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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了沒
30重聚首，城中雙溪手牽手
Cover Story ─ 人生30．60．90，
                          一起回望那些關於失去與獲得的生活況味！
                          吳德威、成永裕、卜賚

聚  焦  東  吳 ─ 大數據世代來臨：荀柏格訪台論壇
                           「第一哩」邁入新鮮人生活
                           「揮竿同樂」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就是要Complete! 東吳超馬



        今年適逢東吳大學建校一百一十五年，東吳大學
在前人的用心經營，及傑出師生們的代代傳承下，孕
育無數社會英才，而母校仍持續用心的引領著年輕的
學子，同時也關心著已經畢業的校友們。

        校友雜誌至今即將進入第二十九期，社會資源處
秉持著以服務畢業校友的初衷，在五年遴選一次的傑
出校友文集《菁英人物誌》中做了改版以外，更因應
著數位時代的來臨，添加了傑出校友們的故事影音蒐
集，透過現在年輕人所慣用的媒體形式，將傑出校友
的故事更廣泛的分享給學弟妹們，並於第四屆傑出校
友晚宴上，同步發表人物誌以及影音集。

        除此之外，東吳大學在今年 9 月領先全台成立巨
量資料管理學院，銜接世界潮流、推廣大數據運用，
並與遠見雜誌積極合作，邀請全球大數據權威荀伯格
教授蒞臨本校演講、舉辦菁英早餐會，讓全校師生及
校友們能與荀伯格教授近距離研討大數據的趨勢，另
外，也非常感謝校友們熱情參與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
賽，今年已邁入第十年，近百位校友在氣候舒爽的十
一月中同聚共度了充滿活力的下午。

        未來，社會資源處將持續服務校友，2016 年 3 月
12 日校慶當天，預計展開一系列「30東吳，同學會了
沒？」校友 homecoming 活動，熱切邀請所有學長
姐們回母校參與。三十年的人生，充滿起伏與轉折，本
期雜誌特別邀請正在經歷人生中不同三十年的校友，
分享自己各個階段的人生故事，分別是台灣雪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德威學長(政治系 87 級)、東吳
大學法學院專任副教授成永裕學長(法律系 61 級)，以及
今年入學中文系研究所的卜賚爺爺，記錄人生中的第
一個、第二個以及第三個 30 年，分享各自的精彩與
體會。

        社會資源處將持續結合校友和社會各界資源，努
力讓東吳大學在競爭中保持優勢，衷心期盼您能喜歡
這期校友雜誌，期待與您明年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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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往青春的上游：

「30東吳，同學會了沒？」

        明年適逢東吳大學建校一百一十六年，

東吳大學將首次舉辦畢業三十年校友回校巡

禮活動——「30東吳，同學會了沒？」。

        三十年的長度，有些人得到了事業、有

些人得到了家庭、有些人得到了名利，而在

這一萬多個日子裡，卻也有人失去了親人、

失去了單純、失去了健康。

        每一段旅程都搭載著獨特的記憶—東吳

大學，是青澀到成熟的見證，也是你我共同

的連結。穿梭在走廊教室的日子，蛻變為咖

啡館的老校車，景色的變遷見證了時光的推

移，當逝去的日子變得夢幻，青春也逐漸遙

遠，所有一切將化為記憶，永存於心。三十

年間的失去和獲得中，校園是在青春記憶裡

唯一不變的事。在青春上游，探索和學習是

生命裡最堅硬的磐石，滴水而靈，如同三十

年後的東吳，亙古恆今守候不移。東吳大學

在歷經三十個寒暑後，仍持續培養更多、更

優秀的後輩學子。

        您的人生風景，永遠有一片東吳的校園

景致，誠摯邀請您一同回到母校，感受三十

年間的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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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東吳，同學會了沒？

溪城老照片募集活動

按下快門的瞬間，剎那已成永恆

尋找溪城老照片，拼貼完整東吳記憶

時間會在人身上、物質上烙下永痕的印記

大學生活是一生中刹那即逝的青春時光

30 回首，卻是影響你我終身最寶貴的黃金歲月

然而，這些美好的曾經總隨著人事、校舍的更迭而成了過眼雲煙

一切僅能在記憶中索驥與拼圖......

本次藉由老照片募集活動，重拾當年在東吳的歷史軌跡

找回 30 年前的自己，重拾 20 歲的青春時光，

一同品嚐回憶裡的酸澀與甜蜜

2016 年 3 月 12 日

30 同學會，老朋友

東吳大學，不見不散。

              溪城老照片募集活動

募集年代：1980 年代就讀東吳時的照片

作品要求：不限色彩、尺寸，電子檔解析度

                    需 300dpi 以上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並附上照片作品一同

                    Email 至 alumni@scu.edu.tw

更多詳細資訊，請上Facebook搜尋

「東吳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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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歲，有人剛成家，有人剛立業，有人的夢想

握在手裡正要起飛，是一個不比學生年輕，卻又稱不

 上練達的年紀。

        走進台北一〇一大樓第八十三層——台灣雪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辦公室裡，仔細端看在每個位置上

各司其職的員工，會發現他們約莫都是三十歲上下，

而引領著這群人的領導者，正是剛過完人生第一個三

十年，雪豹科技董事長，政治系 87 級的吳德威。

        坐在這位年輕領導人的辦公室裡，談起傾向與年

輕人一起工作，吳德威認真地說，這主要有兩個原

因，第一個是他發現未來的營銷客群年齡層正在下降，

將會以十六到二十五歲為主，為了主打九〇後的消費

市場，所以特意選用較為年輕一輩的員工，「要理解

用戶的需求和心理，就是讓員工本身成為用戶，讓員

工自己也喜歡使用這些軟體和平台，而這些比較年輕

的技術人員，相對也與目標年齡層的用戶比較接近。」

第二個原因，則是因為科技產業的技術時時都在翻

新，而新一輩的技術人員他們接觸到技術也會相對較

為新穎。

走出舒適圈    培植承受變數的能力

回望30人物系列專訪     吳德威
         擁抱人生的變數 ：勇敢試錯
                                         成就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吳德威待過HP、Dell、Motorola等知名硬體大

廠，擁有十五年硬體經驗，深入了解產業發展趨勢，

這也讓他發現硬體產業式微，移動互聯網將成為主宰

世界的新霸主。因此，他決心拋下過去的硬體經驗，

勇敢踏上創業之路。

        吳德威的勇氣與韌性，自小就可以看出端倪。一

九九四到一九九八年，台灣的政治圈有了很大的轉

變，一九九四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台灣社會情境

的變動劇烈，使得很多老師投入了政治的教育，當時

東吳大學政治系也來了很多優秀的政治界前輩，而吳

德威就在那一年成了東吳大學政治系的新鮮人。吳德

威說，念政治其實是受了父親（前大法官吳庚教授）

很大的影響，這讓他對政治、對社會服務有了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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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走不一樣的路    

