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大爱，传承分享 
淡江大学大陆地区校友联谊会	
海峡校友会授旗仪式及联谊活動	

	
日期：7月 19/20/21/22	 	 	
地点：厦门，金门	
	
前言	

饮水思源，感恩母校！承莊文甫总会长对于大陆地区校友会的期望，并获得母校的支持，

海峡校友会于 2018年成立。首任会长由英文系黄天中校友担任，秉承感恩张建邦创办人的教

育大爱，将淡江光荣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在 2019年祈愿，举办本次海峡校友会活动，并

隆重举行授旗仪式，也代表海峡校友会名正言顺的开启。	
校友大爱！自 1950年成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起至今，已经有超过 25万名毕业生（待确

认）。并在各行各业中，有着不少的杰出校友。丰富的校友资源，以及校友之间互助合作，已

经默默结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近年来，到大陆发展的校友越来越多，而且越有年轻化的趋势！

刚出校园的年轻学子，只身到地大物博，风俗各异的大陆；要适应，要理解，要融入确实十分

困难。若有学长姐的指引，分享，自然可以减少走弯路的风险。	
本次活动，便将“校友大爱，传承分享”定为主题。校友交流，感情交融为基本调性；此

外，对于具有专业，经验丰富的校友，以及年轻校友对于就业，工作，乃至于创业，各式各样

的问题分享；更是本次活动的核心。最后对于厦门与金门，两岸的旅游城市的旅游行程，也是

突出一种两岸一家亲交流的情怀。	
	
ü 旅游安全提示	

本次的活动是以“团进团出”为原则，对于个人特殊需求，擅自变更行程，脱队者，产生

各项费用与各项问题，乃至于安全事项；校友会一概不予以承担。所有团体行程的团体安全要

求，将以旅行社提出的要求为准。为的大家能开开心心的参加校友会活动，平平安安的回家，

在此敦请各位校友，务必配合团体的要求！由于参加校友人数众多，大会组织部分志工协助与

管理团体活动的秩序；请各位学长学妹给予支持与配合！	
	
ü 接待信息提示	

本次校友接待地点有 4个，五通码头，高崎机场 T3，T4与厦门北高铁站。每个点都有至

少 2位校友接待；接待时有后列的说明，请大家注意；1.	会有“淡江校友会”的欢迎牌	 2.	接
待的学长/学妹将穿藏青色的 T 恤制服	 3.	将显示 4 个地点的集合点 4.	接待人员的照片与手

机号，以供校友们辨识与联系。	
接驳班车的时间，分别是	 10点，11点，12点与下午 1点。四个接待点都是一样！若是

抵达时间，超过最后一班接驳班车时间的校友；请自行搭车前往酒店办理报到。如果有学长/
学妹是自行报到的，请务必说明！在下午 2点以后，无法跟上鼓浪屿行程的校友，大会没有任

何补救措施，请谅解！	 	
报到之后，每位校友将有名牌佩戴，名牌背后有所有志工小组成员的手机电话。有什么需

要协助的，可以打名牌背后的手机号，谢谢！！同时，为确保各项活动进行与旅游安全要求，

在报到时，有一张旅游安全要求承诺书，必须详细阅读，签名报到视同认知，同意安全要求的

各项规定与责任划分。	
	



 

ü 旅游小贴士	
由于大会活动期间正值盛暑，除了要注意水分补充之外；白花油，绿油精的清凉提神的药

品可以随身携带；另外，厦门—金门的邮轮虽然快速平稳，但会晕船的人，也建议准备好药品，

平缓晕船的情形；哪怕乘船时间约 30分钟。谢谢！	
	

由于本次参加的校友十分踊跃，再次强调活动安排将以“团进团出”的模式进行。不提供

个人额外的安排。擅自变更行程，脱队者，产生各项费用与各项问题，乃至于安全事项；校友

会一概不予以承担。请各位校友务必理解与配合！部分校友在金门之旅结束时，如不随团回金

门，务必跟志工校友事先说明！谢谢！	
	
ü 下榻酒店信息	
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立功路 121号。	
附近参考点 1.	杏林湾大桥集美桥头附近	
电话：（0592）6208888	
参考地图	

	
	
各项活动行程说明，请看附件！谢谢！	
	
ü 用心嘱咐	

在此说明，本次大会的晚宴中，将不提供任何酒品；主要是强调家庭价值与校友互动，减少烂喝

酩酊大醉；减少给孩子留下不良的影响，甚至扰乱会场的情形。	
让孩子们参与校友分享会，也是让他们亲身感受，淡江大学的校友们的专业氛围。还有父母亲求

学时的一些场景，和师长，同学们的互动情形。这一定是有正面帮助的！！希望各位校友们能，够理

解大会用心的安排。	
	
	
	
