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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系所自辦畢典歡送滿溫馨
5日，淡水校園38系所自辦畢業典禮陸續展開。接續上午畢業典禮的溫馨氛圍，各系所由師
長們逐一為畢業生撥穗、授證，亦有畢業生發表感言，一同歡慶學成之喜，踏上錦繡前程。
更多內容詳見淡江時報網站（網址：tkutimes.tku.edu.tw）。

文學院
中文系、歷史系、資圖系、大傳系、資傳系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和教授崔成宗等師長皆
出席自辦畢業典禮。殷善培表示，希望畢業生
未來有實務經驗能回饋母系，以淡江人為榮。
歷史系自辦畢業典禮，近80生參與。現場由
師長致詞及撥穗儀式，氣氛溫馨感人。歷史四
羅紹軒說，感謝系上所有師長辛苦的教導。
資圖系於提前於1日舉辦畢典，文學院院長
林信成、系主任王美玉等，逾百位師生共襄盛
舉。會中，師長為畢業生播穗，播放短片送給
即將退休的系教官曲冠勇，場面溫馨感人。
大傳系第30屆實習媒體聯合授證典禮，逾
200位師生家長共襄盛舉。系主任紀慧君說，
身為影棚第五屆學姊，經常求好心切，給助教
與學生許多壓力，但大家不僅把事情做好外，
還給予許多幫助，最後亦祝福畢業生學成。
資傳系第十五屆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授
證，系主任孫蒨鈺表示，跨領域學習是教學重
點，很高興畢業生領悟到媒體的價值。
理學院：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

化學系自辦畢典，逾100位師生、家長共襄
盛舉。化學四鄭鈞澤感謝淡江打造優質的學習
環境，能在其中磨練多元能力。
工學院：土木系、水環系、機電系、化材系、
電機系、航太系
土木系自辦畢典以「鵬程萬里」等門聯裝飾
門口。系主任王人牧以自身攻頂玉山故事勉勵
畢業生未來要充實自己。
水環系自辦畢典，系主任張麗秋及師長向畢
業生獻上祝福。更與家長們進行有獎徵答活
動，以氣球作為禮物。
機電系自辦畢典，系主任楊龍杰勉勵畢業生
進入職場後再磨練表達能力，更上層樓！系友
會會長賴正謨歡迎加入系友會。
化材系自辦畢典，系主任董崇民與師長為畢
業生撥穗。教授吳容銘勉勵如老鷹銳利、牛勤
奮踏實、獅子穩如泰山。
電機系自辦畢典以「Happy Graduation」造
型氣球、留言板等裝飾，並頒發特殊獎項給畢
業生，系主任陳巽璋祝福留下美好回憶。
航太系畢業茶會，系主任湯敬民期勉以大學

所學為立足點，開拓未來。
並播放感性影片與頒發畢業
證書。
商管學院：國企系、財金系、
保險系、產經系、經濟系、
企管系、會計系、統計系、
資管系、運管系、公行系、
管科系、EMBA
國企系舉辦畢業典禮，系
主任蔡政言表示，希望畢業
生大膽邁出步伐，日後也不
要忘記母系，盼大家能一起
分享成功的喜悅。
物理系首屆自辦畢典，畢業生們與師長於化學館前合影。
財金系畢典很溫馨。財金
數學系自辦畢典在S102、S103歡樂展開，有
四鄭伊婷說，系上讓人有家的感覺，而且參加
趣的團康活動沖淡離別的傷感。數學四陳奕汝
撥穗儀式、與同學拍照，相當有意義。
說，大學4年充分體驗學習，感謝師長費心。
保險學系舉行自辦畢業典禮，保險四蔡自強
物理系首屆自辦畢典，吸引近150位畢業
說：「4年學到專業及參與產學合作，讓我們
生、家長、師長到場祝福，典禮上邀請畢業生
與職場接軌，豐富的課外活動也培養各方能
共同拼出象徵物理系的創意拼圖。
力，感謝學校的栽培。」