看見更遠的人生風景

        在東吳大學就學期間，當時的他幾乎可說是學校

的風雲人物，除了課業表現名列前茅外，大三時他擔

任了學生會福利部部長，利用大三一整年的時間，為

東吳大學的學生爭取了公車拓線，從捷運站增站至東

吳大學外雙溪校區校內。同時，吳德威也投入跨領域

的學習，他指出：「我覺得那是一種準備，你覺得自

己不足，但不知道會在甚麼時候需要這些技能，在有

時間可以花的時候，就花時間去準備」。於是，憑著

充裕的準備，吳德威為了前往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共

申請十五間大學，有十四間錄取了他。

        吳德威最後選擇去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當時美國的商管研究

所，學的都是資管，但對大學主修政治的吳德威而言，

那是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一切的改變都在那時候。

我像是一朵溫室裡的花，到那裡之後，所有沒有想到

的問題都跑出來了，我不會寫程式，書看不懂，老師

上課我聽不懂，我每天下課都會抓著一個同學，跟他

說，我請你吃飯，我們一起寫作業好不好，一個走了

就再抓另外一個。沒有辦法，我一定要弄懂，那時候

一個學期有四十學分，壓力很大，我每天晚上都在哭」。

        而也是在那時候，吳德威開始嘗試去做違反自己

興趣的事，例如，不管誰約，他幾乎都會去。他說，

很多事情不再那麼容易，但都要不斷面對和接受去突

破、解決遇到的任何問題。而這些預料之外的變數，

也奠基了他的人生態度，「我覺得一個人的成熟度指

的是有能力去權衡自己能承受多少的變數」。

        回到台灣後，吳德威進入科技產業，從坐辦公室

寫程式到變成擅於與人互動的業務，他打趣的說，也

許是老闆也發現寫程式不適合他。在二〇一四年，吳

德威決定改變工作方式，自己出來創業，「我是一個

有機會改變，就會選擇改變的人，我覺得走不一樣的

路，是在提升自己，所以對於很多事情，我都會是趨

向改變的，而這樣你就會發現，其實未來很多事情也

是無法事先計畫好的，所以只能在當下的每一個角色

上做到最好」。

        對於現在年輕人興起一波波創業潮，吳德威說，

他很鼓勵年輕人創業：「我覺得有機會創業就創業，

越年輕越有本錢承擔失去的風險，沒有所謂萬事俱備

的事，創業就是試錯的過程。」同時，他也點出了他

所看到的創業問題，他認為諸多年輕人團隊的創業題

目都太過自我設限，將題目設的太小，在創業前應先

培養自己的眼界，而這也是他憂心的台灣創業環境限

制，當人們都在追逐小確幸的時候，眼界就無法提升。

        在投入工作後，吳德威依舊沒忘懷過去從事服務

的熱情。在公司逐步累積成績後，吳德威也積極分享

公司在創業路途上的心得與資源，更成立台灣紫牛創

業協會，希望能凝聚更多創業資源，讓正在創業的年

輕人能少走點冤枉路。

        他說：「我很高興我現在做的事情，跟我一開始

想做的很像，服務社會，我覺得公司是一時的，但能

服務整個生態鏈、提升整個台灣的創業體系、讓它更

國際化，那才是永遠的。這可能也是受到我念了政治

系的影響吧，很高興我現在能透過台灣紫牛創業協會

做這樣的事」。

        同時吳德威也勉勵年輕人，不要放棄英文和電腦

的技能養成，並學習善用時間、規劃時間：「從小，

我們上學的時候時間是老師在管，長大後我們上班，

時間是老闆在管，而當我們回到家，我們可以管理自

己時間的時候，我們都在做什麼呢？這很重要，這時

候我們做的事，才真正成就了我們要成為的樣子」。

        做起事來總是嚴謹，談起故事來卻又善感，敢用

力往前衝，不斷培養著自我的勇氣和能力面對任何一

種變數。他是吳德威，走過人生的第一個三十年，往

後每一年的選擇，對他而言，都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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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60人物系列專訪     成永裕
默默推動傳承東吳  「宏觀淑世 維護公義」精神的
                                                           法律教育工作者

        當年成永裕其實想讀的是商，卻誤打誤撞考上了

東吳大學法律系，他笑著說：「坦白說，我當時很想

重考，因為近四十年前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園校舍十分

簡陋、軟硬體設備相當樸拙，一見之下，與想像中的

黌宮學府相去甚遠。但當時很多長輩都跟我說東吳法

律很好，教學認真，師資優良，享譽海內外；讓我很

好奇到底是哪裡好，所以我就進來了。」

        談起與東吳法律系的淵源，成永裕老師難掩笑容，

進入東吳就讀後，發現東吳的師資和課程都是一流

的，而前輩校友含辛茹苦、披荊斬棘的復校歷程，教

人感佩」，他說：「東吳很認真地在辦學，我越瞭

解，越愛這間學校。」東吳畢業後，成永裕遠赴美國南

以美大學(SMU)攻讀法學博士，回國後，他曾一度兼

職做律師，吸取法律實務經驗，以利傳授學子。後自

動停業，專職東吳大學任教，這一回到母校，從年輕

到白首轉眼就是三十六年頭。

        三十年的時光，能讓一個人從少年

走到壯年，其中有失有得，有甜有澀，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三十年，有些人

選擇成就一番事業，有些人則選擇鑽研

一門知識，也有些人，選擇將自己奉獻

給他人。而法律系畢業的成永裕，選擇

用他三十六年教職的人生歲月，來陪伴

東吳的莘莘學子。他說，縱使有朝一日

離開教職，他還會設法將東吳法律「宏

觀淑世、維護公義」的精神繼續傳承下

去。

人生30．60．90，一起回望那些關於失去與獲得的生活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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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的教學研究

打造面面俱到的法律人

        成永裕對於教學的熱忱，來自學生的精神回饋。

他說，任教之初他第一次上課，一個小時的課程通常

要花五倍的時間去準備：「當然會怕啊，但是一站上

台，知道自己已經做足了準備，就不會怯場。」憑藉

著這樣的精神，成永裕每年都會更新自己的教材，檢

討自己的教學，這讓他在教職生涯中從不感到厭倦，

而看著學生們在司法界、律師及法務界、法學界與其

他行業個個皆有傑出表現，總讓他倍感欣慰。大學未

畢業即通過司法官特考，但放棄優渥的待遇改任教職

的他說，法院除了公證結婚喜氣洋洋以外，發生的事

情泰半都是解決爭執與悲傷的事，他很高興能孕育這

麼多優秀的法律專業學子，擔負起替社會解決爭執與

悲傷的重任。成永裕非常重視教育工作者的身教言教，

十分強調法律人學以致用、宏觀淑世、維護公義的

重要；他以身作則，在行有餘力時，尚協助政府機關、

學校，推動各項法治建設工作，數十年如一日，默

默耕耘，不捨晝夜。

       而對於法學院的學生，成永裕勉勵，一定要及早

做好人生生涯規劃，而有意參加律師、司法考試及其

他證照、公職考試者務必全力以赴，更要為將來如何

成為稱職的法律工作者，做好準備；但也需要為自己

設立停損點，有些大學畢業生不去就業，一連考了十

年律師都還沒考上，人生因此錯過了許多事情，令人

惋惜。另外，他也勉勵現在的年輕人，如果缺乏自信，

要去找到妥當辦法好好充實自己，有了自信以及獲

得他人肯認，可增強自我肯定，並要懂得為自己人生

做好種種選擇，深思熟慮後下定決心就絕不後悔，而

對於人生，要及早做好規劃， 重要的則是期勉大家

要淡泊名利。歲月積累著人生哲理底蘊與濃烈的人文

關懷，成永裕言談中在在流露出其獨到的一套處世(事)

哲學，洗鍊、沉穩而豁達，從容地徜徉在浩瀚法學殿

堂與時光無盡的長廊。

        談起教學，成永裕更笑著說，其實他自己是個幾

乎沒有私生活的工作狂，至今都沒有成家。他說有一

次，他因為在研究室埋首教案與命題，未察覺待到太

晚，警衛已將門自外上鎖，二十多年前學校門禁森嚴

尚無法自大樓內按鈕開門脫困，多方聯繫未果，於是

他只好就窩在學校餵蚊子一整晚。「除了知識傳授以

外，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能給學生什麼，我覺得教學絕

非一成不變，內容與方式必須與時俱進，對教育工作

者而言，也是一種成長，隨著時代的變遷，學生的需

求也會改變，除了課程核心必須傳授外，我會試著去

瞭解學生的需求是什麼，而我能教給學子們什麼，這

樣不斷地檢視自己，與學生們一同成長，回溯過去這

三十多年，學生考上研究所與律師、司法考試的喜訊

頻傳，紅榜往往連一面牆都不夠貼，尚須轉彎呢。」

聊起這些，成永裕露出滿足的笑容，而曾兼職律師的

他，也致力於推動法律理論與實務的結合，落實「宏

觀淑世、維護公義」的精神，盡可能讓東吳學生們的

學習，包括做人處世，都要面面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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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人生中的

第三個三十年時，

你想做什麼？

         邁入人生中的第三的三十年時，你想做什麼？東

吳大學於 104 學年度出現了最高齡的新生，考取東吳

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的卜賚爺爺，現年已經 86 歲。卜

賚爺爺年輕時正值對日抗戰，為響應政府「十萬青年

十萬軍」號召，放棄讀書機會，成為職業軍人，後來

輾轉來台。民國 70 年，卜賚爺爺退役，從小就對中

華文化富有熱忱，讓他持續進修，在工作之餘，考取

空中大學。 

        在豐富的中華文化中，卜賚爺爺尤其對文學情有

獨鍾，當時他在空中大學所研讀的，就是文學。卜賚

爺爺也提到，在民國 76 年解嚴後，文學的討論風氣

有諸多的轉變，當時的風氣是嚴謹的，與現在的多元

與開放有很大的差異。而談起最喜歡的文學作品，曾

經歷對日抗戰的卜賚爺爺說，他最喜歡的是孫中山的

作品：「它不是文言文，也不是白話文。很簡潔、有

力。把事情都講清楚了。」

人生30．60．90，一起回望那些關於失去與獲得的生活況味 Cover Story

01：卜賚爺爺

02：卜賚爺爺與中文系林伯謙教授

01

回望90人物系列專訪 卜賚
永遠不會老的夢想：
學習的旅程
在八十六歲繼續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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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卜賚爺爺更喜歡其中所傳達的意念，而非僅是

