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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張家宜董事長（前排右2）贈送淡水國中性
別平等書籍。（圖／淡水國中提供）

校友相挺真心祝福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總會長陳進財
疫情蔓延的這幾年，同學們的學習及體驗
皆與往常不同，畢業後，面對學校外的世
界，也正在改變前進的模式。在動態不定的
環境，應變是生存的關鍵要素，而態度更是
決定勝出的必要條件。期勉畢業生們懷抱
「逆境才是人生成長的環境、逆戰不懈才有
逆轉的機會」，迎接嶄新的未來！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
榮譽總會長陳飛龍
驪歌輕唱、鳳凰花開，值此變動的大疫年
代，產業界線模糊的跨界時代，即將踏出校園
的你們，願仍能保有對萬事萬物充滿好奇心的
「學習力」；無論身處任何環境都能應變生存
的「適應力」；同時，更具備不畏困難堅持到
底的「恆毅力」。
祝福淡江的學弟妹們，都能找到熱情之所
在、快樂之所在、成就之所在，在屬於自己的
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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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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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即將邁入人生另一旅程，1.永遠記得校
訓「樸實剛毅」當人生的座右銘。2.選擇對的
事做（對的方向）並把事情做對（好的執行
力）。3.持續學習如何再學習持續創新。4.永
遠感恩家人、學校、師長，才能有謙虛的胸懷
遇上更多貴人。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
淡江大學2022年的畢業生你們好：
這是個光榮的日子，恭喜你們完成階段性的
學業，三年來COVID-19 疫情影響，時而線
上時而實體，確實不容易，你們辛苦了！
在此代表所有畢業的29萬校友們恭喜你們，
希望你們懷抱一個正直感恩的心迎向你們的
人生，一切都是可能的，勇敢的面向人生的挑
戰，若有困難時，請記得淡江大學母校的師
長、教職員及散佈全國各地的校友及校友會是
你們的避風港及吸取完整人生經驗的地方。
再次祝福你們：光輝的畢業了！

淡江大學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
祝願—您畢業了，是開創未來，遠征前程的
開始。警惕—現實的是，在新冠疫情二年多的
肆虐下，各位面臨並非一路平川，而是前所未
有艱難之挑戰，需要以智慧，耐心，堅強，勇
敢的去克服。共勉—謹以蕭伯納的銘言“青春
是長久的熱血，理智是永恆的能量”，一起共
勉，期盼各位都是未來頭角崢嶸的淡江人。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莊子華
我記得自己在大學即將畢業的年紀，曾經在
《沈從文自傳》讀到這樣的句子：「我明白
人活到社會裡應當有許多事情可做，應當為現
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
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
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
這段話曾經在我初離開校園、面對一個陌生
環境時，給我一點點勇氣。現在我把這段話轉
送給即將畢業的各位，希望你們也帶著這份勇
氣，去面對人生新的挑戰，祝福各位！

淡江大學東南亞校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彭慶和
東南亞各國於2021年9月份開始面對第二波
疫情高峰，3個月後趨於平穩爾後迎來與病毒
共存的新里程碑。臺灣如預期般迎向疫情海
嘯，相信很快就會迎來彩虹。祝福各位畢業生
帶著樸實剛毅精神面向未來！

淡江大學北美洲校友會聯合會會長馮啟豐
小兒今年也剛從美國德州大學畢業，很高興
見到與其一起畢業的淡江學弟妹，仍能在疫情
肆虐下，順利完成學業，恭禧你們！知識汲取
乃是能改變世界的最重要武器！希望你們能繼
續更上層樓、自我不斷提升、掌握時代潮流、
更要勇於追逐目標！天生我材必有用、大好青
春莫辜負、飛上枝頭變鳳凰！祝福你們早日完
成人生大夢！加油！

第29屆金鷹校友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
恭喜各位畢業生，開始邁入人生的另一個篇
章！大環境的變化令人目不暇給，我們似乎越
來越無法預測未來的世界的變化，甚至也疑惑
自己現在的所學，將來是否真能派上用場？但
請各位同學千萬不要害怕，沒有一個人可以精
準的預測未來，但請對未來保持正面積極，無
須限制自己的視界，對外界變化永保好奇，未
來的你，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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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

發行所／淡江大學 董事長／張家宜 發行人／葛煥昭 社長／劉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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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校張家宜董事長、女書店董事
長宋順蓮、台灣女書文化協會常務監事尤美女
與本校圖書館館長宋雪芳，6月6日共同出席淡
水國中圖書館「校園好書愛閱讀—性別友善蒲
公英計畫」贈書儀式，本校與女書文化協會及
女書店合作，贈予淡水國中近200冊性別平等
書籍，期許同學們透過閱讀消除性別歧視，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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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並尊重多元性別差異。張董事長致詞時表
示淡江大學與淡水國中頗有淵源，淡中首任
校長杜麗水先生的二叔杜家齊先生曾為淡江
英專建校贊助委員會主任委員，淡江英專創
校時就與淡中同在真理街上，所以此次捐贈
別具意義。她更分享自己的博士研究即為性
別相關議題，期勉共同打造性別友善世界。

