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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校園前行

陳定川接任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
【本報訊】臺灣永光化學工業榮譽董事
長、本校國貿系（現國企系）校友陳定川接任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第10屆總會長；同時依章程
聘任羅森為榮譽總會長，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
會長林健祥為世界校友會聯合會副總會長。

校友真心祝福
鵬程萬里展翅高飛
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理事長陳定川
祝找到理想工作以發揮所長。面臨世界經濟
低迷且國家經濟遭遇困境，就業機會減少，但
不應好高騖遠，以能屈能伸的好品格，在工作
崗位上盡忠職守和持續增能，終有成功之日。
菁英校友會會長陳慶男
從五湖四海來到淡江，博學審問明辨篤行冀
望高飛，驪歌唱後也許會飛得很遠，也許難得
見面。雄鷹也要歇腳，記得加入校友會，繼續
分享生活中的苦與樂。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
盼望所有學弟妹有個美好的回憶及康莊的人
生大道，請你們與我們一般，勇敢的踏出你
人生的水花，創出美麗的漣漪！當未來返回母
校，你們會驕傲地說：「淡江以你為榮。」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在母校主修測量工程，將量測大地三度空間
的技術，轉用在經營與修身，要開拓知識的寬
度、做人的厚度、思考的深度的人生三度。經
營：隨變化而即時定位，與畢業生共勉！
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劉子經
鼓勵大家用心、用力、負責任去築夢踏實。
未來的世界人情冷漠，人際關係疏離，建議擁
有自己的社交生活以拓展人脈。歡迎大家加入
本校校友會社團，祝福前程似錦、心想事成！
桃園市校友會理事長李正文
時值鳳凰花開時，各位在淡江的酸甜苦辣將
是永遠回憶。期勉把握當下策進未來，並將所
學運用於社會。將淡江人的知識技能、創意、
自信及責任感，發揚光大，照亮全世界。
台中市校友會理事長洪義濱
恭喜畢業於企業最愛的淡江，將展翅追求卓
越人生！在多元社會中，請處事審慎勿大意，
獨立判斷勿輕信，恪守法理勿貪婪，珍愛家人
與鄉里，提攜後繼造福人群，祝您所願滿足！
彰化縣校友會理事長陳世明
畢業，是另一階段旅程的開始，祝福各位，
用力工作，享受人生！生命中沒有愛，就像一
棵樹沒有花或果實。祝福各位畢業生，友誼永
固，鵬程萬里。
台南市校友會理事長李退之
行駛在洶湧波浪中的船固然危險，但舵者只
要善於應付，依然能化險為夷，人生也是如
此，只要鎮靜應付，打破層層障礙，眼前便是
康莊大道，祝福學弟妹們鵬程萬里。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企管系所校友會會長游婧靈
恭喜各位完成學業，未來的人生要靠自己盡
情去發揮與開創，將來職場上遇到瓶頸或需
要協助，記得母校及校友會是各位的娘家及後
盾，將「淡江之愛」繼續延續下去。
統計系系友會會長胡淑貞
驪歌響起，將啓航人生另個階段，應開始投
資在家庭、健康、人脈、財富4大存摺，仍須
不斷學習與積極態度是經營財富不二法門。歡
迎回來終身學習，活絡校友會豐富人脈資源！
管理科學研究所所友會會長李大經
職場是團隊合作、是溝通協調、是專業匯
集、是追求企業永續經營。從學校進入職場應
適度改變自己，以恆心毅力努力學習和凡事感
恩，會發現成功是成就於許多幫忙您的貴人。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友會理事長賴進義
祝福所有畢業的淡江人，大學時代都會是你
最難忘的一段。此時正值最年輕與健康，若能
保持年輕的心與健康的身體，將決定人生的成
就。恭喜你順利畢業，祝福你人生美滿！

