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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一、校友會沿革（七十六年至八十九年）
本校創校三十七年來，畢業校友已達七萬餘人，分布料於國內外各地，本校林名譽
董事長添福為表揚淡江的傑出校友，於七十六年九月特創設「淡江金鷹獎」，鼓勵淡江
的所有「菁英」校友，第一位是頒贈給研究超導體有成，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頒發的
「康史達克獎」（Comstock），並獲總統接見馳譽國際的物理學家吳茂昆博士（62物理
系，64物研所），這不僅代表了吳博士個人的殊榮，也是本校朝向學術水準國際化的一
次大豐收。同時學校更積極協助校友會推動校友聯繫工作，並由財政副校長張紘炬博士
總其成，校友會會長焦威聯負責執行，期以凝聚力量，發揮出淡江人勇於創新之特質。
校友總會（總會長焦威聯）特於民國七十六年成立「淡江大學文化基金會捐助及組
織章程」，校友基金會並利用母校城區部大樓五樓闢為校友會館，提供校友活動空間及
會議室，並在地下室闢溫水游泳池，服務校友及母校師長。
八十二年二月成立校友聯絡組隸屬秘書處，由陳秘書長敏男兼代，此時畢業校友已
屆八萬多人，從此有一組織進行整合連繫校友的工作。並依人團法向縣市政府登記，成
立全國校友總會為目標。
依內政部「人民團體組織法」，先後成立國內及國外校友會如下：
國內校友會：
高雄市校友會81,06,29依人團法改組，理事長吳登樹。
彰化縣校友會83,10,01成立，理事長為張世良。
苗栗縣校友會83,10,23成立，理事長為林佾廷。
桃園縣校友會84,03,05成立，理事長為（先為劉邦友後由吳克清接任）。
台中市校友會84,06,17成立，理事長為廖述嘉。
台北縣校友會84,06,18成立，理事長為李顯榮。
台南市校友會84,06,24成立，理事長為杜振榮。
海外校友會：
阿根廷校友會81.12.08成立，會長為陳資源。
印尼校友會82.09.02成立，會長為謝國輝。
西班牙校友會83改選，會長為柯孝雄。
八十四年八月學校成立「大學發展事務處」，下轄畢業生就業輔導組，校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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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募款推動組，從此校友工作，有一個專責的一級單位，其工作目標為：
一、積極協助成立校友會
（一）地區性校友會
1、國內地區：共計廿三個。
全省廿三個縣市校友會在八十八年十月卅日全數成立完成，本校成為全
國大學院校中在全省每縣市成立校友會的第一所大學。
⑴八十四年八月一日前成立之校友會有：彰化縣、苗栗縣、桃園縣、台
中市、台北縣、台南市、高雄市（改組）
。
⑵八十四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成立之校友會有：台中縣、嘉義
縣、嘉義市、雲林縣、高雄縣。
⑶八十五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台東縣、新竹市。
⑷八十六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台北市（改組）、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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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院：大傳系、中文系、中文所、教資系、歷史系
理 學 院：化學系（所）
、物理系（所）
、數學系（所）
工 學 院：土木系、化工系、水環系、建築系、航太系、資訊系、電機系、機
械系
商 學 院：保險系、財金系、金融所、國貿系、國企所、產經系
管理學院：公行系、交管系、企管系、夜企管系、會計系、夜會計系、統計
系、資管系、管科所
外語學院：日文系、西語系、法文系、英文系、西研所、德文系
國際學院：大陸所、日研所、拉研所、東南亞所、俄研所、美研所、歐研所、
戰研所
技術學院：財務系、國企系、管理系、營建系、建技系、應日系
（三）籌組行業性校友會；
行業性校友會目前計有工地主任班校友聯誼會、教育界校友聯誼會、中華商

⑸八十七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屏東縣、基隆市、宜蘭縣。

管幹部聯誼會、會計師校友會、工業技師校友聯誼會、企業家研究班、淡江人資

⑹八十八年成立之校友會有：南投縣、澎湖縣、新竹縣、台南縣。

訊協進會等七個。

⑺預計在八十九年成立福建省金門縣校友會。
2、海外地區：共計廿三個。
⑴美洲：加拿大、美東、美中、美北加州、美南加州、美南、美達福區、
美華盛頓D.C.、巴拿馬、智利、巴拉圭、巴西、阿根廷。
⑵歐洲：英國、法國、西班牙、奧地利。
⑶亞洲：日本、香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
⑷大洋洲：澳洲。
3、「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與「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
依據全國各地校友會理事長的建議，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四十六週年
校慶前夕，成立「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由陳飛龍校友擔任會
長、陳進財校友及廖東漢校友擔任副會長，有計畫性的將淡江人的力量
發揮出來，並促成學校與校友間相互支援的親密關係。
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台北市、高雄市再加上台灣省十一個縣市校友會
（須超過二分之一），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成立「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由林欽濃校友擔任理事長，統籌全國性校友會活及擔任各縣
市校友會間溝通橋樑之角色。
（二）加強系所友會之健全；

1、工地主任班校友聯誼會
成員為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之工地主任班之校友，於八十五年二月
廿九日成立，八十九年一月九日改選。
歷任會長：李楨楓（85.02-89.01）
陳憲治（89.01∼迄今）
2、教育界校友聯誼會
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七日成立，推選龔鵬程為會長。
3、中華民國商管協會
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八日成立，推選彭舜瑋為理事長。
4、會計師校友會
於八十八年七月八日成立，推選羅森為會長。
5、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
於八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成立，推選蔡文雄為會長。
6、工業技師校友聯誼會
於八十九年六月三日成立，推選林自強為理事長。
7、淡江人資訊協進會
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成立，推選黃明達為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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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四行業性校友會外，亦積極促成圖書館界、觀光旅遊以及金融保

