系慶暨
楊國勝教授 80 大壽餐會，逾百位系友及師生參與。

水環系在 E680 舉辦「水環系 54 週年系慶暨系友回娘家」，師生校
友逾 50 人參與。活動在系主任的穿針引線下，成功帶動世代交流
氣氛。

企管系於校慶當日號召系友回娘家，20 名系友回校團聚，午餐後
安排系友於 B302B「情境專用教室」舉辦理監事會議，討論系友聯
誼活動及清寒獎助學金等事宜。

資圖系系友回娘家 相談甚歡

航太系友返校聯誼活動

資圖系於 L522 舉辦「2018 教資 / 資圖系友回娘家」活動，師長及
校友逾 60 人到場同聚，一齊享用各式佳餚。

會計系創系 55 周年慶祝餐會

統計系系友熱情分享

航太系在 E819 舉行系友返校聯誼活動，系友攜家帶眷熱情參與，
場面溫馨歡樂。現場同時提供餐點，系友們品嘗美食，並盡興閒話
當年。

會計系於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創系 55 周年慶祝餐會，系友及眷屬
等約 550 人參加。活動以醒獅團表演揭開序幕，祥獅獻瑞表演獲得
拍手叫好。餐會中安排了表演節目、觀賞懷舊影片、以及歷任系主
共同切蛋糕，讓系友們見證會計系重要的歷史時刻。

統計系在體育館 1 樓社辦廣場舉辦第十一屆系友大會，近 80 名校
友一同回娘家敍舊。

物理系創系 55 週年
物理系在騮先紀念科學館，舉辦 55 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近
80 人到場。活動邀請 57、67、77、87、97 年畢業的系友上臺，由
薛主任贈送紀念品，請系友分享大學生活，現場彷彿進入時光隧
道，眾人陷入回憶長廊，之後合照留念及餐敘聯誼。

化材畢業逢十系友會
化材系在 E787 舉辦第四屆逢十系友會，邀請畢業 40、30、20、10
年的校友返校同聚，逾 40 位校友出席與會。會中除系務報告外，
還進行了兩場講座，會後在覺軒教室餐敍。

謝智偉接任經濟系系友會理事長
經濟系於 B704 舉辦第 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由前任理事長簡致信
主持，逾 30 人參與。會中選出謝智偉為新任理事長。

德文系 55 週年系慶暨新舊會長交接
德文系在淡水校
園舉辦 55 週年系
友 回 娘 家 活 動，
有 20 餘位校友與
會。 前 任 會 長 王
新財因接任台南
校友會理事長一
職， 趁 此 次 活 動
，選出 98 級畢業
的張瑞妍擔任新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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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在校生喜迎金鷹學長
在「淡江大學印尼學生同學會」

成就深感與有榮焉。會中，在呂學

會長林妮佳經營號召下，120餘位

長的鼓舞激勵下，同學們也為奮鬥

印尼在校生於107年11月3日(六)校

踏實的未來充滿熱情期待，並在成

慶活動後，下午7時齊聚在淡水老

功楷模的引領下，對畢業後滿溢信

街孔雀蛤大王餐廳，熱情迎接印尼

心。印尼校友與學生們在熱情高亢

校友會13位學長姐返台歡聚。

呼聲中，齊為2022年在印尼舉辦

活動重點亦為祝賀呂世典學長榮

的校友會活動預作暖身準備。
印尼在校生喜迎金鷹學長

獲今年金鷹獎，同學們對學長傑出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邱素蕙學長接任華東校友會會長

應邀由外地趕到與會，並致贈每位

友熱心的報名及投入競選活動中，

校友一人一箱東北暉春特大蘋果。

由邱素蕙（英文系）當選第四屆會

華東校友會最熱心會務的艾和

長，召集了華東蘇州、昆山地區

此外多位上海區校友臨時聞信也趕

長，翁建森（國貿系）當選監事

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24 日

媛、包心慈二位學妹與林國棟學

46位校友，於107年11月3日(六)

