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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線上歡送6300生
親師同步溫馨撥穗

楊智傑分享創業歷程

鍾志鴻秀遠距撇步

MS Teams

歡迎踴躍捐款
指定淡江時報專用

這份屬於淡江人的報紙
除了定期閱讀
您還可以更實質的支持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顧問）
　時代的巨輪不斷的往前，不因畢業而停止，
唯有持續的學習努力讓自己與時俱進，才能
有生存的立足點，在瞬息萬變且多元發展的社
會，每個人都要累積實力，創造自己的專精，
並能發揮所長。
　淡江人向來團結合作，彼此互助，連結綜
效，相攜茁壯，成就淡江菁英通四海。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侯登見  
　敬賀各位學弟學妹，多年努力，學業有成，
即將進入社會成為中堅成員，國家發展的新動
力；或是繼續深造，更上層樓。恭喜大家！更
感謝母校師長：又為國家培養出如此眾多的優
秀人才。
　多年來在淡江大學眾多校友拚鬥下，無論是
臺灣或世界各地的企業界、學術界都普遍的
歡迎我們淡江的畢業生。期待大家秉承我淡江
大學的博學審問、明辨篤行的精神，開創一生
輝煌的成就。社會是熙熙攘攘，但也是活潑競
爭，淡江的教育目標是技有專長、行事穩健、
樸實剛毅，這些就足夠我們作立身社會的圭
臬。大家勇敢、努力前進吧！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陳定川
　恭喜同學們完成學業，即將展開另一個新
的里程碑。期許同學們帶著淡江大學心靈卓越
的核心價值及樸實剛毅的校訓，擁有高昂的鬥
志、旺盛的企圖心，不畏艱鉅、勇於挑戰困
難，去建構屬於自己有意義的人生目標。
淡江大學菁英會會長江誠榮
　恭喜同學們在學校的學習歷程告一段落，將
又展開另一階段的學習歷程。不管進入職場或
又進入研究領域，我們若能「持續學習如何學
習持續創新」，則我們人生的歷程將是充實和
精彩的。
　永遠記得校訓秉持「樸實剛毅」的精神，過
有自律的生活，樂觀積極進取的態度，永遠感
恩家人、學校、師長，才能有謙虛的胸懷，將
可為自己開闢璀璨的人生道路。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
　2021原以為我們可以恢復正常生活，但
COVID-19疫情帶給我們另一種生活。今年畢
業典禮改成線上，會是這一屆畢業生永難忘懷
的回憶，先預祝大家辛苦多年終於完成學業，
也祝福各位未來的人生能夠了解地球只有一
個，如何過一個圓滿的人生，又能顧好地球，
給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個更好的新世代，是你們
這一代的挑戰與使命。再次祝福所有2021的淡
江畢業生。
淡江大學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年來，新冠疫情的肆虐，造成人類生活及企
業生態的驟變。西諺「不要畏懼環境變遷，即
使荊天棘地，都是上天給予勇者的考驗」。各
位即將步入人生新階段，勇敢的淡江人，正是
用熱血發揮在校所學，重新定位自己去多線思
考，在危機當下的環境中，開創美好的未來，
祝福您，一定成功！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莊子華
　每到畢業季，我總是會想起一首歌，「後
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可惜你早已遠
去，消失在人海；後來，終於在眼淚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在…」各位親愛的學弟、
妹，也許今天我們各奔前程，開始品嚐另一段
人生的酸甜苦辣。但是請千萬不要忘記，學會
如何去愛。多年後，當〈後來〉再度在腦海中
響起，你會發現，錯過的人留在心底不曾消
失，而母校永遠都會在。
淡江大學東南亞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彭慶和
　百年罕見的新冠病毒讓我們碰上了，全世界
被它折騰了一年有餘，此刻還沒有看到緩和
的跡象，這樣的情況，或許還需要持續好久好
久，成為生活中的新常態。
　盼望同學在疫情下，加倍注意健康，要知道
唯有健康體魄，才能在疫情後盡情發揮所學。
　祝福大家！
淡江大學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馮啟豐 
　我要特別恭喜今年畢業的淡江學弟妹，能在
這疫情肆虐、風雨飄搖的一年，逆境學習成
長完成學業，真是不簡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輝煌時刻及創造價值，希望你們能把握母校所
學，隨時不斷充實自己，保持正向能量，並能
掌握未來發展趨勢，找到讓自己發光發熱的地
方！祝福你們！
第29屆金鷹校友王紹新
　恭喜各位畢業生，大環境的變化快得令人目
不暇給，我們越來越無法預測未來的世界將會
是何種面貌，但請各位同學不要害怕未知，只
要你願意對未來保持正面積極，把每一次機會
都當做強化自己學習機會，不必限制自己的視
界，記得對外面的變化永保好奇，未來的你，
將擁有面對未知挑戰的強大勇氣。
　畢業不是終點，只要你願意，它一定是充滿
陽光的起點！
※校友們完整祝福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校友相挺真心祝福 畢業典禮流程