文字的表現方式或技巧本身：「我很喜歡孫中山講的

一個概念，很多人都明白『知易行難』的道理，知道

一件事情，比去做一件事情容易。但孫中山先生曾說，

知道一件事情比去做一件事情重要，因為如果我們什

麼都不知道，就貿然行動，那這樣的行動就沒有意

義。」卜賚爺爺說起這席話時，眼神炯炯，從一個自歷

史走來的長者眼裡，他所體會到的差異，也包含了社

會情境。

　　卜賚爺爺笑說，很多人問他怎麼會想念中文系，

而不是別的科系。卜賚爺爺開朗的回應，這個時代，

熱門的科系是工、商類的領域，他若唸完了，想要進

入任何一間公司，依他的年齡，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想繼續保持與社會的連結和往來，自二、三十

年前，他就想要成為文化類型的志工，身為退役國

家軍人的他，依舊對社會予以貢獻。所以在研修的領

域上，他依然選擇了自己熱愛的文學，除了增加自己

成為志工的底蘊以外，更能增加在這個領域裡的可信

度。

　　「我必須先更深入的理解，才去發揚、去維護中

華文化，如果我沒有理解就到處去討論，我覺得那樣

我是在傷害自己的文化。」

　　進入東吳中文研究所後，卜賚爺爺的生活也有了

變化，像是街坊鄰居會很關心，平日的生活也變得充

實了，最有趣的是，他成了孫子孫女們的榜樣，他笑

著說，他的媳婦常常指著他跟現年小學五年級的孫子

說：「爺爺到這樣的年紀都還在念書，你怎麼可以偷

懶！」卜賚爺爺聽來是欣慰的，他認為以身作則的學

習，是最良好的家庭教育。

　　從放棄念書的機會，到鑽研屬於自己的中華文化，

卜賚爺爺講起中國文字裡的意涵與藝術，眼裡滿是精

神，身處過多個時代，年年的更迭後，學習的初心依

舊沒有被改變，這是他將邁入人生中的第三個三十年時，

依舊執著的事。

Cover Story







        今年適逢東吳大學建校一百一十五年，在前人用心積累下，東吳的學子們

代代傳承，替母校奠定深厚踏實的良好學風和基礎。而學長姐樹立的優良典

範，更可作為學弟妹直接學習的 好榜樣。東吳大學每五年遴選一回傑出校友，

今年為第四屆，共遴選產生了四十五位在各領域表現出類拔萃的優秀學長姐們。

        而此次傑出校友們人生故事的呈現，採取了多元的方式。文集部分，為專

冊「第四屆東吳菁英人物誌」，文字刊物兼具故事性內容與風格化設計，嘗試

以豐富圖文並重，搭配人物、校景交錯排版，以精緻雜誌的方式呈現。

        再者，隨著資訊視覺時代的來臨，年輕世代對於影音的敏感和關注逐漸增

強。因此，除了文字記錄外，更加入影音形式，個別紀錄第四屆傑出校友們的

故事。藉由楷模典範的經驗，為學子們在生活、職涯上多所提點、參考，提早

理解人生起伏的必然、勇往直前的持續奮鬥和時時的反省檢討。

        非常感謝傑出校友們貢獻寶貴的時間接受採訪和拍攝，人物誌及菁英影片

集涵蓋了菁英校友們與母校深厚的情感連結、生命轉折以及對學弟妹的殷殷期

盼。跨世代的經驗傳承，代代傳承著東吳大學的學風與記憶。學長姐們以「分享」

作為給予在校學弟妹的陪伴，這是 珍貴的禮物。

穿越時空的禮物——

《卓越菁英 光耀東吳》

傑出校友影音文集

12聚焦東吳看見校園美好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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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世代來臨（一）：
菁英校友與Big Data大師荀柏格早餐有約

菁英早餐會

        全球每天會生產超過 250 萬兆位元的資料，產生的規模、增加速度、複雜程度皆以幾何

級數成長。而面對巨量資料時代的來臨，誰能快速掌握數據、精確分析，誰就能在競爭的資

本市場中脫穎而出。

        2015 年 9 月 15 日，大數據權威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於文華東方

酒店與東吳大學的校友進行早餐會議，由社會資源長、資深媒體人顧名儀為主要訪談者。

精緻的燈光與優美的音樂，為此迎 接台灣與世界、大數據時代的接軌。

        東吳大學領先全台創立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潘維大校長也表示，不僅將大數據列入學術

的一環，更希望能從技術研發、專利發展與產業達成連結，也可以運用產學研究合作方式，

來促成學生、教授與產業的密切結合，達到雙贏。

        同樣的，企業在迎接巨量資料時代來臨時，需要具備更多樣能力的人才，對資料人才的

需求涵蓋產品與市場分析及商業智能；其中產品和市場分析，主要用於了解行業發展狀況；

而商業智能則主要在對企業所擁有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並從中發掘有效的訊息，幫助企

業進行業務經營決策。

        《日本經濟新聞》最新指出，未來日本對於資料科學家的需求將暴增至 25 萬個職缺；

美國 Gartner 公司則推估，全美大數據人才需求將在今年達到 190 萬個職缺。而若以日本的

需求進行粗估，未來幾年之內，台灣巨量資料相關分析人才至少會增至 4 萬人！

        荀伯格在訪談中提到，在我們所能抓取的資訊中，如何能揀選我們所需要的內容，是大

數據時代中更為重要的事，而未來，人類所有的行為與蹤跡都將成為歷史中無法抹滅記憶的

一環，能得知更多人類行為依據的同時，荀伯格強調，人類應該更為謙卑。

        當天精彩的對談，讓東吳的校友們優雅地進行早餐時，也與世界接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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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世代來臨（二）：
Big Data 大師荀柏格首度前進校園開講

        「大數據是場新的革命，它不只是工具、科技，而是個全新的思考

方式，現在全世界正掀起大數據革命。」全球大數據領域權威－麥爾荀

伯格教授（Viktor Mayer-Schönberger）首度進入校園開講。2015 年

 9 月 16 日《遠見雜誌》邀請麥爾荀伯格教授蒞臨東吳大學，進行生動

有趣的專題演講，並與經濟部長鄧振中、本校副校長趙維良一同對談，

洞見觀瞻大數據觀點，精準剖析如何能在「巨量」中找「人才」、從「

人才」中找「商機」，100 分鐘論壇座無虛席，掌聲不斷！

         校長潘維大致詞時表示，站在大數據時代的浪潮下，東吳全國首創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率先培養能預測未來、讓數字發光的潛力人才，

透過大數據運用，能夠重新建構紀錄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學習記錄、甚

至是畢業後就業的情況，分析數據了解學生需求與企業徵才需求，進而

精進教材與教學方法，使校內既有研究成果發揮更大綜效，積極培育出

切合企業需求之一流人才。



17 聚焦東吳

        「預知未來」一直是人類的終極夢想，而過去歷史中的預言往往流於迷信，缺乏科學基礎，但隨著

智慧運算時代來臨，以大量資料精密計算後，得出結果的大數據管理，將賦予人類新的「預言能力」。

麥爾荀伯格教授指出，大量蒐集資料後，透過分析數據推翻，看世界的角度更多，讓探索科學的過程加

速了，因為大數據立基於科學，卻又改變科學，量變後進而質變，讓我們發現過去看不透也看不到的事

情。

        演講中，他以硬幣解釋，他說擲出硬幣的方式不是只有 50% 的正反兩面，因為 50% 只是科學方法

中理想化的解釋，要更精確的分析就是直接丟一萬次，看哪個數量最多，他補充大數據就是對世界了解

的正在進行式，要不停地透過龐大的資料收集以及分析運用，才能累積數據離社會真相越近，越能從數

        

麥爾荀伯格不忘提點年輕人，Big Data 世代來臨，不要做人們已經做過的事情，透過數據分析創新

挑戰新視野，更要做一個有野心的人，要有雄心壯志，才會相信自己是個有能力有信心的人，他鼓勵莘

莘學子，大數據的分析不能侷限於因果關係，進入這美麗新世界後，同學們要多做嘗試，利用自己的創

造力去主宰「大數據」世代。

01：荀伯格教授與師長及來賓合影

02：荀伯格教授演講盛況

據中洞見更高的價值，他提醒，世界不是只有零和壹的世界，資料會隨著時間數據變多，要透過人類的

創意，才能取代機械時代，我們不能停下腳步，要透過不同的數據找到趨勢，他不諱言，要確保不失業

的工作就是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新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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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東吳人——2015東吳菁英聯誼餐會

        「2015 東吳菁英聯誼餐會」於 9 月 16 日在W Hotel 盛大舉行。王紹堉董事長、潘維大校長、校友

總會劉吉人理事長及五十多位的傑出校友們，和多位校內師長齊聚一堂。當天播放了東吳以往的校園照

片，穿插母校百年來的校景變遷，與校友們一同回憶校園樣貌，感念在東吳的那段日子。

        東吳在百年間孕育了無數英才，而當晚也首度發表「第四屆傑出校友經典訪談人物誌」，以及「卓

越菁英‧光耀東吳系列影片」。除了將最新出版的人物誌送到校友們的手中， 現場也搶先播放傑出校友們

的系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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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襲傳統與創新，感受著過去校園的氛圍與現在母校積極的突破和改變，此次餐會東吳菁英雲集，