各院系所 6 月 11 日（六）
自辦畢業典禮一覽表
院系/所

文學院

理學院

共同打造5G元宇宙淨零碳排校園 開啟本校數位轉型新頁

淡江遠傳戰略結盟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遠傳電信
「5G元宇宙淨零碳排校園」MOU簽署儀式，
6月7日下午1時30分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
廳舉行，遠傳電信總經理井琪、企業暨國際事
業群執行副總經理曾詩淵、資訊暨數位轉型科
技群胡德民等人蒞校，本校葛煥昭校長、4位
副校長、秘書長劉艾華、工學院暨AI創智學院
院長李宗翰、總務長蕭瑞祥、資訊長郭經華及
一、二級主管出席，由葛校長與井琪總經理代
表雙方簽約，開啟本校數位轉型新頁！
葛校長致詞中提到，數位轉型和永續發展
是目前全球最熱門的議題，淡江校務發展計畫
重點工作兩大項目，雙軌轉型與永續發展，
其中「雙軌轉型」最重要的基礎在於「數位轉
型」，「永續發展」則可善用智慧科技加速加
值達成目標，淡江近幾年來在數位轉型及永續
發展的推動有目共睹，也獲得不少肯定，而遠
傳是國內電信的優質品牌，近三年在井琪總經
理的帶領下，利用自身的行動通訊優勢，結合
智慧科技拉出一條亮眼的「第二成長曲線」。
他很樂見雙方的合作，更表明除了意向書載明
的合作內容，只要是涉及數位轉型與永續發展
項目，都可以有合作機會。最後以淡江第五波
「超越」祝福遠傳事業蒸蒸日上，持續超越。
專題演講由井琪分享5G時代下遠傳數位轉

作」、「全雲端校園2.0」、「校園安全節能
型與ESG發展策略，首先提到數位轉型除了數
網」、「校園通訊網路」及「校友企業數位轉
位環境的建構，更需要非數位條件的配合，其
型服務」，透過大數據、物聯網、AI人工智慧
中「人才是關鍵」是本次遠傳與淡江合作的重
及雲端運算等技術，運用在本校學習、教學、
要一環，除了與淡江產學合作共同創新，也希
研究、行政管理、生活社群、綠能、安全等校
望能招募更多淡江畢業的優秀人才，提升彼此
園的各個層面中，除大幅升級校園環境與教學
競爭力，共創雙贏。
內容，更能全面提升校務運作效率，逐步朝
井琪接著提到遠傳近年來結合5G、大數
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的承諾邁進，在國內大專
據、人工智慧、物聯網等科技，內外兼修落
院校中樹立標竿地位，並期盼藉此帶動全臺高
實ESG，更將其內化成企業DNA，對內訂下
等教育水準的提升。
中、長期淨零目標與策略，獲得多項永續大
獎肯定；此外更以
自身經驗協助企業
夥伴，在智慧轉型
永續升級時，預先
內化ESG概念，期
許在提升產業效
能之際，持續節能
減碳，增進環境永
續，「讓智慧教育
靠得更近、為環境
永續想得更遠」。
胡德民說明本
次雙方合作項目內
容，包括「ESG與 本校與遠傳電信簽訂「5G元宇宙淨零碳排校園」合作備忘錄，由葛煥昭校
元宇宙產學研究合 長（右）與遠傳電信總經理井琪（左）代表簽約。（攝影／游晞彤）

6400生展翼昂首新旅程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大學是人生
重要階段之一，畢業典禮則是象徵另一段旅程
的開始。本校將於6月11日上午10時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7樓舉行110學年度畢業典禮，主題為
「優質教育全國第一 AI永續企業最愛」，逾
6,400位應屆畢業生，分別來自7個學院，包含
45個國家的493位國際學生，將帶著全校師生
的祝福及美好回憶，一同展翅飛翔，昂首開展
人生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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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副校長等師長，以
及貴賓們將在觀禮臺
上歡迎畢業學子。典
禮由葛校長主持，並邀請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為畢業生致詞勉勵。
典禮中將頒發110學年度學業獎、操行獎、
服務獎、體育獎，獲獎同學分別有學業獎61
名、操行獎60名、服務獎12名，以及體育獎30
名。並由文學院院長林呈蓉、商管學院院長蔡
宗儒、外國語文學院院長吳萬寶、國際事務學
院院長包正豪、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推薦博士
班畢業生，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推薦碩士班畢業
生，行政副校長莊希豐推薦大學部畢業生，

