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校長張家宜帶領
3位副校長、蘭陽
校園主任林志鴻及
全發院師長共同歡
送本屆232位畢業
生，包含17國的26
位外籍生；現場7
國大使蒞臨觀禮。
張校長致詞表示，
全英語授課、大三
出國、住宿學院是
蘭陽三大特色，學
子在全人教育的環
境中成長，近距離
接受師長教育，以及留學接受多元文化的薰
陶；盼未來養成具有國際視野，以寬闊胸襟航
向世界。典禮以全英語進行，全體畢業生由各
系系主任撥穗，最後頒發「青出於蘭」畢業
獎。來自蒙古雙胞胎姊妹政經四安諾珍、安瑪
琳的母親贈送張校長「潮爾」（蒙古四弦琴）
及成吉斯汗像，感謝本校栽培。會中，語言四
董育歆、吳奕萱代表畢業生感謝師長指導及關
懷，在全英語訓練下學習專業知能、大三出國
拓展學習視野、體驗異國文化，以及面對挑戰
的勇氣、人際溝通的能力。典禮尾聲播放由蘭
陽學生創作「避風港」畢業歌，全體畢業生齊
高唱「Proud of you」，為4年來的自己喝彩。
境外生畢業茶會 家長來校祝開展前程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為慶
賀境外生畢業，於5日在驚聲大樓10樓舉辦畢

表示，活動以全英
語方式介紹，讓外籍生認識臺灣傳統文化，
在籌辦過程中，也更深入了解端午節的由
來。來自約旦的外交與國際一賀佳德說，很
喜歡粽子的味道，是在臺灣最愛的食物，經
過此活動更認識此傳統節日，且製作香包是
新鮮的嘗試。（文／劉必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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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1 屆榮譽學程生畢業了

張校長宴請榮譽生

104學年度修讀榮譽學程的學生順利畢業，校長張家宜於8日在福容飯店宴請首屆榮譽學程畢業
生，師長們皆出席祝賀，張校長頒發榮譽學程證書，祝福榮譽學程生以4年維持成績的求學精神，
未來能有美好的發展。將繼續在本校就讀研究所的西語四陳宜裙分享，很高興藉由這學程認識不
同專業領域的教師與同學，在這多元的課程互相學習與成長。

14日簽約東元集團
　【本報訊】本校與東元集團旗下餐飲3品
牌：安心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堡）、樂雅
樂、美樂食合作，105學年度將推出「食品服
務業就業學分學程」和「觀光產業就業學分學
程」，將於14日（週二）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之東元總部舉辦產學合作簽約儀式，由本校校
長張家宜與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代表簽署，雙
方將攜手以產學合作交流方式，預先培養產業
所需人才，並縮短學子之學用落差。

14日歡送退休同仁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13(一)
9:00

教發組
T307

英語授課教師研習營

6/17(五)
12:20

會計系
B302b

本校會計系系主任顏信輝主講
2016產學合作座談會

教學
卓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13(一)
14:10

產經系
B302a

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
從家庭收支調查看台灣的所得分配

6/13(一)
15:00

教學支援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本校專案發展組專員張美雀
開放文件格式(ODF)簡介

6/14(四)
12:10

資工系
E819

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廖弘源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eep Learning

