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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要珍惜年輕時的夢想，

趁早去做，回憶起來是一種享受。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李建復

（攝影／何瑋健）

　或許你曾看過在啦啦隊表演最上層的他，成功
站上金字塔最頂端博得熱烈掌聲。他是競技啦啦
隊隊長、西語三王俊皓，在今年4月赴新加坡參加
「2017亞洲啦啦隊邀請賽」，成為全臺第一支參賽
隊伍，並代表淡江拿下「第五級」全男小組冠軍。

人體金字塔頂端的佼佼者
4版2、3版

演講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教學

卓越

蘭陽畢典全英語歡送190位畢業生

校務會議頒第五屆系所發展獎勵

張炳煌15日國家演奏廳揮毫落紙樂韻揚

（攝影／吳冠樑）

　 驪歌響起，正值鳳凰花開的時節，恭喜畢業
生完成學業，邁入人生另一個階段，將展開一段
新旅程。本報在2、3版特別製作畢業特刊，讓畢
業生們分享求學過程，回顧在五虎崗上的點點滴
滴，揮別校園勇往前行，展望未來。

畢業特刊

幕，將從學生活動中心出發，行經覺生紀念圖
書館、驚聲大樓、海事博物館、福園，最後踏
上五虎崗階梯。校長張家宜及3位副校長等師
長、貴賓將於體育館前觀禮臺歡迎畢業學子。
　典禮由張校長主持，董事林嘉政、前校長陳
雅鴻、趙榮耀、林雲山、張紘炬、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長暨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陳
定川、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會計
系（所）友會會長陳進財、馬紹爾群島共和
國大使慕樂、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議員 Maynard 
Alfred、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二等秘書Juan 
Carlos Barahona等多位貴賓出席，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3位來自馬拉威的同學帶來開場表
演，並由陳定川為畢業生勉勵致詞。
　典禮中，將頒發創辦人及校長獎（學業獎、
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及畢業證書，（本
屆優秀畢業生見四版「畢業生榮譽榜」），由

公行四張晶惠同學代表171位優秀畢業生領取
創辦人致贈的禮物，畢聯會代表企管四連梓翔
代表全體畢業生獻上紀念品，並由畢業生代表
產經四李佳航致詞。
　此外，張校長將頒獎表揚6位104學年度特優
導師：中文系助理教授林偉淑、機電系教授李
宗翰、國企系副教授孫嘉祈、法文系教授梁
蓉、教科系副教授陳慶帆、政經系助理教授周
應龍，因輔導學生貢獻甚大特獲此殊榮；最後
將齊唱校歌、驪歌，為求學生活劃下完美句
點，下午各系所將自辦畢業典禮。
　典禮會場提供662個家長觀禮席位，8時30分
開放入場，自由入座額滿為止。體育館3、4、
6樓及文化休憩區增設家長休息區，同步實況
轉播典禮，也可透過本校網站首頁「畢業典
禮」專區觀賞典禮實況。傳播館側門設置服務
臺及急救站，提供家長及來賓諮詢服務。

　【本報訊】理學院將於24日邀請香港城市大
學校長郭位蒞校演講並分享「霾害」，當天，
校長張家宜預計出席聆聽外，也將與郭校長交
換意見。負責聯繫之研發長王伯昌表示，本次
很榮幸能邀請郭校長來校，現任香港城市大學
校長的他出身臺灣，學術研究表現傑出，為中
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中國工
程院及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藉由本次演講
進行學術交流外，更希望未來能促成與理學院
或化學系等系實質交流，歡迎全校師生於24日
下午14時30分在鍾靈中正堂（Q409）參加。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來體驗一場
書法與音樂的對話吧！由文化部、新北市政
府文化局指導，文錙藝術中心、台北絲竹樂
團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將於15日晚間在兩廳
院國家演奏廳合辦「揮毫落紙樂韻揚」音樂
展演，由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攜手國立台灣
戲曲學院戲曲音樂系講師王學彥跨界合作，
以書法結合絲竹樂體現中國傳統藝術之美。
 　張炳煌將於現場揮毫並結合本校研發的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
24日來訪校長交流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鳳凰花開，
驪歌響起，又到了離情依依的畢業季節。學
生事務處將於今日（10日）上午10時於紹謨
紀念體育館7樓舉辦105學年度畢業典禮，主
題為「五虎崗展翅，第五波起飛」，逾7,200
位畢業生，其中有33個國家、469位境外生，
將一同展翅翱翔，飛向人生新階段。
　活動由上午8時50分「校園巡禮」揭開序