時間 項目

9:40 畢業禮讚-我們的回憶

9:58 校長、董事長進場

10:00 典禮開始

10:01 唱國歌

10:03 校長致詞

10:06 董事長致詞

10:12 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
長致詞（錄影播出）

10:12 頒獎

10:18 推薦畢業生及
頒發畢業證書

10:35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錄影播出）

10:38 畢業禮讚

10:43 唱校歌

10:45 禮成陳思瑀琢磨兩年 臺南公播課程好棒

各院系所 6 月 12 日（六）自辦線上畢業典禮一覽表
學院 學系／所 時間 學院 學系／所 時間

文學院
中國文學學系 11:00

商管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13:00

資訊傳播學系 12:00 管理科學學系 12:00

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系 13:00

外語學院
西班牙語文學系 10:00

電機工程學系 10:00 法國語文學系 14:00
資訊工程學系 14:00 德國語文學系 13:00

國際事
務學院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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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宅配心生活 淡江教師校友齊相挺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大學是人生
一個重要階段，畢業典禮更是這個階段的里
程碑，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各學校無法舉辦
實體畢業典禮。為了不讓學生抱憾，本校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特別安排於6月12日上午10時
在學校網頁首頁畢業典禮專區（網址：http://
graduate.tku.edu.tw），採線上直播方式舉行，
邀請所有的畢業生及家長都能在不受環境限制
下全程參與，還能由家長親自撥穗，共同分享
感動的一刻。
　本次畢業典禮主題為「AI淡江展翼國際，企
業最愛永續未來」，逾6,300位應屆畢業生，
分別來自8個學院，包含58個國家、約550位國
際學生，將一同展翼飛翔，迎向美好的未來。
畢典主場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有蓮國際會議
廳，典禮由校長葛煥昭主持，董事長張家宜出

席致詞，並邀請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林
健祥採預先錄影的方式為學生致詞勉勵。
　今年畢業生雖然無法親臨現場，仍可線上
同步參與，並邀請親朋好友一同視訊參加畢
業典禮。典禮將於9時40分播放畢業禮讚《我
們的回憶》，畢典儀式10時正式開始，全體
畢業生可以使用MS Teams的直播（網址：
http://bit.ly/tku109gralive）、YouTube直播
（網址：http://bit.ly/tku109utub）或以掃描
QR Code方式連線觀看。
　典禮將頒發109學年度畢業生四大獎項，
獲獎同學分別有學業獎62名、操行獎62名、
服務獎14名及體育獎30名。工學院院長李宗
翰、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國際事務副校長
暨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成、教育學院院長
潘慧玲將推薦博士班畢業生，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則分別進行碩士班、
學士班的頒證，屆時受證代表將在遠距進行撥
穗儀式，線上參與的畢業生們也可由父母或重
要長輩，在這人生重要時刻同步撥穗，還能錄
製撥穗畫面分享至YouTube，學校將選擇精彩
畫面製作紀念影片。
　今年畢業生代表為日文系蘇亭安，她在致詞
代表甄選活動中，從眾多來自不同國家學生中
脫穎而出，評審對其自信表達及穩定的台風都
給予肯定。蘇亭安將以大學四年的回憶讓大家
產生共鳴，並代表全體畢業同學致謝詞、道別
大學青春生活。最後將邀請線上的畢業生再次
大聲同唱最具淡江精神的校歌，典禮尾聲亦將
播放所有應屆畢業生名單，為大家在淡江大學
的學習劃下圓滿句點，祝福所有的畢業同學鵬
程萬里、前程似錦。

　【舒宜萍淡水報導】今年5月18日教育部宣
布全國中小學停課不停學，臺南市5月20日迅
速實現中小學公播課程直播上線，臺南市政

府教育局新課綱專案辦公室督學、交管系
（現運管系）校友陳思瑀厥功甚偉，她謙
虛地說：「對於線上教學已經模擬2年，
早就準備好了。」
　陳思瑀在校時為淡江童軍團16ETC羚羊
小隊，畢業後繼續攻讀當初的土木系交通
組碩士班（現運輸管理碩士班），後來考
上臺南大學課程與教學碩士，以優異成績
直升教育經營管理博士。106年回到臺南
市教育局擔任新課綱專案辦公室執行秘
書，近年來已培養許多線上種子教師，陳
思瑀說：「因為疫情，全世界只有6個國
家沒停課，但不能讓老師與學生的資訊能