Ｅ-mail：viva@mail.tku.edu.tw並請於三天前，電話確認；地址：台北市

險等各類行業性校友會的成立，希望藉由校友會的成立，更可以建立起

金華街199巷5號五樓522室；電話：02-23515123；傳真：02-23918108

緊密的校友聯絡網。

〔二十四小時開放〕
）
。
5、使用者如因故放棄使用時，不得轉借他人使用，並應於使用前三天通知

二、發行「淡江時報校友版季刊」免費寄送所有校友

本處。

配合本處成立，於八十四年八月「淡江時報校友版」創刊，每季發行一次，

6、凡申請使用場地者均有維護公物、保持清潔之責任，場地使用完畢，使

免費寄發全數校友，至八十九年十一月已發行廿二期，每期寄七萬份，共寄一百

用者須會同本處人員清點會場。

五十四萬份。

7、現場張貼物（請勿使用雙面膠帶）需經本處同意，並於場地使用結束後
清理妥當。

三、在台北校園設立「校友聯誼會館」提供場地免費供校友聚會之用。

8、借用期間對本會場或各項設備公物造成毀損，應照價賠償。

八十四年五月廿日校友聯誼會館式於台北校園五樓啟用，提供校友們舒適的

9、凡登記借用場地者，即視為同意本管理規則。

空間，可容納百人的會議廳亦免費提供校友借用，附設吧台的交誼廳則可提供聯

10、請參與活動校友填寫校友資料表，以充實校友資訊庫。

誼、啜茶敘舊的場地。

11、請填寫會館使用報告表，並於會後交回值班人員。

四、建立校友檔案，健全校友資料。
本校校友目前已超過十四萬人，校友資料建檔十分不易，於83年委請資工系

（二）申請成績單及學歷證件
為不克親自來校之校友辦理各項證件之申請。
（三）其他

黃明達老師協助建立校友資料庫，現可掌握百分之五十之校友資料。並利用各種

1、自八十四年起，聯絡各縣市校友會在寒暑假前往探望由在校學生組成之返

管道尋找失聯校友，另於八十八年開始，於本處全球資訊網網頁上，提供校友直

鄉服務隊，鼓勵在校生校友服務社會之熱誠。

接上網登錄校友資料，八十九年一月開始接受校友申請本校教務行政版BBS之帳

2、自八十五年起，寄發淡江時報予大三留學生，並通知當地校友會代為照

號。為配合本校三化中之「資訊化」，開始搜集校友會幹部之E-mail，提高資訊傳

顧。

送之速度並降低成本。並將建立全部校友之E-mail資料。

八十六學年度：日本4人、蘇俄1人、美國1人、法國1人、
德國1人、西班牙1人

五、其他服務校友事項

八十八學年度：日本35人、蘇俄18人、德國20人、法國21人、美國1人、

（一）免費提供校友聯誼會館

加拿大31人
3、自八十七年起，促成縣市校友會與在校生校友會合作，於校慶當天義賣，

淡江大學校友聯誼會館校友使用管理辦法

所得金額作為在校生校友會活動基金。

1、本場地供校友開會聯誼之用（其他活動、集會租用，請洽本大樓一樓總

4、提供縣市校友會新生名冊便於校友會為新生舉辦新生座談會。

務組）。

5、受理並認證校友申請BBS校務行政版。

2、場地分為：會議室、交誼廳。

6、受理並認證校友申請校友永久免費E-mail帳號。

3、提供咖啡、茶包、紙杯（供應冰熱開水採自助方式，交誼廳設有吧台可

二、歷年校友動態

供使用）
。
4、借用場地請於二星期前提出申請並填寫場地借用申請書（可利用傳真或

75.09

校友顏義芳（化學系第二屆）與華實樹脂公司董事長黃慶淵捐款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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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設立「台灣儀器行創辦人林壽禎紀念獎學金」供理學院學生申請。

80,000元給化學系作為清寒獎學金之用。
75.09

校友王慶宗、張紹仁、溫永盛、謝道宏、藍中興等五人，高中七十五年

77.10.31

特種考試第二次河海航行人員甲種三副考試，宋正川（航海系前任助教）
高中七十五年第二次河海航行人員「甲種航行」考試榜首。航海系學生

76.03

77.10.31

76.10.02

77.11.08

烈、陳元音、李保玉、侯登見、游象源、黃天中、魏和祥、莊華敏、鄒

導溫度提高到攝氏零下75度，吳茂昆校友（62年物理系畢，64年物理所）

忠科等十位。

另朱經武的助手何北衡（亦是校友66年物理系畢）九月九、十、十一日

77.11.08

化學系校友會在化學館舉行系友大會慶祝創系30週年。

三天返校與與師生座談。吳茂昆學長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頒「Comstock」

77.11.08

校友總會焦威聯會長以「校友文化基金會」名義捐贈八十五萬元設立
「講座教授」乙名。

林名譽董事長添福設立「淡江菁英獎」表揚傑出校友，第一屆獲得者為

校友總會於八日晚上假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餐會，席開26桌慶祝校

吳茂昆博士。

慶，林名譽董事長添福博士、張董事長建邦、陳校長雅鴻及師長共300人

校友總會（會長焦威聯）推動成立「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校友文化基金會」

與會。

76.10.24

管研所校友會會員大會由邵中和（宏碁電腦公司總經理）當選會長。

76.11.08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會長何惠東代表校友會捐1,500美金作為清寒獎學金，