　逾7200生展翅
第五波起飛 各院所系 6 月 10 日（六）

校內自辦畢典一覽表
院系/所 時間 地點

文學院

中文系 11:30 文學館L307

歷史系 13:00 文學館L301

大傳系 13:30 傳播館O101

資傳系 12:00 傳播館Q306

理學院

理學院 11:00 科學館大廳（畢業論文展）

數學系 13:00 科學館S104

物理系 12:30 化學館C013（水牛廳）

化學系 11:30 化學館二樓大廳

工學院

土木系 13:00 工學大樓E830

水環系 12:00 工學大樓E401、E402

機電系 13:30 工學大樓E787

化材系 13:00 工學大樓E412-E416

電機系 12:30 工學大樓中庭、E301、E302

航太系 14:00 工學大樓E680

商管
學院

國企系 11:30 商管大樓B708

財金系 11:00 商管大樓B116、B117、B118

保險系 11:30 文學館L401

產經系 11:30 商管大樓B614

經濟系 11:30 商管大樓B713

企管系 12:00 商管大樓B703

會計系 13:00 驚聲國際會議廳

統計系 13:00 文學館L201、L205

資管系 13:00 學生活動中心

運管系 11:30 商管大樓B712

公行系 11:30 傳播館Q409

管科系 11:30 商管大樓B616

EMBA 13:00 覺生國際會議廳

外語
學院

英文系 11:30 驚聲大樓T310

西語系 11:50 美食廣場

法文系 13:30 工學大樓E411

德文系 12:00 驚聲大樓T311

日文系 12:00 驚聲大樓T110

俄文系 11:30 驚聲大樓T701、T702

國際研
究學院

戰略所 12:00 商管大樓B302A

日本
政經所

11:00 驚聲大樓T1102

教育
學院

教科系 12:00 傳播館O306

教政所 11:30 教育館ED601

教心所 11:30 教育館ED201

課程所 10:00 教育館ED302

＊本表僅供參考，確實時間以各系為準

7 日，澳門聖保祿學校校長陳信望帶隊，
共計 155 師生蒞校參訪。（文／趙世勳）

2 日視障資源中心舉辦 106 學年度「新生
轉銜座談會」，近 80 人出席。（文／張展輝）

產經系 6 日邀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平蒞校演
講，近 40 名師生到場聆聽。（文／莊千慧）

西語系 8 日舉辦「琴定巴塞隆納」音樂會，
讓師生感受西班牙文化。（文／林毅樺）

8 日「丁酉春入夏樂活展」在文錙藝術中
心舉行開幕，逾 30 人與會。（文／王怡雯）

村上研究中心將於 7 月 8、9 日赴日辦「第六
屆村上春樹國際學術研討會」。（文／林佳慧）

英文系 7 日舉辦本學年度「英語歌唱比
賽」，由國企三海赫飛奪冠。（文／陳昶育）

電機系「謝景棠教授追思紀念會」將於
17 日上午 10 時在 E787 舉行。（本報訊）

會計系 15 日辦「會計審計實習成果發表暨
座談會」及 17 日辦論文獎研討會。（本報訊）

經審查核定本校 5 陸生獲 106 學年度大陸
學位生專題研究計畫獎助。（文／鄭乃文）

衛保組 20 日將舉辦「CPR+AED 心肺復甦
術及自動電擊訓練研習營」。（文／李穎琪）

衛保組於 1、2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水
果底加啦」推廣健康飲食。（文／李穎琪）

