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事務學院研究補助成果發表
　國際事務學院於 6 月 11 日舉辦「107 學
年度第 1 類重點研究補助計畫成果發表
會」，本次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
由院內各系所教師以教研專長進行學術發
表，並交流研討。（文／歐陽子洵）

追思崔成宗教授中文系齊聚緬懷
　中文系6月13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愷悌君子，書藝人生—追思崔成宗教
授學術研討會」，透過朗誦詩文、品評書
法、發表學術論文、座談與播放紀念影片
等方式緬懷崔教授風儀。（文／李穎琪）

本校 7月赴日辦村上春樹國際研討會
　本校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將於 7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姊妹校日本北海道大學舉辦「2019
年第 8 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邀
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
際學者參與。（文／李欣倪）

視障資源中心師生體驗水上行舟
　6月11日，視障資源中心在紹謨紀念游泳
館舉辦「同舟共濟，守護之星」獨木舟水
上體驗活動，活動由體育處講師陳文和、
水上活動社及水上救生社協助指導，總計
有8位師生體驗獨木舟。（文／李佳穎）

東協中心 21 日研討東南亞區域
　東協研究中心與中研院人文社科研究中
心、臺灣東南亞學會等14單位，於6月21日
至22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臺灣的東
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文／李柔）

行政參訪團 8人赴廈門大學交流
　本校行政人員觀摩訪問團一行8人於6月
9日至12日赴中國大陸參訪姊妹校廈門大
學，訪問團就招生、學生輔導、資訊系統
及校友服務等事務進行交流。（本報訊）

教學獎勵管理系統 108 學年上線
　本校教師教學獎勵作業管理系統將於108
學年度起正式上線，未來本校專任教師申
請教學優良教師、教學優良教材及教學創
新成果採用該系統作業。（文／陳律萍）

人資處 18 日歡送 23 位榮退同仁
　人資處為歡送退休同仁，將於6月18日下
午2時1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
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本學期
榮退教職員工共計23位。（本報訊）

車管系統上線入校變得好智慧
　本校啟用車輛入校自動化管理系統，事
務整備組呼籲：「請遵守保全人員指揮行
進，駕駛人請在大門停止線前停車等候柵
欄開啟，再向前行駛。」（文／黃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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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跨領域的挑戰當然有超多的
困難。戰戰兢兢地克服挫折，
壓力有時候是提升績效的好方
法；選擇職場，懵懂沒關係，但
要保持開放的態度和不斷學習的
心，種因得果，好事終會發生。
－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學會
台灣區總裁兼全球行銷長曹世綸

　【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教授高思懷與其學
生李明國、陳意翔、楊景傑共同發明「以焚化反應灰
製造之調濕陶瓷及其製造方法」，榮獲2019第33屆日
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金牌，該項發明亦獲得107年
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1,400萬補助，
高思懷感謝研發處與高教深耕計畫補助，以順利前往
日本參加發明展。他表示，評審應是認為這能解決汙

染物和具經濟效益而獲國際認可。高思懷說明，調
濕陶瓷標準非常嚴苛，除吸收濕氣和排放濕氣須達
70%，還要求強度，經多年改良已達最高等級標準；
他補充，雖是由陳意翔和楊景傑碩士論文成果提出專
利，卻是2、30年來各屆學生累積的成果，榮譽是屬
於每位夥伴，未來繼續研製更優良產品。高思懷研究
請見《淡江時報》1079期。（圖／高思懷提供）