各個都滿懷期待，潘維大校長也對於學長姐長期關懷與回饋母校之情，表達感恩的心，同時也表示母校

積極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期望學長姐們能夠持續關愛母校並參與校友活動，透過彼此交流，以凝聚更

多校友向心力，進一步拓展校友網絡。 而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也表示，校友總會將持續加強橫向校友

聯絡，期盼校友們能繼續與母校以及同學們互相聯繫。

        在此次聯誼聚會中，顧名儀社會資源長也透過「樂學安居」的募款影片與現場學長姐報告目前學校

正在規劃建設「有眷招待所」的募款情形，而學長姐們，更是不吝於爲母校貢獻心力。 活動最後，菁英

校友們齊聚合影，倍感溫馨，非常感謝學長姊們結束在母校求學的日子後，仍心繫東吳，並持續對母校

關心、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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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桿同樂——第十屆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南區球隊四連霸、經濟系七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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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東吳大學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於11月14日在美麗華

高爾夫球場盛大舉行，每年秋天，校友們都會藉此以球會友，在

舒爽的天氣裡，聊聊彼此的近況，比比球技，在一整天的運動後，

一同共進晚餐。

        今年的活動能順利進行，要特別感謝東吳大學校友總會、謝

子仁學長（企管系 66 級）、陳惠貴學長（財精系 75 級）、林瑞

章學長（會計系 66 級）、吳毓彬學長（化學系 79 級）、王宏濱

學長（法律系 85 級）、林承軒學長（經濟系 86 級）等的大力贊

助和支持，此次的聯誼賽也特別感謝在校服務超過三十年的譚彥

老師一同出席參與，今年亦有剛畢業的校友們一同共襄盛舉。

        當然，也非常感謝學長姐們的熱情參與，讓今年的賽事進行

的十分順利。個人賽事部份，由林承軒學長（經濟系 86 級）以 

74 桿亮眼成績拿到總桿冠軍，淨桿冠軍則由陳章正學長（經濟系

68 級）獲得，而亞軍、季軍、殿軍分別為陳明嘉（經濟系 71 級）、

翁鶴鳴（化學系 70 級）、體育室劉清泉老師拿下。團體賽系別組

由經濟系再次拿下團體冠軍，這也是經濟系連續七年稱霸系別

組-總桿團體冠軍。自由組則由林瑞章學長領軍的南部地區高爾夫

球隊獲得了四連霸。

        而晚宴也再次邀請到游志宏學長（政治系 87 級）主持，潘

維大校長更特別蒞臨與校友們共進晚餐，潘校長致詞時也特別表

示感謝校友活動中，東吳人對母校的熱情，顧名儀社資長也在晚

宴中向學長姐們報告學校的近況，包括樂學安居計畫以及第四屆

傑出校友的拍攝計畫。

        晚宴中，除了有禮品豐富的摸彩活動以外，社會資源處亦精

心規劃晚宴節目，特別邀請到音樂系四重奏為晚宴暨頒獎典禮帶

來精彩的節目演出。最後，今年的校友盃高爾夫球聯誼賽在掌聲

與笑聲中圓滿落幕，期待每位學長姐帶著愉悅滿足的心情返程，

我們相約明年球場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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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Complete!——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熱情開跑

01：潘維大校長與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唐松章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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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大學 24 小時國際超級馬拉松邁入第 15 屆，11 月 21 日上午 9 點正式起

跑。今年以「I complete」為主題，儘管天空飄著細雨，但沒有澆熄選手熱情，貫

徹「I complete」的意念，40 位來自世界各國好手齊聚開跑，共計有 1800 多位

跑者參加。備受矚目的日本選手原良和以及德國選手佛羅里安‧羅伊斯成績不分軒

輊，場邊歡呼加油聲熱情不減。

        今年的賽事很榮幸邀請到體委會國際與兩岸運動組許秀玲組長、中華民國大專

體育總會江漢聲會長、東吳大學校友總會唐松章榮譽理事長(會計系 44 級)、台北市

潘懷宗議員(化學系 72 級)等重量級貴賓一同到場。唐松章榮譽理事長，儘管已逾

87 歲，比賽前一晚兩點才就寢，超馬開賽仍然精神奕奕參與體驗賽。此外，今年也

邀請到裕隆職業籃球隊全體隊員一同支持公益活動—體驗 30 分鐘路跑。

 

        而在陳調鋌學長(數學系 65 級)的大力支持和贊助下，東吳大學也於國際超

馬賽事記者會上首度公開啟動 RFID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陳調鋌學長說：「透過

 RFID 科技的結合，可以提升東吳超馬選手的競爭力，讓更多喜歡運動的選手，能夠

依照身體狀況進行訓練，他們的毅力很驚人。跑了 30 分鐘，能想像他們跑 24 小時。

為他們加油，他們的毅力值得我們學習。」

 

        經過長達 24 小時激戰，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賽於 11 月 22 日上午 9 時畫下完

美句點。由義大利選手伊凡‧庫丁(CUDIN,Ivan) 跑出 250.731 公里拿下冠軍，來自

中國的趙紫玉以 240.853 公里排名第二，第三名由第一次參加東吳超馬的台灣選手

闕鐵城，以 237.146 公里抱回第三名。女子組第一名則是第一次來台參與東吳超馬

的澳洲選手裘蒂‧歐本(OBORNE,Jodie) 以 227.429 公里成績奪下冠軍。

01

唐松章一同體驗30分鐘路跑

【文/校園頭條  圖/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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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校務國際化網絡  潘維大校長赴美訪問交流

        為凝聚及強化與美西校友的緊密情誼，開拓與美國

著名大學合作與交流機會。2015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5 

日，潘維大校長率姚思遠國際長、顧名儀社會資源長等，

赴美拜訪南加州校友會、美國東吳之友基金會 (FOS)、

達拉斯校友會。同時，參訪美國知名學府 Occidental 

College、雷鳥管理學院 (Thunderbird)、德州大學達

拉斯分校(UT Dallas)、Mt. San Antonio College，並

拜訪長年旅居洛杉磯的楊其銑前校長。此行十分感謝各

地校友協助，順利展開訪美各項工作。

凝聚海外校友情誼與關係

        6 月 27 日抵美後第一站首先拜訪楊其銑前校長。

楊前校長近年因身體微恙未能返台參加學校各項慶典

活動，但仍常常透過校友了解及關心學校發展現況，潘

校長及校內師長至家中探望並表示關懷之情，希望楊前

校長能夠早日康復。

        緊接著參加由南加州校友會晚宴，在南加州校友會

陳鳳桃會長、劉大任學長、于仁豪學長及石力生學長等

歷任會長及熱心校友的悉心籌畫下，上百位校友歡聚一

堂。晚宴表演節目精彩豐富，當日由潘校長頒贈感謝牌

予熱心會務的陳鳳桃會長(經濟系 72 級)，亦表彰致力

於華人教育與福利推動的何美湄校友(英文系 65 級)，

感謝其奉獻精神。同時，加州參議院 Bob Huff 眾議員

亦贈予潘校長傑出領導成就謝狀，感念其促進台美學術

交流。

01

03

02

01：2015.06.26 南加州校友餐會，120 名校友及眷屬共
         襄盛舉
02：2015.07.01 達拉斯校友餐會，40 名校友熱情參與
03：潘校長與校友齊聚楊其銑校長洛杉磯家中，頒贈
        「德澤東吳」獎牌予楊前校長。

04：潘維大校長、姚思遠國際長與顧名儀社資長參訪協議學校雷鳥管理學院合影
05：潘校長一行人拜訪由涂世瓊學姊(音樂系65級)協助安排
         Mt. San Antonio College
06：南加州校友餐會，募得款項由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Edward Rada(左二)、陳淑
         華學姐(左一)、陳鳳桃學姐(右二)以支票象徵性地交給潘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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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中潘校長偕同師長進行校務概況簡介，向現場