淡江之聲與 KKBOX 合作，由校園 DJ 推
出淡江特色和愛情系列歌單。（文／秦宛萱）

澳門聖保祿學校 155 師生來訪

《畢業生校園巡禮》
時間：10 日（週六）上午 8 時 50 分
集合：學生活動中心前（遇雨請聽廣播）
《畢業典禮》
時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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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障資源中心新生座談 80 人出席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平蒞校演講

西語系音樂饗宴琴定巴塞隆納

「丁酉春入夏樂活展」文錙開展

村上春樹國際研討會 7 月移師日本

國企三海赫飛英語歌唱賽奪冠

電機系教授謝景棠追思會 17 日舉行

會計系 15、17 日展學術成果

5 陸生獲 106 學年度專題研究獎助

衛保組 20 日辦 CPR+AED 訓練研習

水果底加啦！推廣健康飲食

淡江之聲攜 KKBOX 推淡江歌單引關注

網路看更
http://tkutimes.tku.edu.tw/

大條

畢業禮讚2017

　【記者楊喻閔整理】為迎接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到來，本校曾在65週年校慶慶祝活動中舉辦
「藝輝守謙」藝術品展活動。自2015年11月2
日起邀請國內102位藝術家施展畫筆在文錙中
心展覽廳展出西畫、水墨畫、 書法等多元類
型的106件作品，本校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展出
〈入雲天馬展風聲〉、〈三羊開泰〉、〈侯門
千秋〉三作品。該年11月7日之開幕式由校長
張家宜、校友、藝術家等超過80位嘉賓共同展
開，張校長感謝參展藝術家近一年的籌備，並
說明本校雖無藝術科系，但藉由文錙藝術中
心成立15年來陶冶學生美學涵養並學習欣賞藝
術。至2016年6月止，共有27件作品被收藏。

第五波元年2017
守謙之 6FOCUS

「藝輝守謙」藝術品展。（圖／本報資料照）

校友相挺暖心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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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同學完成學業。畢業後進入社會認真做
好分內工作外，也要找時間閱讀由資策會等四
大智庫出版發表《2025台灣大未來》，了解國
家發展方向，做為努力目標。
菁英校友會會長 陳慶男   
　恭喜畢業將鷹揚萬里展翅高飛！淡江學子帶
著理想，舉起希望；成長的路上有你有我，
我們是永遠的校友。勇敢前往通向成功的大道
上，願心如所想。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林健祥  
　我為臺灣首位留學生獲2017麻州州大羅爾分
校工學院第31位名人堂人選，感謝化學系嚴格
訓練。學弟妹經四年洗禮定可踏上人生舞臺，
願善用知識秉著良知開創輝煌人生。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 莊文甫  
　蘇格拉底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
燃」。畢業是人生馬拉松新起點，淡江人，請
點燃智慧、熱情、能量、樸實剛毅DNA不畏
艱苦挑戰，邁向未來，擁抱成功。
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副總會長 馮啟豐
　很高興你們將邁入另個人生里程碑，送上我
的座右銘「態度決定高度、目標確定未來、
堅持保持不懈、努力開花結果」，Don't even 
ask, just do it!勇敢築夢，祝你們鵬程萬里！
新北市校友會理事長 莊子華
　J.K.羅琳說：「失敗，才是你人生中最自由
的經驗」，期盼勇敢追夢，將熱情投注於所鍾
愛事物上，那會是你人生最珍貴的資產。
基隆市校友會理事長 蔡適應
　將來的路還很長，不管在哪個崗位上，扮演
何種角色，期許各位，隨時傾聽自己內心的聲
音，並擁有自跌倒中再站起來的勇氣。
雲林縣校友會理事長 高增堯 
　1978年依興趣考上土木系，四年美好時光，
開拓眼界也交到很多好友，更奠定土木工程扎
實基礎，三化至今仍受用無窮。祝鵬程萬里。
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 高銘陽  
　畢業在即，各位將成工作者，首先要調整心
態和正面的工作態度，其次是樂在工作，最後
是利他利己，建議體驗職場上給予的價值。
中文系系友會理事長 黃興隆  
　你們完成了一段很重要的旅程，勇敢地邁出
你們的步伐，散佈地球上各角落校友，展開雙
臂歡迎加入行列，再創淡江之光！
資工系系友會會長 張園宗  
　踏出校園後將開啟另段精彩生活，想提醒莫
忘初衷！淡江人的淡江精神，須持續努力不論
過程和結果，因為你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你。
會計系（所）友會會長 陳進財  
　淡江世代出才俊，傑出校友遍全球，卓越出
眾各領域，相互團結勢能優，時時莫忘樸實剛
毅淡江訓，有朝成就匡世將相棟樑才。
EMBA聯合同學會理事長 黃茵茵  
　畢業是個學習階段的結束，不管在職場或再
繼續深造，期盼各位秉持三化的指引，繼續發
光發熱，歡迎加入EMBA一起切磋和成長。
法文系系友會會長 葉麗珠
　畢業踏入社會，會遇到挫折和困難，鼓勵用
溫和力量去改變，請記住樸實剛毅的校訓，祝
福未來人生中活出更多的精彩！