敦陽科副董李大經獲博士學位
【記者簡妙如、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今年
畢業於管理科學系博士班的敦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長李大經，在畢業典禮接受校長張
家宜撥穗，象徵學已有成。曾就讀本校電算系
（現資工系）、管科系碩士班的他，是個「徹
底」的淡江人。延續上午的感動，接續出席管
科自辦畢典，他說，逾30年的工作經驗，在執
行決策和判斷的過程，才深覺基本功的重要，
進而決心重返校園，將理論基礎打得更扎實。
李大經坦言，課堂吸收學理知識、研究請教
等步驟，仍是艱難的挑戰。幸好，學習、研究
結合實務經驗，讓更多的創意得以發揮，共創
雙贏。他特別感謝張校長、前校長張紘炬，以
及恩師趙榮耀，在求知路上也非常感激教授李
培齊、陳海鳴等師長的精闢指導。期勉學弟妹
能善用時間，好好培養課業、品行及健康，並
多方嘗試、累積興趣。

對本校認同度高的校友，也會鼓勵第二代來
到淡江，台灣大哥大副總經理、大傳系校友劉
麗惠的女兒彭楷芯就於今年自英文系畢業。她
特地返校出席，看起來神采奕奕，笑說跟淡江
很有緣的她，認為校訓「樸實剛毅」對畢業生
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無形中也影響了我許
多價值觀，非常謝謝母校的訓練和栽培！」未
來希望女兒可以像「海綿」，持續學習新知。

畢業典禮，期許畢業生將更好的軟
實力，帶入職場發揚光大，也希望
畢業生未來回饋學校。
外語學院：英文系、西語系、法文
系、德文系、日文系、俄文系
英文系自辦畢典，系主任黃永裕
歡迎畢業生返校。致詞代表英文四
盧一彎：「未來要感謝大學的自
己，成就現在的我。」
西語系自辦畢典，同學獻唱「love
電機系於5日在工學大樓中庭辦畢典，並進行授證儀式。
產經系自辦畢典登場，系主任李順發盼同學
yourself」。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系主任林盛
畢業後在職場上發光發熱，為母校盡心力。產
彬出席。榮譽教授陳雅鴻勉勵勇往直前。
經四朱翊名感謝同學陪伴及師長的諄諄教誨。
法文系自辦畢典，以代表法國國旗的3色氣
經濟系自辦畢典，逾80人參與。系主任鄭東
球布置。系主任鄭安群期勉大家能發揮所長，
光感謝師長付出，祝福畢業生未來順遂，經濟
在職場展現自身能力。
四謝育澤感謝師長辛苦教導及朋友的扶持。
德文系自辦畢典，以繽紛氣球及德國國旗點
企管系自辦畢典，系主任楊立人希望畢業生
綴裝飾。系主任鍾英彥肯定學生的成長。學生
能用知識謀生，並分享人生經驗。企管四曾國
獻花給師長感念教導之恩。
晉說，現場播放影片記錄大家共同的回憶。
日文系畢業茶會，系主任馬耀輝勉勵畢業生
會計系自辦畢典，系主任顏信輝勉勵學生有
未來一路破關斬將，並邀畢業生於11月12日返
更大的毅力面對未來的挑戰。帛琉共和國大使
校參加該系50週年系慶。
歐克麗亦出席，帛琉籍、會計四衛丹妮說，
俄文系自辦畢典，系主任蘇淑燕期勉學生大
「4年的大學生活對我意義重大，但感謝老師
學4年有所收穫，並進行撥穗儀式。在校生則
與家人的支持讓我順利畢業。」
為畢業生獻唱俄文歌曲。
國際研究學院：戰略所、亞洲所
統計系畢典，逾200位師生與家長共襄盛
舉。系學會獻上感人影片。統計四黃駿昇說，
戰略所自辦畢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
「很懷念在校生活，希望大家都勇敢築夢。」
成、所長李大中、所友會理事長賴進義等出席
資管系自辦畢典，逾250人參與。在悠揚的
祝福。李大中勉勵莫忘初衷。
歌聲與畢業班代表的致詞聲中，頒發專題製
亞洲所自辦畢典，眾人圍繞小圓桌用餐、熱
作、傑出論文、導師獎等8獎勉勵畢業生。
切地討論未知的將來。所長蔡錫勳祝福畢業
運管系舉辦畢典，系主任陶治中期許畢業生
生，未來無論在升學還是職場上，一切順利。
教育學院：教政所、教心所、課程所
未來能吃得苦中苦。運管四邱怡蓁說，影片
十分溫馨，4年學習歷程的種種回憶浮現在眼
教政所自辦畢典，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所
前，很感人。
長楊瑩、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期勉畢業生為
公行系舉辦畢業典禮，系主任李仲彬祝福畢
教育付出，讓教育界注入新力量。
業生，盼全員能終身學習。現場亦有家長見證
教心所自辦畢典，所長宋鴻燕送上祝福。畢
撥穗儀式，並獻花給畢業生，場面熱絡。
業生發表畢業感言，場面溫馨。師生於會後大
管科系自辦畢典溫馨登場，系主任曹銳勤表
合照，將求學回憶永留存。
示，畢業後才是學習的開始，期勉畢業生能保
課程所自辦畢典，所長陳麗華與師長勉勵畢
有學習精神，立足管科、放眼未來。
業生鵬程萬里。並歡送即將榮退的課程所教授
校長張家宜出席商管碩專班（EMBA）聯合
游家政，師生難過不捨。