恭喜畢業生完成大學學業，對於邁入下個階
段的新旅程，本報特製作畢業特刊，在這驪
歌響起時刻，看他們立足淡江的分享。

一生懸命獲種子基金獎

（攝影／吳國禎）

大傳系第三十屆畢業製作專題組「接骨木工
作室」的一生懸命，透過鏡頭記錄，曾誤入
歧途的2位戒毒者於幾十年來的心路歷程。

逾7200生 畢業啟航

長、貴賓
將於體育
館前觀禮
臺歡迎畢
業學子。
典禮由
張校長主
持，除邀
《畢業生校園巡禮》
請韓國中
時間：5日（週日）上午8時50分 集合：學生活動中心前
央大學前
《畢業典禮》
校長李鎔
時間：5日（週日）上午10時 地點：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九、吐瓦
魯大使陶
【記者林怡瑄淡水校園報導】鳳凰花開，薰
敏德伉儷等多位貴賓外，監察人王美蘭及3位
風習習，又到了離情依依的畢業季節。學生事
前校長陳雅鴻、林雲山、張紘炬、淡江大學世
務處於今日（5日）上午10時在紹謨紀念體育
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暨中華民國校友總會
館7樓舉辦104學年度畢業典禮，主題為「浩浩
理事長陳定川、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
淡江六六，職場通航久久」，逾7,200位畢業
健祥等人將出席。帛琉大使Ms.Dilmei Louisa
生，其中來自53個國家、428位境外生，將一
Olkeriil將參加會計系的自辦畢典活動。原住
同展翅翱翔，飛向人生新階段。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熱舞社帶來開場表演，並
活動由上午8時50分「校園巡禮」揭開序
由陳定川為畢業生勉勵致詞。
幕，將從學生活動中心出發，行經覺生紀念圖
典禮中，將頒發創辦人及校長獎（學業獎、
書館、驚聲大樓、海事博物館、福園，最後踏
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及畢業證書，（本
上五虎崗階梯。校長張家宜及3位副校長等師
屆優秀畢業生見四版「畢業生榮譽榜」），84

2016畢業禮讚

私校獎補助 本校獲1億4千餘萬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獲教育部
105年度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及補
助經費為新臺幣1億4,861萬3,114元，相較前一
年度增加570萬5,851元，這筆獎補助經費將使
用於教學、研究、國際化、學生輔導及就業情

形等4個辦學特色面向。校長張家宜感謝各單
位的努力，讓教育部看到本校的辦學特色、政
策績效及助學等多項措施，受到教育部的肯定
而獲補助，未來將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善加使
用經費以提升本校辦學品質。

39生計畫案獲科技部補助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究發
展處於日前公布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獲
科技部補助名單，共計39件通過核定；從通
過核定件數來看，最高是工學院有17件，其
次是商管學院9件、文學院6件、理學院5件，
以及全球發展學院、外語學院各1件。
研發長王伯昌表示，希望全校師生能參與
此項計畫，他也勉勵獲得補助的同學，能把
握機會，努力完成所提的計畫。
本次以「顧客不文明行為對工作倦怠之影
響：知覺組織支持與情緒智商之調節作用」
專題計畫通過的企管二張力堃，是結合在淡
水老街打工經驗和融合所學，提出此專題計
畫。他感謝企管系教授汪美伶的指導，說明
服務業長期遭遇顧客不文明行為，不論情節
輕重均造成服務人員的壓力，繼而出現工作
倦怠的影響，未

圖館3樓空間改造

改變看得見

來將以問卷調查來研究淡水老街服務業現況。
研發處研究組專員邱馨增說明，此次核定名單
中，具備獎勵參與科技部資格者，可於下學年
度開學時提出申請，請到研發處網站查詢。

城市中的森林

歲的戰略碩四王榮慶代表179位優秀畢業生受
領創辦人致贈的禮物，畢聯會代表英文四吳怡
萱代表全體畢業生獻上紀念品，並由畢業生代
表法文四錢穎致詞。
此外，張校長將頒獎表揚7位103學年度特優
導師：大傳系講師馬雨沛、數學系副教授吳
漢銘、航太系副教授王怡仁、國企系助理教授
張勝雄、會計系副教授林谷峻、日文系助理教
授施信余、語言系助理教授謝顥音，因輔導學
生貢獻甚大特獲此殊榮；最後將齊唱校歌、驪
歌，為求學生活劃下完美句點，下午各系所將
自辦畢業典禮。
典禮會場提供819個家長觀禮席位，8時30分
起開放入場，自由入座額滿為止。體育館1及
3樓、休憩文化區及商管大樓北側行人徒步區
設置家長休息區，同步實況轉播典禮，也可透
過本校網站首頁「畢業典禮」專區觀賞典禮實
況。會文館轉角設置服務臺及急救站，提供家
長及來賓諮詢服務。
蘭陽校園第八屆畢業典禮於4日在紹謨紀念
活動中心舉行。由師長引領著畢業生進行校園
巡禮，從強邦國際廳前登上132階克難坡，典
禮過程以英文進行，全體畢業生由各系系主任
撥穗，再由張校長親自授證及合影。