水環系教授高思懷 調濕陶瓷獲日本發明獎金牌

校友相挺真心祝福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
　恭喜同學們完成學業，即將展開另一個新的
里程碑。同學們畢業之後，無論在哪裡工作，
都可以加入當地校友會。淡江校友會的特點是
很親，願意照顧學弟學妹、樂意分享人生經
驗，這是你們擁有的寶貴人際資源。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段相蜀   
　恭喜即將畢業，踏入社會，進入了人生的另
一階段。我們26萬畢業校友在世界各地張開雙
手歡迎大家的到來。淡江人團結合作的精神，
是業界有目共睹的，這也是Cheers雜誌22年來
淡江贏得企業界最愛，私校第一的主要原因。
淡江大學菁英會榮譽總會長侯登見
　驪歌聲起！又抵達人生旅途重要的里程碑。
恭喜！不論踏入職場，或繼續深造，記住：
淡江是公認的金字招牌，更擁有26萬多散佈全
球、各行各業表現傑出的校友，都是各位最堅
強、最可靠的後盾！
淡江大學菁英會會長孫瑞隆
　恭喜學弟妹將以淡江人的身分踏入人生的另
一個旅程，無論是繼續升學或成為社會新鮮
人，讓自己保有一顆謙卑學習的心，開闊心胸
保有熱忱的學習專業技能，累積經驗，將學習
變成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進財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開啟另一扇學習之窗。
養成主動積極學習的態度，不要害怕面對困
難，不斷強化自身專業力，建立創新的良好習
慣，能跳脫小確幸的思維，實踐「想像無窮、
夢想無限、勇於實踐」的理想人生目標。
淡江大學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1、永保健康的身心與正直的人格；2、學習
與他人共事共成；3、要具有開闊的國際觀；
4、持續加強自身的專業技能；5、要具有充分
足夠的財經智識。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
　祝賀你們畢業了，外面世界闊廣，如何開創
你的人生，淡江四年是基礎，你的人生只有靠
自己走。淡江的三化會是你一輩子的明燈，望
你們體會三化的意義，及26萬校友們的祝福及
連結，開創屬於你們的2019屆之人生。
淡江大學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馮啟豐 
　恭喜你們畢業在即，即將展翅高飛！我將六
字勉勵學弟妹：(1)施予，從他人得到恩惠，
如有能力，懂得回饋。(2)分享，正面的能量
或經驗，捨得分享給他人。(3)感恩，懂得飲
水思源，時時抱著感恩的心去學習成長。
加拿大淡江大學校友會榮譽會長郭豐
　蟬聲聲聲催。也到了離別時刻。在此我只能
祝福你在往後的日子裡能夠平平順順的過，該
過的坎能大步跨過，也祝福你們能夠和喜愛的
人組成幸福美滿的家庭養育健康快樂的下一世
代。勇敢的把你的人生完滿走完。
巴拉圭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林晉銘
　首先，恭喜各位在學業上告一段落，但緊接
著要面臨持續深造或就業的選擇，這是人生重
要的抉擇點，一步踏出去，就是一輩子的事，
所以要慎重。「勤能補拙」，雖然努力不一定
成功，但要想成功一定必須努力。加油！
※校友們完整祝福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各院系 6 月 15 日（六）
自辦畢業典禮一覽表

院系/所 時間 地點

文學院

中文系 13:00 文學館 L412

歷史系 13:00 文學館 L201

大傳系 13:30 傳播館 O101

資傳系 12:00 傳播館 O306

理學院

數學系 13:00 科學館 S433

物理系 12:00 科學館 S104

化學系 12:00 化學館2樓中庭

尖端學程 14:00 化學館 C013

工學院

土木系 13:00 驚聲國際會議廳

水環系 11:30 工學大樓 E401

機械系 13:30 工學館 G315
化材系 12:30 工學大樓 E413-416

電機系 13:00 工學大樓 E301.E302.E312

資工系 13:20 淡水福格大飯店

航太系 12:00 工學大樓 E787

商管
學院

國企系 12:00
商管大樓 B708 (經管)
商管大樓 B703 (國商)

財金系 12:00 工學大樓 E307.E308.E311
風保系 13:00 文學館 L301
產經系 11:30 商管大樓 B704

經濟系 11:30 商管大樓 B713

企管系 12:00 商管大樓 B428

會計系 13:00 工學大樓 E513.E514(研)
統計系 13:00 學生活動中心

運管系 11:30 商管大樓 B712

公行系 13:00 商管大樓 B604
管科系 11:30 傳播館 Q409

全財管學程 12:00 商管大樓 B501
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

15:00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外語
學院

英文系 13:00 驚聲大樓 T310.T311
西語系 13:00 文學館 L307
法文系 12:00 工學大樓 E304.E305
德文系 11:30 傳播館 Q306
日文系 12:00 驚聲大樓 T110
俄文系 12:00 工學大樓 E812.E813