海外校友們報告華語教學業務推展現況。此外，並宣布

成立全國首創的巨量管理資料學院，於 104 學年度開

始招生，希冀東吳成為國內巨量資料人才的培訓基地。

校長詳盡說明母校、近期發展目標與規劃，希冀藉此強

化校友聯繫、凝聚校友向心力，並集思廣益為共同的目

標努力。

        顧名儀社會資源長亦報告校內的樂學安居計畫，希

望得以募集校友資源，翻新因應國際化需求的招待所空

間，同時尋覓校外宿舍，讓學子得以安心就學。東吳之

友基金會會長 Edward Rada、陳鳳桃學姐與陳淑華學

姐(日文系 71 級)也將募款所得，代表捐贈母校，共同

感謝校友們的熱情回饋。

        此外，東吳之友基金會(FOS)午宴，會長 Edward 

Rada與董事 Robert Oehler、林蕙瑛老師、李永洪學

長、陳華奮學長等十多名熱心校友，長期關心東吳發展

並協助資源募集，於餐敘上進行經驗分享與心得交換。

校長感謝 FOS 多年來的愛護之情，學校會繼續努力，

也盼望繼續支持東吳。

推動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

        本次美國行參訪知名學府 Occidental College，

由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 Edward Rada 引薦陪同，參觀

校友捐贈大樓並學習募款經驗與。6 月 29 日飛赴鳳凰

城拜訪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雷鳥管理學院，除延續兩校間

雙聯學程計畫之推展，並增進學術交流，並關懷交換生

的學習情形。

        而後，7 月 1 日飛赴德州達拉斯校友會餐敘，由沈

尹會長(政治系 75 級)籌劃召集，與四十多名德州校友

溫暖相聚，同時並感謝黃鴻恩學長(中文系 56 級)、薄堅

學長(會計系 65 級)、繆在椒(經濟系 59 級)學長號召下，

懇請德州校友們慨贈母校，募款成果頗豐。翌日，參訪

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UT Dallas)，由代理校長 Wilden-

thal 親自歡迎，並由負責募款事務的副校長 Mr. Angus

 McColl 全程接待，交流企業合作及職涯發展之心得。

        7 月 3 日，潘校長一行回到加州地區，當日為美國

國定假日，感謝由涂世瓊學姊(音樂系 65 級)協助安排

Mt. San Antonio College 參觀校園，並與校長 Dr. Bill 

Scroggin 及校董 Dr. David Hall 等餐敘，而後參觀由

帥以仁學長協助安排導覽的 Huntington Library。

Huntington Library 由募資而建，除了解當地如何進行

募款活動外，亦不禁讚嘆中國建築工藝之美，作為未來

母校建設校園的重要參考指標。

        校友一向是東吳最珍貴的資產，此趟潘校長參加二

地校友們精心籌辦的校友餐會，深刻感受到海外校友對

母校的向心力，與強大的動員能量，本次訪美行程共約

募集新台幣 160 萬，特別感謝校友熱情踴躍回饋母校。

東吳校友力量無遠弗屆，也誠摯邀請校友們抽空返校團

圓相聚。

04

06

05

06：南加州校友餐會，募得款項由東吳之友基金會會長Edward Rada(左二)、陳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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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之友基金會簡介】

東吳之友基金會(簡稱FOS)1963年由雷德博士(Edward L. Rada)創辦並擔任會長直到1997年，期間他為東吳奔走，募款

及書籍、設立六項各院學術獎學金，獎勵各院富有研究潛力之教師與學術活動；他為東吳無私的付出逾四十年直到他身

體狀況不允許而停止，現在他的兒子Mr. Edward Rada也加入了東吳之友更擔任會長，繼續協助東吳邁向更好的發展。

美國校友可透過東吳之友基金會捐款予母校，可配合開立美國地區扣抵之免稅收據，

相關資訊請洽網址：http://fosusa.blogspot.com/ 或Email：eyhlee2924@gmail.com(李永洪校友)

凝聚旅外校友能量  FOS訪台蒞校交流活動
        美國東吳之友基金會（Friends of Soochow）

會長 Mr. Edward Rada、林蕙瑛學姐(英文系 57 級)、

帥以宏學長(法律系 66 級)、唐孝先學長(企管系

73 級)於 2015 年 10 月 18 至 21 日，蒞校關心母校

發展。同時，也帶來美國校友熱情支持東吳大學的

相關計畫，以及戴氏基金會徐博士續捐本校各項

獎助學金共 US$537,290 的好消息，至為感謝。

        Mr. Edward Rada 亦應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邀

請，於第二教研大樓普仁堂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國

外募款相關作法及技巧與校友關係經營。

Mr. Edward Rada 以其母校 Occidental College 為

例，點出私校永續經營之道，需凝聚校友能量並提供完善服務，才能獲得支持。許多參與學者及募款專員專心聆聽，並相互

交流募款心得與經驗，場面氣氛熱絡，圓滿成功。

        在此感謝東吳之友戮力奔走，持續關懷與支持著東吳大學。希冀明年三月校慶，能有更多董事及海外校友返校參加

Homecoming 活動，再次溫暖相聚。

01

02

03

01：會長 Edward Rada 進行演講  02：與會長 Edward Rada聚餐合影 03：會長 Edward Rada捐贈美金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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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人永遠的楊校長——
楊其銑前校長歡度九十大壽慶生會

【文、 圖/林蕙瑛老師 (英文系57級) 】

        農曆 7 月 22 日是楊其銑前校長的生日，今年適逢楊前校長的台灣歲 90 大壽，住在洛杉磯的校友們相
約於 8 月 29 日星期六替楊校長慶生。當天大家都非常興奮、期待，還不到中午十一點，已經陸續有人帶
著在家做好的拿手好菜前來，楊師母忙著招呼，也有校友特地去餐館預訂名菜及壽桃，到了中午時分，廚
房櫃檯已經擺滿了佳餚，師母還煮了長壽麵線及冬瓜排骨湯。

        與會的校友林蕙瑛(英文系 57 級)及其夫婿 Rob Oehler (東吳之友基金會董事)，正好來訪洛城的成永
裕教授(法律系 61 級)、帥以仁(法律系 62 級)及蕭若蘭夫婦(法律系 62 級)、吳文菱(會計系 65 級)、鍾幼玲
(英文系 66 級)、王瑞雪(中文系 68 級)及陳鳳桃(經濟系 72 級)。另外還有楊校長的女兒楊如楨偕同夫婿亦
開兩小時車趕來加入，而楊師母的妹妹石秀蘭亦手捧兩道菜前來。

        大夥兒開心地用餐，楊校長的話不多，但總是帶著笑容，眼神充滿慈祥，一邊聽大家聊天一邊細嚼慢
嚥。飯後，大家簇擁楊校長夫婦在寫有「HAPPY BIRTHDAY & ANNIVERSARY」字樣的蛋糕前拍照，除了
慶祝楊校長九秩壽辰外，也慶祝過幾天就來臨的 55 週年結婚紀念。

        餐後，王瑞雪學妹開始執行劉前校長源俊交代的任務，劉校長甚為掛念楊校長，知道早年的助理王瑞
雪就住在楊校長家附近，於是託她帶口訊及禮物，是劉校長親筆寫的詞句，復刻在銅牌上，「經歷坎坷的
過往、舖築平坦的前程」，意旨楊校長經歷東吳的篳路藍縷，一步一步的建設東吳，才會有東吳大學今天
的樣貌，功不可沒。

                當天還有很多校友想要來探望楊校長夫婦，在台灣的老校友們也都心懸楊校長，紛紛打電話恭賀，寄
送賀禮或賀卡。在場的校友們都覺得很幸運及興奮，能在此時此地歡聚一堂，與楊校長夫婦共餐聊東吳。
每一個人都發表感言，人人看到楊校長過去對台灣教育及東吳大學的認真，用心與投入，充分顯出對楊校
長的推崇，感謝他的身教言教，有校友還分享個人在學生時代對楊校長的「愛慕」。點點滴滴聽進楊校長
耳朵，他笑得很燦爛，師母也是。

                平日午飯後一點鐘都有午睡習慣的楊校長，一直與校們聊天到
三點半還精神奕奕，我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剝奪楊校長的午睡時
光，但又捨不得離開，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下午，道古說今，溫馨
真誠。很感謝楊校長當年的英明領導及仁愛教誨，永遠連結了當年
的老校友，不論是在海外或在台灣，我們都是愛東吳的東吳人！

        校友們也相約了明年此時再來幫楊校長做壽，在這之前也要個
別找時間來探望，而且因為大家貢獻的菜餚太多，每一個人「吃不
完還兜著走」，再加上楊師母送的水果，滿 載而歸！

02

01

01：全體合照
02：楊校長夫婦在蛋糕及壽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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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第一哩，東吳新生定向輔導活動

      

01

02

01：入學典禮師長授服
02：結業式晚會
03：入學典禮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致詞
04：入學典禮潘維大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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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Ｏ四學年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
系列活動在九月三日的夜空下劃上圓
滿的句點。星空結業式下，投影在第
二教研大樓側牆上的影片，帶著師生
一同回顧四天活動的點點滴滴。       

 

        第一天，大一新鮮人滿懷不安與
期待來到城中校區，歡迎式中，不畏
風雨、熱情迎接新生的學長姐、學系
時間裡師長的關懷與勉勵，以及班級
時間裡和初識同學一起建立的人際地
圖，讓陌生逐漸被瓦解。

        今年校友總會也獨資贊助，在第
二、三天入學典禮中由劉吉人理事長
等師長贈送新生三樣禮物，分別是：
代表堅毅、熱情，黑、紅兩色的紀念
服，期許新生謹記「養天地正氣，法
古今完人」的校訓；伸縮名牌夾，希
望學生培養能屈能伸的精神；環保袋，
提醒新生愛護地球的責任。緊接著充
實的課程，規劃以「成功學習」為目
標，安排「校園認同」、「人際支持」、
「學習促進」、「資源瞭解」、「生涯
規劃」、「身心健康」等六類課程。

