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6月8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79次校務會議，與臺
北校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學術副校長葛
煥昭主持，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與校內一二級教
學行政主管出席。在會議開始前，由葛煥昭帶
領大家默哀，為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悼念追思。
　會中，葛煥昭公布第11屆淡江品質獎得主，
品質卓越獎得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頒發獎
座及獎金30萬元；品質績優獎得獎單位為教務
處及覺生紀念圖書館，各頒發獎座及獎金5萬
元；此外還頒發「第6屆系所發展獎勵」，獲
獎系所為化材系、統計系、戰略所、電機系、
機電系，各獲獎座和獎金15萬元。
　本次安排2場專題演講，一是學教中心執行
長潘慧玲以「掀起另一波的學教翻轉：網路校
園新頁」進行專題演講。她指出，數位教學可
跨越時空限制、減少資源重疊、增進教學成效
且應用範圍彈性，建議老師未來可先嘗試設計
「以實整虛課程」和「遠距教學課程」，逐步
擴展至「磨課師課程」及「開放式課程」，讓
網路成為助力媒介，使學習趨向多元。潘慧玲
強調，未來大學教育的想像應是為學生創造有
意義的學習共同體，融入體驗、行動、設計思
考等創新教學方法，不只提供專業知識，更重
視培育終身學習的精神。
　研發長王伯昌分享參訪心得說明「美東，南
三校參訪心得分享－師承老美，創立創客」。
此行造訪麻州大學羅爾分校、佛羅里達理工學
院、中央佛羅里達大學等6所學校及其轄下創
客基地。他表示各所學校都有其主力專攻的範
疇，如在高分子材料、航太、奈米材料領域
都正進行不同實驗研究，而且無論是軟、硬件
配備都十分完善，與學生、相關廠商的連結緊
密，管理方式成熟，許多地方值得本校「達文
西樂創基地」借鏡，展望未來能夠強化基地管
理機制、吸引更多新血進駐及協助成立新創公
司，實現永續經營。本次會議中，由各單位進
行重點業務報告外，會中亦通過108學年度增
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等16項提案。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2018境外生畢
業典禮於6月13日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
行，教育部朱多銘副參事、瓜地馬拉駐華大使
館一等秘書參加，典禮全程以中英對照翻譯進
行，今年畢業生總數是562名，其中包括19位
博士生、112碩士生、431名學士生，分別來自
54個國家。

　首先，由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代表
致詞，他說，本校大約有2000名的境外生，
分別來自75個國家，這是本校首度為境外生
舉辦專屬的畢業典禮，他表示，遠渡重洋來
到台灣讀書，能更有意志力和能力面對全球
化的挑戰，也能擁有更高的世界觀，經過大
學四年的學歷程，都提升了能力和實力，他
期許畢業生們能夠記住本校校訓「樸實剛
毅」並保持旺盛的企圖心、信心和社會責任
意識，不管在世界的什麼地方，都要促進全
球福祉，並希望畢業生們珍惜在母校的美好
時光，並啟航人生新的里程碑，鵬程萬里。

　接著由教育部朱多銘副參事致詞，他說，感
謝本校邀請教育部參加這麼特殊的典禮，他
說，在他年輕的時候，本校前校長，也就是創
辦人張建邦博士，是個為國家貢獻許多的偉大
教育家，如今聽到他過世的消息，十分感念
他。他表示，參加今日的境外生畢業典禮，見
證了500多位海外學生完成他們在台灣的學習

歷程。本校蟬聯Cheer雜誌連續24年私人企業
最愛大學，甚至在1111人力銀行、時報周刊，
本校在私人企業喜愛大學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學校教育有成，他期許各位畢業生，留在國內
繼續學習，或是找到適合的工作，貢獻所長，
不管以後在哪裡，都能有非常美好的發展。
　接著頒發學習楷模獎、社團領袖獎、熱心服
務獎以及畢業證書，由國際事務副長戴萬欽、
國際長李佩華、祕書長何啟東頒獎、各系主
任台下同步撥穗。授證儀式後，由外籍生代表
國企系葉季娜、僑生代表西語系陳星宇、陸生
代表物理系碩士班楊宇輝，代表畢業生上台致
詞，感謝全體師生四年的陪伴，在淡江四年的
點點滴滴都將成為美好難忘的回憶。
　現場有許多畢業的親朋好友，來自美國的
Maria說，她在台灣工作將近一年半的時間，
目前從事編輯工作，今天來到本校參加表妹的
畢業典禮，雖然台灣的畢業典禮和美國有所不
同，但整體來說還是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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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吳茂昆

