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星賽票選 李嘉璿獲 MVP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五虎籃球聯盟賽於 6 月 14 日晚間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明星賽，逾 230 人到場支持。三分球大賽由資傳二錢嘉樂以穩
健的投球能力拿下冠軍，師生對抗賽由教師隊以 56：54 驚險獲勝，明星對抗
賽則由藍隊以 88：84 佳績奪冠，而現場觀眾票選 MVP 為水環四李嘉璿。主
席聯盟長、資工三陳家輔說：「參與明星賽的球員是由觀眾票選出爐，我們
希望提升校園籃球風氣，且邀請大家一同快樂的打一場精采明星賽，為賽季
帶來圓滿的結束。」他希望明年可以續辦，也歡迎大家加入聯盟賽的行列。

體驗衝浪 初學者好上手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水上活動社於 6 月 10 日在外澳雙獅海灘進行
衝浪教學和體驗，共計 13 名社員參與。當天海浪偏大，更從下午降下大雨，
經由教練指導，社員們在愈挫愈勇的精神下，完成此行。社員、數學三廖儀
評說：「這次衝浪體驗是一項很入門的運動，就算一直摔進水中也不會痛，
再站起來就好，我還越摔越開心呢！很值得大家來挑戰。」水上活動社社長、
物理二吳冠樑說：「這次有很多首次衝浪的學員參與，透過教練教導，都有
成功在浪板上站起來，儘管過程中下了大雨，但沒有澆熄大家練習的熱情。」

陸友會辦圓山晚宴送舊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大陸學生校友會於 6 月 16 日在圓山大飯店舉
辦送舊晚宴，邀請到國際長李佩華出席，現場逾 40 人為畢業生送上祝福。活
動總召、財金二劉霽元說：「這次選在圓山是為祝福他們畢業快樂，同時邀
請學長姐分享考研究所的經驗，希望帶給學長姐美好的回憶。」畢業生、土
木四陳健鋒說：「我覺得淡江大學是最棒的學校，這裡環境優美、軟硬體完善，
讓我感到幸福。希望大家一定要參加社團，從中得到歷練，也要經常參與校
內外活動，為未來到國外念書準備，更盼結合臺灣資源和人脈來嘗試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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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
園 報 導 】 畢 業 快 樂！
本校 106 學年度畢業典
禮，6 月 16 日 在 紹 謨
紀念體育館舉行，典禮
由高雄校友會和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帶來精
彩開場舞揭開序幕。今
年以「校友手牽手•鵬
程高更高」為題，為畢
業生獻上祝福，現場全
校師生、畢業生代表、
家長及貴賓逾 3,000 人
共 襄 盛 舉。 學 術 副 校
長 葛 煥 昭 主 持 典 禮，
吐 瓦 魯 大 使 Limasene 
Teatu、馬紹爾群島大
使館代理大使 Anjanette 
Kattil、 宏 都 拉 斯 共 和
國大使館一等秘書 Jose 
Victor Lozano 等外賓前
來祝賀。
　葛煥昭致詞表示，新
生訓練是由張家宜校長