	



 

2019年淡江大學大陸地區海峽校友會授旗仪式及联谊活動安排	
時段	 時間	 行程內容	 備註	 接駁車時間	

19日(週
五)	
	

上/中午	

9:00-14:00	

厦门机场/厦门北站/五通

码头接驳车前往酒店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接待的学长/学妹将穿藏青

色的 T恤制服	

报到地点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立

功路 121号	
电话：0592-620	8888	

10:00	
11:00	
12:00	
13:00	

下午	

14:00-15:00	 酒店出发，厦鼓游轮码头	 	 14:00	

15:00-18:00	

厦门之旅-鼓浪屿	
游览万国建筑博览（英国领事

馆、日本领事馆、美国领事

馆、天主教堂等），及为纪念

卓越的人民医学家林巧稚教授

而建的【毓园】	

***黄子铭，高玉玲在下午

两点之后，继续在酒店大

厅，接待自行报到的校友

们。	

	

晚间	
18:00-19:30	 荣誉海鲜海湾店	 	 18:00	
19:30-21:00	 海湾公园闲逛	 	 21:00	

	
20日	
(週六)	

8:00-9:00	 早餐	 持房卡用餐	

上午	 9:00-12:00	

淡江大学海峡校友分享会	 P1	
1，	淡江大学师长引言介绍	
校友服务處执行长	杨淑娟	
2，校友分享：	
自荐与推荐分享汇，每位 10分钟，17
位校友	
3，金门之旅介绍与安全事项说明	

(请穿海峡校友会纪念衫)	
地点：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中午	 12:20-13:30	 午餐	 自助餐形态，自由入座 	

下午	
13:30-17:30	

淡江大学海峡校友分享会	 P2	

(请穿海峡校友会纪念衫)	
地点：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2
楼会议室 	

1. 杰出学长引言介绍（待邀请）	
2.校友分享汇：专题讲座。六场，每场

20分钟	
3.校友分享汇：青年组。9场，每场 10
分钟	
4，欢乐时刻：团体大合照，分组合照	  	

17:30-18:00	 酒店休息	  	

晚间	 18:00-18:30	
大会开始	

地点：	
1.开幕式	



 

2.校歌演唱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2
楼宴会厅	3.	颁发证书	

莊副校长代表葛校长	 颁发海峡校友会首

届会长	 	黄天中	当选证书	
4.	授旗仪式	
淡江大学校友處执行长杨淑娟授旗于淡江

大学海峡校友会黄天中会長	
5.致辞	
（1）淡江大学海峡校友会会长	黄天中	
（2）淡江大学行政副校長	莊希丰	
（3）淡江大学大陸校友总会莊文甫总会長	
5.	嘉宾祝福	
6.	受礼与感谢颁奖仪式	

18:30-22:00	

1.		晚宴开始，佳肴上菜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2

楼宴会厅	
大会规定：将不提供酒品	

2.		七月份寿星庆生	

3.		校友联欢时刻	

22:00	 大会圆满结束，各位校友晚安	  	

 

21日(週日)	
	

上午	

7:00-7:30	 早餐	 持房卡用餐	 	

7:30-8:00	 酒店出发，厦门五缘湾五通码头	 全体参加校友	 7:30	

9:30-12:00	

金门之旅	
1,【莒光楼】金门的标志性建筑，

此为一仿古麒麟阁建筑，楼高

三层。	
2,【翟山坑道】为水陆两用坑道，

是昔日两栖部队的小艇基地。	

校友自由着装	
	

	

中午	 12:00-13:00	 午餐	 	 	

下午	 13:00-17:00	

金门之旅	
1,【中山纪念林】，其位于昔果山

与双乳山之间，占地一百公

顷，内有【蒋经国纪念馆】、

【乳山堡垒】、战斗机、高射

炮、战车陈列区.	
2,【珊瑚群雕】【昇恒昌免税

店】，【金门大酒厂】（协调

选项）自由活动	

在【珊瑚群雕】

自由活动【昇恒

昌免税店】自由

活动【金门大酒

厂】自由活动等

处，由校友自行

选择	

	

晚间	

17:00-17:30	
金门水头码头出发，返回厦门	

17:00，第一批

返回厦门	
18:00	

17:15-17:45	
17:15，第二批

返回厦门	
18:15	

17:30-19:00	
选择一：抵达厦门码头后，随车一

起前往五缘湾王家大院团

	 	



 

体晚餐，晚餐之后，随车

返回酒店。	
选择二：自由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