文錙展臺灣進士專題 本校展產學共授成果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中國文學學
系、文錙藝術中心與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於
8日聯合舉辦「科舉制度在臺灣─臺灣進士專
題展」。校長張家宜表示，此展非常新鮮也具
有歷史教育價值，考試制度實施1千多年，一
直有存廢爭議，也仍是培育人才的方法之一，
希望藉此展覽，讓師生一同了解歷史意義。
現場展示北京孔廟明清進士題名碑林中清代
全部33位臺灣進士的拓片、大小金榜等史料。

早點睡計畫獲全國服務學習企劃賽佳作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賀！大傳三江
明靜、陳羿郿、陳姿妘、李昱萱、馬翰文5生
組成「早點睡計畫」一隊，參加105年全國服
務學習企劃競賽，在13所大專校院、36支隊伍
中，以「折翼天使，展翅飛翔－展翅少女自立
生活計畫」獲得佳作。此計畫案協助台灣展翅

金鼎獎最佳攝影獎
劉子正

《經典雜誌》攝影師劉子正，以「真實餐桌」
專題獲得第 40 屆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獎。
（攝影／吳國禎）
【記者秦宛萱專訪】今年 5 月，以「真實餐
桌」專題獲得第 40 屆金鼎獎雜誌類最佳攝影
獎，是本校大眾傳播學系校友劉子正。任職
《經典雜誌》，從校園營養午餐出發的究竟之
旅，劉子正帶領讀者直擊現場，揭開餐桌上的
真相，探究食品鏈裡的「吃」、「煮」、「買」、
「種」等階段，串起消費與生產的連結，期望
藉此找到改變的契機。他對影像的這份用心，

■文／廖吟萱、張力堃、陳岱儀、秦宛萱、簡妙如、杜歡、周怡霏、王立元、張少琪、楊喻閔
、林妍君、胡昀芸、詹雅婷、朱世凱、卓琦
攝影／陳柏儒、何瑋健、李建旻、鍾子揚、閩家瑋、蔡晉宇、許允季、盧逸峰、林俊廷
、戴先怡