並為其撥穗，再由葛校長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
書。
今年畢業生代表為日文系郭家妏，她在致
詞代表甄選活動中，以豐富的致詞經驗脫穎而
出，郭家妏在求學時期常擔任校內司儀，更
已擔任3次在校生致詞代表、3次畢業生致詞代
表，今天將第4度代表畢業生致感謝詞，鼓勵
所有畢業生帶著在學校所學習到的一切，勇敢
的向前邁進。最後將齊唱校歌、畢業歌，典禮
在悠揚歌聲中圓滿落幕，下午各系所將自辦畢
業典禮。
典禮會場提供100個家長觀禮席位，上午8時
30分至9時40分依據各院系家長名冊進場，全
程須佩戴口罩，並依規劃之梅花座就坐，典禮
開始即實施門禁管制，紹謨紀念體育館3、4樓
增設家長休息區，現場及本校網頁首頁「畢
業禮讚」專區（網址：https://graduate.tku.edu.
tw/2022/）均同步轉播典禮實況，讓無法到校
或進入典禮會場之家長、來賓都能線上一同參
與畢業典禮。

外語學院創業介接團隊成果發表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外語學院
企業實習課程、創業介接團隊6月8日晚上6時
30分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舉辦外語學院成果發
表會，本次分為「大學市集」、「圖克圖克」
等團隊，向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法文系主任
朱嘉瑞、酷點校園董事長黃丙喜、五餅二魚負
責人陳惠湘、中華國際ITiC萃進發展協會理
事長王振生、圖克圖克業師楊培琳、企業導師
林璟妙、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等師生發表成
果，會後頒發感謝狀予提供協助的業師們，表
達謝意。
本次由法文二劉姵慈、法文三林子謙擔任主

持人，活動先以影片分享團隊們在這學期努
湘、黃丙喜，針對當天的成果發表給予勉勵
力的過程，接著由「大學市集」團隊分享成
與建議。
果；「圖克圖克」介紹如何經營文創商
品，從開發商品、商品行銷文案撰寫、
社群網路行銷、品牌經營、行銷規劃
等。
最後由劉姵慈、林子謙、法文二唐
郁驊帶來「The Beauty of Alishan」伴
桌&奉茶活動、「和味覺談戀愛—細品
咖啡，慢飲芳草」、「Sun Moon Lake
in Taiwan」、「Taiwanese childhood 外語學院企業實習課程、創業介接團隊於6月8日舉
snacks」實習成果。會後由吳萬寶、陳惠 辦成果發表會，分享成果。（攝影／林芸丞）

林全能談永續發展策略 產業創新與環境保護並重
【記者高沛生淡水校園報導】永續中心與海
下中心聯合舉辦的國家永續發展系列論壇，
6月8日上午10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第
5場，本次主題為「經濟發展與海洋再生能
源」，邀請經濟部常務次長林全能以「我國經
濟永續發展策略」為題分享，MS Teams遠端
同步，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國際企業社會責任

學會理事長傅旭昇、工學院院長李宗翰、研
發長楊立人等，近百人於現場與線上參與。
「創新是經濟產業中價值創造的動力來
源」，林全能首先提到，永續發展應建立在
穩固的經濟發展之上，進而融入環境、社會
以及治理的議題，才能體現其價值。臺灣在
創新能力的發展行之有年，並且在國際中享

有優質的美譽，由
於近年來政府推動
的數位轉型，帶動
勞動生產力出現顯
著成長，讓臺灣的
經濟成長率在已開
發國家中名列前
茅，即使今年受烏
俄戰爭、新冠疫
情、通貨膨脹等不
利因素影響，憑藉
國家永續發展論壇，邀請經濟部常務次長林全能主講「我國經濟永續發
著優良的產業發展
展策略」，並共同討論環境永續的相關議題。（攝影／羅婉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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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政府仍有信心能再次熬過難關。
林全能接著談到對經濟發展的未來展望，在
關懷永續發展議題的同時，也必須持續建構產
業發展的核心實力，兩者之間存在相輔相成的
關係，具體的政策實施方向包含「鞏固國內高
階半導體產業優勢」、「創造先進綠能發展中
心」等。政策的推行仰賴數位轉型的成果，如
何以更高效且低汙染的方式生產，將是臺灣邁
向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鍵，除了需要科技工具的
輔助外，也必須致力於再生能源的研究，政府
願意聆聽專家們的意見，期盼政府、學界、業
界能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圓桌論壇由何啟東主持，針對海洋再生能
源、水資源利用、淨零碳排、永續發展等主題
進行會談，其中水環系教授張麗秋指出，微水
力發電雖無法供應巨大的電量，仍然能舒緩尖
峰段的用電量，並且促進減碳與資源在地化，
有望讓全民共同參與環保，例如在校園舉辦微
水力設計比賽，加深學生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

