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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2017年度會員大會參與會員合影 

淡江中學校友會自 2012年登

記立案成立以來，經歷第一任林

學淵理長領導奠下基礎，在第二

任紀文豪理事長承接發展，會務

順利進行，2017年 12月 30日召

開第四次會員大會，改選新年度

理（監）事，在與會的會員投票

下產生新任的理（監）事，名單

如下：

 l 當選理事計十七人：王美玉、

紀文豪、鄭睦群、于達同、蔡

葉偉、姚聰榮、翁欽信、楊倉

池、洪榮宏、洪雯娟、陳東榮、

莊鳳山、黃敏豊、全文學、陳

冠州、李介修、謝德訓等校友。

 l 當選監事計五人： 鄭振豐、鄭

建冏、蘇文魁、林秀濃、吳淑

玲等校友。

同日下午五點，召開新年度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選出

正、副理事長、常務理（監）事，

紀文豪校友經全體理事推舉榮獲

連任理事長，繼續帶領校友會，

打造讓會員有感的校友會，並期

待校友會逐漸茁壯。

同時，蔡葉偉校友連任副理

長，常務理事由姚聰榮、王美玉、

陳冠州等校友出任，常務監事為

鄭振豐校友續任。

校友會特聘前校長姚聰榮校

長為首席顧問，藉姚校長過去領

導經驗加分於校友會，原總務、

財務、發展、公關等委員會，分

別由 :鄭睦群（總務委員）、王美

玉（財務委員）、洪雯娟（公關

委員）、楊倉池（發展委員）擔任，

研擬開源、募款、溝通協調、會

務推展；為拓展海外校友的連繫，

特請常務理事陳東榮校友為駐海

外代表，國內則由陳冠州校友擔

任副秘書長，綜理開拓發展；日

常會務處理則由秘書楊育民擔任，

並為校友會及母校窗口。

會議結束後，於淡水雅蒂餐

廳餐聚，期間會員們交換意見，

給予校友會許多建議，並期待新

年度開始有新的氣象。

淡江中學校友會年度理（監）事改選，
紀文豪校友連任 2018∼ 2021年度理事長
圖 楊育民　文 蘇文魁



 p 李前總統贈予紀理事長紀念禮物 p 理事長致贈校友會『榮譽總會長』聘書予李前總統。與李前總統合影（左起：加拿大傳教師甘露茜、

校友會秘書長陳東榮、校友會理事長紀文豪、校友會秘書楊育民、母校校長柯賜賢、校友會副秘書長

陳冠州）

淡江中學校友會
特別聘任李前總
統為榮譽總會長

為慶祝淡江中學校友會成立邁入第五周年，4月 20日下午，校友會理事

長 紀文豪博士率領校友會幹部，以及母校現任校長柯賜賢校長，前往外雙溪

「翠山莊」宅邸拜訪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聘請李前總統為校友會『榮譽總會長』

並致贈聘書。前總統李登輝以『深深愛著淡江』情懷，獲贈時感動萬分。 

一行人在淡江感情氛圍中，從台灣和牛「源興牛」、物聯網、一路談到

淡江求學歷程等話題，在歡樂氣氛中互贈禮物，席間八角塔男聲四重唱合唱

團獻唱一首《棕色教堂》，讓大學長李前總統沉浸在不同世代，眾學弟隆重

又輕鬆的風範。 

最後在眾人盡情高唱淡江高中校歌的歌聲中，高齡 96歲的大學長李登輝

前總統，還是一句 ∼《深深愛著淡江》，將一行人感動的情緒凝聚在最高點。

圖 楊育民　文 王意晴

校 友 會 活 動 記 事

淡江校友都知道有引以為

傲地淡江橄欖球隊，老校友也記

得威震東南亞的純德女籃，剛畢