知道學生是否有所收穫，但自己肯定是有的！
透過教學可以統合過去學習到的一切，有種教
學相長的功效。」
曾在暗房獲得劉子正指導的《新新聞周刊》
攝影記者、大傳系校友林俊耀分享，當時不僅
學到攝影技巧，劉子正帶著同學欣賞照片，開
拓學習視野。另外，在攝影中極為重要的「光
線」及與被攝者「溝通」，更是林俊耀認為至
今依然受用的技巧。
看似找到一個從興趣出發的夢想，劉子正卻
發現這條路走來不易，贏不過大環境。因為當
年經濟不景氣，找工作四處碰壁，就連第一
份工作，經過試用期 3 個月就被裁員了。直到
2002 年找到第一個正職的攝影工作，才讓劉子
正深覺，攝影作為職業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他
也開始正視累積作品的重要性，萌生打造個人
品牌的念頭，「想讓大家認識自己，而非只是
某家公司的誰。」
在《中國時報》主跑社會線的他，至今還記
得生平第一次看到屍體的震撼。穿梭在多起社
會案件現場，這讓劉子正看見這個世界，也督
促他開始思考該拍什麼內容，才會切中這個時
代，且真正是具有意義而不落窠臼。2005 年
遇上「邱小妹妹事件」新聞，醫療人球和高風
險家庭的危機浮上版面，曾短暫引起社會很大
的震驚與反省，這也讓劉子正掉入印象深刻的
採訪回憶中，「當時為了拍攝，偷偷潛入女童
家，不料早在之前，已有他家媒體進入，而後
更有其他媒體接續進入……」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教學任意門
大師講座談落實教學研究
■ John A. Powell（Director, Haas
Institute for Fair and Inclusive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師資培育中心於上
月28日在臺北校園舉辦
「2016教學創新國際學
術研討會：中小學補救
教學之展望」。會中配
合104學年度校務發展
計畫「厚植學術研究能
量─延聘國際專業研究大師」，邀請美國加
州大學伯克萊分校Haas Institute for a Fair and
Inclusive Society Director John A. Powell，以
「Keep it Real：Connecting Research to
Practice」為題，暢談研究與實踐的連結，並
探討其背後完整的真實性。
主持人、教心所助理教授林淑萍說明，講
者在美國做研究，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公共
政策專家，曾是美國總統歐巴馬積極延攬入
閣的對象之一。
John A. Powell率先拋出思考點，他認為研
究須先擬定主題、動機及目的，並邀請與會
者寫下想了解的問題後，展開團體討論。他
進一步說明，「發展一項研究時，沒有付諸
行動去探討理論是無效的，而沒有理論的實
踐更是盲目的。」這是研究過程中必須審慎
思考的問題，除了謹記研究步驟、方法及路
徑之外，從理論基礎向外延伸，能使研究更
加完整。
再來思考研究將面臨到的挑戰、機遇和需
求，定義出研究目標、問題和環境性質為
何，相當重要。他指出，很多人在設定研究
議題時，多數從性向、孩童、老人、民族等
類別尋找主題，但對於自身所面臨的問題及
所處的環境無感，這會讓研究者遇到瓶頸。
最後，John A. Powell針對研究提出結
語，希望大家都找到有扎實根據的理論，並
學習思考解決問題。會後進行提問與討
論，他回覆與會者提出華裔在美國政治地
位的看法，認為亞裔確實處於劣勢、難以
從政，且多數時刻的美國民主制度帶有缺
陷，透過研究資料的呈現，可以顯現華裔對
於美國整體的影響力，盼進而提升族群優
勢。（文／趙世勳、圖／師培中心提供）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文學院 5 師分享升等經驗

文學院學術研究諮詢中心於 7 日舉行「教
師研究與升等經驗分享會」，邀請院內 5 師
依系所特質分享個人經驗。（文／陳品婕）

理學院 49 生論文展

理學院於 4 日、5 日在騮先紀念科學館舉
辦畢業論文展，共計 49 篇學生論文展出。
本展亦評選優秀作品。（文／張力堃）

國際研究院 12 師發表成果

國際研究學院將於 17 日在於 T306 舉辦
「104 學年度整合型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由院內 12 位老師以全球安全發展與全球經
濟為主軸進行發表。（文／王立元）

教育學院 5 論文發表觀摩

教育學院於 6 日舉行「教育領導科技管理
博士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論文發表觀摩會
暨新生歡迎會」，近 20 位師生一同參與，
共發表 5 篇論文。（文／朱世凱）
未來學研究所舉辦的「作夥共未來」短片
創作競賽，從 3 分鐘的短片，展現對未來的
想像，將於 17 日頒獎。（文／陳照宇）

蛋漿熟了！ 4 天觀看數破萬

劉子正不諱言地說，未搶到獨家令人十分沮
喪，但也帶來不同的感觸。「一個是社會中往
往會主張自身權利的人都是中上階層，但當中
下階層發生問題時卻乏人問津。此外，部分畫
面於事件發生當下，雖然成為頭版，但時間久
了，新聞價值遞減，照片也會相對失去意義。」
如同，新聞雖然讓世界看見社會角落，但缺少
了專題進一步探究，等於間接讓事件逐漸隱沒
在即時新聞中。
之後，他來到《經典雜誌》，展開新歷練。
劉子正發現攝影就像「煮菜」，每位廚師都希
望擁有豐富的食材，並以個人經驗烹調出到味
的料理，「拍攝重點在於攝影師如何『詮釋』
照片，在不一樣的地方，照片的呈現方式就該
不同。」
劉子正呼籲，身為新媒體時代的工作者，不
論在文字、攝影、影像，甚至是配樂都需要具
備基礎能力。從《中國時報》到《經典雜誌》，
雖然少了即時新聞的快節奏，但從專題之初到
最後完成的那一刻，期間的壓力是持續存在
的。培養能力製作專題，對於攝影者是一件好
事，還有很多機會嘗試不同的題材。
未來，他除了想嘗試商業攝影外，隨著工作
增廣見聞，還將挑戰拍攝紀錄片。「有些畫面
只用相片記錄略為可惜，用精緻的畫面更可以
完整地保存所有美好事物。」最後，他勉勵在
校的莘莘學子，能儘早發現自己的定位，並積
極專研該領域，累積個人的作品；同時學習多
國語言，可以藉此帶領你認識另一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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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所短片賽 17 日頒獎