帶領登上克難坡，期許各位同學面臨考驗能克
服困難，亦是發揮本校校訓「樸、實、剛、毅」
之精神；如今畢業典禮校園巡禮踏上五虎崗階
梯，象徵學有所成。淡江學子在三化五育、八
大素養薰陶之下，鼓勵畢業生培養自主、保有
終生學習的能力。本校波段建設已進入第五
波，今年特以「校友手牽手•鵬程高更高」，
期望畢業生在淡江校友奠定的良好基礎上，登
高望遠、展翅翱翔，淡江 147 所校友會、26 萬
校友將是畢業生最堅強的後盾。最後，葛副校
長引述史蒂芬霍金的「記得仰望星空，別俯視
腳步」名言，勉勵畢業生應用所學、保持好奇
心，祝福畢業生一帆風順、鵬程萬里。
　Oath 台灣董事總經理王興上臺致詞，邀請
大家寫一封信給 30 歲的自己，呼籲畢業生永
保一顆善良正直的心，重視守時觀念，以及培
養獨立思辨的能力。「學習是一門終生課業」，
鼓勵大家充實自我，才能在機會來臨時，真正
的準備好全力以赴。王興分享，遇到貴人關
鍵是先成為別人的貴人，培養助人的能力與智
慧，以及具有積極樂觀的態度，才能成為堅定
的力量。最後，她引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名言「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
安排」，鼓勵畢業生盡情書寫自己的未來。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會長陳進財致詞表示，AI、
5G 時代來臨，未來競爭與挑戰越發激烈、艱
難，並拋出「未來要成為 AI 使用者或被取代
者」，勉勵畢業生勇敢正視環境變化，善用科
技與資源，更要秉持學習精神，祝福畢業生一
齊手牽手、鵬程高更高。
　典禮中頒發 5 位 105 學年度特優導師獎，並
播放導生特別錄製影片表達感謝之意。接續頒
發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及畢業證
書；畢聯會代表、資圖四王振宇代表全體畢業
生獻上紀念品。
　畢業生代表、英文四蔡雨璇與王柏堯，帶
領全體畢業生回顧大學 4 年精采生活，分享喜
悅、蛻變及感動，「4 年前新生的我們，帶著
期待與緊張心情，搭著希望之船停泊在淡江港
灣，如今拾起大學回憶中收穫的友誼、知識及
勇氣的拼圖，再度搭上希望之船，這次我們以
堅定的決心，不怕輸的毅力，更擁有蛻變的勇
氣，期許我們帶著自信和謙卑的態度，開創名
為勇氣的扉頁，並帶著校訓——樸、實、剛、
毅的精神，勇敢續行前行。」最後，全體畢業
生齊唱校歌、畢業歌，隨後高拋學位帽，會場
彩炮齊發，色彩繽紛的紙花及氣球紛落，典禮
在歡呼擁抱中圓滿落幕。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6/26(二)
13:00

諮輔組
B302a

舒放壓力工作坊-第二場

6/28(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筆記臺灣

6/30(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筆記臺灣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6/29(五)
9:00

戰略所
5樓校友聯

誼會館

第二屆「兩岸韜略論壇」--逆勢中
的兩岸關係戰略思考與作為研討會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記者陳瑞婧專訪】今年春假，本校外
籍生、外交與國際二自由（Romano）赴日
參加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TUDIES（NETs 2018）， 並
以「The Effects of Personalization Algorithms 
o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為題發
表論文。學業成績優秀的他，積極參與校內
外活動，去年曾代表本校前往比利時，參加
2017 年未來學國際會議，一探未來發展和應
用趨勢。勇於挑戰自我的 Romano，其實已
經擁有 5 年英語教學的資歷，現在英國文化
協會（British Council）擔任英文教師。
　來自南非的他，大學原本念商科，但專業
並非所愛，便毅然決然的選擇休學。後來因
為家人工作的關係，輾轉到了沙烏地阿拉
伯，他開啟了英文教學和旅行，之後還轉戰
中國天津，持續教學工作。Romano 笑說：
「我很喜歡自由的概念。」他的中文名字如
同他喜愛漂泊的性格，但在那段時間，他始
終想重回校園，學習政治與外交相關專業。
　幾經波折，他來到臺灣，選擇在本校外交
與國際系求學的同時，他也爭取到在英國文
化協會教學。Romano 總是勇於追求夢想，
並積極、靈活的做出改變。他提到，獲得英

外交與國際二自由

國文化協會的工作機會十分困難，除
了教學對象廣泛，涵蓋在校學生、上
班族等，教學課程另分為「My Class」
和英語能力檢定「雅思」。同樣在兩
岸有教學經驗中，Romano 觀察到兩
岸都非常重視基礎教育，因此競爭非
常激烈；有感於臺灣學生學習氛圍相
當被動，所以他透過教案設計和互動
遊戲，提高學習英語的興趣及效率。
Romano 說，教學最大的成就感是，
「當我看到學生為一件事全力以赴，
最終成功時，臉上散發喜悅光芒的那
一刻，我也會同樣感到驕傲。」

治，建築等。但正因參與這次活動，讓我非
常喜歡未來學，這項學門具有其獨特性且包
羅萬象，彷彿讓我看見未來可應用的潛力，
更想投身研究在此領域。」
　Romano 說，想繼續留在淡江深造，朝未
來學領域的碩士學位邁進。在他身上，猶如
看見淡江三化的縮影，他是國際化的一員，
努力追尋資訊化知識，積極朝向未來化發
展，他的經歷並非唾手可得，而是奮力不懈
的爭取。他分享，學習是盡可能地多聽、多
閱讀，逼自己進步，「學習的道路上沒有捷
徑，要腳踏實地，才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校園話題   物
學習新典範 猶如淡江三化縮影