業的校友也部會忘記已經九連霸

的女子乒乓球隊，但日後看到高

爾夫球選手來自淡江母校時可不

用驚訝。淡水地區兩個百年的

樹人機構：1914年建校的淡江

中學與建於 1919年的台灣高爾

夫俱樂部（淡水老球場），在

2017年 10月 3日進行歷史性的

合作策略結盟，因為這兩個百年

樹人機構透過此次的教育與體育

策略結盟，可以進一步將淡水的

教育、體育甚至與文化相互整合

在一起發展，落實這座台灣高爾

夫搖籃的故鄉更往下紮根的樹人

百年計畫。

校友會成立時，榮譽理事長

林學淵校友曾為學校與老淡水高

爾夫球場合作而努力，當時也有

選手到學校就讀。本屆校友會理

事長紀文豪校友本身為台灣高爾

夫俱樂部理事暨公關召集人，在

他用心牽線、大力奔走下，促成

老淡水高爾夫球場與淡江中學，

為高爾夫運動發展簽訂策略聯

盟，兩個百年風華結盟再創新的

火花，為高爾夫運動在淡水紮根

與推廣，可預期的淡江母校教育

多元發展將再創顛峰！

目前高爾夫球隊有五位學

生，他們上午接受學校課程教

育，下午則由老淡水高爾夫球場

負責專業課程和球技訓練。

淡水兩百年的
樹人機構
結策略結盟
淡江高級中學 VS.台灣高爾夫俱樂部

圖 楊育民　文 蘇文魁
 p 母校與淡水高爾夫俱樂部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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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淡江中學校友會、八角塔

男聲合唱團與淡水基督長老教會

共同主辦，的第一屆陳清忠紀念

合唱觀摩，於 2017年 6月 24日

下午 3時，九支合唱隊伍與超過

四百名會眾齊聚淡水基督長老教

會禮拜堂，以詩歌創造了一項淡

水地區初夏的文化盛事。

這項活動主要在紀念陳清忠

校長除了引進橄欖球運動，在淡

江中學成立全台第一支橄欖球隊

之外，也是台灣的合唱之父，在

淡江中學成立全台第一支男聲四

重唱，距其男聲四重唱 1926年

到日韓演唱公演，正滿 90週年。

當日活動開始前陳清忠的三

公子陳尊道學長表示，其父培育

出為數不少的教會音樂工作者，

對於本次合唱觀摩能傳承這項傳

統，他感到非常高興；校友會理

事王美玉老師（理事長出國中）

代表淡江校友會感謝大家對活動

的支持，校友會蘇文魁秘書長長

老則在現場講述了陳清忠的歷史

與貢獻故事。

觀摩演出中每一個隊伍皆展

現了深厚的合唱水準與魅力，母

校陳世光老師也率領淡江高中男

聲合唱團赴會，以淡江校友為主

幹的八角塔男聲合唱團更贏得滿

堂喝采。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團長鄭睦

群（校友會理事）表示，明年的

合唱觀摩將會擴大舉辦，讓更多

人能夠參與其中，宣揚淡江與長

老教會的合唱傳統。

第一屆陳清忠紀念
合唱觀摩

 q 第一屆陳清忠紀念合唱觀摩合影於淡水教會，會後大合照

 u 會前大合照

圖 文 蘇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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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10日淡江中