77.11.23

（71年東語系，75年日研所，目前留學日本）。
78.11.08

學金。

添福頒獎。
78.12.17

校友蔡永興（英專第二屆，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捐贈「電漿激發

79.01.21

副會長。
79.03.03

航海系、輪機系師長校友四十餘人，在國際會議廳舉行座談會，討論支

由文學院紀秋郎教授代表接受，張校友現任台中縣傑人會會長。

援海事博物館開幕事宜（六月六日）館長陳敏男列席，邀請兩系系友返

陳校長雅鴻、林副校長雲山、工學院施院長國肱、日文系陳伯陶教授等

校參加典禮。

訪問日本美國姐妹校途經美國洛衫磯，校友會設宴歡迎並捐美金3,500元

79.08.29

電算系系友會由王揚文（日間部會長）黃華隆（夜間部會長）在凱悅飯

合新台幣壹拾萬元作為母校獎學金之用。

店宴請歷任系主任和工學院院長，並決議籌募新台幣廿萬元為系教學之

校友黃美娟（法文系）、英文四陳建志、法文三劉文英經救國團甄選為中

用。

華民國學生代表南非友好訪問團赴南非訪問三所大學。
77.09.26

淡江新研社OB聯誼會成立，由邱竹林擔任會長，胡朝景（化學系教授）
丁遠超（中央社記者）魏悌香（長頸鹿兒童美語雜誌社總經理）三人為

「嘉惠母校」銀盾。
張榮士、劉碧珠夫婦（65年英文系校友）捐贈新台幣10萬元作為獎學金

金融所伏和靖校友以「台灣地區貨幣市場利率期限結構之實證研究」論
文，榮獲中國經濟學會最佳論文。

分光儀」-價值120萬元，供研究教學之用，張董事長建邦代表學校回贈

77.09.09

第三屆「淡江菁英獎」獲獎校友為葉能哲、焦威聯、陳田仁、黃英雄、
何惠東、楊曦、王孝敏、林丕雄等八位，在校慶典禮上由林名譽董事長

博士所捐贈「淡江講座基金」新台幣100萬元。

77.07.28

日本校友會假東京隋園餐廳舉行忘年會並改選會長由馬耀輝膺任新會長

黃天中校友（美國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副校長）捐美金2,500元作為清寒獎
三十七週年校慶張董事長建邦代表接受中華民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

77.06.12

創校卅八週年，十位校友獲選為第二屆「淡江菁英獎」陳雅鴻、謝新

由華裔科學家朱經武及校友吳茂昆兩位物理學家領導的研究小組，把超

（79.12.28淡江時報88期報導）。

76.12.05

美國美東校友會（紐約、新澤西州）正式向州政府登記成為合法社團將
參與地方事務。

康史達克獎。
76.09.11

林佾雄校長（1966西班牙學系）現旅居美國德州達拉斯從事貿易事業，
日前返校參觀，捐美金1,000元作為西班牙文系獎學金之用。

考取長榮公司（占錄取名額十分之九）：薛立中、陳振興、吳基銓、許
鈺灝、蔡蓮耀、于台生、林學森、王興益、林守義等九人。

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681

林進二校友（化學系第二屆，現任台灣儀器行董事長）捐贈新台幣壹佰

79.11.04

統計系七十九年系友大會在母校驚聲中正紀念堂舉行，由會長林樹雄主
持，會中張之洋、陳嘉慶捐電腦，黃德源校友捐五十萬元，謝一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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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卅萬元。
79.11.07

81.11.01

友服務獎。系主任馮朝剛、第二任系主任簡又新（任交通部長）到場致

行，美國、歐洲及國內，校友七百位與會，會議由焦威聯總會會長主

賀。
81.11.04

臨指導。張建邦博士（交通部部長）
、趙校長榮耀博士蒞臨勉勵。
第四屆「淡江菁英獎」得主廿一位，由林名譽董事長添福頒獎：呂明
森、汪國華、吳金生、董

江憲治（夜企管系畢）曾帶領錄蓉、忠勤、台元女籃，獲台灣體育優秀
選手獎。

81.11.08

璋、羅興華、張元松、林敬恩、方幼南、許

耀文、錢家驊、陳進財、王迺鵬、劉日興、朱宗英、王揚文、戴冬生、

80.04.15

航空系系友會成立，江誠榮擔任會長，會中並頒發系友學業獎學金、系

由校友總會主辦的「四十週年校慶校友餐敘」晚七時假凱悅大飯店舉
持，姜董事長文錙、董事林燈、楊塘海、楊玉焜、林山鐘、林坤鐘均蒞

7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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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週年校慶，旅美校友籃球隊（盧義信、丁克鍼、黃天生等）與教
職員隊舉行友誼賽，旅美校友隊以二分險勝教職員隊。

