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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千餘位畢業生鷹揚展翼

總統電賀大陸所20年 230人與會

瓜地馬拉駐華代理大使陸西亞校友返校致詞

校園巡禮：今日上午9時
集合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畢業典禮：今日上午10時
地點：紹謨紀念體育館７樓

【記者藍硯琳、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又見
鳳凰花開之時，100學年度畢業典禮將於今日（9
日）10時於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行，以「三環
五育 鷹揚展翼」為主題，近7千5百位畢業生，
將帶著全校師生滿滿的祝福，邁向人生另一個旅
程。活動從上午9時「校園巡禮」展開，畢業生
由學生活動中心出發，行經覺生紀念圖書館、驚
聲大樓、海事博物館、福園，最後步上五虎崗階
梯，進入紹謨體育館。校長張家宜、各院系主任
及師長們，將於體育館前列隊歡迎畢業生。典
禮活動為學生事務處規劃，由新成立社團淡江
BEATBOX社及熱舞社、僑聯會、魔術社4社團表
演，在離情依依的氛圍當中，注入熱情與歡樂。
畢業典禮將由張校長主持，瓜地馬拉駐華代
理大使陸西亞及印度駐臺代表羅國棟蒞臨致
詞，接著由畢業生保險四陳家彬、機電四
陳姵妤代表致詞，透過輕鬆生動的方式，
帶領畢業生一同回憶大學4年的點點滴
滴。

典禮會場於8時50分至9時50分開放入場，並
提供800多位家長觀禮席次，自由入席，額滿為
止。未能進入會場之家長及來賓，可於體育館1
樓及3樓家長休息室，同步觀看典禮實況；而無
法到校者，可透過本校網頁首頁的「畢業專區」
觀賞。為加強服務，於文館轉角(月亮咬一口側
面)設置急救站及家長服務台，提供家長諮詢服
務。
本校政經系98年畢業校友陸西亞，現任瓜地馬
拉駐華代理大使，應邀回校參加今天的畢業典
禮，為畢業生祝福。
曾在大學時代為陸西亞導師及系主任的政經系
助理教授鄭欽模，也於日前赴大使館探望陸西
亞。對於國際事務的興趣濃厚的陸西亞，當初選
擇就讀政經系是因該系是以全英語授課，使得她
與淡江結下不解之緣。她表示，從恩師鄭欽模的
教誨中，學到責任感與奉獻的精神。她勉勵今天
即將畢業的學弟妹們：「生命中沒有不可能的
事，要勇於冒險去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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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校
長張家宜率團訪中美洲3所姊妹校：墨西哥
州自治大學、巴拿馬大學、巴拿馬科技大
學，另參訪巴拿馬拉丁大學，並與墨西哥州
自治大學簽訂續約。駐墨西哥代表李新穎、
駐巴拿馬大使周麟也出席此次高教交流活
動。張校長在校務會議中指示，鼓勵相關系
所，與中美洲姊妹校能有更多交流。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轉述，李新穎認為
張校長首開國內「現任校長」赴拉丁美洲

參訪之典範，本校亦為國內研究拉丁美洲政
治、經濟及文化最為專精之大學；而大使館
內館員有65%畢業於淡江大學，顯示本校與
拉丁美洲互動熱絡且關係密切。
戴萬欽表示，墨西哥州自治大學與巴拿馬
科技大學2校校長，皆計畫來校拜訪，並與
巴拿馬科技大學及私立巴拿馬拉丁大學2校
協定，日後將增加「雙方交換生的合作交
流」計畫，人數從2至3名開始，預計於明年
春季執行。此行最大收穫為得知拉丁美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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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高科技工業」技術，表達極高的關
切與合作意願，本校工學院未來可能計畫和
墨西哥州自治大學、巴拿馬大學，進行高科
技產業的學術交流。他認為，雖然我們的邦
交國主要在中美洲，但南美洲有許多世界大
國，本校在其拓展生源與教師交流的部分，
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未來學校的簡介也將
增加西語版，協助中南美師生更加了解本
校，以提升交流意願。