工學院

商管
學院

外語
學院

教育
學院

地點

11:30 文學館 L307
12:00 文學館 L305、L306、L308
11:30 文學館 L401

大傳系

13:00 傳播館Ｏ202、線上

資傳系
物理系

12:00 傳播館 O306
12:30 科學館 S104

化學系
尖端材料
科學學程
水環系
機械系
化材系
電機系
資工系
航太系
國企系
財金系
風保系
產經系
企管系
會計系
統計系
運管系
公行系
管科系
全財管學程
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
英文系
西語系
法文系
德文系
日文系
俄文系
歐洲所

國際事務
學院

時間

中文系
歷史系
資圖系

11:30

化學館2樓中庭

14:00 化學館 C013(水牛廳)
11:30
13:00
11:30
13:00
13:00
12:00
12:00
13:00
13:00
12:00
12:00
13:00
13:00
12:00
12:30
11:00
13:00

工學大樓 E401
工學館 G315
工學大樓 E416
工學大樓 E308
工學大樓 E787
工學大樓 E819
線上
線上
商管大樓 B119
商管大樓 B712
文學館 L301
線上
學生活動中心
商管大樓 B713
商管大樓 B616、B617
商管大樓 B912
線上

14:30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13:00
13:00
13:30
12:00
12:00
12:30

外語大樓 FL122
線上
傳播館 Q306
傳播館 O303
線上
工學大樓 E311、E312

11:30

驚聲大樓 9樓大廳

戰略所
12:00 線上
日本政經所 13:00 驚聲大樓 T1102
外交系
12:30 傳播館 Q409
教科系

12:00 文學館 L105

教設系

11:30

教心所

12:00 教育館 ED201

教育館 ED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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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系畢業專題展

法文系畢業專題展，學生與指導老師開心
合影。（攝影／林芸丞）
【記者黃庭瑀淡水校園報導】6月7至9日在
黑天鵝展示廳，本校法文系以「Retr5ver／
Retrouver」為題，舉辦「頂石課程畢業專題
展」，並於6月7日上午10時舉行開幕，法文系
系主任朱嘉瑞、教授鄭安群、梁蓉等系上教
師，近百位師生參與。
本次共18組專題，學生發揮創意介紹「從巴
黎聖母院探討台灣古蹟意識」、「法國監獄
人文特色」、「米其林評鑑在台灣的發展」與
「高跟鞋的社會心理與研究」等法國文化，總
召之一、法文四袁嘉宏說明，畢業成果展是自
第5屆開始舉辦，法語「ou」與數字5的發音相
似，而「Retrouver」一詞有「恢復」的意涵，
希望透過此主題除了介紹法國文化特色外，也
期許疫情儘早結束，讓校園恢復到往常生活，
讓許多活動能順利舉行，如同這次畢展活動一
樣，大家克服疫情干擾讓活動順利舉行。另外
總召法文四李沛育分享，籌備此活動近一年時
間，在師長、夥伴間的支持鼓勵，讓活動順利
舉行，呈現四年來的所學成果。

網路看更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蔡明修黃瑞茂績優分享
教發中心6月6日舉辦「教學實踐研究之發
掘課室問題-提升多元思維與洞察能力」講
座，邀請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及建築系副
教授黃瑞茂經驗分享。（文／林芸丞）

李其霖分享指導學生經驗
教發中心6月8日邀請歷史系副教授李其霖
以「學以致用：如何指導學生完成畢業作
品」為題，分享頂石課程規劃經驗與實施成
果。（文／鄭佩維）

俄文系線上論壇暨圓桌會
俄文系於6月6日舉辦「2022 淡江大學俄
語教學線上論壇&圓桌會議」，以「劇變世
界中的俄語研究」為題，邀請各界學者專家
進行俄語教學研討。（文／陳映樺）

電機系學生企業實習分享
6月8日中午12時，本校電機系邀請電機四
陳冠宇、資工四陳冠豪、黃展樂、陳柏遠4
位，分享至康舒科技和鼎新電腦公司的企業
實習經驗。（文／林芸丞）

耀登科技產學合作分享會
6月2日中午12時，本校電機系舉辦「產學
合作分享交流」，邀請耀登科技市場行銷總
監段淳中、人力資源部副理林瑞娟分享產學
合作的雙贏經驗。（文／黃庭瑀）

農情食課舉辦香草手作課
USR農情食課計畫，6月2日與7日分別於
達文西樂創中心舉辦「香草防疫酒精x防疫
香包」與「手工香氛磚」微學分課程，指導
教職員生進行手作香草系列產品。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