來參加，享受美好的校友聚會。

長，兩位將肩負期待，任重道遠，

地點：典華

帶領校友會走向和諧交流、團結互

報名請洽：https://goo.gl/forms/
jFamQVtfUwu52ZZ93

參加曾國舟學長於昆山花橋地區新

另於12月12日(三)舉行i-Voteing

開張的餐館「春天九號」開幕大

網絡票選會長與監事長，具有投票

喜。大陸校友總會總會長莊文甫亦

資格的校友計有172 位。在多位校

助的校友活動平台。

50 th 感恩餐會
( 星期日 ) 中午

大直旗艦館

聯 絡 人：鄭秀珠 0922-015-712

華南校友會2018冬之饗宴
華南校友會於107年11月17日
華東校友於上海昆山小聚

華北校友小聚慶京東分會成立

的夜晚。

(六)在東莞市謝崗鎮銀泉半山農

12月15日(六)在東莞石碣富盈大

莊，熱鬧舉行秋遊聚會。本次活動

酒店舉行「冬之饗宴」，別開生面

由會長王裕聰主持，會中學長姊們

的以「上海灘懷舊」為主題的化

盡情開心高唱，共同度過一個歡樂

裝聚會，與會校友及眷屬超過100
「上海灘懷舊」之華南校友會「冬之饗宴」

華北校友會於107年12月2日

位。除華中校友會長張義信搭7小

(日)，在北京奧加美術館酒店舉行

時火車由武漢趕來，還有從褔州與

業，不搞小派系」的四不原則，獲

領下高唱校歌，一時熱情洋溢，全

京東分會成立晚宴。以年青校友為

香港來的校友，精神令人感動。

得全體與會校友的一致認同。

場歡呼。還有另人驚嘆的魔術、卡

主體的華北校友，熱烈慶祝京東校

「冬之饗宴」由會長王裕聰主

晚會節目由校友許梅宴、林超君

啦OK和令人捧腹的化妝和變裝秀

友分會（北京市中軸線以東的幾個

持，他特別揭示校友會運作「不

與吳建隆共同主持，首先由應邀與

，現場笑聲不斷，高潮迭起，晚會

行政區）成立。聯誼聚會由會長楊

涉及政治，不牽扯宗教，不糾結商

會的大陸校友總會總會長莊文甫帶

最後在歡樂的笑聲中落幕。

國棟主持，與會的老中青校友約50
林育成出任京東分會會長，充分展

勵，並感謝楊會長對華北校友籌劃

現出校友會的民主精神。

多項健康活動，如登山隊、網球訓

泰國校友會
第22屆聯歡晚會

練營、參與台灣高球旅京各大專院

泰 國 校 友 會 於 107 年 11 月 10

華北校友小聚慶京東分會成立

人。
會中，除由楊會長逐條闡述華北
校友會的「臨時組織章程」，並徵
詢與會的校友們逐條表決通過，作

大陸校友總會總會長莊文甫，特

為未來活動的遊戲規則外，還選出

地由新加坡趕回來參加，並致詞勉

彰化縣校友會秋季健行活動

校交誼等，給予高度讚許。

日（ 六 ） 在 Jasmine Hotel 舉 行 第
22 屆聯歡晚會，台灣駐泰國代表

下，挑戰清水岩五峯十八彎古道。

童振源、與泰國留台同學總會理事

沿途林相優美，空氣清新，山頂是八

長李那隆皆應邀出席並致詞，世界

新校友加入，凝聚力令人欣慰。他

泰國校友會第 22 屆聯歡晚會合影

彰化縣校友會於107年11月

道健行活動。活動由理事長陳

卦山台地，有茶園及鳳梨田。大家在當

日報社長邱光盛伉儷也到場致意，

一定善盡校友會會長職責，也會和

的校友及來賓獻唱助興外，還穿插

17日(六)，舉辦清水岩森林步

世明領隊，在吳明敏學長帶隊

地農園品嚐由吳學長招待的現採現殺甘

與眾校友歡聚一堂。

母校多做交流。會中，還宣佈張博

抽獎活動，獎品豐富，幾乎人人有

淵為第 4 位副會長。

獎，場面熱鬧溫馨，氣氛和諧，晚

田鳳梨後，走十八彎古道回程。中午在

會長詹鎮綱致詞時表示，泰國校

田尾公路花園的將園庭園咖啡餐廳用餐

友會成立至今已 22 年，每年都有

，熱情的黃建嘉學長搶著買單，升級的
西式餐飲，木構建築空間，愉悅的談天
交流，度過快樂的一天。

會中餘興節目除了眾多歌藝精湛

會圓滿成功。

全國校友總會健康管理講座
全國校友總會健康管理委員會於
107 年 12 月 23 日 ( 日 ) 下午 2 時，

芝加哥校友會歲末聯歡
芝加哥校友會於107年12月1日
（六）晚上，參與在芝加哥華僑文

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冬季
健康養生身心靈講座，由沈橞瑢

人矚目，為觀眾印象深刻的

老師主講「人生下半場如何活出卓

項目。

越？做自己的皇后」。

教中心舉辦的芝加哥地區大專院校

另於12月8日(六)舉行珠

歲末聯歡晚會，近200位的僑胞一

寶系列講座，邀請校友吳秋

同參與晚會。

煌(現任全美華人珠寶商會會

芝加哥校友會石鴻珍會長 ( 前排左 2)、全美華人珠寶
商會會長吳秋煌先生 ( 前排右 1) 及校友會會員合影。

冬季健康養生身心靈講座

活動首先由國醫董延齡致詞，接

影中最喜歡的角色，讓大家發現每

饋。執行長許毓芳表示，未來將透

著沈橞瑢講師帶大家玩遊戲，來探

個人看事物的角度都是不一樣的。

過定期的活動，促進學長姐們對健
康飲食保健的認知，並增進校友間

索自己內心的小聲音，讓健康講座

本次演講講師賣力分享養生資

本次活動主題為「風華絕代世紀

長)主講「台灣海底寶藏，認識珊

友會獎狀，以表彰淡江校友會對芝

活潑又有趣。再藉由討論同一部電

訊，與會的來賓們也給予精彩回

秀」。校友會推出了風華絕代的戲

瑚」。演講中並舉行抽獎活動，吸

加哥僑界的貢獻。會長石鴻珍及校

曲表演，由校友們表演傳統戲曲演

引了各地珠寶愛好者和校友們的參

友們也特別頒贈獎牌，表示對吳學

唱，華麗精緻的服飾裝扮，專業身

與。經文辦事處處長黃鈞耀、華僑

長多年來的捐贈和支持的感謝。演

段唱腔和行頭，是晚會表演中最引

文教中心主任王偉讚皆應邀與會並

講結束後，校友會在狀元樓舉行歲

王新財學長接任
臺南市校友會理事長

致詞。會中，辦事處黃處長贈予校

末聯歡晚宴，提前歡度聖誕佳節。

臺南市校友會於107年12月15日

系畢業的王新

舉行第 36 屆年會
暨 會 長 交 接

(六)在臺南總理餐廳，舉辦第4屆

財學長，並選

第2次會員大會。會議由理事長李

出下屆理、監

退之主持，校友處執行長楊淑娟、

事成員。在會

除分享過去與創辦人的互動回憶和

磯第55選區州眾議員陳立德和多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3位副總會長及

議結束之後的

珍貴照片外，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

位社區領袖及經文處長官都蒞臨祝

各地校友會理事長及總幹事等，共

新舊理事長交接典禮上，由校友處

財表示將延續創會會長陳双喜及歷

辦事處處長朱文祥和董事長張家宜

賀。

襄盛舉參加此次的盛會。

執行長楊淑娟代表母校頒發感謝狀

任理事長的理念，持續努力，為臺

予理事長李退之。新任理事長王新

南地區的校友服務。

南加州校友會
新任會長謝英志 ( 左 ) 在洛杉磯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王秉慎副處長 ( 中 ) 監交下，從程
平會長 ( 右 ) 手中接下印信。