畢典 歡送170位畢業生

蘭陽
境外生Tamscar嘉年華 2百生齊聚

長、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與菲利浦．卡
布亞等，迎接祝賀畢業生。
本次畢典由政經系助理教授周志偉擔任司儀，校友代表
蔡惠珠和畢業生代表觀光四陳慶餘同學上臺致詞時均表
示，感謝師長們多年的教導與照顧，並提醒畢業生記住在
蘭陽校園所學。頒獎則採先公布入圍者，再由司儀揭曉得
獎名單，其中師生網路票選出的「傑出獎」由資創四施晨
萱獲得。（得獎名單請見4版）。頒獎過後由張校長親頒
畢業證書，並由系主任為畢業生撥穗，現場播放回顧影
片，在燈光暗下揮動著螢光棒，每張照片勾起回憶，讓人
笑中帶淚，彼此相擁而泣。劉艾華表示，蘭陽校園的學生
和師長親如密友，希望他們往後能在社會出類拔萃。

奮鬥之路不孤獨 137校友會歡迎你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 陳慶男
在畢業多年以後，樸實剛毅鏗鏘有力的校歌
還是縈繞在耳際，淡江是我們成長的搖籃，
請永不要忘記。畢業離開學校，帶著師長的
期盼，勇敢邁開步伐往前邁進，他日淡江必
以你為榮。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羅森
古云：「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
知」，每一畢業生無不歷經20年的苦讀，可
謂學富五車，出類拔萃，但如何在人生大海
中，從小魚變成鯨魚，除了已具備的深層學
識基礎之外，最重要的是「謙虛圓融」與
「勤勉信實」，這才是真正活學問，如能修
得即可厚增實力，獲得天助人助，大展抱負
離成功之路不遠矣，願獻上深深祝福。
基隆市校友會理事長 戴學禮
人生是不公平的、失敗與挫折會常跟著你，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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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常心看待吧！要勇於創新引領時尚、精
益求精追求百萬年薪，以淡江所學為基礎，
貢獻社會國家，持續進步發展。
臺南市校友會理事長 方子毓
淡江給予的不僅是驕傲，更是自信與期待！
未來奮鬥路上並不孤單，不管路程是否崎嶇
平坦都要拿出淡江人精神，你們都是學長姐
心中最驕傲的淡江人！
屏東縣校友會理事長 李逸琳
不斷擴大視界思維，不要對「不變」抱有期
盼，用最自在的心看待，欣然擁抱所處環
境，深切相信有許多愛你、關心你的人，及
得力的生命。
金門縣校友會理事長 李有忠
恭喜你們成為淡江校友，不論身在何處，在
社會發揮所學時，別忘還有學長姐們，也正
展開雙臂歡迎你們加入校友會。

