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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九十一週年校慶獻辭

本期友聲一改三十五年來的舊態，自由十一年報紙型創刊而進步到今日的十六閑
雜誌簇新面目。作為母校九十晉一校慶的獻禮。

本人濫竿友聲編務多年，幸蒙諸位學長悉心、鑫力、捐款、意稿、支持愛護，無

任感裁之至 o 茲獲服務宏著電腦關係企業壓下一群新秀接棒，長江後浪[超」前浪，

深信今後內容必能新穎、親切，層面涵萎擴大，更能充分發揮回韻母校飲水思源之情

再一次謝謝諸位學長多年的賜助與關切。

置。

唐慧貞護啟

三月中旬，豆豆接獲援友會理監事會的指示，自本期(第 320 期)起，友聲雜諒的

編輯工作將自我們負責，內心實誠惶誠恐 o

想我按自 1896 年創校以來，已近一整世紀，人才輩出更逼佈海內海外。安大人

飲水思源的精神表現，也深為社會各界所稱頌。友聲雜誌居於其間，長期扮演著連繫的
角色，實不容輕忽。

安大人都知道，唐學姐慧貞對友聲不遺餘力地長期照顧，一期又一期地邀稿、

編梭， {;吏友聲才能持續不斷的發行。今天，我們，兩個年輕的交大人，接下此項重責

大任，只能鼓足幹勁，全力以赴，期盼在唐學姐的指導下，不負學長們之所詰 o

均主要的，還是大家的鼓勵與支持，尤其年輕的一輩(新竹安大畢業的同學們
) ，稟承 f 前輩如此多的成就與照顧，也應當積極參與，共同配合使這份意義深遠的
刊物薪火相傳，並藉此維繫我安大的傳統與情誼。

話惠蜴您對編輯室的建議，更歡迎您的加入 O

去或正是抗母校直'I;主九十 i過年，可說是全年的是抗，使我們不能忘懷的是在校園九

忠亭呼敘告，歡欣i起恆，技方的 i是遷往待典牧草7師生和 i司辛會合作無闋的精神。光陰

去。矢，吽瞬又是 1987 年的枚是日，主社者住在美國桌布無窮的風鱗，故以十二氧分的

誠意抗母校的還使布為。

第一、美品臼80 斗起因為國際貿易 i正差， f史曲家買 f責超過了二千億美元以土，使

朝野震驚。考量已其故，呆由於CL賞之高昂。但亦由於一般公民基礎主主宇教育的不如人

，及每兩年一次的團除L童年技巧比賽的落役。這撞頹峰不是偶 1色的，主見正教極的改進

, f旦挽救不易。近代國際經濟比賽，無疑是科技的比賽，科技的比賽又無疑是敘育的

比賽，尤其是基本斜爭及現場L件實驗紅力的比賽 D i豆當!~: j員從小學訓練匙，但我校

對於基礎手三十學與實驗，尤 1頁十二三毛分的加還注意。基正是tt的學者一直可以自倚，永遠

不致是i-f五。

第二、交大人在台灣的起家在「電于J '是我國電晶體及翁控電路的搖籃，所以

我技對于電子科學愿為重點中之重沌。最近我技電子數據研克中心的主持人關已請到

，真是不易 O 我們企體技Ji-.-及在技師生應在精神上、才肯 7頁上協助他，使他領導研克，

1年電子丸質乳布闊的特孝Mt完上布傑出的成1就 O

第三、士M豆 if}，. 毅、靖遠丸、為主c·屯的，g-吞。在學識上須得大、 j頁精深。看一門

專長對于似金字塔的高反，才能傑出。在Mt完時要古巴根據品是科學與廣， I寺的知識，古已 4萬

黃瑞雲(電信6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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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思維、公開討論，發揮國隊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具有這勃的朝氣，活潑t發的，

永不失望， i司時執行嚴格的紀律。我學校典國家的前進，全靠這一股生氣和另氣，眉輯、

與諸君共勉之。

趙宵王玉

(作者簡介丸 4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