6/17(五)
10:00

校務中心
L102

教科系副教授陳慶帆
善用公開資料平台 視覺網頁製作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4學年
度畢業典禮，5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
典禮在原資中心同學們活力奔放的舞蹈中展
開，充滿青春氣息，熱舞社更高舉「浩浩淡江
六六，職場通航久久」立牌呼應畢典主題，為
畢業生獻上祝福。現場全校師長、畢業生代
表、家長及貴賓逾3,000人共襄盛舉。
　校長張家宜主持典禮，韓國中央大學前校長
李鎔九、吐瓦魯大使陶敏德伉儷等外賓前來祝
賀。張校長致詞強調，本校三環五育及淡江特
有之三化，並以硬、軟實力的優異表現，期許
同學畢業後能秉持八大素養，在業界展翅高
飛，她以哥倫布名言勉勵：「若沒有勇氣捨棄
岸上明媚風光，將永遠不可能橫渡大洋。」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中華民
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以校訓「樸實剛毅」
勉勵為人處事態度，希望能善用淡江25萬校友
資源，開創美好未來。典禮中頒發7位103學年
度特優導師獎並播放導生感恩影片。接續頒發
創辦人、校長獎（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
體育獎）及畢業證書，84歲戰略碩四王榮慶代
表179位優秀畢業生受領創辦人禮物，畢聯會
代表英文四吳怡萱為全體畢業生獻紀念品。
　畢業生代表法文四錢穎，感性地帶領全體畢
業生回首大學4年的精采生活。最後，全體畢
業生齊唱校歌，會場內色彩繽紛的氣球，伴隨
五顏六色的紙花灑落，宣告畢業快樂！
蘭陽畢典歡送232位畢業生
　【記者劉家伶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第八
屆畢業典禮於4日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行，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75次
校務會議於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會中，由校長張家宜公布「第四屆系所發
展獎勵」得獎5系所：土木系、統計系、會計
系、資工系、電機系，由張校長各頒獎座一座
及15萬元獎金。張校長勉勵本次獲獎5系所，
也肯定入圍系所的努力，並鼓勵各系所持續努
力；張校長另指示，各院系所除全力參與66週
年校慶活動外，也請落實校務發展計畫。
　本次由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以「學教中
心與您攜手共創『教』『學』的優質環境」
為題，提到本校獲教育部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
經費補助，未來將以城市為核心的教學做為特
色學程，藉由推廣跨界交流活動、建置互動平
台等功能，以達涵育專業共學，精進反思的校
園氣氛，學教中心將彙整教學與學習資源，成
為師生學習之「改變的後盾」。研發處產學組
組長江正雄分享參與「2016美國卓越經營交流
研習」經驗，以「開放式創新&設計思考」，
指出本校應結合創新商業模式，推廣Maker理
念，協助有創意的學生籌資與創業的機會。
　討論事項通過105學年度行事曆、105至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
法等14項修正草案；其中，106學年度增設調
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商管學院增設大數據分
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經濟系碩士班更
名為經濟學系經濟與財務碩士班、管科系碩士
班更名為管科系企業經營碩士班、日文系二年
制在職專班停招、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裁撤。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2016世界盃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國總決賽於上月28日在
桃園開南大學激烈交鋒後，本校統計系共4位
學生打敗200多位經北、中、南、東、金門等
區域賽中脫穎而出的選手，榮獲Word、Excel
組共計5個獎項，成績優異。
　Word和Excel組中，統計四黃心慧（左圖）
勇奪Word 2010第一名及Excel 2010第二名；
統計三黃冠傑（中圖）摘下Excel 2010桂冠；
統計三江泓德以及統計三李雅芸則分別拿下了
Word 2010及Excel 2013的第二名；PowerPoint
冠軍是資傳一許立萱（右圖）獲得。
　目前由黃冠傑、許立萱確定取得代表臺灣，
參加全球總決賽Excel 2010和PowerPoint的資
格，將於7月份在臺進行一個月培訓後，8月初
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州，參加世界盃全球總決賽
與世界各國選手一較高下。
　職輔組組長吳玲表示：「非常開心同學都
能獲得如此優秀的成績，同學們辛苦地付出
與準備都有回報。希望同學們能在臺灣代表
隊中累積實力，並努力爭取Word、Excel、
PowerPoint的世界冠軍，期待同學能發揮所長
為國爭光。」（圖／職輔組提供）

張校長頒第4屆系所發展獎勵

方昭齡獲康和盃選擇權首獎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狂賀！本校經
濟四方昭齡贏得康和盃大專院校選擇權實盤交
易菁英賽的首獎，歷經逾2個月的競賽期間，
自700多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8日，亦出席由
康和期貨與康和綜合證券主辦之頒獎典禮。
　競賽藉由手機和電腦，讓參賽者在設定期間
內，進入市場真實交易，並從中印證所學。最
終以獲利率595.66%奪標的方昭齡認為，期貨
和選擇權交易容易受到市場因素影響，以致數
據變化、波動較大，所以風險控管顯得相當重
要。她鼓勵大家積極把握任何一個可以發揮所
學的機會，「覺得想做的事，去試就對了！」