皆題字共勉，校長葛煥昭亦撰寫文
章介紹母校現況和發展願景。

晚會安排了表演節目，除了淡江
校友男聲合唱you raise me up來懷

南加州校友會於107年11月17日

會中，在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

念創辦人外，還有校友們熱力四射

(六)在聖蓋博市希爾頓舉行第36屆

辦事處副處長王秉慎監交下，新

的舞蹈表演，以及精彩武術表演

年會，席開24桌。校友會發行特

任會長謝英志從會長程平手中接下

等。最後，晚會在卡拉ok歌聲舞影

刊來懷念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校友

印信。當天國會議員趙美心、洛杉

和摸彩活動中，圓滿落幕。

本次大會選舉出下任會長為德文

彼此情誼的連結。

臺南校友會新任理事長王新財 ( 前排左一 )、卸任理事長李退之 ( 前排中 )

新北市校友會 第8屆第2次會員大會
新北市校友會於107年12月23日

店舉行第8屆第4

(日)中午11時30分，於新莊典華飯

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12時舉行第8

台北市校友會 11、12月活動

屆第2次會員大會
暨新北市校友會成

台 北 市 校 友 會 於 107 年 11 月

生活動中心，舉辦「107 年度台北

立23週年餐會。貴賓有校友總會副

二年，新北市校友會舉辦的活動，

16 日 ( 五 ) 晚 上， 在 台 北 校 友 聯

市淡江大學校友會公益平台」頒贈

理事長陳兆伸、系所總會總會長林

大家一定要踴躍參加，繼續給予最

誼會館，邀請卓越校友蕭金柱演講

典禮。本活動至今已邁入第 12 年，

健祥、校友處執行長楊淑娟及前執

大的支持與鼓勵！

「今夜 / 台北 / 性福城」。當晚蕭

當天由贊助人親自為 178 位學生

行長彭春陽等多位列席；並有新北

本次大會中，莊理事長特別將高

學長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破

頒發 8 項獎學金。最後愛膳餐券座

校友聯誼會館舉辦聯誼及慶生活

台北市校友會公益平台頒贈典禮

的姊妹會彰化校友會、高雄校友會

齡98的母親帶來與大家同樂，所

題，用深入淺出幽默詼諧口語，引

談會，邀請贊助人與 74 位受領愛

動。邀請法文系畢業，現為國際專

多 位 愛 歌 唱 的 校 友， 於 12 月 28

及其他區域校友會代表蒞臨指導。

有會員、眷屬、來賓一一與她合

領在場校友聆聽跟吃飯一樣自然的

膳餐卷學生進行交流，典禮在溫馨

業領隊的冉安萍學姐主講「 印度

日 ( 五 ) 晚上，在台北校友聯誼會

會議由理事長莊子華主持，周珊

影，可說是熱鬧非凡，所有與會

議題，讓與會校友獲益良多。

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好好玩 」。

館練習合唱，計劃以歌聲為 50 週

羽、江秀玲兩位美麗的學姊擔任雙

者皆渡過了一個愉快而令人難忘的

年慶祝活動帶起熱烈風潮。

主持人。莊理事長並表示，未來的

23週年紀念大會。

12 月 1 日 ( 六 ) 上午在淡水園學

12 月 21 日 ( 五 ) 晚上，在台北

為慶祝即將到來 50 週年慶，20

校

西元 2019 年 1 月

友

會

活

動 （ 系所、其他 ）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
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第4屆才藝競賽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於107年12月

會中專題分享，首先由企管系主

該日下午6時，在福華大飯店舉

16日下午2時30分，在台北褔華大

任楊立人以系友交流經驗分享「如

辦第4屆系所盃才藝競賽晚會。

3

審，各系友會精采參賽表演節目
分別為：讀書會-合唱、機電系-機
械舞、德文系-歡樂耶誕嘉年華、
英文系-魔術表演、俄文系-俄人同
心歡慶佳節、法文系-浪漫島國風
情、資工系-資工狂想曲熱舞、日
第一名日文系系友會