        營期的第四天(九月三日)活動達
到最高潮，「班級創意表演」與「十
人團體跳繩」競賽活動，各班莫不使
出渾身解數，引得觀眾目不轉睛，鼓
掌叫好！ 

        夜幕低垂，在星光結業式中，由
學系師長帶隊，陪同新生繞場，展現
各學系的精神與活力。最後全體新生
將夢想寫在紙飛機上，將紙飛機射向
高空，象徵「夢想起飛！」，也鼓勵
同學莫忘初衷！

        透過開學前的「第一哩」，使新
生能夠更快融入大學生活，成功展開
嶄新的人生階段！期望大家在大學生
活裡掌握方向，帶著師長與學長姐的
鼓勵與能量，在自己的人生裡勇敢冒
險。

        

【文/詹薇潔組員  圖/第1哩團隊文宣組】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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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最美的對話——
林語堂一百二十歲誕辰系列活動經典展開

老年之美

古教堂、舊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書籍，我們是喜歡的，但大多數的人忘卻了老年人的美。
這種美是值得我們欣賞，在生活是十分需要。
我以為古老的東西，圓滿的東西，飽經世變的東西才是最美的東西。

                                                                                                                                                                   ──《生活的藝術》



33 聚焦東吳

        林語堂（1895 年 10 月 10 日－1976 年 3 月 26 日），這位天
秤座的不凡男子，是文學家、是發明家、是學者、是語言學家、更
是教育家，在 1940 年和 1950 年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因為翻譯「幽默」（Humor）一詞，以及創辦《論語》、《人間世》
《宇宙風》三本雜誌，提倡幽默文學，「幽默大師」自此加冕；並
著有《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京華煙雲》、《風聲鶴唳》
等經典名著。

        東吳大學自於民國 94 年起接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經營林
語堂故居，至今已經十年，故居位於台北市陽明山，興建於 1966 

年，由語堂先生親自設計，是一座融合東方與西方、現代感與古典
美的建築。

        今年適逢林語堂先生 120 歲誕辰，東吳大學社會資源處美育中
心藉由「東張西望，大師走過人間」—林語堂生活展靜態展覽；「
京華情。語堂夢-復古摩登饗宴」動態活動，以及「幽默巴士輕旅
行」親訪故居一系列活動，讓大家透過實際參與及觀賞的體驗，感
受大師的生活藝術，體會時代文人的智慧。

        感謝林語堂故居曾泰元執行長，在「京華情。語堂夢-復古摩
登饗宴」活動中為大家朗讀語堂先生的英文作品原稿片段；也謝謝
林語堂故居蔡佳芳主任在系列活動中提供分享語堂先生的一切。從
21世紀看這位「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時代文人，
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洗鍊，語堂先生的文字讀來依舊質樸深刻，發
明作品看來仍舊創新有趣，如同語堂先生對老年之美的闡述—「古
老的東西，圓滿的東西，飽經世變的東西才是最美的東西」。

【文、 圖/美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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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天使」

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
慷慨捐贈國際學舍專車  
造福國際學子  校務國際化更上層樓 

        東吳大學因為校地限制，學生宿舍目前僅有約 1700 個床位，可供住宿人數有限，校長

潘維大表示，在民國 103 年 11 月由東吳大學王紹堉董事長之協助與金額捐助，才得幸向台

北國際學舍協會承租百床作為本校國際學生宿舍使用，但由於國際學舍地點位在新店半山腰，

距離外雙溪校區車程約 40-50 分鐘，也特此感謝東吳校友總會劉吉人理事長，為體恤學生通

勤問題，捐贈 2 輛全新中型巴士、2 名司機，3 年全額薪資及部分租賃專車3年車資等共計

1620 萬元，來接駁往返兩校區學生，以減少通勤時間。剪綵活動上，校長感謝劉吉人理事

長的無私奉獻，更是促成今日順利承租國際學舍重要功臣，稱他就是「東吳天使」！

        無私奉獻捐贈專車，身為校友總會理事長的劉吉人則表示，藉此拋磚引玉表達校友對母

校的回饋，他強調，目前全球畢業校友人數超過 10 萬人，校友總會將與校友保持連繫，凝

聚校友向心力對母校永續關懷。學務長莊永丞也感謝理事長慷慨解囊，讓校務國際化推展更

上層樓。國際學舍徐崇高總幹事也強調，未來會更著重軟硬體設施的增進，讓學生居住品質

更安全與安心。

        目前校內共有 100 位交換生及國際生入住國際學舍，就讀福州大學微生物學系大三的練

冬梅同學表示，剛進大學時就知道可以到東吳大學交換一年，九月初來到台灣，就住在國際

學舍，她說，國際學舍就像住在家一樣，很舒服，附近採買很方便，有廚房使用，可以和同

學一起煮家鄉味料理。另外一位就讀武漢大學社工系碩二的陶園園同學也表示，雖然只交換

半年，但到台灣念書，最大優勢就是地理環境及語言能馬上適應，住在國際學舍的她說，從

國際學舍到東吳上課，車程雖然要 50 分鐘，但跟在武漢念書上學時間差不多，因此適應得

非常好。

        國際學舍專車剪綵暨感恩茶會圓滿落幕，東吳大學也感謝王紹堉董事長以及劉吉人理事

長之協助，在師長與國際學生共同見證下，國際學舍與新校車之啟用象徵東吳大學國際化邁

向新里程碑。

【文/秘書室、學務處  圖/校友資拓中心】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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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企四C 廖佳晏】

        恭賀新北市板橋警分局長、本系碩專第一屆金浩明學長升任基隆港務警察

總隊長，內政部警政署黃宗仁副署長於 104 年 7 月 16 日親自主持交接典禮，

期勉新總隊長「不要讓人民失望」。

        基隆港為台灣北部主要國際港口，集軍、商、漁港於一處，地位重要。港

務警察總隊職司港區治安維護，依據警察法令，執行查緝走私、偷渡等工作，

確保國境安全。總隊長則肩負總隊整體績效之責，任務艱鉅而繁重。

        黃宗仁副署長表示，金浩明學長素有「大砲」之稱，是個硬漢，不平則鳴，

富有正義感，過去查緝黑道、賭博有功，相信定能為港務警察總隊帶出新氣象。

實屬難得的榮耀，全系師生也都感到與有榮焉！

企管系碩專第一屆金浩明學長

                       榮升基隆港務警察總隊總隊長

中國文學系60週年系慶暨餐會  邀請歷屆系友回娘家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於民國 45 年創系，迄今（105年）已滿 60 年，所培育之菁英無數，於各行各業皆有所成。

母系訂於105年5月舉辦各項慶活動以慶祝學系60週年的到來。

         籌備事宜已於 104 年下半年由鍾正道主任召集系上教師與辦公室同仁陸續進行中。5 月 20 日（五）、21 日（六）

將在普仁講堂舉辦「文獻研究新視野──第四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5 月 20 日（五）至24（二）則會

在戴氏基金會會議室舉辦研討會與會學者暨教師、系友著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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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企66B陳麗華】

東吳企管日66B - 畢業38週年同學會
        擔任 66B 聯絡人多年，許多人問過我持續服務的動力與原由。我常對朋友說，我以 66B 為榮，

不是因為這個班級將才備出，也不是因為部份同學事業上的輝煌成就，而是因為這個班級同學的向心

力、凝聚力、活動力、正面的能量、快樂的感染。同學彼此相助，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感動！班長劉

忠賢無私的起頭帶動，整理通訊錄。同學資料有任何更動，主動告知聯絡人即時更新傳送。同學愛在

這個班級發揮到淋漓盡致。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從不計較。畢業至今，大聚不停小聚不斷，能來則

來能聚則聚。66B 不僅備受上天恩寵，是個連上帝也驚歎的班級！

        配合 8,508TEU 長昇輪擲瓶命名典禮，今年畢業 38 週年同學會由賴杉桂主辦，邀請 66B 同學前

往觀禮，順辦 8/27、8/28 二日遊同學會。由於非假日，有些還在職場工作同學無法參加，很是扼腕！

奇美博物館、北門、圓山飯店、澄清湖高球場、台船、佛陀紀念館、都留下同學及眷屬身影，登船與

觀禮更是長知識長見聞。

        同學相聚，放下職場繁瑣，有說不完的陳年往事、糗事、笑話，綻放的笑容最真最純最美。老同

學如老酒，越久越醇！歳月在我們臉龐身型留下痕跡，催不老我們年輕盛旺的心！雨再大，澆不熄大家

的玩興與歡笑。此次知性之旅豐盛、圓滿、成功！

        

 

        

        

                                                                                                                   