力落後國際。」
　陳思瑀表示，2019年5月舉辦第一屆全臺首

學課程博覽會，打造特色課程與亮點教師，約
有1500位教師參與。第二屆及第三屆博覽會因
應疫情轉為線上，更分別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
唐鳳與時任副總統陳建仁進行名家講座現場直
播，並與亮點教師進行交流。有了這些經驗，
當她接到臺南市教育局長鄭新輝希望線上直播
教學的電話時，陳思瑀說：「我們做得到。」
　臺南的「直播教學國家隊」，由陳思瑀規劃
全國首創公版直播課表，從一到九年級，國、
英、數、社、自5個科目，3個教科書版本的進
度，課程內容一應俱全。每天計有72門課程，
約110位教師共同參與這場直播的大工程，任
何人只要進入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線上自主學
習網（網址：http://www.tn.edu.tw/hlearning/ 
），都可迅速找到相關科目YouTube連結。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緩解民眾因疫情
所引發之心理壓力，由社團法人中國民國諮商
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起「心宅配‧心生
活」在宅抗疫生活線上心理健康支持方案，邀
集具國家專技證照的諮商心理師，無償於線上
提供心衛講座、主題式小團體及單次心理諮
詢，提供民眾立即及適切的心理衛生服務與正
確資訊，有效因應心理危機、穩定民心與減少
心理疾病與家庭關係問題的發生或惡化，本校
通識核心與課程中心及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均有教師及校友參與，愛心不落人後。
　擔任此次活動公關組組長，通核中心講師胡
延薇說明，該活動共超過280位諮商心理師響
應活動，活動自5月30日進行至今，已有近300
人進行線上心理諮詢，「我們還各規劃近30場
的線上講座及主題式小團體，有興趣者可至官
網查詢，同時線上報名。」（網址：https://

sites.google.com/tcpu.org.tw/tcpucanhelp ）
　「通常心理諮詢對臺灣人來說仍是一道不易
跨越的障礙，所以會參加的人大多已有相關經
驗，對專業有一定的信任程度；加上目前受到
疫情影響，移動方面相對不容易，因此提供線
上諮詢活動，希望能夠增加一些幫助。」胡延
薇也提供不少諮詢個案的回饋，包括「真心感
謝有這個公益活動，有一盞明燈能指引徬徨不
安的人們」、「非常感謝諮商師提供的建議、
給予時間緩和情緒、以及溫暖鼓勵的話語」
等，並指出「這些正向的回饋給了參與的諮商
心理師很大的鼓舞，更希望這波疫情能夠儘快
過去，回到平常的生活。」
　擔任活動督導的教心所所長張貴傑，分享他
與心理師們在完成諮詢工作後的討論，發現大
部分個案通常因疫情出現焦慮、或居家工作可
能造成家庭關係緊張，「我們希望透過諮詢

傾聽他們的情緒抒發，在有限的範圍內給於穩
定的支持。」接著話鋒一轉，提到開放通訊諮
商的可能性，「數位資訊的興起讓諮商工作不
受到地點限制進行，希望相關單位能夠評估開
放，讓有需求民眾快速且完整的進行諮商。」

國際研討十年有成 村上春樹親函致意
　【本報訊】村上春樹研究中心於6月5、6日
舉辦「2021年第10回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
會」，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全國

升至第三級疫情警戒影響，兩日研討會改為線
上舉行，共有臺灣、日本、韓國、中國大陸、
泰國、馬來西亞、奧地利、美國、德國9國、
超過209人次線上參與。本次研討會由日文系
暨村上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主持，邀請外語學
院院長吳萬寶、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
會臺北事務所廣報文化部長村嶋郁代、極東大
學校教授檢校裕朗等貴賓參加線上開幕。本
次研討主題為「村上春樹文學中的『脫序』
（deviation）」，兩日活動以線上論文發表、
小組討論會等方式進行。
　已連續舉辦10年的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