　【記者陳品婕蘭陽校園報導】「五虎崗展翅、
第五波起飛」畢業啟航，3日上午10時，蘭陽校
園第九屆畢業典禮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行，
190名應屆畢業生，包含來自聖多美普林西比、
吐瓦魯、海地、索羅門群島、巴拉圭、宏都拉
斯、馬來西亞、馬紹爾群島、中國大陸等9個國
家15名境外生。校長張家宜、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督學黃國瑛、宜蘭市長江聰淵等師長出席祝福。
　張校長恭喜畢業生完成四年學業，期許能將本
校之八大基本素養、蘭陽校園三全教育特色結合
自身專業所學，在各領域中勇敢追夢。黃國瑛則
勉勵大家，謹記校訓以築夢踏實外，並努力成為
能幫助社會的人。同時為本校國企碩士校友江聰
淵祝福鵬程萬里外，更要堅定勇敢以發揮自身無
限潛能。畢業生代表為語言四高佳寧致詞，除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7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77次校務會議，與
台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張校長表示，本
校今年邁入第五波，將與教育部5年的高教
深耕計畫結合，希望各位思考如何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教師教學，期許第五波持續進
步，融入第四波的科技發展特色。張校長同
時預告12日將舉行本校「高教深耕計畫」首
次共識會議，屆時請仔細聆聽4大召集人各面向
報告，未來集思廣益，提出明確目標與願景。
今日3場專題報告與「高教深耕計畫」有關，期
許能有所收穫。隨著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
各系所可善用其空間多舉辦國際研討會，亦勉
勵持續經營校友關係，完成守謙募款工作。
　資訊長郭經華以「強化學習成效－從導入
iClass到先期預警iSignal」為題，報告師生使用
iClass學習平臺的使用狀況，和導入iSignal＆SiS
後的成效，歡迎老師們多加使用iClass；土木
系系主任洪勇善分享「土木工程學系頂石課程
的推動與執行」，說明執行頂石課程之計畫及
學生學習成果；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則談到
「頂石課程實施ABC」，以世新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為例，解釋頂石課程如何規劃、實踐。