第二名企管系系友會

文系-牡丹獅子VS.2020東京盆舞、

飯店召開第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

何與系友『交心』」。他親自致電

本次活動參與盛況踴躍，席開41

會，約70人出席，由總會長林健

整合EMBA系友人脈、舉辦運動聯

桌，座無虛席，場面熱鬧。

祥主持活動。

誼會、成立Line群組、認識企管系

晚會由校長葛煥昭、總會長林健

魅力四射。參賽團隊的系所粉絲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致詞時表示，

學會，藉此凝聚系友向心力。接著

祥率領系所總會幹部群等人入場，

團，紛紛出席加油打氣，場面熱

校友在學期間，與同儕、師長、學

教育學院秘書單文暄以「感動、心

在一片歡呼聲中為晚會展開序幕。

鬧，氣氛嗨到最高點。

校產生的情感，對校友與學校的連

動、行動」和大家分享。以機電系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

結具有凝聚力。總會長林健祥亦表

勸募為例，她認為「朋友是交永遠

希豐、國際副校長王高成、蘭陽副

示，透過專題分享，讓各系所友會

的」，透過製作彩色成果簡報、保

校長林志鴻、秘書長劉艾華、研發

理事長、系主任能夠產生迴響。學
校若能與校友主動接觸，才能讓校
友盡自己一份心力為學校付出。

留及珍藏美好回憶，感動系友，使
系友動心，進而願意以實際行動來
回饋母校。

呂淑卿學長
接
任中文系系友會第5屆理事長

企管系-百變魔豆走秀趴、EMBA-

最後由日文系系友會奪冠、企管
第三名法文系系友會

系系友會獲得第二名、法文系系友

最佳造型獎資工系系友會

會獲得第三名、EMBA同學會獲得

長王伯昌、文學院院長林呈蓉、理

學院院長吳萬寶、教育學院院長潘

藉由這次才藝競賽晚會增加校友互

最佳創意獎，資工系系友會獲得最

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許

慧玲、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包正豪、

動、凝聚彼此向心力。

佳造型獎。第4屆才藝競賽在頒獎

輝煌、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商管

校服處執行長楊淑娟等貴賓，應邀

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谷峻、外語

出席與會。校長葛煥昭表示，希望

各院院長亦受邀擔任才藝競賽評

典禮後畫下完美句點。

法文系薄酒萊之夜 系友感恩返校晚會

中文系系友會於

法文系於107年11月26日(五)在

法文系系友會於12月13日(四)在台北校園校友聯

107年12月16日(日)