學校友會 2016年度第二次會

員大會中捐贈淡江母校「林間

教室 -榕楓亭」，此總工程費

937，280元之建設，已廣為在校

學弟妹戶外教學、社團活動所使

用，也是師生課間休閒的熱門景

點。2017年將再次協助母校辦

學，進行「馬偕夫人張聰明綠美

化教學園區」建設。

此教學園區即昔日純德女校

大樓前方廣場，純德女校大樓已

屆 101高齡。2007年母校既以此

百年古蹟為淡江中學附設純德小

學為創校基地，並在 2012年在

純德大樓後方增建純德小學新校

舍，目前校學學生已近四百五十

人，亟需更完整更符合今日教學

需要的校園空間。

純德小學以《美感從幼起、

美力終身學》的原則，營造空間

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運用純德

百年建築，善用多元素材，創

造視覺、聽覺、心靈皆美的校園

環境，計畫成立《綠美化教學園

區》。符合以學生為主體，連結

多元的學習課程，創造豐富的學

習歷程，深化課程美學之教育意

涵。

同時有感於純德女校大樓

前身「淡水女學堂」，為馬偕博

士所創台灣第一所女子學校，也

是淡江中學女生部的源頭，而創

校時值清末，以當時社會氛圍，

馬偕博士夫人張聰明女士所扮演

的角色至為關鍵，此事一直未獲

其歷史定位。因而藉此名「馬偕

夫人張聰明綠美化教學園區」。

淡江中學校友會秉持協助母校辦

學的精神，也認同純德建立優良

標竿學校品牌的使命協而助此計

畫。

校友會理事長紀文豪校友領

導校友會以來，除了整合校友會

本身力量，也強調引進各項社回

資源，如前期《淡江中學校友會

通訊》他所強調的「校友的朋友

也是校友會的朋友」。紀理事長

本身為

邀請『台北市西南國際獅

子會』與『日本大阪港國際獅

子會』為慶祝結盟 50周年紀

念，將資助新台幣 60萬元成立

《馬偕之妻張聰明綠美化教學園

區》。

 p 張聰明夫人紀念花園落成啟用剪綵

校 友 會 慶 典 活 動

馬偕夫人張聰明
綠美化教學園區
淡江中學校友會結合校友資源，

繼「林間教室」後，再次回饋母校建設

圖 白佩諼　文 蘇文魁

 p 參與剪綵來賓合影

 p 花園紀念碑揭碑 合作意向聯絡方式：　　校友會電話：02-26203850 # 164　　傳真：02-26228762　　Email :alumnus@tk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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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異 業 結 盟

2018年 3月 30日上午九點三十分於緯豪集團董事長室，校友會

理事長紀文豪校友，與百八餐飲集團董事王國華校友，在校友會首席顧

問姚聰榮校友的見證下，簽訂專屬合約，自 2018年 4月 1日起，只要

持有本會會員證，至百八餐飲集團所屬全台共四十家連鎖餐廳用餐，均

可享有優惠，百八餐飲集團旗下餐廳有：百八魚場、漉 海鮮蒸氣鍋、 

柴小鮮燒肉、大腳印餐廳、【沸沸】重慶烤魚鍋物，以及即將開幕的新

海晏（淡水新市一路）。

校友會將陸續覓尋可合作的商家，為廣大的會員有感的服務，並

鼓勵就近消費，請檢查您的會員證，若有遺失或從未收到，請來電校友

會秘書協辦。或用Ｅmail、傳真均可，來訊息請註明姓名、電話以及可

收到信的地址，校友會收到訊息後會立即處理。

台灣淡江校友會與
百八餐飲集團簽約

 p 與百八餐飲集團簽約，左起：校友會理事長紀文豪、校友會首席顧

問（前淡江高中校長）姚聰榮、百八魚場餐飲集團董事長王國華

圖 文 楊育民

友好店家｜百八餐飲集團

2018年 4月 13日，本會理事長與淡水竹圍尹賀日式料理店長，

在尹賀日式料理店內簽訂優惠合約，即日起只要會員到店用餐，結帳時

出示會員證，憑證享九折優待（須以現金支付）。

淡江中學校友會與
竹圍尹賀日式料理
簽訂優惠合約 
圖 文 楊育民

友好店家｜竹圍尹賀日式料理

 p 簽約儀式左起：老闆娘 陳小組 ，老闆 何先生 ，紀理事長

校友會紀理事長為校友會會員們爭取福利不移餘力，於 2018年 6

月 11日在「日藥本舖」台北南京西路總部，與「日藥」謝董事長簽定

優惠合約，即日起本會會員至全台「日藥本舖」各分店消費，持本會會

員證（卡）換領「日藥本舖」之金卡，成為「日藥」的金卡會員（會員

權利從「日藥本舖」會員規定），購物優惠從其金卡（VIP）優惠，另外，

除全台「日藥本舖」分店外，日本地區之「日藥本舖」憑卡（日藥本舖

之金卡）同樣享有購物優惠。「日藥本舖」公司與本會簽定優惠合約，

是校友會對國際企業。

校友會與日藥本舖
簽定特約商店
圖 文 楊育民

友好店家｜日藥本舖

 p 左起：日藥本舖總經理、董事長謝德璋先生、校友會理事長紀文豪、

校友會秘書楊育民

「日藥本舖」公司簡介／於微風台北車站開設第一家門市，店鋪主要為販賣日本製及日本廠商製品的藥妝店，醫藥品也是以取得台灣認證的日本製品為主。醫藥品及台灣進口

的商品透由台灣總代理商進貨，台灣沒有的製品則直接從日本原裝進口。 希望提供國人健康，強調品質流行趨勢為目標。 目前已設立 40間門市，位於全台各地，未來將陸續
拓展市場，讓國人皆可以不用出國即可買到日本商品。