各系系所友會、系所同學會
教資、資圖系系友會會長 曾堃賢
這是人生另一階段開始。無論投入職場或研
究，處在競爭與變環境，唯一不變：隨時吸
取新知與終身學習。
數學學系（所）系友會會長 蕭家興
祝完成數學基礎學程知識，這是4年付出心力
最大收穫也是更上層樓的動力。歡迎加入數
學系校友會。
土木工程學系系友會會長 張邦熙
這是另一個階段開始，學無止境無論繼續進
修、投入競爭社會，要不斷學習才能屹立社
會，秉著夢想堅持一定會成功。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系友會會長 江誠榮
了解自己發掘自我優點，才能發揮自我，提
醒以謙虛態度、感恩之心努力學習，將可應
付各種挑戰。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企業管理學系(夜)系友會會長 游婧靈
當遇到瓶頸或困難需要協助，不要忘記校友
會，學長姊為大家分擔解憂患難相助，共同
將這「淡江之愛」繼續延續下去。
統計學系系友會會長 石明煌
勉勵凡事正面看待，不怨天尤人、學會失敗
及感恩的心，幸福快樂自在心頭，善用系友
會資源，祝福更上層樓。
公共行政學系學友會理事長 陳烯堅
恭賀完成又一階段學習歷程，人生視野更加
寬廣。期盼投入學友會追求卓越，一同讓淡
江公行日益茁壯。
西班牙語文學系同學會理事長 吳寬
願以無畏卓絕精神邁向新場域，展開人生新
頁，作為新手遵循職場倫理，從善如流，是
為上策。祈願大家福慧永相隨。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林佳彣、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戰略
所與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合辦「釣魚臺爭議
與和平解決途徑」學術研討會，將於15日在臺
北校園D221舉行，邀請前副總統呂秀蓮與外交
部政務次長董國猷蒞臨演講，戰略所所長翁明
賢也將參與論文發表。會議分3場次研討，分
別由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何思因主持「釣魚
臺爭議的面向」、本校戰略所教授林中斌主持
「釣魚臺爭議的處置與經驗學習」，以及本校
戰略所特約講座教授張京育主持「釣魚臺爭議
和平解決的展望」。
外語學院將於14、1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與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2012年兩岸外語教學研討
會，以「外語教學新思維」為題，邀請北京大
學、華東師範大學及雲南大學等學者一同切磋
交流，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希望透過
此次研討會，與大陸學者研討教學上的新想
法，激發更多的思考方式。」
日文系村上春樹研究室將於23日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2第1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
會」，日文系教授曾秋桂表示：「這是歷來以
村上春樹為題的海外第1場大型學術研討會。」
邀請首位引進村上春樹文學作品之翻譯作者賴
明珠，以及清雲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張明敏，是首位以「村上春樹」為題獲博士學
位者。另邀大陸、日本、韓國等學者舉行圓桌
會議論壇，日本媒體共同通訊社將蒞校採訪。

12大陸高校學者蒞淡江論壇
歐研所歐洲的臺灣觀點新書發表

蘭陽校園畢業
典禮，進行校園
巡禮，祝賀畢業
生鵬程萬里！外
籍畢業生遠在南
美洲的親朋好友
也來蘭陽一起慶
祝，也以糖果條
製成項鍊，表達
對畢業生的祝
福。（攝影／李
鎮亞）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2日下午2時在
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畢業典禮，共計有5學系、
170位畢業生參加。邀請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菲利浦．
卡布亞，以及宜蘭縣政府秘書長陳鑫益2位嘉賓到場恭賀
畢業生。當天校長張家宜自中美洲訪問回臺後，隨即赴蘭
陽校園勉勵畢業生。張校長表示，莫忘在蘭陽校園中所受
到的「三環五育」的薰陶，並發揮所學回饋社會、要有國
際觀及永不放棄精神去面對挑戰，更要懷著感恩的心，對
愛你幫助你的師長、家人以及朋友們，獻上謝意。
本次典禮全程以英語進行，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
創院院長劉艾華、各系系主任和師長，引領畢業生進行校
園巡禮：登上迎賓階梯、環繞校園俯瞰蘭陽平原、學弟
妹在宿舍平台前為獻上祝福。走下132階克難坡後，張校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今年欣逢大陸
所成立20週年，迎新、送舊、謝師及所友聯誼
四合一所友會於3日在圓山大飯店擴大舉行，
約有230人與會。愛與和平基金會董事長鄧文
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臺灣
產經建研社董事長洪奇昌、及本校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亦出席，總統馬英九及副總統吳敦
義亦致電道賀「至盼賡續秉持『前瞻卓越』理
念」。百餘位校友回娘家，其中花蓮縣縣長傅
崑萁及資深媒體人馬西屏，也回校分享。
大陸所所長張五岳說：「透過一年一次，
所友會成了學校和社會平臺的中間點。」新生
藉此了解大陸所、在校生可以提早接觸職場，
畢業所友則提供職業洽談。第一屆在職專班校
友朱鳳芝，為現任大陸所所友會理事長。她表
示，20年的日程不算短，透過所友會使得所務
越來越興旺。