淡水校園T110，舉辦「2018薄酒

誼會館，舉辦年度總會議，依慣例檢討107年度舉

下午2時，在台北校

萊之夜：法國姐妹校知識搶答比賽

辦的各項活動、以及策劃108年度的行程。會長葉

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行

暨系友感恩返校晚會」。本次亦邀

麗珠及系友們有一個共識：長江後浪推前浪、淡江

第5屆第1次會員大

請淡水法蒂瑪天主堂教友共襄盛舉

人才濟濟，為了避免系友會的運作將來出現空窗

會。本次會議內容主

，一起感受校園內的多樣活動，學

期，本次特別邀請在校活躍、熱情、並且願意付出

習紅酒及品酒的知識。包含法文系

的學弟妹們出席與會。透過會議參與，學弟妹們更

西語系同學會於107年12月2日(日)下午，在台北校

師生、系友等，共110人參加。

瞭解畢業系友跟母校之間的聯繫，畢業後與系友會

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理監事改選。過程順利，眾望所

的運作及捐款、參與活動、支持學校及系上的決

歸，由1989年畢業的徐光中當選理事長。

第五屆理事、監事。

要為審議107年度經

選舉完畢先進行系友交流茶會，接著召開第

費收支決算表、108

5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推選出呂淑卿

年度工作計畫與經費

為第5屆理事長，聘任曾守正前理事長為高級顧

收支預算、並選舉出

問、黃興隆前理事長為名譽理事長。

國企系2018經濟倫理論壇

活動開場由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
及系主任朱嘉瑞分別致詞，隨後由

大會隨即進行理監事交接儀式，卸任理事長李怡良

策，是熱愛母校的最高表現。

藍士盟及廖潤珮兩位老師協力以中

說，感謝系友這兩年熱情支持並愛護，讓系友會充滿

法文對照介紹薄酒萊新酒的由來和

活力，精彩活動，大家參與度超級高，還有很多系友

品嘗方式，接著由曾於大三出國留

熱心捐助募款，令人感動，雖然交棒，但仍會持續跟

學的學長姐介紹姊妹校特色，並進

大家站在一起，協助會務工作。

行有獎搶答活動。最後師生與系友

新任理事長徐光中則表示，接下重擔，千斤萬斤壓

們一起品嘗今年的薄酒萊新酒，在

力扛肩頭，但有大家力挺，他有信心，會務會更昌

歡笑愉悅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榮！徐理事長說，將參考其他系友會活動，甚至進行

資工系與系所校友會

企業參訪活動

共同
舉辦

國企系與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

壇。陳榮譽董事長委託母系規劃一

有限公司於107年12月15日(六)上

系列經濟倫理學術活動，自2010

午，在台北校友聯誼會館共同舉辦

年起至今，國際企業學系組成研究

資工系與資工系所校友會合辦的

「2018經濟倫理論壇」，會中邀

團隊，集思廣益，共同戮力，發展

企業參訪活動，於107年12月5日(

請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致詞，與會校

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倫理立論的主

三)下午2時，由系主任陳建彰帶領

會中，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

的學長姐參加。

友共82人。

力，期待有朝一日發展為提供社會

助教及與20餘位學生赴叡揚資訊

會長林健祥也分享他個人的經

雖然當天綿綿細

各界作為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重

公司參訪。

歷。本次協辦活動的淡江資訊

雨，但由於道路

叡揚資訊執行長陳世安亦為資工

人協進會及淡江跨業聯誼會也

平坦好走，所以

永光化工榮譽董事長陳定川先生
亦是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

點諮詢機構。

徐光中學長
接
任西語系同學會理事長

的資訊服務導入與問題解決方

行活動，吸引數

法。

十位愛好大自然

交流。同時除了靜態活動外，也將增加跑步、舞蹈或
瑜珈等課程，讓活動更多元化，也將持續會務推廣，
凝聚並聯繫各屆系友的情感。

1969年國貿系(現為國企系)畢，於

這種合作模式不僅能提升母校學

系所友會會長，開場引言為參訪活

齊聚一堂，與學生分享交流產

學長姐決定續往

2010年榮獲「金鷹獎」傑出校友

術研究上的能量，亦能將傑出校友

動展開序幕。接著由行銷部簡介成

業的發展和潛力，啟發對未來

陽明山國家公

口遺跡『向天池』前進。這是一條很適合大小朋友的路

的肯定。陳榮譽董事長設「禧年經

經營理念與母系所做更緊密的結

立31年的叡揚公司及核心理念，

職涯的想像與期待，度過了豐

園最完整的火山

線，途中則有一座『面天坪涼亭』，可以稍做休息。

濟倫理文教基金會」與學術界的研

合，期許未來有愈來愈多類似這樣

資深架構師錢鉦津博士精彩的大數

富愉快的下午。

究精神結合，期待建立起一個足

的計畫，相信，這將會一步一步的

據講座，亦邀請叡揚的協助夥伴–

資工系系所校友會另於12月

以形成輿論，並端正社會風氣的論

引領淡江大學朝向卓越邁進。

網軟資訊，分享在NPO非營利組織

08日(六)舉辦陽明山二子坪健

風保系系友會
理監事會議遴選傑出系友

四項校友獎助學金幫
助21位在學學子
校友處於107年11月28日(三)下

特地由新加坡來台頒獎。高千媛致

午3時，在守謙國際會議廳HC401

詞表示「這是首次親自挑選學生，

舉行「傑克急難救助獎學金」及

希望未來大家可以秉持忠孝父母、

「晶英學生獎學金」頒獎典禮。

仁義為人、勤儉持家的三德精神，

風保系系友會於107年12月21日

這3位傑出系友長久以來弘揚校

「傑克急難救助獎學金」由不願具

提升自我，成為優秀領袖，回饋社

(五)在台北校園D206會議室，召開

譽，樹立系友楷模，最後的遴選皆

名之校友設立，其目的為幫助家境

會。」典禮中，與會師生對高千媛

第2次理監事會議。會議中提案通

於會議中鼓掌通過。

清寒或突遭重大變故急待金錢救助

及三德慈善基金會致上感謝之意及

學生。「晶英學生獎學金」則是由

分享獲獎心得，場面溫馨感人。

化學系畢業校友 企業專題演講

過了3位傑出系友的推薦：第一位

當日理事周德松進一步向在場的

系友為卓俊雄（現任職於評議委員

理監事們報告系友會成立法人的進

由化學系所主辦，化材系協辦的

大數據與演算法模型結合所構成。

本校結合金鷹校友企業資

會主任委員兼總經理），第二位系

度，也初步研擬出時程希望各位理

畢業校友企業專題演講系列，於

而人工智慧的相關應用，近年來蓬

源培育弱勢優秀學生，傳

友為師瓊華（現任職於金融監督管

監事們協助。最後邀請在場的理監

107年11月17日(六)在台北校園校

勃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深度

承菁英校友回饋精神而設

理委員會保險局局長），第三位系

事們留下大合照作為紀念，並移駕

友聯誼會館正式展開。本次邀請龍

學習技術及硬體設備快速進步所致

立。

友為邱瑞利（現任職財團法人汽車

至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會議室聆聽

騰系統科技的專案經理邱清輝、博

。最後王文竹教授也引用MIT教授

另於當日下午5時，由

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總經理）。

卓俊雄系友的演講。

司科技公司董事長羅明哲兩位化學

Andrew ＭcAfee及Erik Brynjolfsson

土木系校友高新平創立的

系22屆校友來演講，吸引了近50

所提之人工智慧機械之發展，會受

「高李綢獎助學金」暨「

位校友參加。

到D (data), A (algorithms), N (network),

三德獎學金」在守謙國際

首先由邱清輝學長「人工智慧 x

C (cloud), E (exponential improvements

會議中心HC303會議室舉

機器學習」的專題演講拉開序幕。

in digital hardware)五大要素所影響

行頒獎典禮。頒獎人三德

透過深入淺出的演講，讓與會者了

為此演講主題做總結。

慈善基金會主席高千媛，

解所謂的人工智慧，其實主要是由

建築學系同學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

接著羅明哲學長主講「足部輔具
材料於長照與健康促進」。羅學長
提到隨著台灣高齡化社會的到來，

第 33 屆高李綢獎學金暨第 14 屆三德獎學金頒獎典禮

第16屆電機系系友大會

未來產業將有四大趨勢變化。而一

電機系系友會於 107 年 12 月 8

外，還有電機系系學會運作介紹以

建築學系於107年12月1日(六)上

度票選出6位傑出系友：林栢年、

譽教授王紀鯤老師擔任貴賓，系主

個家庭中，只要有一個人生活無法

日 ( 六 )，在淡水校園覺軒花園教

午，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召開

賀士麃、衛萬明、張歆、林家如、

任米復國亦應邀列席，另宴請傑出

自理，便會影響到20名家庭成員

室舉辦第 16 屆系友大會，由第 15

本次還邀請電機系系友會之發起

第6屆第1次會員大會暨傑出系友

李元榮等，席間除自我介紹外，並

系友林栢年。本次會議除聽取各理

的生活。因此，家中長者健康對於

屆系友會會長黃財旺主持。會中除

人們，進行發起人以及第一次社團

頒獎儀式。會議由理事長郭秋利召

發表感言。

事的事務報告，並討論新年度的工

整個家庭運作是否順暢至關重要。

邀請系主任以及資深教師致詞、頒

法人化之籌備會議，以利於系友會

作規畫、系展募款與系友返校活動

並提到一個人走路方式與姿勢會影

發傑出系友獎以及得獎心得分享

法人化之推動。

等議題。

響身體健康甚巨，因此選擇一雙合

集，約30位系友出席。會中，由

另於12月3日(一)下午7時，在台

系主任米復國簡報母系的教學現況

北遠企香格里拉國際飯店香宮，召

以及未來發展方向，並針對系上發

開第6屆第3

適的鞋子至為關鍵。活動中邀請聽

展所需的資源規劃，向與會系友號

次理監事聯

眾台感受不同鞋底材料對於行走姿

召募款。理事長郭秋利提出會務工

席會議。會

勢以及人體平衡的影響。其生動演

作及財務報告，以及107年度募款

議由理事長

講方式深獲與會者高度肯定。本次

目標與達成進度的說明。

郭秋利主持

活動在兩位演講者精彩的演說之

，邀請到榮

後，劃下完美的句點。

會中舉行傑出系友頒獎，107年

及各實驗室簡介及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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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1-12 月 捐款芳名錄
捐款人