主要商品／服務項目／販賣日本製及日本廠商製品的藥妝店（包含藥品、健康食品、美容保養品、生活百貨、日本進口食品） ，武田藥品工業、大正製藥、大幸製藥、龍角散、
Lion Corporation、小林製藥、久光製藥、Earth Chemical Co.,Ltd、ROHTO Pharmaceutical Co., Ltd.、佐藤製藥、BIOFERMIN製藥、WAKAMOTO Co., Ltd.、広貫堂、田邊製藥、
Eisai Co., Ltd、Tsumura & Co.、井藤漢方製藥、養命酒、資生堂、佳麗寶、高絲、PDC、花王、Bigen、PAON、SUNSTAR、LION⋯等眾多知名品牌。

合作意向聯絡方式：　　校友會電話：02-26203850 # 164　　傳真：02-26228762　　Email :alumnus@tksh.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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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文 101屆高中校友王以文投稿

校 友 會 園 地

四月十九日晚上八點半最

終在青桐火車站放完天燈後，

在竟日童心未泯，意猶未盡，

依依不捨中結束了今天的經由

雪隧，貢寮桃源谷，雙溪及東

北角海岸線之同學會活動，在

互道再見聲中內心又開始期待

下次的相聚了。

不論往年，光是今年以來，

已有三峽大板根，母校淡江中

學內，紅樹林聚會及烏來泡湯，

加本次已有五次大型的同學聚

會了，平日三五成群不時小聚

首那就更不勝枚舉了，而這種

同學聚首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了，隨著年歲的增長

我們也都更加珍視每次的相聚

時光，我們還在 facebook 上建

立了 “淡江 98 屆初中 101屆高

中同學”（http://www.facebook.

com/groups/216383791732131/

p h o t o s / # ！ /

groups/216383791732131/） 社

團來交流活動及發佈訊息，人

數也不斷歸隊增加中，甚且三

月二十六日有三十幾人參加的

紅樹林聚會，還是得知同學將

從大陸回來之訊息後，一日召

集二日定案三日舉辦的，不可

謂效率共識及人氣之旺也，而

過年前夕旅居美國返台的同

學，還規畫了幾個同學一起到 

“屏東伯大尼之家”（http://

tw.myblog.yahoo.com/bethany-

blog/article?mid=2746&prev=275

2&next=2744）做志工活動，也

做了深厚慈愛奉獻及項目的連

結，是什麼文化共識及懷古念

舊的吸引力能讓一群近六十歲

的同學樂此不疲及珍惜經營這

一團體，並以身為“ 淡江人 ”

為崇高的榮耀呢！

說到這就要從四十五年前

（民國 56 年）說起，那年是初

中採行聯考的最後一屆（我都

戲稱現今“ 初中生 ”和“ 國中

生 ”是“老年人”與“壯年人”

的分水嶺），我們一批人（四

個班男女分班同學約莫 200人）

因緣際會從全省各地考上了“淡

江 中 學 ”（http://zh.wikipedia.

org/wiki/%E6%B7%A1%E6%B

1%9F%E4%B8%AD%E5%AD

%B8），在九月一日來學校報

到，學校是已有近百年歷史在

淡水埔頂山上，與同是基督教

會學校的淡水商工管理專科學

校（現今之真理大學）相鄰，

再往下坡就是紅毛城了（當時

還是英國領事館是不得其門而

入的 ），再往下就是淡水河

邊了也就油車里，不遠處就是

沙崙海水浴場（現今的漁人碼

頭），讀了初中三年（也有很

多同學續讀高中部共六年 ）深

感能在這一具歷史及文化淵源

的古鎮就學，真的是我們的幸

運，對它人文及建設變遷的點

點滴滴也特別有感情也關注，

幾十年後的今日那份感情不但

未稍有消退還與日俱增呢，也

有相當多的畢業校友將自己的

下一代指定送到淡江來就讀，

我的兩個兒子也就都是讀淡江

畢業的，因為我喜愛也認同學

校那種 ”嚴格中帶著自主”的

校園文化及和樂氛圍，我希望

我的子女也薰陶此一不同特質，

對未來的人生路能有助益及擁

有難得的難忘回憶 ！

當時學校規定除了住淡水

鎮的人可通學外，其餘一律住

校（約百分之八十住校 ）且兩

周才可返家省親一次（還有省

親證要家長簽名繳回確認你有

回家 ），錢要存在學校存摺裡，

星期三，六才可限額提領，平

日早晚還要做禮拜，晚上要在

教室晚自習，吃飯也要唱謝飯

歌，初一是單獨初中生合住，

初二後就高初中混住，宿舍完

全由高年級管理有室長和總室

長，每天的行事是訂得死死的

準軍事化管理（以現在來說可

能覺得不太能接受的嚴格呢 ），

但後來回想起來真的練就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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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會 園 地