一個家庭能夠和諧，秘訣就是
「只能有一本帳簿」！能將家裡的
支出與收入計算管理清晰、得當，
是件多麼有成就感的事，因此我將
這份成就交給我的太太，我覺得相
當自在、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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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由科技部指
導、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科「AI_
ROBOT自造基地」與本校共同主辦全台首辦
軌道皂飛車競賽於6月9日在同舟廣場精彩落
幕，成功聚集了23隊大小朋友前來秀創意比速
度。參賽者大部分來自雙北各地的學校，包括
小學、中學、大學師生組隊參加，其中，國小
生的表現讓人驚艷。而競賽同時進行的工作
坊，更吸引了超過70位大小朋友參與，人數爆
滿！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前來一起動手做，非常
熱鬧。
　負責規劃此競賽的本校研發長王伯昌表示，
這次的計劃主要由南科「AI_ROBOT自造基
地」計畫補助，為了讓自造教育向下紮根，透
過有趣的競賽，讓小孩動手做，實際運用所
學，希望這樣的競賽可以幫助學生一起體驗自
造的樂趣，並藉此培育更多的精英人才。
　這次的賽事分成動力及無動力方式進行，經
過一番激烈廝殺，本校學生許芝菡隊伍在無動

力組脫穎而出抱回冠軍；
動力組折返挑戰項目則由
雙溪國小創客自造社李英
俊老師獨占龍頭；動力組
競速攀登組則由本校研究
生鄭宇均隊伍奪冠。
　李世安評審在受訪時說
道，這次的比賽讓他很驚
艷，有不少小孩是第一次
參加，機器組裝卻表現得
很好，他還表示，這次的
競賽競爭激烈，雖然材料
都是隨手可得並不昂貴，
卻 也 可 以 做 出 厲 害 的 作
品，除了讓大小朋友訓練
腦力與想像力，還透過動
手做的機會，活絡了自造教育的文化。工作坊
老師鄭鴻旗認為，自造是社會的基礎教育，應
該從小培養。這次的體驗就像看世界，遇到問

題的時候不選擇放棄，反而繼續嘗試，運用身
邊的資源去調整修正，就會成功。

第79次校務會議增設

皂飛車競賽@淡江 研發處自造基地教育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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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畢業典禮
王興勉生:學習是一門終生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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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郁傑淡水校園報導】出版中心於六
月分別與「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文創學程
閩台專班」合作新出版了《村上春樹文學中的
魅惑》、《梧葉食單》兩本新書。
　《村上春樹文學中的魅惑》屬於《村上春樹
研究叢書》的第五輯，錄有10 篇曾於第6屆村
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及5篇
「特別寄稿講演稿」。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
日文系曾秋桂教授表示：「自2012年開始我們
每年會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好的論文會
經過審核並收錄於《村上春樹研究叢書》，今
年來到第五輯，主要收錄投稿論文中有關於村
上春樹文學當中或者村上春樹當中的「魅惑」
（中文翻成魅力）的相關研究。並且在五月底
由十餘國約200位學者出席的「第七屆村上春
樹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得好評。
　《梧葉食單》為本校與福建師範大學合作之
文學院「文創學程閩台專班」第一屆出版《大
三那年，我在台灣》後，由第二屆專班再一次
與出版中心合作推出，內容同樣以分享閩台班
同學來的所見所聞及體驗到的台灣文化、風土
人情為主。以飲食文學做為創作的出發點「在
食物與故事的交會裡創造另一種生命的療癒，
透過款待與傾聽來溫暖需要被撫慰的心靈。」
出版中心經理吳秋霞表示，希望教職及同學們
多多支持兩書已於驚聲及各大書局購買。

出版中心兩本新書上架

追思與懷念

　【本報訊】張建邦創辦人於5月26日辭
世，大陸所副教授陳建甫、國企系教授兼
系主任蔡政言、親善大使團副團長法文三
張雅筑發表哀悼文，並緬懷張建邦辦學精
神。
　陳建甫在個人臉書放上一張與創辦人合
影的團照，「願創辦人帶著開朗笑容、睿
智眼光、展翅高飛、迎向未來。」蔡政言
表示，「張校長是我最敬愛的教育家！您
的精神跟傳說將永存。」並在個人臉書中
引用本校官網「永懷創辦人張建邦博士」
新聞，同感哀悼。
　張雅筑說，從大一開始幫忙校園導覽，
認識校園、辦學理念，真的會很喜歡淡
江！對於創辦人的眼界更有很深厚的尊崇
之意，無論在教育方針、還是未來學研
究，「身為淡江人不能不知，有了前人的
耕耘，我們才有現在的求學環境。致上最
深的敬意。」

頒發「第 6 屆系所發展獎勵」，獲獎系所為化
材系、統計系、戰略所、電機系、機電系（攝
影／施宥全）

理學院應用科學博士班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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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報訊、攝影／吳冠樑）

4版 校友手牽手•鵬程高更高
　「家樂福30年來首位台籍總經理！」、「今年營收預
料可破700億！」如果在搜尋引擎上查找有關於王俊超
的新聞，率先跳出來幾筆資料都離不開這兩個豪氣干雲
的標題。這樣的人物與他娓娓談來，沒有想像中可能藏
在眉間的意氣風發，或是在生意場上運籌帷幄的志滿自
得，卻會讓人察覺出他字裡行間散發著那種舉重若輕的
從容自信。(文/李穎琪、圖／王俊超提供)