金額

文學院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曾苓莉、丁紹芬
石秋霞、方碧玲、陸桂英、張書華、黃鴻珠、
周俊良
牛惠曼
林玉雯
陳月鳳
資訊傳播學系
楊基發

2,000 / 人
1,000 / 人
5,000
500
15,000
20,000

理學院
數學學系
校 友
鼎隆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物理學系
唐建堯
柏吉安
周碩倫
化學學系
王伯昌、財團法人清泉教育基金會
徐立宇、楊榮貴、陳吉福、李晏成
MilliporeSigma
吳俊弘
謝明發

48,000
80,400
800
2,000
3,200
200,000 / 人
1,000 / 人
2,161,950
4,110
2,000

工學院
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泰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舜仁
大桂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惇有限公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張聯雄
陳百州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巫信弘
伯馬企業有限公司
賴偉淇
黃招財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
材料工程學系系友會
電機工程學系
歐格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晶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工程學系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依田股份有限公司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陳步偉

30,000 / 人
10,000
1,000
5,000
15,000
3,200
6,400
3,200
10,000
1,050
1200
155000
100,000
502,515
500,000
2,000

商管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劉一成
李恆政
孫嘉祈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惠君
典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秉倫
財務金融學系
王明俐、三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李延年
陳羽莉
陳玉瓏
吳建瑩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蕭麗香
戴立維
產業經濟學系
洪小文
經濟學系
匡映如、鄭靜宜
方宗義、林子玄、程大維
林彥伶
翁乙薰
企業管理學系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企管系所校友會
校 友
林麗玉
會計學系
朱明偉、蕭翠慧
翁雅玲、黃振豊、蘇碧玉、李淼盛、駱文益
蕭翠慧
薛峻泯、李冠豪、張美娟
壹登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葉淑娟、劉建良
林瑟凱、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蕭翠慧
劉裕祥、楊中航、簡蒂暖、王偉權、林猷清
勤政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謝宜樺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10,814
3,200
4,664
820,000
700
900
600
15,000 / 人
100,000
17,500
8,000
5,000
150,000
5,000
12,000
100,000

捐款人

捐款人

金額

財團法人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邱志雄、韋 珊、林坤榮、校 友、校 友
陳怡君、曾錫文、沙迺俊、李錦宴、校 友
黃仲光、林榮勳、洪雅淑、江志宏、郭俊逸
校 友、張明杰、陳國榮、龔文彬、洪雅淑
吳季芳、校 友、楊碧蓮、白惠敏、黃莉婷
左偉莉、校 友、校 友、蘇燕萍、張淑瑩
林郁庭、謝月雲、校 友、校 友、校 友
楊雅茗、校 友、方可以、校 友、孫初偉
洪淑敏、校 友、校 友、江宜珊、許維珉
吳昱儒、廖芷芸、陳長志、莊延捷、高偉倫
黃正男、吳元利、呂炎輝、羅子強、王佳琛
黃宇瑄、吳星儀、楊萬宏、鄭力尹、楊凱翔
范詩苓、蔡鈺民、徐婉榕、林佩萱、張耀中
郭庭余、符世勳、陳慧玲、黃俊豪、賴春宜
楊逢辰、王炫斌、廖義明、黃瑞銘、林西咸
林子敬、蔡雅玲、吳梅英、吳小曼、陳麗華
祁傳凱、周燕雀、劉秀文、何羿萱、陳建璋
劉原良、林芳玉、高麗萍、吳生鵬、賴智儀
謝欣穎、葛憶君、鍾興儒、鄭茱立、王國鋼
統計學系
林志娟、蘇志仁
校友
樂嘉耕
吳泳慶
林雅婷
資訊管理學系
邱鈺鈞
運輸管理學系
指南客運余雅輝總經理
公共行政學系
陳銘祥
管理科學學系
康丕樹、黃宜榛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
耀動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香港商法國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262,940
1,740,000

1,000 / 人

1,000 / 人
18,000
10,000
6,000
1,600
4,000

107 年 11 月總計

25,000
100,000
40,000
30,000 / 人

國際事務與戰略事務所
王榮慶
日本政經研究所
陳世坤
中國大陸研究所
劉灼梅、游智彬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鄭欽模
東協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朝榮文教基金會

82.08-107 年 11 月
3,200 / 人
49,000
30,000

20,000 / 人
1,000 / 人
15,000
5,000
500
12,000
30,000
29,400
5,000
8,000
80,000
50,000
1,200
3,175
15,107
67,326
59,790
1,000
1,000
500
299
120
40

/人
/人
/人
/人
/人
738
360
499
379
7,530
3,200

10,000 / 人

1,000
1,000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
黃麗徽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金 山

500
250,000

2,000 / 人
6,000
3,200
4,000
5,000
7,000
8,000
11,000
16,960
47,600
50,173
105,000

2,000
200
20,000 / 人
2,000 / 人
1,000 / 人
500 / 人
187,000
30,000
200
100
30,000
5,000
10,238,805
1,492,127,226