身獨立且抗壓性超強的人格特

質，但太早與高中生融合那些

壞的行為也都與高中生同步呢，

一個大宿舍各年級總和近千人

大家生活起居都在一起，趣事

和那些調皮事也特別多，因此

“革命情感 ”也就特別深厚也

懷念！

學校是嚴格禁絕男女同學

交往的，學校最著名的地標“八

角塔 ”從中一分為左右，各為

男女同學活動領域，中間為最

森嚴的 38度線，男女生任誰都

不能有任何理由“越界輸誠”，

這是當時淡江學生的最高指導

圭臬，無人敢親嚐違規後果也！

當然學校辦公室（訓導室除外

當時訓導主任綽號叫 “大雞” 

誰敢招惹他呀 ）就是灰色地帶，

有人還是敢於冒險各憑本事去

挑戰的呀，在那種戒備森嚴且

圍堵但又思情畫意的景色（淡

江校景是古蹟也是出名的美 ）

下交交男女朋友，想必是刺激

又寫意囉，還是有一些男女同

學突破重圍走了一段早戀，甚

有後來結為夫妻的，至於是當

時衝鋒陷陣或是畢業後再循線

交往的，則尚無統計數據或考

證文獻可考，不過卻有一趣事

是由校友會主任告訴我們的，

有兩個同學打架，校方通知雙

方家長來調解及告誡學生，雙

方家長碰頭才知雙方原是以前

讀書時的“初戀情人”，當然

就有話好說了的結束此一紛爭，

想來也是趣事復巧事一樁呀！

校長陳泗治先生除為牧師

外也是台灣知名作曲家，他平

日與學生極為親近且關懷，但

對生活及言行舉止要求極為嚴

格，平日均會在宿舍大餐廳與

學生一起用餐，對女同學也要

求不能把裙頭拉高的（讓裙子

顯得短一些較花俏 ），有次有

同學因為家裡有些變化，所以

下學期繳不起學費準備要輟學

（當時是沒有學貸制度，也不

是你想轉公立學校就可轉的 

），當校長得知此事後，堅要

這位同學先繼續完成學業，學

費以後再補繳，當然這位同學

也順利畢業了，甚且還續讀高

中部，雖然事後我也不盡知學

費是如何還清的，不過那已經

不重要了，當時學校義無反顧

的支持同學不中斷學業就足以

讓我們感受學校的溫情教化和

盡教育責任了，時至今日這位

同學還時不時的會提及此段往

事且感念萬分，我們也都倍感

溫馨！

學校為基督教會創辦的，

除一般考進去的也有很多教友

及傳教士子女就讀，原住民同

學也都有特別優惠入學就讀及

生活照顧，而原住民同學的爽

朗性格確實令人相處愉悅，特

別是在音樂及體育的天生優質

表現，確實為學校增光不少，

國內的橄欖球運動也是由本校

陳清忠老師（有「臺灣橄欖球

之父」稱號），1930年首由日

本引進，而每年春天會舉辦“清

忠盃橄欖球錦標賽”始終也是

國內恆久且重要比賽之一，當

然 "淡江橄欖球隊 "在

國內也始終是首屈一指

的強隊，恆久俱強想必

除平日勤練外，也受淡

江校風文化及傳承所肩

負使命感所致吧！

聖誕節的到來更是

校內的重頭戲，每一個

班級都要挖空心思依聖

誕主題，去布置自己的

教室作全校班際比賽，

時至今日此一傳統俱在，所以

每班在一個月前就要做出召集

及企畫案並要“保密防諜”免

受他班刺探軍情，節日半個月

前即開始備料布置，當然此時

教室窗戶都要密封的祕密施工

（好在此時是冬天），有一年

我就獲分配到山上去砍划聖誕

樹，幾個同學帶了傢伙到北新

庄山上，真的做了“山老鼠”