而在 5 月 21 日（六）晚間，也將舉辦「中國文學系 60 周年系慶餐會」，邀請歷屆學長姐回母校同聚，期盼透過

這次聚會，凝聚系友間之情誼，建立系友與母系間之情感連結。

系友始終是母系強而有力的後盾，平日對於系務的推展、經費的贊助也經常提供實質建議與回饋。在這個特別的

日子，也希望公開表彰他們對學系的貢獻。敬請學長姐屆時踴躍出席相關活動。

相關活動事宜請參見中文系網頁及東吳中文系系友會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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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系友慷慨贊助
外語學院口譯教室設備更新

        外語學院 R0801 口譯教室於 97 學年度建置，經過多年使用，部分設備逐漸損壞，八

間口譯間無法同時運作。

        104 年 5 月 30 日英文系 64 級系友於畢業 40週年同學會返校參觀，英文系口譯班同

學亦為學長姐展示口譯課訓練成果。64 級李瓊娟學姐聽聞口譯教室硬體設備部分損壞，當

下立即應允贊助修復費用。日後經聯繫，瓊娟學姐表達捐款美金兩萬元之意願，此金額已

足夠將口譯教室所有之口譯間之設備更新，恢復為可同時運作狀態。

        本案硬體設備之更新，已於 104 年 9 月初施作完畢並驗收完成，口譯課程師生在使用

全新的口譯器材時，皆同心感 謝學姐的慷慨解囊，幫助母校提供更好的教學內容。



39 聚焦東吳

英文學系系友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暨火種菁英隊傳承會圓滿成功

【文、 圖/英文系 廖唯善秘書】

                英文學系系友會於104年8月3日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火種

菁英隊傳承會」，除多位理監事、系友及在學學生出席外，潘維大

校長、黃寬裕校牧亦蒞臨指導。

        英文系「火種菁英團隊」由系友會與系學生會聯合組成，目的

在於建立系友人脈網絡，希望能將畢業系友在業界、職涯的經驗與

知識，傳承給在學的學弟妹，使得英文系學生得以在畢業之前，提

早了解就業市場的需求與情況，並做好準備。

        本次會議結束後，系友會與系學生會召開多次「火種講堂」籌

備會議，排定兩場講座日期：11 月 18 日與 12 月 16 日。另於 12 月

 5 日舉行年終餐敘暨系友大會，除了系友聯誼外，亦將匯集、廣納

對系友會經營方向的意見、並改選新任理監事及會長，將「火」傳

承給下一棒年輕、有行動力的學長姐或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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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身生活」是普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現象。

單身意指未結婚、一度單身或結婚但又離婚的青年

男女及熟男熟女（二度單身）。

        「單身貴族」並非娶不到或嫁不出去，而是他

們選擇生活的方式與眾不同罷了，因為單身、結婚

或離婚都是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大多數人選擇結

婚，小部分人選擇單身。對某些人來說，單身是一

種過程，只是因為在未找到自己合適的對象或者熱

衷於工作，人生追求的目標有先後，而把結婚的時

間往後推移。但也有一部分的人把單身當成一種目

的，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生活方式較合適，而選擇終

生單身，自由自在，不受牽絆，可以專注於自己喜

歡的事。至於二度單身者，他 / 她也可以選擇再婚

或單身，的確有不少人選擇終身單身，也是基於相

同理由。

英文學系 57 級
東吳大學心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東吳大學第四屆傑出校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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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社會上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

觀念，已婚才是正道，單身往往受歧視，如今選擇

單身的人越來越多，單身者的生活亦預備重視。而

單身者要如何活得快樂，有下列幾點可供參考：

(一) 建立自信心：

  (a) 不斷進修，充實內涵，活到老學到老。

  (b) 藉由服裝造型的設計可使自己更獨特及美麗或

        帥氣。

  (c) 參加專業性或生活化之營隊或團體，使自己視

        野更寬廣。如企管營、生活營、國標舞班、單

        車隊等。

(二) 自給自足、回饋社會：

  (a) 單身者應具備一己之長，來保護自己、養活自

        己，使我們能在社會中生存下來。若連經濟都

       有問題，則快樂將何處可尋?

  (b) 在自認為有能力之後，不妨關心他人，回饋社

        會，因為施比受更有福。

(三) 安排生活：

  (a) 結交好友，朋友間可以相互鼓勵，關心與支持。

  (b) 積極拓展人際關係，只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才能

        使生活更多采多姿，遇人常面帶微笑，多參與

        正當的休閒活動都是很好的方法。

  (c) 健康、專業、感情是單身者追求的三大目標，

        而最基本的則是健康，俗諺：「人生最大的財

        富是健康」，若沒有健康就算是生活的多幸福

        快樂，也會煙消雲散的，因此規律運動可以是

        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至於感情則是可遇不可求

        的，可以獨善其身，也可追求親密關係，因此

        入有親密需求，則也必須適時地把握住機會發

        展親密關係。人有權利追求自己想要的，也有

        權利拒絕自己所不願的。

(四) 充實性愛感情、婚姻知識：

        有些人會覺得婚姻與我無關，對男女關係避之

        不談，這是錯誤的觀念，每個人都有慾望，其

        中便包括性愛的慾望，單身並不是指「無性無

       愛 」而是有主宰親密生活的權利，唯有去了解

        性愛感情，才會使身心更成熟，也更能理解的

        處理男女之間的關係。

        也許你自己是單身者，也許你的子女不想結婚

        只想單身，不論幾歲的單身生活，不妨好好規

        劃自己的人生目標，只要愛自己、有信心，單

        身者必能與已婚者一樣過得充實與快樂。



        現代人不僅要長壽，更想要健康長壽，年長者如果得

了老人失智症，不僅生活喪失品質，更加沒有尊嚴，如果

是這樣的長壽，那就變得毫無意義，如何能到老不失智？

今天潘老師教你四種食物最好別吃，一種食物適量吃，八

種食物可多吃，請務必大家告訴大家。

壹、四種最好別吃的食物

1. 高鹽的食物：太鹹的食物，含有高量的鈉離子，除了讓

    血管收縮、血壓飆升外，過多的鈉會使得腦細胞呈缺

    血、缺氧狀態，影響大腦的認知功能，並損害思考能力，

    加速老化。2012 年 4 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及貝克斯特醫院（Baycrest）的研究發現，

    低運動量加上高鈉飲食對老年人的大腦認知功能有所損

    害。此研究發表於《老年神經生物學》（Neurobiology of 

    Aging）期刊，蒐集彙整共 1,262 名年齡介於 67 至 84 

    歲的受試者，研究人員將參與的老年人分為低鈉、中

鈉、高   鈉飲食族群，低鈉攝取量為每天不超過2,263毫

   克；中鈉攝取量則為每天2,263～3,090毫克；高鈉攝取量

    為每天超過3,091毫克，持續追蹤共3年。之後研究人員

    以簡易智能狀態測驗（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來衡量參與者的認知功能，研究結果顯示運動量少加上高

    鈉飲食，對老年人的認知能力影響最嚴重。但少運動的老

    年人若採低鈉飲食，認知能力並沒有下降。而那些經常運

    動的老年人，卻可以抵銷鈉對大腦認知能力及對心血管系

    統的負面影響。

    根據衛福部統計，台灣人每天攝取的鈉含量接近 4,000

    毫克，幾乎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量的 2 倍。有

    鑑於高鈉對於心血管疾病及大腦認知功能損傷影響之

    鉅，WHO 建議成年人每日鈉攝取量下修為 2,000 毫克以

    下，而目前衛福部則仍然沿用舊標準──成年人每天鈉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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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懷宗 老師

化學系72級
台北市議員、知名節目主持人
東吳大學第四屆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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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吃？到老不失智



    量最好不要超過 2,400 毫克，約等於 6 公克的鹽（1公克

    的鹽含有 400 毫克的鈉），潘老師建議衛福部也應該立

    即修正才是。

2. 反式脂肪（Trans Fats）：市售烘焙食品常用氫化植物

    油，製造酥脆或滑潤口感，但植物油氫化不完全會產生

    危害健康的「反式脂肪」。一篇 2015 年 6 月份發表在

   《公共科學圖書館》（PLoS One）期刊的研究發現，攝

    入過多反式脂肪的人記憶力會變差。這項研究分析調查

     1,018 名參與者及其反式脂肪的攝取量（每天 3.8 克到

    每天 27.7 克），接下來並針對參與者記憶單字能力進行

    測試。

    研究結果指出，每天攝入 1 克反式脂肪者，會減少約

     0.76個單字的記憶力，也就是說，吃進最多反式脂肪的

    參與者只能記住 104 張字卡中的 65 個單字，且和攝取

    量最少的人相比，記得的單字總數少了約 10％，表現明

    顯較攝入量少的參與者要差得多。顯示反式脂肪不但會

   讓體內壞的膽固醇 LDL 及三酸甘油酯增加，累積在血管

    壁，提升心血管疾病、乳癌、糖尿病等發生率，甚至還

    會損害記憶力。WHO 期望能在 2025 年於食品中全面

    禁用反式脂肪，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已於 

     2015 年 6 月宣布三年內食品業禁用不完全氫化油，我

    國衛福部食藥署決定跟進，在 2015 年 9 月 7 日時已預

    告「食用氫化油衛生標準草案」：經氫化處理、但未達

    完全飽和，碘價大於四的不完全氫化油（或稱部分氫化

    油），將不得使用於食品。草案預告期六十天，公告後

    給業者三年緩衝期，最快 2018 年底全面禁用，違者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最高罰三百萬元。潘老師樂見此項