國際事務
學院

戰略所 12:00 商管大樓 B302A

日政所 12:00 驚聲大樓 T1102
外交與
國際系

12:00 驚聲大樓 T212

教育
學院

教科系 12:30 工學大樓 E411

教政所 12:00 教育館 ED404

教心所 12:00 教育館 ED601

課程所 12:00 教育館 ED201

（資料來源／各院系提供）
＊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相關異動請洽詢各教學單位。

萬欽、董事會監察人王美蘭、前校長陳雅鴻、
趙榮耀、林雲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
陳定川、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進財、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副總會長
李述忠、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副理事長莊子華、
台灣微軟專家技術部總經理胡德民、馬紹爾
群島前總統Kessai Note、前總統夫人Mrs. Mary 
Note、馬紹爾大使Ms. Neijon Edwards、吐瓦
魯大使館大使Limasene Teatu、吐瓦魯大使一
等秘書Mr. Siaeki Teatu、索羅門群島大使館
大使Joseph Pius Waleanisia、大使夫人Reselee 
Waleanisia、吉里巴斯大使館大使Tessie Eria 
Lambourne等貴賓出席，本校熱舞社及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帶來開場表演，並由胡德民、
陳進財上臺致詞勉勵畢業生。
　典禮中，將頒發106學年度特優導師獎、107
學年度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及畢

業證書。今年當選特優導師有中文系助理教授
李蕙如、建築系副教授陳珍誠、風保系副教授
何佳玲、企管系副教授文馨瑩、日文系助理教
授菊島和紀、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語言系
副教授謝顥音；畢聯會代表、經濟四朱家萱代
表全體畢業生獻上紀念品，並由統計四楊覲羽
代表致謝詞；最後將齊唱校歌、畢業歌，典禮
在悠揚歌聲中完美落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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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時30
分開放進場，自由入座額滿為止。紹謨紀念體
育館3、4、6樓及休憩文化區（小小麥前方廣
場）增設家長休息區，同步實況和轉播典禮，
亦可在本校網頁首頁「淡江大學畢業禮讚」專
區（網址：http://graduate.tku.edu.tw/2019/）
線上收看。傳播館側門設置服務臺和急救站，
提供家長、來賓諮詢服務。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今日
（6月15日）上午10時於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
辦107學年度畢業典禮，主題為「企業最愛22
載  璀璨淡江第五波」，7,144位應屆畢業生，
其中有來自53個國家、581位國際學生，將一
同展翼飛揚，昂首開展人生新階段。活動由上
午8時40分「校園巡禮」揭開序幕，從學生活
動中心出發，行經覺生紀念圖書館、驚聲紀念
大樓、海事博物館、福園，最後踏上五虎崗階
梯，抵達紹謨紀念體育館，校長葛煥昭、學術
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
副校長王高成、蘭陽副校長林志鴻等師長、貴
賓將在體育館前的觀禮臺上歡迎畢業生。
　典禮由葛校長主持，董事長張家宜、董事戴

遠揚萬里《畢業生校園巡禮》
時間：15 日（週六）上午 8 時 40 分
集合：學生活動中心前（遇雨請聽廣播）
《畢業典禮》
時間：15 日（週六）上午 10 時
（家長觀禮席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 50 分
    開放進場）
地點：紹謨紀念體育館 7 樓

畢業禮讚2019

逾7千生啟航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於6月12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2019年境外生畢業典
禮，今年應屆畢業有581位境外生。（攝影／李祈縈）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於6月12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2019年
境外生畢業典禮，邀請到海地大使館一等秘
書Mr. Jean Claude Bien Aimé、國際事務副校
長王高成、秘書長劉艾華、國際長陳小雀及
院長、系主任參加，今年有581位境外生應屆
畢業。王高成致詞表示，「恭喜各位畢業！大
學是一生中重要的里程，海外學生在4年前決
定來臺求學，面對學業、適應新環境及語言和
文化差異，都是很大的挑戰。本校推動三化五
育，相信經此歷練，畢業生都能提升實力，期
許大家謹記校訓『樸實剛毅』，對未來一定
有所助益。」最後王高成送給所有畢業生一
句話：「畢業不是終點，是另一個階段的開
始。」勉勵大家航向新的里程碑，祝福鵬程萬