會，本次接獲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的來信，
並由曾秋桂朗讀該信內容，她說明，該信主要
鼓勵與會者，在疫情持續景況下請保持健康與
信心，並在擅長領域好好發揮。曾秋桂感謝校
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等校方大力的支持，
並分享，本校村上研究中心邀請世界對村上春
樹相關研究的學者專家進行全球化學術交流，
10年來已獲成效並受到世界研究村上春樹的學
者專家的支持。曾秋桂感謝工作人員於一週前
與相關人員進行連線測試，也感謝遠距教學發
展中心專任研究助理張瑞麟的協助，線上隨時
支援網路連線的情形，讓研討會能順利舉行。

語言系2021GLAP 線上展現成果
　【本報訊】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影響、全國升至第三級疫情警戒緣故，
本校英美語言文化學系之「2021全球在地
行動實踐計畫」（GLAP2021）改採線上舉
行，於6月7日晚間6時30分以YouTube影片
首播，本次「2021全球在地行動實踐計畫」
（GLAP2021）由語言系副教授謝顥音指導，
共有8組語言系學生進行成果發表，展示他們

在這一年來與宜蘭縣南澳鄉金岳國民小學、宜
蘭縣礁溪鄉吳沙國中、宜蘭縣員山鄉枕頭山
休閒農業區發展協會、宜蘭縣蘇澳鄉漁工職
業工會、宜蘭市東村社區發展協會的合作成
果，該影片以雙語方式進行，截至6月10日累
積觀看次數達938次。若錯過本次成果首播，
歡迎請至YouTube平臺、臉書粉絲專頁，輸入
「GLAP」查詢，即可瀏覽相關資訊。

HOLD住學生目光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室和線上教學
的方式最大的差異，就是學生的專注力會變
弱，如何透過各種方式，讓學生也變成教學中
的主角，是我一直努力嘗試的目標。」教師教
學發展中心6月10中午12時透過MS Teams舉行
講座，邀請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以「不再
唱獨角戲，讓教師和學生都變成最佳主角」為
題進行分享，近百教師參與。
　鍾志鴻首先說明什麼是同步上線，即是「在
線上學習環境中引導學生參與教學活動，來
幫助學生解惑，學習新的知識」，接著分享
五個小撇步提升學生專注力，首先「一秒
Hold住全場」先利用iClass分享連結，再用MS 
Teams設定權限，做好上課前的準備；其次
「確認過眼神，我們都是對的人」，即透過
ApowerMirror進行手機投影，讓課程畫面同
步；第三「隨機抽點、互動小遊戲」，透過
WordWall搭配iClass進行分組、小考等課堂模
式的設定，讓學生們對上課主題進行討論，加
深專注力；第四「手部運動，大家一起來」，
以MyViewBoard搭配Teams，讓學生可以在專
屬白板上分享，增加討論並提升專注力；最後
則是「每五分鐘要你好看」，藉由Teams的舉
手功能、iClass的互動模式，以及Mentimeter的
即時投票，讓學生對教師的內容提供回饋，也
可從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共
同科目「創新與創業管理」課程，5月9日上午
10時以MS Teams線上邀請土木系校友，Lo-
Fi House執行長楊智傑主講：「創業心路歷
程」，由企管系助理教授張義雄主持，逾50人
線上參與。他說，創業是要「找出消費者的喜
好，善於溝通，打造屬於自己的飛輪。」
　楊智傑開場即提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多繞點路吧！」就讀土木系時，發現與理
想有所差異，所以選修了其他課程，促使他
在大學參加許多創業比賽，啟發不同且多元想
法。在土木系所學的數學邏輯，仍使他在未來
運用上提升不少。他認為：「熱情比努力更重
要。累積的經驗，最後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接著，楊智傑提到參與「YEF國際青年領袖
創業計畫」遇到困難，但「一個喜歡的事物，
總會有抱怨的地方。」雖然有碰撞，但經過不
斷學習確有成長。因參與過創業競賽，他畢業
後當然選擇朝創業出發，「比賽有終點，但創
業沒有終點。」在打造Lo-Fi House時，當時
所畫的飛輪、思路，以及遇到困難時的溝通藝
術。楊智傑說：「不用每件事都有意義，可以
享受一些不必要的浪費。」

土木系校友Lo-Fi House執行長楊智傑（右）
線上分享創業心路歷程。（攝影／林靖諺）

陳思瑀花費兩年時間準備的臺南中小學公播課程深
獲好評。（圖／陳思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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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號召心理師上線為
全國朋友提供專業諮詢，淡江教師及校友共襄盛
舉。（圖／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2021全球在地行動實踐
計畫（GLAP2021）」，6月7日晚間6時30分以
YouTube影片首播。（圖／語言系提供）

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