了感謝親友團到場觀禮外，更感謝蘭
陽校園師長的指導和照顧、同儕的陪
伴、大三出國的學習收穫和寶貴海外
生活經驗。
　畢典當天儘管天氣不佳，但學弟妹
熱情不減，獻上1分半鐘的畢業短片和
以手語呈現溫馨「Everything」歌曲，
祝福學長姊畢業快樂；接著頒發「青
出於蘭」獎，由政經四項子恩獲國際
獎、語言四李怡萱獲學分獎、政經四
李國瑋獲領袖獎；張校長為大家親頒
畢業證書、各系系主任進行撥穗，最
受矚目的是，來自吐瓦魯的外藉生政
經四黎若雅，抱著未滿周歲的兒子愛
德華一起上臺領取畢業證書，受到滿堂喝采和眾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
為歡送榮退同仁，將於13日下午1時30分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5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
同仁歡送茶會」。為感謝本次24位榮退教職
員長期對學校的貢獻，現場將致贈紀念品，
並邀其分享在校回憶。人資處希望全校教職
員生蒞臨現場，為他們獻上祝福。
 　榮退名單如下：蘭陽校園主任室編纂鄭
傳傑、中文系教授周彥文、中文系教授崔成
宗、物理系副教授陳憬燕、水環系教授虞國
興、機電系教授史建中、商管學院組員王嫡
瑾、財金系教授王美惠、保險系副教授高棟

13日歡送24位榮退同仁

梁 、 英 文 系 副 教 授 王 緒
鼎、法文系助教連馥莉、
日文系副教授孫寅華、資
創系副教授雷英暉、成人
教育部編纂葉彩雲、教務
處編纂姜國芳、註冊組專
員林芳珠、事務整備組工
友林玉霞、事務整備組駕
駛員林文春、事務整備組
駕駛員陳建興、事務整備
組工友古燦芬、出納組專
員郭美蘭、資訊處專門委
員王曼莎、資訊處專員林
秀容、遠距教學發展組組
員王正賢。

人的祝福。
　畢業生資創四吳霈臻說：「感謝蘭陽校園全英
語教學和大三出國的學習，讓我成長了很多。」
觀光二游穎傑表示，製作畢業短片中，結合蘭陽
校園4年生活點滴，祝福學長姊莫忘初衷。

　此外，體育長蕭淑芬臨時口頭說明上週因連日
豪雨，本校「運動休閒與競技實務：登山活動」
課程師生至雪霸國家公園登山受困一事，她指
出：「入山前天氣情況尚可，且管理處人員告知
雖因雨勢導致部分路段坍方，但已有3隊伍進山，
腳程加快則可追上。現況並非媒體報導不聽勸阻
入山，因此他們按原計畫入山，惟當日下午雨勢
致路段坍方、決定折返途中又路斷受困，帶隊教
師第一時間緊急搭建避難所，又因擔心學生安
危，決定對外求救，期間並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
處保持密切聯繫。我非常感謝老師的應變處理與
登山教育、家長的信任，並檢討往後登山課程裝
備須更完善，且謹慎蒐集天氣情報，判斷是否出
隊須以學生安全為第一考量。」（全文詳見本報
網站）

今日上午 9 至 12 時，圖書館師學櫥窗開放畢
業生與韓劇「鬼怪」玩偶合影。（文／陳昶育）

快來師學櫥窗和鬼怪拍畢業照

本校應屆畢業生可免費下載微軟校園授權軟
體 Windows 與 Office 最新版。（文／簡妙如）

應屆畢業生獲微軟軟體免費授權

「數位e筆」科技動態筆跡詮釋12帖中國古典
詩詞，搭配由王學彥依詩句詞情的編曲，台北
絲竹樂團以蕭、柳琴等多種絲竹樂器，讓揮毫
落紙在樂韻聲揚中，展現書法與音樂的對話。
張炳煌表示，這場演出不僅將書法的欣賞領域
提升至聽覺與視覺的層次，更將不同藝術以相
同主題詮釋文化的底蘊，以新的展演型式，展
現傳統音樂與古典書法之美。有興趣者請洽兩
廳院售票系統（網址：http://ppt.cc/1t6kx。）

 張校長（左三）頒發第五屆系所發展獎勵予土木系、
統計系、會計系、資工系、電機系。（攝影／林俊廷）

　※校友們完整祝福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蘭陽畢業典禮，畢業生們丟帽慶祝。（攝影／廖吟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