81.11.29

西班牙系成立30週年系友於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會議，由會長曾茂

王子世、林貴榮、崔鼎昌、李廷亞、陳麗惠等廿一位。

川、系主任白方濟共同主持，董事陳雅鴻（前任校長）、拉丁美洲研究所

英文系校友陳田垣、陳田仁、陳田稻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設立「金川獎

所長熊建威、巴拉圭駐華大使索羅斯?羅培斯（外交使節團團長）尼加拉

學金」回饋英文系。

瓜駐華大使巴拉雷斯及系友50人參加。

80.06.15

校友總會在商館大樓舉辦「校友迎新荼會」由總會會長焦威聯主持。

81.12.03

化學系系友回饋母校，捐贈系友獎學金五十萬元。

80.06.10

校友藍毓華（現任資訊中心秘書）當選由教育部主辦的「推動電腦輔助

81.12.18

西班牙語文學系第一屆（55年）校友黃瀧元奉派擔任我國駐阿根廷代表

教學有功人員」。

處代表。林校長雲山特於八十二年二月廿一日晚上設宴款待，以表達祝

80.09.29

吉他社校友會成立，由曾在、林正如、詹正隆、林春輝、劉慧啟組成。

賀之意。前任校長陳雅鴻、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熊建成、秘書長陳敏男

80.10.17

宋有福（法文系）、徐伯棻（法文系）、翁禎霞（英文系）、周怡倫（英文

應邀作陪。

系）錄取聯合報記者。
80.11.01

81.12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1982年成立）改選會長由謝中丞當選，校友會人數

吳耀寬校友（80年夜企管系畢）、柯建銘學長（管科所學分班）當選立

達800人。

委。

劉日興（64年土木系校友）當選1992年南加州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82.03.01

八十二年度會計師資格考試，三十位校友取得資格。

會長。

82.03.21

夜企管系校友會於城區部舉行校友會，改選洪再德當選會長，副校長張

楊育才當選紐約區台灣大專院校聯合會會長，美東校友會會長黃敏飛出
版「1991美東淡江校友名錄」
。
80.11.08

82.04.05

華盛頓D.C.校友會會長孫鐵漢來函表示，首府地區約一百五十位校友，盼
母校多保持聯絡。

82.04.15

秘書長陳敏男前往高雄市校友會訪問，代表學校學向校友致意，並宴請

邦友。

會長吳登樹，副會長王茂源、林政男，財務長盧泰揚，財務主委吳敏

留日校友假東京新宿隋園大飯店召開校友大會推舉林敬三（72年電算系

成，活動主委蕭世雄等。

畢）擔任第26任會長。
80.11.18

紘炬、秘書長陳敏男、企管系主任沈景茂均應邀列席。

第五屆「淡江菁英獎」得主12位為：蔡睿智、陳添壽、簡捷夫、陳邦
彥、粘清木、許德宏、魏幼武、趙揚清、孫黎芳、喬培偉、鄭詠元、劉

80.12.15

李顯榮當選第二屆立法委員（建築系，北縣十、十一屆縣議員），另外有

82.06.12

數學系校友陳邦彥，任教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返母校演講「有限型曲
線與曲面理論」。

81.06.29

高雄市校友會改組。

81.10.07

謝絜修（大傳系）校友擔任華視主播。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在加州安那罕舉行聯歡會，有四百人參加（共有校友
約800位，成立於1980年）。

82.06.19

張董事長建邦於台北校園邀請校友會會長聯誼餐敘，到會有73人，盛況
空前，計有張詩經、郭俊英、何景賢、胡傳安及黃國華等人到會。

82.07.03

林校長雲山率領秘書長陳敏男及建教中心主任李德昭前往訪問日本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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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03-21

張前董事長建邦、陳董事雅鴻、陳秘書長敏男赴日本及美國、洛杉磯、

丕繼學長捐贈日幣五十萬元指定給日本研究所使用。

聖安尼、休士頓、華盛頓D.C.、巴爾的摩、紐約、芝加哥、舊金山訪問校

秘書處下設「校友聯絡組」，陳敏男秘書長暫兼組主任乙職，以服務

友會，所到之處各地校友會均特別舉辦歡迎會並接受電視報紙專訪。

91,000位校友並積極籌組各縣市校友會。

82.12.21

企管系廖東漢校友（福華飯店總裁）捐贈100萬元作為企管系獎學金。

高雄市校友會會長吳登樹邀請母校師長前往訪問，張董事長建邦率領林

83.01.10

崔麗心校友（75年法文系畢）榮獲兩屆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校長雲山、副校長張紘炬、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秘書長陳敏男、訓

83.03.05

美東校友會改組，張清志擔任會長。

導長羅運治前往，高雄市長吳敦義、議長陳田錨亦參加餐會。

83.03.08

紐約校友會

82.08.23-82.09.04

陳董事雅鴻率秘書長陳敏男訪問東南亞校友

前任董事長呂明森曾任紐約區大專校友聯合會第一屆副會長

08.23-08.25

香港，會長林偉業等人接待

楊育才：紐約區大專校友聯合會第二屆會長

08.25-08.31

馬來西亞，聯絡人陳明新、林魯仲接待

張清志：紐約區大專校友聯合會第五屆副會長

09.01-09.04

印尼，成立校友會，由謝國輝擔任會長

82.10.02

外語學院系友座談會由院鍾英彥主持，張前董事長建邦應邀到場致詞，
鼓勵校友參加聯誼並捐款回饋母校。

82.10.03

82.10.06

83.03.21

化學系13屆B班合捐100萬元
蔚揚實業公司董事周為揚捐100萬元。

83.04.01

管理學院系友座談會由院長陳淼勝主持，秘書長陳敏男應邀列席，報告

校友陳在男、胡啟年以「美國台灣商會聯合會」會長及副會長身份蒙總
統接見，胡啟年表示章孝嚴、戴瑞明為1960年就讀英文系為同學。

學校對校友會組織情況並呼籲校友捐款回饋母校。

83.04.01

日本校友會1994年會長由朱慧珠擔任（夫婿林敬三為1992年會長）

大眾傳播界校友座談會在城區部校友聯誼會館舉行，張前董事長建邦應

83.04.30

南加州校友會年會假環球影城希爾頓飯店舉行，由羅興華擔任13屆會

邀致詞。

長。

82.10.09

國際研究學院校友座談會於城區部校友聯誼會館舉行。

82.10.16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於舊金山希爾頓飯店舉行「淡江之夜」，並改選會長，