臺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俊超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考
試將於6月25日至7月1日舉行。考前一週將開
放B119教室供同學溫書，開放時間為18、23、
24日（週一、六、日）每日8時10分至17時、
19日至22日（週二至週五）每日18時10分至22
時，請多加利用。日間部由教務處統一排考；
進學班(含二年制在職專班)課程由授課教師於
考試週依教師安排於原上課時間及教室，舉行
考試或照常上課。大學部(含進學班、二年制
在職專班)學生，如期末考試中請假須依請假
程序至學務系統辦理請假手續。
　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
卡、駕照等）應考，未帶前述證件者，應提前
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
試入場時間。以左手書寫者如需使用專用桌椅
考試，請於考試週前向課務組提出申請，逾期
恕不受理；考試週桌椅已作調整並張貼座號，
請勿任意搬動或撕掉座位號碼。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14日於驚聲大
樓10樓大廳，由境輔組舉辦「2018境外生粽
葉飄香慶端午」的活動，現場準備發放700個
粽子、茶葉蛋及水果。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國
際長李佩華及國際處同仁與境外生一同歡慶端
午，戴萬欽分享端午節的歷史由來並致詞表
示，「端午節為中國三大傳統節日之一，是與
家人團圓的好時機，而對於遠在台灣讀書的大
家來說，我們就如同親人一般，一起來享用粽
子慶祝，也可以利用假期去看滑龍舟比賽，感
受現場氣氛。」現場學生來自日本的英文二橫
山衿佳表示，「第一次吃到粽子很新奇，日本
沒有這種食物，覺得非常好吃。」
　除了發放粽子外，還有舉辦製作香包的活
動，一位來自印尼的企管二羅晏妮表示，「第
一次製作香包特別是有卡通圖案的材料非常可
愛，不像外面一般看到的只是一塊布。」和財
金二吳佳欣表示，「感謝每年都會舉辦不同的
端午節活動而且都非常有趣，還有粽子可以品
嚐。」

微學程25日開始選課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提醒同學，教
務處將於7月4日開放系統查詢107學年度第一
學期課表；為避免選課衝堂，通核中心開放通
識教育微學程代選課申請時間自6月25日上午
8時起至7月19日下午4時止，其中7月9日至7月
12日為全休日。另外，通核中心暑假期間7、
8月辦公時間為週一至週四，上午8時至下午4
時，若同學暑期有任何相關業務及問題需承辦
或詢問，請於上述規定時程來訪。
　本次通識教育微學程代選課科目共有五類，
分別為「未來城市」、「藝術展演」、「認識
台灣」、「幸福生活」、「現代公民」。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於11日上午在T506教室舉辦研究中心成
立三週年紀念演講會，邀請到日本淑德大學教
授、村上春樹研究大師，亦為知名文藝評論家
的清水良典，以「村上春樹世界的秘密通道」
為題進行演講，逾30人到場聆聽。清水良典表
示，第一次來台灣演講很高興，也謝謝這樣
的信任。而演講首先介紹村上春樹的成長背景
和重要獲獎紀錄，並和歷年來從1979至2017的
作品做連結，如《聽風的歌》、《海邊的卡夫
卡》、《1Q84》到去年出版的《刺殺騎士團
長》，而亦舉例像《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與
《舞·舞·舞》兩本書中都帶有和自己影子對
話的意味，其他書籍也都點出書中之議題後分
析其中重要觀點，為村上春樹之作品做精闢解

析，賦予十足典範學習。

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成立三週年

期末考25日登場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邀請到 Oath 台灣董事總經理王興致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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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吳冠樑）

首辦境外生畢典 54國562名學子高飛

創辦人與我

2018 境外生畢業典禮於 6 月 13 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盛大舉行，本次共畢業生 562 名，包括 19 位博
士生、112 位碩士生、431 位學士生，分別來自
54 個國家。（攝影／林玟希）

研發處首次舉辦全台辦軌道皂飛車競賽 ( 圖 / 研發處提供 )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於5月
2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2018淡江大學第

5 屆 模 擬 聯 合
國安理會」，
由境外生社團
Alpha League
籌劃，吸引11
個不同國家、
學校之40餘名
大學生、高中
生共襄盛舉。
　本屆討論主
題為「北韓核

武安全問題」，由國際長李佩華、戰略所所長
李大中致詞揭開序幕。與會學生分別模擬5個

常任理事國、10個非常任理事國國家代表，研
議如何重啟六方會談、說服北韓放棄核武，最
終得出結論並撰寫完成決議文。
　首次參與的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Dulguun表
示，自己對國際議題、政策抱有好奇心，這次
擔任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國家代表，最主要是
因為自己的國家-蒙古和俄羅斯有地理以及外
交上的密切關係，對他來說非常熟悉，也是一
個很勇敢的挑戰。今年暑假也計畫再次挑戰自
己，參與模擬聯合國會議，對他來說這將會是
一個很有趣、充實的暑假。

模擬聯合國 北韓核武安全問題上檯面

國際處於 5 月 25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2018 淡江大學第 5 屆模擬聯合國
安理會」（圖／國際處提供）

由境輔組舉辦「2018 境外生粽葉飄香慶端午」
的活動（攝影／馮子煊）

境外生嚐粽慶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