2019境外生畢典 王高成勉生謹記樸實剛毅
里，也祝在座嘉賓身
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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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師長們進行頒
獎、授證及撥穗。接
續由外籍生代表外交
與國際系喬曼博、僑
生 代 表 經 濟 系 林 素
嘉、陸生代表產經系鐘曉惠上臺致詞，回憶在
校求學點滴並感恩師長指導與陪伴。
　來自越南的畢業生代表、經濟系林素嘉分
享：「很感動能參加此次畢典，也很榮幸成為
畢業生致詞代表。謝謝境輔組的哥哥姐姐們，

這幾年給我們的幫助與關懷，也謝謝系上的每
一位老師將課程化繁為簡，更教導我們為人處
事的道理。永遠不會忘記老師諄諄教誨。祝福
大家畢業快樂。」學習楷模獎、社團領袖獎、
熱心服務獎完整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蘭陽校園第十一屆畢業典禮6月1日上午10時於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
行，畢業生與師長合照。（攝影／游晞彤）

　【記者簡沛榆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第
十一屆畢業典禮6月1日上午10時於紹謨紀念活
動中心舉行，畢業主題為「企業最愛22載 璀
燦淡江第五波」，校長葛煥昭、蘭陽副校長林
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包正豪、宜蘭市市長

江聰淵、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館特任大使秘
書，語言系校友巫佳郡出席給予畢業同學鼓
勵。所有畢業生在擊劍社搭成的「劍門」下進
入會場，葛校長首先恭喜所有畢業生能完成四
年學業，期待能將淡江八大素養、蘭陽校園三

時光隧道VS劍門 交織蘭陽校園畢業生回憶

全教育及四年所學的
專業帶進職場，並帶
著校訓「樸實剛毅」
的 精 神 面 對 所 有 磨
練；江聰淵勉勵大家
進入職場後，發揮專
長，加上「堅定、勇
敢、負責」的態度，
成為「城市的品牌、
臺灣的驕傲及國際化
的人才」；巫佳郡則

分享「永遠都不要害怕犯錯，但要記得失敗所
給我們的教訓；永遠謙虛，常保感謝的心。」
與畢業生共勉。接著頒發「青出於蘭」畢業
獎，由政經系畢業生駱品潔獲「學分獎」，趙
于萱獲「國際獎」，吳家啟獲「領袖獎」，楊
薏茹獲「傑出獎」，畢業生致詞由語言四賴盈
尹代表，感謝老師們教導自己成為一個獨立思
考，有全球化視野的大學生。
　「時光隧道，重拾回壹」蘭陽校園畢業晚會
5月29日於戶外球場舉行，以掛滿照片的時光
長廊，引領同學們進入場內的大型「水上樂
園」。晚會以「複習蘭陽」為主題，以趣味問
答、遊戲、勁歌熱舞讓大家重溫蘭陽的快樂時
光；「水上樂園」同時也安排水上排球與籃球
等比賽，場面熱鬧，淋漓盡致；最後在演唱
「我還年輕，我還年輕」的歌聲中結束。

▲中文系校友鍾張涵（左）獲亞洲卓越新聞
獎「卓越經濟報導獎」，大傳系校友林俊耀
（ 右 ） 獲 亞 洲 卓 越 新 聞 獎 「 卓 越 專 題 特 寫
獎」。（圖／淡江時報資料照、林俊耀提供）