紐約校友會：1989年9月成立

由曹一星將會長交由韓郁文（1976機械系）擔任。

休士頓校友會：近10年（約1984年成立）

理學院暨商學院校友座談會於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校長林

芝加哥校友會：1990年成立

雲山主持，張前董事長建邦談「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

洛杉磯校友會：1981年成立

82.10.17

82.10.23

82.11.07

8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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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5.02

時報刊出

工學院校友會座談會於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校長林雲山主

83.05.15

夜企管系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洪再德當選會長

持，工學院院長陳治欣、秘書長陳敏男應邀列席。

83.05

校友擔任各縣市、鄉鎮縣轄市長及縣市議員、鄉鎮民代表計有：

文學院校友會座談會於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院長傅錫壬主

南投縣竹山鎮鎮長：許文欽

持，陳秘書長敏男應邀列席報告校友活動及募款推動事宜。

雲林縣莿桐鄉鄉長：陳振恭

第七屆菁英金鷹獎得主為侯建威、陳文章、趙志超、毛靈珩、高新平、

屏東縣琉球鄉鄉長：蔡文明

張守仁、羅森。

台北縣縣議員：金介壽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為慶祝四十三週年校慶舉行慶祝活動，會長王子世表

桃園縣縣議員：曾能芳

示有二百人參加。校友李廷亞擔任南加州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理事長。

苗栗縣縣議員：王士毅

德文系系友會在城區部五樓校友聯誼會館舉行，由會長柯遠烈主持，外

台中縣縣議長：林敏霖

語學院院長鍾英彥（德文系畢）應邀列席。

台中市市議員：廖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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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11

南投縣縣議員：許民衡
雲林縣縣議員：陳憲中
83.05.28

83.09.03

83.10.01

書館學會「特殊貢獻獎」。
83.12.18

化學系第十屆校友假北區海霸王餐廳舉行同學會，林校長雲山、理學院

國策顧問王玉雲、前監委朱安雄、立委吳德美、前校長趙榮耀、董事會

王振銘（英專47年）校友所經營之花連美崙大飯店開幕。

周主任秘書新民、秘書長陳敏男、學分班蔡主任信夫等上百人前往參

83.12.20 75

年法文系校友華視記者胡婉玲榮獲「曾虛白先生新聞公共服務獎」
。

加。

83.12.25

江綺雯（60年西語系）（不分區國大），擔任高雄市政府研考會主任委
員。

美北加州校友會（舊金山）校友會改組，林身影任會長、林德茂、金炎
84.01.09

蔡明毅（73保險系）蔡阿炮-獲青商會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薪傳獎。

西班牙校友會會長柯孝雄偕同校友十餘人招待母校赴拿瓦拉大學大三留

美北加州前任會長韓郁文、陳松及現任會長林身影返國，專程拜會秘書

學的學弟妹。

處陳秘書長敏男商談加強校友會活動事宜。

彰化縣校友會成立（台灣省第一個成立）

美中校友會捐款美金1000元為慶祝四十五週年校慶運動會獎勵之用，捐

下午三時假縣立文化中心成立，由張世良（立法委員）擔任理事長，林

款校友為陳再男、王知元、陸偉、孫序彰、徐倫、邵光華及錢懷德等

校長雲山、陳董事雅鴻、趙前校長榮耀、監委陳孟鈴、總統府參議林欽

人。

83.10.10

柯耀宗（71年輪機畢）擔任美商克雷霸公司台灣總裁。

83.10.23

苗栗縣校友會成立，林佾廷任理事長、黃錦榜任總幹事，張前董事長建

83.11.08

校友黃世雄（50年英文系畢） （曾任本校圖書館館長），榮獲中華民國圖

薛院長文發、化學系王主任文竹前往參加。

濃蒞臨參加，與會人數近二百人。

83.11.05

83.12.16

茂源及南部五縣市校友會籌備負責人、高雄市長吳敦義、議長陳田錨、

南、陸錦鳳三人任副會長。
83.09.29

智利校友會第九次會員大會由會長周超雄主持，榮譽會長王代表飛夫婦
蒞臨指導，共有校友及眷屬三十餘人參加。

前董事長張建邦在高雄市校友會，以「全球新體系：經濟國際化展望」
作專題講演，創會會長黃英雄、前任會長莊壽男、吳登樹、現任會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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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2.07