    法規實施，此舉對國人的健康保障又邁進一大步。

3. 大型鮪魚：一項 2012年 6 月發表在《整合醫學》（In-

     tegrative Medicine）期刊的研究報告，分析調查 384

    名參與者食用大型鮪魚的習慣，再針對他們進行一系列

    認知能力測試。結果顯示那些每週攝入 3 份或每個月攝

    入 4 份以上的參與者，血液中的汞含量較高，其認知測

    試得分比那些汞含量低的人要來得差。所以像是鮪魚和

    鯊魚等大型魚類，體內的汞含量高，儘可能少食用。

    《預防》雜誌建議下列12種大型魚類產品最好不要吃，

    包含：進口鲶鱼（Imported catfish）、魚子醬（Cavi-

     ar）、大西洋鳕魚（Atlantic cod）、美洲鰻（Ameri-

     can eel）、進口蝦（Imported shrimp）、大西洋比目

    魚（Atlantic flatfish）、大西洋鲑魚（Atlantic salmon）、

    進口帝王蟹（Imported king crab）、鯊魚（Shark）、

    深海橘鱸（Orange Roughy）、藍鰭金槍魚（Atla-

     ntic Bluefin Tuna）、智利海鱸（Chilean Sea Bass）。

4. 飽和脂肪：加拿大蒙特婁大學（University of Montreal）

    研究人員對實驗大鼠的研究顯示，若大鼠飲食中飽和脂

    肪過高的話，會削弱大腦內的中腦邊緣多巴胺系統（

    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並導致情緒障礙、

    藥物成癮、以及暴飲暴食等症狀，並進而影響智能。而

    飲食中攝入不飽和脂肪，像是苦茶油，就不會出現上述

    的情形。這項研究發表在 2015 年 7 月份《神經藥理學》

    （Neuropharmacology）期刊。

貳、豆腐雖然好，仍要節制，不可過量

    根據2008年英國拉夫巴勒大學（Loughborough Uni-

     versity）的研究人員針對 719 名年齡介於 52～98 歲的

    高齡印尼人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果發表於《失智及老

    年認知障礙》（Dementia and Geriatric Cognitive D-

     isorders）期刊上，這篇研究報告指出，食用大量豆腐

     ──每週食用豆腐9次以上者，認知障礙和記憶力減退的

    風險增加，此現象在68歲以上的族群更為明顯。

    研究人員推測原因，由於豆腐含有植物雌激素（phyt-

     oestrogens），攝取高含量的植物雌激素，可能會加

    速自由基對細胞的傷害，進而影響大腦功能。雖然此研

    究還需要更多後續研究加以佐證，但基本上，大量攝取

    蛋白質類的黃豆製品，本來就是不對的事，潘老師已經

    大聲疾呼過，豆漿固然是好東西，但不能當水喝，運動

    量不大的成年人，一天一杯 250c.c. 最恰當。

叄、八種可以多吃（常吃）的食物

 

    此外，美國知名健康刊物《預防》雜誌（Prevention 

    Magazine）6 月 15 日登載多吃以下 8 種食物，可以減

    少53％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機率：全穀類、莓果類（藍

    莓、黑莓、蔓越莓）、豆類、綠葉蔬菜（菠菜、花椰

    菜）、禽肉（雞肉、鴨肉、火雞肉）、堅果類、番茄、

    魚類等。潘老師祝大家都能吃出健康，年老不癡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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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校園聊天室校園二三事

                                                                                                                              

校園聊天室－黃寬裕校牧

        敝人黃寬裕於 1988 年成為東吳化學系新生，之後幾乎天天到理學院超庸館，忙碌著實驗室的報告。

2015 年 8 月我再次來東吳報到，之後天天在安素堂投入校牧室的工作。因著衛理會牧者的調派，今年回

到東吳大學擔任校牧室主任，歷屆的第 9 任校牧，也是自 1955 年東吳大學開始有校牧以來（英文系創辦

人莫立魯博士為第一位校牧），第一位由校友擔任校牧室主任，對我來說，這是何等大的榮幸，同時也提

醒我要戰戰兢兢地盡上所能為校服務。

        在大學的日子是我人生經歷中最特別的時期，除了享受大學生自由學習的快樂，也在東吳安素堂開始

我的基督信仰，在大三時就決定成為傳道人來服務基督、服務人群。從大學新生到成為東吳大學教職團隊

的一分子的過程，一路上充滿了許多的恩典，雖也會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難，但反而使我更加成熟。我要謝

謝東吳，讓我大學四年過著非常的精采，也很有意義，不論在學識和信仰上都有很好的根基，即使進入社

會職場和教會的服事都受到不錯的肯定。

        這次回到自己母校服務，發現學校歷經許多位校長帶領之下，在硬體和師資上提昇了許多，現在的學

生可以享受更多方面的資源，只要學生有很好的學習態度，一定可以在東吳求學期間有會很好的成長，提

升自我實力足以面對將來社會的挑戰。

        校牧室的職員目前有四位（雙溪校區 3 位，城中區 1 位），將來還再聘任新的同工，繼續與許多信仰

成熟的教師和學生們一起來服務近 1 萬 5 千位學生，除了在信仰上，也能與學校一起合作在各方面來協助

學生，讓他們成為在社會上受肯定的東吳人，正如英文校訓 Unto a Full-Grown Man「長大成熟」（出自

新約聖經以弗所書第四章第十三節）。

                                                        　　　　　　　　　　　　　　　　　　　　　　　　　　　校牧 黃寬裕

01

01：照片左起：姚敏康助理、黃寬裕牧師、王美惠助理、吳逸民助理





東吳大學校園紀念品訂購單

11102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A103室 滿3,000 元免運費；未滿3,000 元，加收80 元運費

SU

東吳大學校園紀念品訂購單

訂購專線：(02)2881-1066、2888-1296

傳真專線：(02)2881-8874

訂購者：

訂購日期： 

地址：

電話：

手機：

E-mail：

系列 規格品名 數量校園優惠價 小計

     
   

                                                                

黃金畫- 外雙溪校區/ 城中校區校景圖
桐花漆器-淺盤
桐花漆器-掛屏
雕刻筆記書-惜字爐版/ 校徽版
十大經典好米(2kg 真空包裝)
十大經典好米(1kg 真空包裝 含禮盒)
彭木生紅茶-台茶18 號
東吳茗茶-凍頂烏龍茶
東吳蜜月蛋糕(滿15 盒出貨)
東吳瓦煎燒
溪城馬克對杯禮盒
雙溪校區/城中校區馬克杯
東吳傘傘惹人愛
香檳金不鏽鋼杯
東吳愛心馬克杯( 亮麗橘/粉嫩黃)
SU Blue1 保溫杯
校徽New1 保溫杯 (黃綠/粉紫)
紀念三角旗(紅/黑)
水晶印章
英文校訓名片夾(精裝手工盒)
英文校訓名片夾
東吳復刻筆記書
畢業/T-shirt/聖誕小熊
東吳小書包
開運水晶筆(黑、白、藍、黃、紫)
雅緻雕刻書籤-拱門
雅緻雕刻書籤-校徽
便條紙組合
五識便條紙
珍藏東吳明信片
校景L型夾
校訓/學位服提袋
校景/素雅牛皮提袋
Soochow帆布袋
SCU潮帽/高爾夫球帽
牛皮提袋-大
牛皮提袋-小
包裝牛皮紙盒-大
包裝牛皮紙盒-小

幅
個
個
本
包
盒
盒
盒
盒
盒
組
個
把
個
個
個
個
面
個
個
個
本
隻
個
支
個
個
個
組
組
個
只
只
個
頂
個
個
個
個

$2,800
$1,780
$1,680
$390
$180
$170
$400
$390
$250
$200
$800
$350
$399
$269
$199
$350
$180
$29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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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潮帽/
高爾夫球帽

Soochow

帆布袋



Campus Tour

30東吳音樂會

捐款人榮敬典禮

30東吳茶會

「老照片，話東吳」影音展覽

時間：105年3月12日 9：00-14：00

地點：外雙溪校區

聯絡電話：02-28803208

承辦單位：社會資源處 校友服務暨資源展中心

更多資訊，請上Facebook搜尋「東吳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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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1900

【外雙溪校區】
 11102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TEL：02-2881-9471

【城中校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56號
 TEL：02-2311-1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