　【記者王怡雯採訪報導】「2019亞洲卓越新
聞獎」（The SOPA 2019 Awards）日前揭曉，
本校中文系校友鍾張涵、大傳系校友吳廷勻以
天下雜誌《中美貿易戰升級為新冷戰？台商雙
邊攻略》獲「卓越經濟報導獎」，大傳系校友
林俊耀、李又如則以鏡週刊《新二代的難題》
獲「卓越專題特寫獎」。該獎項被公認為亞太
地區出版業最負盛名的獎項，是亞洲出版業協
會（SOPA）為表彰亞太地區內報紙、雜誌、
通訊社及網路出版刊物中的傑出代表而設，一
年評選一次，不限中英文報導。
　曾經擔任淡江時報記者，現任天下雜誌資深
撰述的鍾張涵感謝團隊間的相互支援與努力，
「希望未來自己依然虛懷若谷、熱愛學習，持
續尋找記者前輩做典範，激勵自己寫出具備社
會關懷與新聞價值的重要報導。」曾任淡江時
報記者的鏡週刊攝影記者林俊耀說：「我在專

淡江時報校友再發光 獲亞洲卓越新聞獎
　【本報訊】本校與姐妹校大阪府立大學學
術交流更進一步！化學系將於7月29日由副教
授潘伯申帶領10名同學赴該校，進行為期一
週的「櫻花交換計畫(Sakura Science Exchange 
Program)」學術訪問，該計畫由日本科學技術
振興機構（JST）2014年開始推動設立，目標
在於促進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進行實質學術交
流的機會。預計前往交流的化學碩一何宗洋表
示，之前曾赴日發表學術論文，此次能更進一
步實地參訪該校實驗室，與教授同學切磋交
流，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希望能夠透過這
次的交流，強化自己在學術溝通上的能力，也
會努力了解對方在學術實驗上的特色，當成自
己改進的基石，當然更希望能有機會進行學術
方面的合作，這是我最期盼的。」

10生赴大阪府大學術交流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金鷹校友再獲殊
榮！化學系校友朱知章學術成就再獲肯定，
2018年12月獲任命為美國國家發明學院（NAI, 
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院士，並於今
年4月與其他147名院士，包括臺大前代理校長
郭大維接受表揚。朱知章現任康乃爾大學摩根
講座教授，研究重點為新可生物降解生物材料
設計和開發應用，包括用於人體修復的組織工
程，跨越生物材料工程和醫學科學等學科，可
用於治療燒傷，患病的心臟瓣膜、血管支架和
血管，骨質修復，基因治療的基因轉染，癌症
治療的藥物遞送奈米技術以及癌症患者的免疫
治療，並擁有90多項美國和國際專利。
　朱知章感謝NAI肯定研究和發明成就，不僅
透過學術研究來持續科學知識的進步，更可以
實際應用在臨床治療，對公眾有真實的益處。
他說將繼續新的生物材料設計，開發及其奈米
粒子配方，特別是在治療最困難和挑戰性的癌
症，如三陰性乳腺癌。朱知章團隊現與香港浸
會大學中醫學院合作，開展這項多學科研究。

▲朱知章（中）學術成就再獲肯定，獲任命為
美國國家發明學院院士。(圖／朱知章提供）

朱知章任美國NAI院士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6月11日中
午12時1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學副室舉辦
「淡江大學研發高峯會」（TKU Research 
Summit），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主持。本次
會議中，邀請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進行
「ORCID啟動淡江學研能見度」專題報告，
她說明ORCID是幫助研究人員取得獨一無二

TKU研發高峯會 推升國際學術能見度
的身分編碼，有助於教師們的研究內容和成果
能獲得正確的引用，也能計算正確的引用次
數，提升教師們研究的能見度。
　本次會議中，校內教師們出席討論，會中針
對提升本校研究能量方面，通過激發教師從事

學術研究，獎勵金額可折抵減授鐘點和本校專
任教師教學與研究減授鐘點機制之2項提案。
何啟東感謝教師們為學校的貢獻與付出，希冀
藉由本次會議幫助教師的教研能量，期能在國
際的排名上有所提升。

題中負責的工作是影音畫面的拍攝，在執行計
畫才發現原來全新的跨國銜轉學生問題正在社
會中悄悄蔓延，令人相當震撼。影音新聞的製
作需要團隊合作，能夠獲獎非常開心，也希望
報導背後所呈現的議題能被更多人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