經典影像紀實 切中時代意義

精準地傳達到評審眼中，獲頒國家級獎項肯
定，他形容，「原以為當下會有很大的情緒起
伏，但實際上卻沒有。」反倒是感謝專題讓他
有機會拍攝到許多過往沒機會接觸到的事物。
「雜誌專題的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的關係，
就像九重葛需要依附結構良好的竹架才能枝繁
葉茂，如同攝影需搭配上合適的文章，才能襯
托出好照片。」劉子正感謝搭檔、文字記者蔡
佳珊長期耕耘食農議題，兩人經過無數次的溝
通，才能以照片吸引讀者目光，用文字給予最
精彩的觀點。
劉子正曾於 2010 年榮獲吳舜文新聞獎最佳
攝影專題、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新聞類優秀
攝影師獎，以及首屆臺海新聞攝影大賽今浪獎
等多項國際肯定。從小對影像充滿興趣的劉子
正，在大學時初次接觸攝影，之後加入校內實
習媒體「淡江影像藝術工坊」（暗房），進一
步開啟攝影的興趣。有別於動態影像需要團隊
合作，報導攝影在多數時候都能獨立完成，在
這樣的自由空間下，讓劉子正享受著平面攝影
的魅力。
回憶起在暗房的學習，只能用「快樂」兩個
字形容。當年長時間投入的劉子正，本著這份
親切感，讓他於近年自願每週不辭辛勞地返校
指導學弟妹，不僅給予技術上的傳授，更多的
是經驗分享。他笑說，「這裡很神奇，十幾年
來格局都沒變過！」對教學抱有熱情的劉子
正，於上學期起，在文學院開授「影像敘事實
務」課程，實踐紀實想法。他謙虛地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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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為性剝削少女募工作學習獎勵金。
團隊組員陳姿妘說明，「企劃過程歷經無數
次的討論、修改，到最後成果輸出，每個環節
都是全員參與討論；感謝馬雨沛老師的鼓勵與
建議，競賽現場甚至有其他隊伍報名要參與我
們的募款計劃，可見企劃受肯定。」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導】電機系副教授劉
寅春率領4位學生於1日至5日赴國立科技教育
館參與「智齡聯盟x《親愛的，我老了》設計
成果展」，展出「智慧型購物車」、「打歌，
高齡者遊戲機」等智齡設計作品。3日發表記
者會，教育部資科司副司長劉文惠、台灣高齡
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楊志良及本校研
發長王伯昌等蒞臨支持。
由臺大智活中心承接的「教育部智慧生活整
合性人才培育計畫－智齡聯盟」，與夥伴學
校：本校、大同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世新大
學及全聯福利中心等產學合作。因開「工程專
案管理」課程受邀擔任協同主持人的劉寅春表
示，來自全國電機、資工系等共18個不同科系
師生跨領域合作，學以致用為長者量身設計符
合需求的智慧型作品原型，以回饋社會。未來
盼持續落實產學合作，開設產學共授課程以吸
引更多師生參與。

學習新視界

「蛋漿熟了，帶你熟透淡江！」大傳 6 生
拍攝短片，4 天內累積 1.9 萬觀看次數，透
過新媒體來行銷淡江。（文／蔡晉宇）

學程加油讚
外文外交學分學程
外國語文學院和商管學院於103學年度開
設「外文外交學分學程」，學生修習課程至
少滿20學分，可取得學程資格證明，學程開
設至今的修讀人數達76人。
本學程業務由外語學院及所屬各系共同承
辦。凡大學部一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均可申請。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說明，本學程結合商管
學院、外交與國際系師資，藉由跨院系的合
作，強化政治、經貿等教育，培養具文化背
景知識之的外交人才。其中「外交實務講
座」課程，邀請傑出的外交領域人士才來校
授課，分享職場工作經驗。
陳小雀以外交部拉美司司長、歐研所校友
曹立傑為例，說明本校外交相關人才教育的
成功。她推薦，本學程深入各國文化內涵，
除了提升國際視野，更能提前認識外交工
作。學生修讀後，未來職涯規劃也能多一種
選擇，並在面對涉外事務時，可以應對得
宜。（文／陳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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