宜蘭縣校友會召集人羅國雄（前宜蘭縣議長）下鄉慰勞本校由學生組成
的基層文化服務隊和宜蘭縣校友會返鄉服務隊，令服務隊備感溫馨。

84.02.18

美東校友會於新澤西州希爾頓大飯店舉行，由董事長朱自立、會長韓怡

邦、陳董事雅鴻、趙前校長榮耀、林校長雲山、董事會周主任秘書新

主持，校友及眷屬共四百人參加，並邀請成大、文大、中原等七校校友

民、秘書長陳敏男、訓導長羅運治、教授賴金男、賴友仁等列席指導。

會會長共襄盛舉。

留校服務校友聯誼會假台北聯勤信義俱樂部舉行，由會長陳雅鴻主持，

84.02

大傳系第二屆校友劉麗惠主播台視晨間新聞。

專任教職員中校友有844位，當天有350人參加。張前董事長建邦蒞臨指

84.02.27

饒世永（華盛頓特區校友會創會會長）、李廷亞（南加州校友會長、南加

導，改選會長由張紘炬當選會長，傅錫壬、周新民任副會長。

州台灣大專院校校友聯合會會長）率領美加地區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負

第八屆金鷹獎得主於校慶上獲頒金鷹，楊朝諭、吳登樹、林砰裕、何弗

責人訪問團回國，晉見李總統登輝，並來校拜會。

國、周秋火、郭美文、朱天文、孫序彰。

84.02.28

第七屆美東校友會年會於新澤西州席卡斯草原地並邀成大等七校校友聯
誼。

83.11.14

校友蔡素芬以「鹽田兒女」獲聯合報長篇小說首獎，獲總統召見。

83.11.15

新任美東校友會會長韓怡偕同夫人毛靈珩女士回校拜訪。

83.11

由母校秘書處主編之「旅美校友通訊錄」出版。

83.11.22

保險系系友會假台北聯勤信義俱樂部行年會由會長江朝峰主持。

84.03.06

唐琪（57年中文系畢）創立經營「花旗蛋糕」馳名中外。

83.12.02

西語系系友座談會。

84.03.05

桃園縣校友會成立，由劉邦友（縣長）當選理事長，張前董事長建邦、

83.12.05

中研所所友會成立由殷善培擔任會長。

84.03.01

王一飛（大陸所第一屆校友）由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主任升任內政部消
防署署長。

陳董事雅鴻、趙前校長榮耀、林校長雲山、董事會周主任秘書新民、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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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陳敏男、會計長王美蘭、管理學院院長蔡信夫等前往列席。