文學院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歐陽崇榮
大眾傳播學系
大傳系系友 * 2 人
王惠民

3,000
100 / 人
3,200

理學院
數學學系
黃冠傑、楊光宇
林素心、崔昭隆
徐宏仁、周兆智、林賜德、游昇達、黃大炎
楊定揮
羅仁傑、謝瑾瑜、康永明、王信忠、趙貽鐸
江哲宏、莊芳濱、陳志成、陳昆助、林士雄
金肖雲、戴良銘、黃秀如、許凱程、王忠信
高金美、張慧京、吳秀芬、陳順益、陳功宇
黃逸輝、歐陽良裕、吳坤山、廖國如
温麗東、郭立惪、郭妙霓、洪睿澤、沈春梅
蘇明慧、許志華、張員榮、廖俊欣、葉芝玲
王紹新、劉豐哲、李道一、徐榮達、吳錦全
呂家軒、曾貴麟、鄭志宏、劉鑠榮、黃育哲
游俊雄、吳國楨、陳宏明、吳耀庭、浦中敏
方仁駿
莊昌善
邱耀輝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物理學系
唐建堯
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蔣幼齡
化學學系
施增廉
財團法人清泉教育基金會
吳俊弘

10,000 / 人
5,000 / 人
3,000 / 人
2,000 / 人

1,000 / 人

8,000
4,200
3,200
120,000
1,600
500,000
40,000
1,000
10,500
40,000
4,110

工學院
建築學系
張書鳴建築師事務所

3,000

薛昭信

5,000

土木工程學系
莊文甫

1,000,000

吳朝賢

10,000

張德文

20,000

蔡明修

8,000

榮金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景泰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城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大桂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孝忠

10,000 / 人
5,000 / 人

宏惇有限公司

15,000

高思懷

60,000

劉世澐

14,000

5,000
1,040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傑生國際教育諮詢中心

他

蘭陽校園副校長室
台灣愛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體育事務處
陳逸政
黃子榮
郭元熙
侯中南

80,000
6,000
5,000
10,000
60,000

總務處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3,200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潘孟鉉、張世豪、張志勇、許輝煌、陳建彰

10,000 / 人

李述忠

9,000

張榮貴

5,200

石貴平

8,000

羅玉婷、盧薇安、林勝蒝、游家瑄

700 / 人

陳慧璇、鄭詠文

680 / 人

劉一成

30,000

林志鴻
周明儒
鄧珮珮
陳立峯
江秉倫
徐晉懋
青航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金融學系
周燦煌、廖丁輝、王佩盈、陳玉瓏
陳龍騰、朱惠娟、魏敏聰、廖進祥
林哲毅、吳金貞、劉少均、陳國琛、郭宜蓁
校 友
高山燕、林育瑩、邱淑萍、林玉釵、校 友
陳芳蘭、陳柏瑞、陳淑惠、曾永慶、校 友
鄭義章、林冠維、呂冠霆、施國興、何其鈞
張文君、黃英信、傅暖晴、陳彥均、張鼎煥
嚴文亮、陳儒毅、校 友、林家豪、蔡秀霞
許 勻、黃健銘、趙 曜、趙音茹、賴曉萍
張瓊文、張芷瑜、校 友、蔡龍瑋、韓兆明
黃鴻源、徐孟淳、陸薇帆、戴瑛佑、吳金山
侯秀玉、游碧瑶、林美芬、陳建穎、汪雲龍
歐奇男、許信輝、張莉莉、劉曾若、蔡鎤銘
黃建仁、吳宗叡、曾慧敏、沈志賢、葉露琪
謝之穎、李晨瑋、李芳倫、郭昭良、陳繼良
游鵬弘、王嘉祥、吳郁章、林一鋒、林曉民
李焰彰、校 友、王佩盈、謝明瑞、賴龍樟
陳羽莉、校 友、洪瑞生、葉雅玲、溫淑偉
陳淑華、校 友、胡雲竫、王志豪、呂淑滿
趙冠人、徐靖志
林良一、蕭勳豪、李永隆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系友會
陳帝生
呂嘉新
陳戰勝
王大鈞
葉輔錩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蔡宗儒
邴鴻德
洪瑞鴻
產業經濟學系
徐 雯
林俊宏
李正堂
經濟學系
吳欣瑜、張思瑜
方宗義、林子玄、程大維
周燦煌
林彥伶
簡致信
翁乙薰
企業管理學系
張熙昌
會計學系
天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賴春宜
陳叡智
顏信輝
翁雅玲
中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孫初偉
財團法人台北市淡江會計教育基金會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王麗霞
統計學系
林光男、吳錦全、温博仕
吳金山、徐翔龍
蔡宗儒
新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蔡忠林
王藝華
楊 文
資訊管理學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運輸管理學系
陶治中
公共行政學系
蔡明勳
管理科學學系
楊銀明、李大經、林樹源
陳志成
陳其豐
黃茵茵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
林健祥
黃茵茵

3,200
10,000
18,250
1,000
750
200
50,000

800

陳步偉

3,500

程彥蓁

400

牛仰堯

25,000

游三奇

187,000

二、一人一磚（總計 8 萬元整）
2 萬磚（小計 8 萬元整）
捐款人
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
江錦松、江游阿照（牽手磚）

捐款人
傑生國際教育諮詢中心
卓培煙

1,750
1,000
500
3,750
10,000
15,000
3,200 / 人
1,000
10,000 / 人
5,000
20,000
1,000
1,500
1,419
579
200
1,000
1,300