境輔組端午應景送粽子
　境輔組於7日舉辦端午節發粽子活動，發送
近500顆粽子，讓境外生品嚐美味粽子外，也
在驚聲10樓大廳交流情誼，充滿歡樂氣氛。
國際副校長戴萬欽致詞表示，端午節是中國
歷史悠久的傳統，很開心能與境外生
一起過節。協助本活動工作人員之一
的境輔組劉駿志表示，本次活動很熱
鬧，希望更多境外生一起參與。來自
秘魯的國企一孟士儒表示，之前已耳
聞臺灣端午習俗，很開心能在校園內
感受端午節的氣氛。（文／趙世勳）
外交與國際系香包DIY過端午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系學會於7日舉辦端午
節活動，30名學生參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及系主任鄭欽模皆到場支持。現場準備
屈原故事短劇、品嚐粽子、香包DIY、立蛋等
體驗活動。本活動總召外交與國際一陳湘玲

農業守望者創業賽拿第一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企業
創新育成中心輔導之「農業守望者」創業團
隊，日前參加「第11屆戰國策全國創業競賽」
獲得社會企業類公開組第一名。該團隊是由本
校航太所校友邱煜瑋、陳建隆、李壙宇組成。
隊長邱煜瑋說明，本次參賽內容是利用無人機
幫助農民解決農作物生產和生長情形而獲獎，
邱煜瑋感謝，創育中心在企劃書撰寫及提供創
業資源給予支持；他表示，團隊的理想是希望
藉由無人機的便利性，協助食安、水資源等環
境問題，獲得評審肯定而十分感動，將會以這
理念持續參加創業競賽。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人資處為歡
送退休同仁，將於14日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舉辦「104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
會」。為感謝同仁的貢獻將致贈紀念品，並分
享在校回憶，人資處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能蒞臨
現場，一起為他們祝福。
　本次榮退教職員共有28位，中文系教授陳慶
煌、數學系教授譚必信、物理系教授錢凡之、
化學系教授高惠春、建築系副教授畢光建、土
木系教授徐錠基、教授鄭啟明、航太系教授陳
慶祥、產經系教授許松根、教授胡名雯、會計
系教授黃振豊、資管系教授侯永昌、管科系講
座教授張紘炬、德文系副教授魏榮治、歐研所
教授彼薩列夫、亞洲所教授許慶雄、大陸所教
授趙春山、外交與國際系教授陳一新、教政所
講座教授吳清基、課程所教授游家政、印務組
技工李榮華、住輔組專員彭台秀、事務組工友
陳阿心、安全組駐衛警察鄧文禮、預算組組員
顏錦婷、作業組專員張碧君、國際處專門委員
郭淑敏、工友葉英蘭。

圖書館16日研討大學競爭力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為慶祝本校66週年校慶和總館落成20週年，
邀請國內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13家圖書廠
商，將於16、1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共同參與
「大學競爭力與圖書館價值研討會」。
　本次安排3場專題演講外，還有圖書資訊廠
商將提供圖書最新趨勢。圖書館館長宋雪芳
表示，近年來高教環境艱困，圖書館應在少子
化趨勢中滿足教學需求，透過此次研討會與各
校、圖書廠商互相交流，激發更多合作火花。

本校奪3冠

女聯會合唱團

　本校女教職員聯誼會於6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淡江花月夜」音樂會，由女聯會合唱團帶
來「家後」等20首各種風格的知名歌曲，搭
配逗趣的舞蹈表演，獲得全場如雷掌聲。校長
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本校姊妹校
韓國中央大學前校長李鎔九均到場支持。張校
長感謝女聯會合唱團為本校教職員工提供日常
紓壓管道。中文一蔡玫萱表示，「師長們帶來
的經典歌曲，能讓人感受到那個時代特有的情
感。」（文／簡妙如、攝影／陳柏儒）

淡
江
大

學 產學
合
作

最讚

業餐會，現場近50位畢業生、家長共聚一堂，
彼此拍照留念。來自馬來西亞的大傳四林逢時
與家人一起慶賀畢業，林逢時很高興能在淡大
留下人生美好的回憶，並勉勵學弟妹能在學業
上有好的表現；林逢時的母親看到孩子能順利
完成學業感到開心。來自香港的家長感謝，淡
大協助孩子適應海外求學環境，相信能克服未
來所面臨的困難。
師學櫥窗開放體驗快申請
　圖書館師學櫥窗開放體驗，即日起至30日
止，每週三13時10分至15時止，可攜帶閱讀物
品進入「師學櫥窗」閱讀室內，凡本校教職員
工生事先電洽校內分機2294預約，就享受特別
的閱讀時光，趕快申請。（文／陳昶育）