84.07.09

土木系系友大會，由賴汶昌（74年畢）擔任會長。

化學系系友座談會在化學館舉行，由系主任王文竹主持，到會有第一屆

84.07.30

華盛頓D.C.巴爾的摩校友會改組，史超俊（71年英文系）擔任會長，黃幼

系友林健祥（宗瑋公司總經理、化學系國外校友會會長）、卸任會長董國

基任副會長。

璋、新任會長郭利光等卅位校友返校與在校學弟妹座談。

傅迪（63年英文系）由舊金山辦事處副處長調升駐南非開普頓總領事。

王堯世（60年管科所畢業）發明「形聲王碼」獲大陸北京專利局發明專

金炎南（57年法文系）現任北加州校友會副會長身兼舊金山灣區聖荷西

利權十五年。

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台灣同鄉會會會長。

吳西謙校友（44年英專）主持錫安旅行社，獲觀光局「最佳海外旅遊產

84.08.01

大學發展事務處成立

品精選優勝獎」，同時亦獲「一九九四年旅遊業最具紳士風範風雲人物

84.08.03

胡啟年（53年英文系）當選一九九五年南德州年度企業家

獎」
。

84.08.09

楊祖珺（66年英文系）任晚晴協會理事長。

楊聖弘校友（82年歷史系）擔任台北之音電台「台北溫馨一族」節目主

84.08.27

加拿大校友成立由田仲望任會長。

持人。

84.09.01

大學發展事務處發行「月報」
。

土木系師生及系友座談會在淡水校園五虎崗廣場舉行，由系主任祝錫智

84.09.04

財政副校長張紘炬主持「資深校友座談會」。

主持。

84.09.16

台中縣校友會成立，由林欽濃擔任理事長。

夜企管系系友大會於城區部中正紀念堂舉行，選出張金溪為理事長，廖

84.09.17

嘉義市校友會成立，由呂明星擔任理事長。

中島、林敏善、鄭松壽為副理事長。

84.09.17

嘉義縣校友會成立，由蔡端仁擔任理事長。

英文系系友洛夫在詩壇成名多年，創世紀詩社特舉辦「洛夫詩作研討

84.09.24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鍾炯煌擔任會長。

會」
，各界學者給予極高評價。

84.10.01

高雄縣校友會成立，由黃隆正擔任理事長。

袁哲生校友（84年西研所）榮獲中國時報短篇小說獎。

84.10.14

彰化縣校友會邀請美研所所長戴萬欽在會員大會上作「中美台關係」專

美南校友會（休士頓）改組由羅明忠（57年建築系）任會長，副會長為
張世燿（59年測量科）。

題演講，慶祝校慶。
84.10.23

華民國軍人之友社秘書長）

84.10.25

雲林縣校友會成立，由李聰田擔任理事長。

香港校友會會員大會，改選區邁維（79年教資系）擔任會長。

84.10.25

台南市校友會舉行年度大會，並慶祝四十五週年校慶，創辦人張建邦、

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啟用，由前董事長張建邦為會館剪綵，並舉行酒
會。

84.05.22

大學發展事務處舉辦「就業輔導業務座談會」，由財政副校長張紘炬主
持，企業界校友、各學院院長、系所主任、畢業班代表參加。

TOP拓樸校友會會長改選，由張永明將會長職務交給許明雄學長（現任中

84.05.20

校友動態及校友會沿革 689

校長林雲山前往參加。
84.10.29

林良（58年英文系）任國語日報董事長（筆名子敏）並獲（第廿屆國家

日本校友會假東京新宿歌舞伎町舉行慶祝四十五週年迎慶大會，由會長
朱慧珠主持。

文藝獎）
。

84.11.04

馬來西亞校友會假吉隆坡大酒店，舉辦「淡江之夜」慶祝校慶。

84.05.29

資管系系友大會推選黃西田任會長（前二任為陳德榕、簡郁文）
。

84.11.08

海外校友會組團返校參加校慶，美北加州（林身影、陸錦鳳）；華盛頓

84.06.05

智利校友會改組，周超雄（62年公行系）卸任由周麟擔任會長。

特區校友會（沈葆）；香港校友會（林偉業）；美聖安東尼校友會（胡

84.06.17

台中市校友會成立，廖述嘉（75年土木系）擔任理事長。

啟年）等，共計四一五人。

84.06.18

台北縣校友會成立，李顯榮（57年建築系）擔任理事長。

84.11.26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由王茂源蟬聯理事長。

84.06.24

台南市校友會成立，杜振榮（56年商學系）擔任理事長。

84.12.01

產經所所友會改選，由李昆哲接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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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校友會成立，由賴敏智擔任會長。
89.03.27

（台南市）；不分區：范巽綠、林郁方、鄭龍水、陳一新。

桃園縣校友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補選吳克清接任理事長（原理事長劉
邦友於85.11.21遇刺身亡）
。

84.12.13

校友戴德銘捐款二百萬元設立「簡又新教授獎學基金」
。

86.03.29

花蓮縣校友會成立，由黃文樞擔任理事長。

84.12.16

校友趙揚清由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升任署長。

86.05.01

巴拿馬校友會成立，由陳資源擔任會長。

85.01.11

高雄市校友會舉辦「金融界校友座談會」
，由理事長王茂源主持。

86.06.03

夜企管系友會改選，由黃慶堂接任會長。

85.01.13

台東縣校友會成立，由何三本擔任理事長。

86.06.08

美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段相蜀接任會長。

85.02.01

成立「留學顧問團」業務由大學發展事務處承辦。

86.06.14

邀請英專校友三十位返校參加畢業典禮。

85.03.23

蔡志弘（台北市；教師）、王高（台北市；教師）、林意楨（不分區；校

86.08.17

台北市校友會改組，由羅森擔任理事長。

友）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86.09.13

美東校友會改選，由劉桂瑤接任會長。

85.05.04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友會成立，由陳守讓擔任會長。

86.10.01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陳勝銘接任會長。

85.06.15

馬來西亞校友會成立，由陳明新擔任會長。

86.10.19

高雄縣校友會改選，陳振惠接任理事長。

85.07.03

澳洲校友會在雪梨成立，由畢建海擔任會長，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大學

86.11.01

美中校友會（芝加哥）改選，由嚴祥仁接任會長。

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特別前往參加成立大會。

86.11.04

澳洲校友會改選，由張凱勝接任會長。

85.09.01

新竹市校友會成立，由周介石擔任理事長。

86.11.08

台北市校友會慶祝四十七週年校慶及完成改組，於太平洋聯誼社舉辦餐

85.09.07

黃宗民接任教資系系友會會長。

85.09.15

校友黃瀧元（一九六六年西班牙文系校友）擔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86.11.08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金炎南接任會長。

85.10.02

商管幹部聯誼會改選，由彭舜瑋擔任會長。

86.11.15

智利校友會改選，由呂國松擔任會長。

85.10.30

大學發展事務處出版「淡江大學募款徵信錄」第一冊。

86.12.20

日本校友會改選，由許麗津接任會長。

85.11.03

江綺雯校友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贈「聖西爾維斯特」司令爵士勳章。

86.12.27

85.11.07

85.12.01

85.12.09

85.12.15

86.02.06

86.03.01

「世界淡江大學校友會聯合會」成立，由陳飛龍擔任會長。

會。

87.01.24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成立，由林欽濃擔任理事長。
校友多人當選縣市議員鄉鎮市長。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聯誼會」成立，由劉邦友擔任會長。

縣市議員：金介壽（台北縣）；李堃南（基隆市）；張祖琰（新竹

「淡江大學教育界校友聯誼會」成立，由龔鵬程擔任會長。

市）；廖述嘉（台中市）；洪崇雄（彰化縣）；許民衡（南投縣）

美華盛頓特區校友會改選，由張念中接任會長。

鄉鎮市長：郭哲道（淡水鎮）；葉步來（平鎮市）；許文欽（竹山鎮）

金融所所友會辦行年度會員大會，由黃蔚文接任會長。

87.02.01

美南（休士頓）校友會改選，由馮啟豐擔任會長。

校友劉邦友（桃園縣長、十一月廿一日遇刺身亡）出殯，張創辦人建邦

87.03.08

高雄市校友會改選，由許福島接任理事長。

率本校同仁致祭。

87.05.17

屏東縣校友會成立，由林居利擔任理事長。

日本校友在東京、新宿、歌舞技町舉行忘年會及會員大會，由林敬三擔

87.05.30

美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胡紹翼接任會長。

任會長。

87.06.21

基隆市校友會成立，由李堃南擔任理事長。

英國校友會成立，由蔡順利擔任會長，我駐英代表簡又新特別前往指

大陸研究所所友會成立，由王一飛擔任會長。

導。

87.07.01

校友吳茂昆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巴西校友會改選，由扈春桂接任會長。

87.07.29

校友陳國和當選中華民國工商建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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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8.01