國際事務學院

1,500 / 人

歐洲研究所
卓忠宏
國際事務與戰略事務所
李大中
賴進義

10,000
15,000
3,200

教育學院
1,000 / 人
500 / 人
5,500
3,200
3,600
5,844
45,000
15,000
6,000
20,000
10,000
16,000
1,600
100,000
2,000 / 人
100 / 人
30,000
2,500
12,000
200
4,000
20,000 / 人
5,000
4,000
3,200
30,000
12,000
1,700,000
25,000
6,000
6,000 / 人
3,000 / 人
8,000
136,000
3,600
40,000
40,421
96,000
50,000
3,200
3,200 / 人
10,000
50,000
38,400
20,000
14,760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韓貴香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榮崑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

30,000

他

文錙藝術中心
張炳煌
研發處
王伯昌
研發處 - 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昕曄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鑄雲舖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國際氣候發展智庫學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二十一世紀工商企業
發展基金
歐美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黃森隆
凡格數位設計企業社
福倈鷹航拍資訊有限公司
力德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研發處 -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
翁慶昌
研發處 - 視障資源中心
葉豐輝
財團法人台北市林坤地仁濟文教基金會
體育事務處
蔡忻林
覃素莉
陳建樺
陳逸政
黃谷臣
方鈺龍
學生事務處
指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務處
羅孝賢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林健祥、黃介正、賴進義、黃美娥
林文淵
楊淑娟
陳世安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友會
葉晨聖
耀動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學校專用
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校 友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王怡仁、歐陽崇榮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
陳步偉
林彥伶
呂光耀
解燕豪
李大中
洪健育
何麟生

8,000
3,200 / 人
50,000

4,000

全球發展學院

107 年 12 月總計
82.08-107 年 12 月

200,000
30,000
9,900
57,900
6,600
47,000
43,500
87,000
16,950
113,850
174,000
120,000
3,000
100,000
7,000
2,000
44,000
50,000
6,000
7,000
50,000
67,400
8,000 / 人
20,000
1,000
12,000
18,000
2,000
24,000
150,800
200
200 / 人
4,000
500
630
1,900
10,000
1,200
30,000
5,000
7,118,733
1,499,245,959

商管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

50,000

捐款人

金額

金額

曾郁景
蔣鄭明珍
范瑞玲
西班牙語文學系
建來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誠易購有限公司
黃任佑
法國語文學系
繆惠南、曾馨弘、許雅雯
德國語文學系
王春貴
日本語文學系
莫海君、日文系系友會
善心人士
曾秋桂
馬耀輝
俄國語文學系
謝寧馨
張筑音
林倖伃
鄭子筠
何欣芸
王慧娟

統計期間：107 年 11 ～ 12 月止

三、個人捐款 ( 總計 3 萬 5,930 元整 )

憲堂紀念廳
捐款人

2,000 / 人

外語學院
外語學院專用
吳萬寶
英文學系
莊燿銘、曾俊盛、黃淑宜
呂學烱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捐款芳名錄本期實收款項
一、會議室（總計 18 萬 7,000 元整）

10,000 / 人
3,000 / 人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王怡仁

捐款人

730 / 人

3,200 / 人

資訊工程學系

60,000

人資處
指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3,000 / 人

邱創鴻
朱家寶、施能揚

95,620

其

蔡慧駿、李經綸

金額

謝覲安、黃筠雅、王琇楨、黃文漪、楊奇峰、
范素惠、張美芝

新訊息

3,000 / 人

陳香文、施純宜、黎嘉蕙
顏信輝
于紀隆
王曉嵐
姚錫華
朱盈盈
許世豪
邱義芳
鼎隆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台北市淡江會計教育基金會
校 友

3,000 / 人
2,000 / 人
13,000
10,500
150,000
37,000
8,000
10,000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全球發展學院

陳國美、簡振東

30,000

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
3,200 / 人

教育學院

20,000 / 人

20,000 / 人

3,207

國際事務學院
500 / 人
100 / 人
2,320
200

捐款人

金額

3,200

外語學院
英文學系
校 友、台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蔡茂穗、蔣鄭明珍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范瑞玲
西班牙語文學系
校 友
李素香
德國語文學系
開發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徐美金
吳萬寶
日本語文學系
江游阿照
曾秋桂
廖育卿
鴻儒堂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尚昂文化事業國際有限公司
大新書局
馬耀輝
俄國語文學系
徐于芬、黃世成、杜凱文
黃郁芳、林雅鴻
周佩儀、陳郁喬
郭宸瑋、蔡家芬、顏欣怡
吳書丞、劉賜偉
呂俊逸
黃郁婷
賴幸伶
夏瑋慈
俄國語文學系
黃美娥

資訊處
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千華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孫瑞隆、崔麗心、陳戰勝、陳世安
楊淑娟、吳建瑩
朱知章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
陳清樂
王紹新
林健祥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同學會
學校專用
蔡文舉
校 友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江游阿照、卓培煙
謝寧馨、梁家菱、彭春陽
鄭欽模、楊維斌
林玉雯、陳步偉
游三奇
傑生國際教育諮詢中心
劉昀增
林子羣
洪健育
何麟生

捐款人

金額

金額

捐款人

謝寧馨

2,000

陳步偉

1,000

梁家菱

2,000

劉昀增

鄭欽模

1,000

林子羣

林玉雯

500

傑生國際教育諮詢中心
楊維斌

10,000
1,0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
訊服務協會
王怡仁

金額

林彥伶

630

200

歐陽崇榮

200

100

呂光耀

1,900

解燕豪

10,000

李大中

1,200

4,000
200

捐款及索取紙本DM，請洽：
淡江大學 校友服務暨源發展處
承辦人：王筱琪小姐
電 話：02-2621-5656 轉 8126
傳 真：02-2391-8108
信 箱：fl@oa.tku.edu.tw
地 址：10650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 巷 5 號 522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