（攝影／蔡晉宇）

　科盛科技公司於7日捐
贈本校市值約4千萬元共50套「Moldex3D模流分析軟體」（右下圖）
，並舉行該軟體授權培訓及國際認證中心揭牌儀式（左下圖），由本校校長張家宜（上圖左）、科
盛科技董事長兼執行長張榮語（上圖右）代表簽約。（攝影／吳國禎）

2016世界盃電腦技能賽

花月夜精彩開唱

頒微電影獎

　【記者陳柏儒淡水校園報導】105年度「教
學卓越計畫微電影競賽」公布得獎名單，於6
日舉行頒獎典禮，邀請學術副校長葛煥昭頒
獎。本次競賽共11組發揮「為學淡江，放眼天
下」的學習過程製作微電影，經專家學者評選
後，由「淡江大學泰國服務學習團」拿下第一
名，「淡江大學毛克利貴州服務隊」和「曾
淑嬪同學-第七屆花東返服紀錄短片」各獲第
二、三名的佳績。獲得第一名的團隊成員企管
四王晨蔚表示，希望此紀錄片能讓大家知道國
際志工的服務內容，得獎覺得很開心。

教學
卓越

（攝影／陳柏儒）

　75次校務會議中，校長張家宜（右三）頒
「第四屆系所發展獎勵」得獎系所。（攝影
／陳柏儒）

　外交與國際系系
學會安排香包製作
體 驗 端 午 氣 氛 。
（攝影／鍾子揚）　境輔組端午送粽子受境外

生歡迎。（攝影／趙世勳）

第75次校務會議

　104學年度畢業典禮中，張校長期勉畢業生，秉持本校三環五育的培
育，在業界發光發熱。（攝影／閩家瑋）

張校長勉畢業生 哥倫布名言

致詞貴賓李鎔九。 致詞貴賓陳定川。

軟體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與科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於7日在工學大
樓舉行「Moldex3D授權培
訓及國際認證中心」的揭

牌儀式。由科盛科技董事長兼執行長張榮
語代表，捐

贈本校市值約4千萬元共50套「Moldex3D模流
分析軟體」，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及化材系系主任董崇
民等一、二級主管出席。張校長表示：「本
校持續加強推動產學合作，讓學生除專業科

目外，學習更多技能。非常感謝
科盛科技贈與軟體，盼未來與該
公司密切合作暑期實習、研究生
實習等，共同培育人才。」
　科盛科技為本校於2014年7月
簽約200家產學合作企業之一，
會中，張校長與張榮語為工學
大樓之「Moldex3D授權培訓及
國際認證中心」（E236）進行
揭牌，未來將開設系列模流分
析專業培訓課程及提供國際認
證服務，強化本校在模具設
計及開發方面的專業訓練。
現場由化材系助理教授黃招

st

財實際操作Moldex3D軟體，展示其特色與功
能。張榮語說明：「所有產業均可由模具起
始，因此模具設計直接影響企業競爭力。透過
Moldex3D軟體，可提供測量材料、模具開發
等設計平台，預測產品週期與評估使用情形，
不僅能提高產業效率、也可讓學生有模擬實作
經驗，縮短學用落差。」
盛群公司捐HOLTEK微控制器軟硬體設備
　【本報訊】本校與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將於17日在E680舉行「HOLTEK微控制器實
驗室軟硬體」捐贈簽約儀式。由盛群半導體執
行副總經理張治代表捐贈本校市價120萬元的
微控制器軟硬體設備。由校長張家宜出席簽約
並為「HOLTEK微控制器實驗室」（E219）
進行揭牌。電機系系主任陳巽璋表示，本校近
年積極推行產學合作，以打造學校與業界無縫
接軌的學習環境。希望藉由本次合作讓學生學
習嵌入式微處理器的理論及擁有實務經驗，並
發揮所學創意參加該公司舉辦的「盛群盃」微
控制器競賽，共創學生、學校、  企業3贏。

境外生吃粽子做香包體驗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