校友張紘炬獲聘本校第六任校長。

87.09.06

新竹市校友會改選，由周介石蟬聯理事長。

87.09.26

美東校友會改選，由李保川接任會長。

88.08.28

台南市校友會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杜振榮蟬聯理事長。

87.11.08

中華民國商管協會經內政部核准成立，由彭舜瑋擔任理事長。

88.08.30

彰化縣校友會舉行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張世良蟬聯理事長。

87.11.15

宜蘭縣校友會成立，由羅國雄擔任理事長。

88.09.11

新竹縣校友會成立，由周清治擔任理事長。

87.12.05

校友多人當選立法委員、省市議員。

88.09.18

美東校友會第十二屆會員大會，由許德宏當選董事長，朱自立當選為會

88.08.22

高雄縣校友會改選，由徐永欽擔任理事長。
智利校友會改選，由蕭淑芳擔任會長。

立法委員：台北市－林瑞圖、秦慧珠、陳學聖；台北縣－李顯榮、劉盛

長。

良；桃園縣－吳克清、邱創良；新竹市－柯建銘；新竹縣－邱

88.09.05

澎湖縣校友會成立，由許萬昌擔任理事長。

鏡淳；台中市－黃義交、盧秀燕（眷屬）；雲林縣－林明義；

88.10.16

台北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羅森蟬聯理事長。

高雄市－江綺雯；屏東縣－曾永權（眷屬）；平地原位民－蔡

88.10.20

資工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由黃明達擔任會長。

中涵（教師）；金門縣－陳清寅；不分區－范巽綠、張世良、

88.10.30

嘉義縣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蔡端仁蟬聯理事長。

廖風德、鄭龍水

嘉義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吳嘉義接任理事長。

87.12.19

日本校友會舉辦忘年會同時改選，由朱慧珠接任會長。

美中校友會改選，由倪幼薇擔任理事長。

87.12.25

林敏霖校友（首任台中縣議長）、林久翔先生（校友林佾廷之子；曾任省

美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葛珍擔任會長。

議員）均獲聘台灣省諮議會議員。
88.01.13

陳孟鈴校友獲總統提名當選監察院副院長。

88.01.30

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訪問阿根廷校友會，一月三十一日訪問智利

88.10.31

台南縣校友會成立，由江仲祥擔任理事長。
（全台灣地區廿三縣市校友會全部成立）

88.11.06

校友會。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林欽濃蟬聯理事
長。

阿根校友會改選，由傅龍接任會長。

88.11.20

俄羅斯研究所所友會成立，由陳昱安擔任會長。

南投縣校友會成立，許文欽擔任理事長。

88.12.04

美國研究所所友會推選劉遠城為召集人。

美南校友會（休士頓）校友會改選，馮啟豐蟬聯會長。

88.12.12

日本校友會改選，由施宛宜接任會長。

88.03.28

巴西校友會改選，由扈春桂蟬聯會長。

88.12.15

劍道校友會改選，由朱建仲當選會長。

88.04.18

張副校長家宜訪問加拿大蒙特婁校友黃嘉辰等10人。

89.01.16

美國德州達福區校友會重組，由汪大衛擔任會長。

88.04.21

張副校長家宜及大學發展事務處陳主任敏男訪問美東校友會。

89.01.29

加拿大校友會會員大會，由黃奇燦蟬聯會長。

88.04.30

張副校長家宜、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訪問美南加州校友會（洛杉

89.03.11

海內外校友慶賀張創辦人建邦榮獲總頒授二等景星勳章特於福華飯店設

88.02.27

磯）
。

宴慶賀，到會校友有53桌，盛況空前。

88.05.23

巴拿馬校友會改選，由陳銘師接任會長。

89.04.07

奧地利校友會成立，由李良才當選會長。

88.06.05

美南加州校友會改選，由于國慶接任會長。

89.04.16

企業家研究班校友會成立，由蔡文雄擔任會長。

88.06.06

花蓮縣校友會改選，由藍振芳接任會長。

89.04.29

淡江大學校友大學校長會議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張創辦

88.06.26

夜企管系友會改選，由鄭松壽接任會長。

人建邦主持，與會校友校長有張紘炬（淡江大學）、陳振貴（靜宜大

88.07.11

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陳敏男訪問澳洲校友會。

學）、陳淼勝（南華大學）、葉能哲（真理大學）、龔鵬程（佛光大學）、

88.07.25

南美巴拉圭校友會成立，由許兩傳擔任會長。

黃天中（美國加州阿姆斯壯大學）、郭滕吉（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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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高雄和春技術學院）、張台生（嶺東技術學院）、莊淇銘（八月份擔
任開南管理學院校長）、陳倬民（曾任彰化師範大學校長）、林彩梅（中
國文化大學校長）、何福田（屏東師範學院）、陳雅鴻、林雲山、趙榮耀
（曾任本校校長）
。
美南（休士頓）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朱玉圭接任會長。
89.05.05

數學系系友會會員大會，由林進財接任會長。

89.05.28

高雄市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戴德銘接任理事長。

89.06.02

泰國校友會2000年夏季聯誼會在曼谷舉行歡迎蔡信夫（技術學院院長）、
陳敏男（大學發展事務處主任）前來訪問。

89.06.03

美南加州校友會會員大會，由李衛亞接任會長。
工業技師校友會成立，由林自強擔任理事長。

89.06.17

淡江人資訊協進會成立，由黃明達擔任理事長。

89.06.18

基隆市校友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張漢土當選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