圖為外交與國際二自由 (Romano)。（攝影／劉芷君）

　對學習和付出保有熱情的他，與我們分享今
年 4 月赴日發表論文的收穫，「我的論文是探
討 Facebook 等網路社群媒體對群眾觀點的影
響，以大二學生身分出席國際論壇，其實在
撰寫、研究及發表等方面，都是一項艱鉅的任
務。此行也學到很多互聯網知識，且面對來自
全球教授的提問，有了答辯的機會和經驗。」
　Romano 極具自學能力，在前往比利時未來
學國際會議之前，他花了一整個學期的時間進
行未來學研究。「在會議中，我了解到沒有人
能明確的定義未來，未來學知識系統龐大，包
含各種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設計，教育，政

詞曲創作社於 6 月 14 日在覺軒三廳舉辦成
果發表會、6 月 15 日則是與西洋音樂社聯合
舉辦「搖滾之夜」。（攝影／吳冠樑）

▲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於
6 月 14 日晚間 7 時在宮燈教室覺軒三廳舉辦創
作成果發表，由「失物招魂」、「熱島效應」、
「淡海純愛組」3 組樂團帶來多首創作，吸引
近 50 名聽眾到場聆聽。
　詞創社社長、土木四楊勝富說：「創作成發
向來是鼓勵大家自由創作，很高興這次看到兩
個新生樂團帶來精采創作，同時鼓勵玩音樂的
社員們，一定要持續創作。」觀眾、國企二張
哲榕說：「現場氣氛很好，演奏歌曲都是自創
作品，聽起來更新鮮！」
　6 月 15 日，詞創社攜手西洋音樂社舉辦「搖
滾之夜」，此次融合太極的方式，由兩社樂團
輪番登臺、帶來精采演出，共計 7 組樂團獻唱，
逾 80 位聽眾參加。其中，「畢業生」樂團是
由兩社社員合作組團，為現場聽眾帶來聽覺饗
宴。楊勝富說：「今年搖滾之夜有別於前幾屆
的比賽模式，無論是西音社或詞創社，都充分
展現了對音樂的熱情。」

詞創攜手西音開唱
搖滾之夜大鳴大放

土木系畢業生開心揮
舞著手中扇子。

會中，由 5 位學生領唱畢業
歌一曲 「有形的翅膀」。

畢業生代表英文四蔡雨璇（右）
與王柏堯（左）致詞感謝母校。蘭陽、淡水校園畢業生自拍合照。

外籍畢業生們參加巡禮，回顧學習環境。
商管碩專班聯合畢業典禮中，領證代表們與商管學院院
長邱建良（中）合影。

畢典前巡禮，由師長帶領回顧校園環境。

校園巡禮終點，師長們站在司令台上向學生們揮手致意。

教育學院博士班畢業生（右）上臺接
受張鈿富院長（左）撥穗。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會長陳進
財致詞勉勵畢業生。

畢業生代表上臺領獎，由葛
煥昭學術副校長 ( 左 ) 頒獎。

課程所自辦畢典，學生高拋學位帽歡慶。畢業生與親朋好友們歡聚團慶。

■　攝影／吳冠樑、麥麗雯、劉芷君、羅偉齊、李祈縈、施宥全

　【本報訊】本校於 6 月 16 日舉辦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和各系所自辦畢典，熱鬧活動不間斷！
本期特別企劃精采圖輯，藉由本報攝影記者們的鏡頭，讓影像再次躍然紙上，回顧典禮中的
感動時刻。

校友手牽手•鵬程高更高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同學們以活力奔放的舞蹈為畢業典禮揭開序幕。

外語學院師生們於典禮會後，一同合影留念。

外籍畢業生家人遠道而來
出席畢典。

畢業典禮中頒發 5 位 105 學年度特優導師獎。

本校於 6 月 16 日在紹謨體育館舉行畢業典禮，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上圖左）主持，邀請到 Oath 台灣董事總經理王興（上圖右）致詞，
全校師生、家長及貴賓逾三千人與會。（攝影／麥麗雯、吳冠樑）

：王興勉生  學習是一門終生課業畢業典禮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