各院所系6月5日（日）
校內自辦畢典一覽表
院系/所

文學館L301、L307、L308

13:30

傳播館O101

資傳系

12:00

傳播館O306

歷史系

13:30

文學館L201

數學系

13:00

科學館S101、S102、S103

物理系

13:00

科學館S104

化學系

11:30

化學館二樓中庭

理學院

09:00 科學館大廳(畢業論文展)

土木系

13:00

工學大樓E787

水環系

12:00

工學大樓E401

機電系
工學院
化材系

13:30
13:00

工學大樓E509
工學大樓E412-E416

電機系

12:30

工學大樓中庭E301、E302

航太系

13:30

宮燈教室覺軒花園

國企系

11:30

財金系
保險系

11:00
12:00

碩士班商管大樓B302A
大學部商管大樓B703、B704
進學班商管大樓B607
商管大樓B506、B507、B508
傳播館Q306

產經系

11:00

商管大樓B119

經濟系

11:30

驚聲大樓T212

企管系

12:00
12:00
15:00

商管大樓B616
碩士班商管大樓B606
大學部商管大樓B427、428、429

統計系

13:00

化學館鍾靈中正堂Q409

資管系
運管系
公行系
管科系
英文系
西語系
法文系
德文系
日文系
俄文系

13:00
11:30
11:30
11:00
13:00
11:50
14:00
12:00
12:30
12:00

學生活動中心
商管大樓B712
商管大樓B713
商管大樓B515
外語大樓一樓大廳
美食廣場
驚聲大樓T110
文學館L401
牧羊草坪
工學大樓E311、E312

國際研 亞洲所
究學院 戰略所

11:00

驚聲大樓T1102

12:00

驚聲國際會議廳

教政所

11:30

教育館ED601

教心所

12:00

教育館ED101

課程所

11:50

教育館ED201

理學院

商管
學院

會計系

外語
學院

教育
學院

and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兩岸國際企業與商務研討會邀江丙坤主講
國企系於3日主辦「2016兩岸國際企業與商
務研討會」，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江丙
坤主講「兩岸關係發展與台灣經濟」，近百位
兩岸專家學者參與。國企系系主任蔡政言說，
持續邀請更多國際大師和專精研究此領域的人
來校，進行意見交換與學習。（文／吳杳遠）
未來學所研討全球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關懷
未來學研究所於3日舉辦「2016第十四屆全
球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關懷－研究生論文研討
會」，會中研討性別與婚姻家庭等4大主題，
並發表11篇論文，未來學所助理教授彭莉惠表
示，藉此讓師生與不同領域國際學者交流，推
廣在地特性及全球關懷，以了解全球趨勢。
（文／朱世凱、秦宛萱）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6(一)
13:00

化材系
E680

6/7(二)
16:10

通核中心
V101

嘉南藥理大學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教授
李佳芬
化工、化材、化粧品
本校通核中心助理教授陳慧勻主講
表演藝術期末小劇展(3)

6/8(三)
15:10

通核中心
V101

本校通核中心助理教授陳慧勻主講
表演藝術期末小劇展(4)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6(一)
10:00

產學組
R103

宇州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經理林瑞祥
專利資料檢索與應用研討會-專利DIY
Associate Professo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Dr.Rex Facer
US Federal Pay System
Associate Professo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Dr.Rex Facer
US Federal Pay System

6/6(一)
13:10

公行系
B912

6/6(一)
18:10

公行系
B614

6/8(三)
9:30

村上中心
T306

廣島大學名譽教授木堅原修
日本私小說創作起源與發展

6/8(三)
9:50

歐盟中心
T606

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
2016淡江國際論壇系列四【歐洲移民與多
元文化社會發展】

6/8(三)
10:10

財金系
B712

土地銀行董事長吳當傑
綜合研討

陳梧桐獎學金頒20生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商管學
院於2日在B701頒發「陳梧桐先生清寒獎助學
金」，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代理授獎，總計
20位學生、每名獲頒新臺幣1萬元。邱建良說
明，「此獎學金由國貿系（現國企系）陳梧桐
校友設置，他在事業起步之初，願意回饋母校
協助經濟困難的學子完成學業，並鼓勵商管學
院學生向學。」會計二朱素潔感謝地說：「這
份獎學金無疑分攤了學費及生活重擔，更讓我
有其他心力去安排未來的學習計畫。」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及學習
與教學中心於上月31日，共同舉辦「工學院教
師社群端午茶話會－粽心E路有你」，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學教中心執
行長潘慧玲、一二級主管、師生等近2百人共
襄盛舉，場面相當溫馨熱鬧。
何啟東表示，「藉此年度活動，結合本校國
際化辦學理念，特邀化材系教授黃國楨分享第
十二屆世界過濾會議籌辦經驗，使教師們彼此
教學相長且聯絡情誼。」此外，會中何啟東亦
分享於上月30日與該院7系共3位主任4位老師
成功登頂玉山主峰，他認為，「本活動是嶄新
體驗，登山過程需互相扶持與鼓勵，彼此情誼
因而更加深厚。」