外語戰略日文３研討會登場

張校長訪中美洲 與姊妺校明春增交換生

來自各國的境外生齊聚華麗隆重的畢業晚會！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與國際大使團於5日晚上7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國際跨
文化之夜-Tamscar」，境外生們盛裝出席，成為一場畢業嘉年
華。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國際長李佩華等皆
出席，共2百餘人參與。張校長頒發結業證書時也表示，今年是
陸生首次歡度這場盛會，盼未來大家能經常回來淡江，分享成
長經歷。
活動開始由國際大使團所
帶來的舞蹈表演，鼓動觀眾
沸騰的情緒。接著僑生醒獅
團、撢族民俗舞蹈也都帶來
精采的表演。壓軸由國企三
克羅德演唱，掀起晚會高
潮。國際處致贈花束給每位
境外生，戴萬欽說：「淡江
是一個大家庭，讓我們永遠
在一起」。畢業生致詞由國
企四宋達明代表，他感性的
表示，將成為淡江校友的他
們，與淡江永遠相繫著。而
交換生致詞由歷史一中島良
子及機電一唐貌代表。中島
良子表示，當她遇到困難
時，臺灣人都會熱情相助，
最後她也以臺語說：「我愛
臺灣！」。（文／莊靜、攝
影／羅廣群、劉代揚）

1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5日下午，由本
校國際研究學院舉辦之「淡江論壇」討論當前
兩岸關係及世界情勢，由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院
長兼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在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張文揚教授的陪同下，姊妹校中國人
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陳岳、北京大學國際
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南開大學國際問題研
究院院長張睿壯等12所大陸高校國際關係領域
院長級學者蒞校。
淡江論壇本校出席人員有大陸所所長張五
岳、國際長李佩華、美洲所榮譽教授熊建成
等。與會學者對於兩岸政治互信深化、經貿議
題協商，以及臺灣國際空間及中美關係等議
題，提出精闢見解。多位大陸院長指出，淡江
在大陸具有好口碑，日後希望能加強合作。
歐洲研究所於8日在商管大樓B302A舉辦《歐
洲的臺灣觀點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aiwan》
新書發表會，除了該書作者群，馬來西亞西方
研究所歐洲研究中心負責人Paul Lim、比利時歐
洲學院資深副研究員Sigrid Winkler、臺灣師範
大學國際臺灣研究中心主任Ann Heylen，亦邀
請到外交部前政務次長暨我國前駐歐盟代表高
英茂，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也出席。
該書是由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洲聯盟亞洲事
務研究中心(EIAS)出版，從政經關係、歷史等
面向探討臺歐雙邊關係互動；也從歐洲的角度
出發，提出兩岸關係、臺灣多元文化主義現
象，以及在臺海兩岸關係上，向歐盟整合經驗
借鏡的可能性等議題。
日本研究所所友會會長 姚能鑽
我們系出同門，有時需要資訊是相關的，尋
找系所友會幫忙是最容易達成也最值得信
賴，畢業後要充分利用這資源喔！
歐洲研究所同學會理事長 林湘義
秉持校園時質樸的理想，成就一生志業，你
並不孤單，有許多同窗勉勵攀上自己人生高
峰，祝鵬程萬里頂天立地。
東南亞研究所所友會前會長 黃瑞瑩
東南亞離臺灣很近但研究人較少，這是最好
機會讓您成為那領域專家，把冷門變成專
業，把冷灶燒熱機會永在前方等您！
未來學研究所所友會會長 方勇達
在驪歌輕揚六月天，又是人生新的十字路
口，校友會一直在這，做最實在的靠山，無
論疑難雜症都歡迎擁抱這個大家庭！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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