扛了一株近七八米的樹下山不

負使命也！節日當天除了班際

間參觀評比外，還會有校友回

來與我們同樂，當然開始前全

校要在大禮堂由校長莊嚴主持

做聖誕禮拜，期間唱聖誕詩

歌那份愉悅心情真的是不可言

喻，當日還有兩個重要傳統項

目，一為宿舍加菜吃大餐，在

當時吃不比現在日日豐盛，一

年中唯一的一次加菜我們也就

特別期盼了，另一是“宿舍

開放”（Open house），在當

時男女生分際壁壘分明，能

夠有機會互相到男女生宿舍去

參觀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呦，每

間門口及床位均標示名字勒，

所以我們都要到“知名人仕的

床上”去看看囉，其實床單是

統一的淡江標誌，也都整得特

別好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但

就是那股好奇心，還要在她 

（他）床前品頭論足一番，真

的也是令人驚艷不已！

淡江啊！淡江！凡此給我

們“淡江人”的共同記憶，真

的令我們每想到或遇到此一話

題，以及校友相聚談及時均會

令我們感動不已且久久難以釋

懷，而那股慶幸有此機遇的優

越之心也油然而生，終究祂在

我們青澀的那段時間裡，給我

們注入了基督教義⋯“信望愛”

與淡江校訓⋯，“愛與服務”

的慈愛精神，也烙印了那永遠

的情懷和記憶，相信這是每個

“淡江人”共同永遠所擁有的⋯

“中學難忘記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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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紀文豪理事長於 2017年台灣時間
10月 9日獲美國加州 Cal Grad 學院，頒發
《榮譽商學博士學位 Honorary Doctor degree 
of Business》，並於台灣時間 10月 10日對
全校師生演說，分享以『誠』經營事業與一

生傳奇風采！

紀文豪校友畢業於 1965 年初中部，其奮
鬥過程與成就是典型的淡江校友創業寫照。

父親是淡水人士，曾是迪化街炙手可熱的青

果貿易商，紀文豪雖生長於富裕的家庭，卻

歷經家道中落，生活拮据而寄宿淡水親友家，

並由親友資助完成學業。就讀淡江中學期間，

假日到淡水高爾夫球場當桿弟，賺取小費貼

補家用，在挫折低谷中沉潛磨鍊，堅毅的精

神成為日後經營企業能輕鬆面對環境的改變

與挑戰。

他一手創立的緯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

淡水台綜院，立足台灣佈局全球，建立世界

性行銷系統，強化台灣集團總部之管理與全

球運籌的能力，堪稱成功企業的典範！

紀文豪校友是台灣第一人獲此校商學博

士，此次以無比興奮喜悅的心情，偕同夫人

遠赴加州接受這份榮耀，淡水之光也是台灣

人的驕傲。

Congratulation

恭賀
淡江中學校友會
理事長紀文豪校友
獲美國加州

Cal Grad 學院
榮譽商學博士學位

本會洪榮宏理事個人巡迴演唱會
107年 9月 15日起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分別開演，
詳細請上購寬宏售票官網查詢。（https://www.kham.com.tw）。

活 動 記 事

八角塔是淡江的精神所在，也是所

有淡江人心中最美好的記憶。自去年底開

始，校友回到母校將會看到八角塔下多一

勝景。2017年 11月 24日在淡水區巫宗

仁巫區長的熱心促成下，陳澄波文化基金

會斥資百萬，將 1936年陳澄波先生以本

校八角塔為題材的名作《岡》，製成一幅

4×5公尺的巨幅陶板畫，贈與學校。

   為感謝基金會的美意，學校特別安

排揭幕感恩禮拜，來紀念此一盛事。禮拜

結束後，與會來賓一同來到八角塔下參加

揭幕式。由柯校長致贈感謝狀及禮品，以

感謝基金會的慷慨捐贈。揭幕儀式邀請巫

宗仁區長、本校董事長、家長會長及校友

會紀文豪理事長，共同為陶板畫揭幕。誠

如柯校長於禮拜中強調，淡江一向著重美

育的推廣，期待藉由大師畫作與實景的連

結，除了使校園再添勝景，更讓藝術的氛

圍，美育的薰陶，融入在古樸優美的校園

中。

藝術與歷史相會 : 
八角塔下添勝景
圖 文 蘇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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