網路看更 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期末考提醒 13日開始

本學期期末考將於13日至19日舉行，6日
至8日，在B119開放溫書。（文／曹雅涵）

通核音樂季 美聲超陶醉
上月27日的「美聲美頌」音樂會，帶來聖
母頌等13首動人聲樂表演。（文／張書涵）

女聯會舞動生活頒獎鼓勵
女聯會於2日頒發本學期「舞動生活」全
勤獎和體脂前後測下降獎。（文／陳昶育）

本校5陸生獲專題計畫獎助
經審查核定本校5陸生獲105學年度大陸學
位生專題研究計畫獎助。（文／廖吟萱）

＊本表僅供參考，確實時間以各系為準

小說中的工作風景即起開展

國際研究學院首辦創新創業賽
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國際研究學院首屆創新
創業競賽1日在T306舉行，由商管學院院長邱
建良、產學合作組經理王寒柏等人擔任評審。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表示，藉此培養學生
創新創業精神，期望同學未來踴躍參與。最終
由美洲所「Sloth Studio樹懶工作室」以推廣拉
丁美洲文化摘冠。（文／秦宛萱）
統計系問卷設計與統計資料分析賽為學生增能
統計系舉辦「第10屆問卷設計與統計資料分
析學術競賽」結果出爐，A組由「BBC」隊奪
冠，B組的第一名為「R平方」隊，於上月31
日在商管大樓舉行頒獎典禮。統計系系主任林
志娟表示，藉由此學術競賽，盼培養同學資料
分析與資料統計的相關能力。（文／杜歡）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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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傳達校園美

出版中心於2
日在閱活區舉辦
《城市中的森林》
新書發表會，由出
版中心主任林信成
主持，教學行政主管等
人到場支持。校長張家
宜致詞表示，因66週年校慶，除
淡江時報的《菁莪‧淡江》筆記
書，《城市中的森林》也是校慶叢
書之一，以攜帶方便、文圖並茂校園美景的
特色，希望讓校友憶起美好的校園生活。
本書插畫作者英文系副教授陳吉斯分享書
中插圖的發想、繪製等過程，他感性地說：
「該書的校園景點插圖，都是在校園生活的
感動和觀察，希望透過我的創作和大家分
享，激起對淡江不同感受。」即日起，「城
市中的森林」展覽在閱活區展出，歡迎大家
前往參觀！（文／陳品婕、攝影／盧逸峰）

時間

多元學術研討競賽 激盪新創動能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3樓
「展翼再現」空間改造已經竣工；2日，由圖
書館館長宋雪芳導覽，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教職員等，參
觀改造後空間，張校長表示：「這空間轉型
展現圖書館的新風潮，感謝館長和同仁的努
力！」。本次以資訊探索、知識創新、協同合
作、跨域共享的悠游學海4部曲為設計主軸，
營造開放而友善的閱讀和資料查找的空間，宋
雪芳說明：「這次改造重點是結合圖書館窗外
景色和學術概念，期望師生能相互一起探索知
識領域。」資圖三林珊如說：「現在的空間感
覺很休閒，我特別喜歡角落的圓桌，舒適的環
境讓我很想在這裡唸書。」（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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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畢製專題受肯定

二、三版畢業專刊

（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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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圖書館展出「小說中的工作風
景」書展，快看職場百態。（文／陳昶育）

應屆畢業生快載微軟軟體
10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用校級email下載微
軟軟體，快到微軟ESD電子下載平臺申請。

大陸所所友會聯誼熱絡
大陸所所友會於上月28日舉辦「迎新、送
舊、謝師、聯歡」活動。（文／王立元）

外語學院學程說明會人氣夯
外語學院於上月30日辦學程說明會，鼓勵
百位學生選修學分學程。（文／詹雅婷）

華語朗讀賽33境外生參賽
境輔組於上月26日舉辦境外生華語朗讀暨
演講賽，共有33位參加。（文／趙世勳）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