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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上下溝通達共識，左右協調求進步。（管理學院提供）

淡江 DNA 畢業生企業評價A
七千餘生學成今畢業 教部次長林聰明致詞 社團表演將有驚喜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
度畢業典禮將於今（12）日上午10時在
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今年以
「淡江DNA‧企業評價A」為主題，期
許七千餘名畢業生帶著「企業最愛13連
霸」的喜悅及肯定，昂首闊步，接受新
的挑戰。今年典禮上將邀請教育部政務
次長林聰明代表貴賓致詞。
活動於上午9時「校園巡禮」揭開序
幕，由各院、系、所主管及教授、導師
帶領畢業生從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
畢業生帶著企業最愛的競爭力，走
出校園，迎向光明的未來。（攝影
／林奕宏）

羅森捐戚長誠獎學金 支助獲獎者4年

【記者陳音勻蓁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設立的
「淡江校友總會--戚長誠老師紀念獎學
金」，預計於99學年度，提供本校入學新
生申請，共計6個名額，獲獎同學每學期
皆可獲得1萬元獎學金至畢業為止，這是
學校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項獲獎者可連
續領獎4年的獎學金。
羅森表示，此獎學金的設立，起源於
大學時期在本校商學系就讀，因家境不寬
裕，無法如期繳交學費時，本校教師戚長
誠即時伸出援手、幫忙作保，讓他得以度
過難關。為了資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鼓
勵積極進取及品性人格的正常發展，並發

揚戚長誠生前對貧困學生的遺愛精神，羅
森自掏腰包籌設此獎學金，他表示，即使
卸下總會長的職務後，仍會持續捐款，希
望這筆獎學金能永續存在，「因為非常感
激戚老師對學生的這份愛。」
首期獎學金開放給會計系學生申請，
會計系系主任陳叡智表示，很感謝羅森理
事長提供這筆獎學金，會計系有些同學家
庭環境困頓，有了這筆獎學金的幫助，相
信同學更有時間、精神專注於課業上。凡
家境清寒、品格優良、具有苦幹善行，且
成績符合平均水準者，皆可提出申請。相
關申請辦法可至校友服務處網站（http://
www.fl.tku.edu.tw/）查詢。

睽違20年 航海輪機系友喜相逢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
園報導】邁入歷史20多
年的航海系與輪機系上
週六（5日）再度活絡
起來！海事博物館舉辦
20週年館慶回顧展暨航
海、輪機系友回娘家活
動。50多位航海系、輪
機系校友及當年任教的
教師回校相聚，師生、
老友多年不見驚聲四
起，各個興奮不已，比
手畫腳話今昔。開幕當天，另為牙籤藝術
家蔡政欽以牙籤塑造而成的海豚造型作品
「童遊」舉辦捐贈儀式，日後該作品將由
海博館典藏。
海博館前身是商船學館，由長榮海運公
司董事長張榮發捐建，是本校航海、輪機
系學生上課與實習的場所，培育出許多海
事專業人才分布各行各業。年逾7旬的輪
機系教師李鑫泉特別回來與學生相見歡，
他表示，從系所停招後就離開教職，因為
這次活動才有機會回來看看老家，和學生
見見面、談談近況，實在開心。

航海、輪機系友返校相聚，
看著輪船模型比手畫腳回憶
當年。（攝影／張豪展）
不少校友攜家帶眷返校，領著妻小循
著當年求學的足跡一一介紹。輪機系第
六屆系友劉偉慶說：「和家人一起回來
看看校園景致，感覺很不錯，和同學談
起大學時代的種種回憶，很有意思。」
航海系第一屆系友許大中表示，航海、
輪機兩系雖然停招，但從前上課的商船
學館轉型成博物館不僅讓大家了解淡江
在海事方面的貢獻，也保留兩系在淡江
的歷史記錄，見證淡江轉型歷程。

14同仁榮退 15日離情依依獻祝福

企業最愛 時報論壇 校
─友篇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由人事
室主辦的98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
茶會，將於15日（下週二）下午1時30分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在鳳凰花開的時
節，更顯離情依依。
退休人員共計14位，包括：數學系專
員梁婉娥，化學系教授魏和祥，機電系講
師戴權文，資工系副教授王慶林，商管聯
合辦公室專員郭健芬，英文系專員何玲
華，法文系副教授劉俐，法文系助理教
授曾明，戰略所教授魏萼，總務處編纂陳
美代、孫扇、陳慶貞，總務處工友楊陳金

枝，圖書館編審葉玉美。
魏萼表示，淡江是沒有圍牆的大學，
這樣的自由不但帶給學術無限動力，還創
造出許多活力十足的同仁，即便退休，仍
深以淡江為榮。郭健芬說：「我從大學到
工作都在淡江，非常感謝這裡的人事物，
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退休對我而言就像
真正的畢業，也與在職同仁共勉，一起加
油！」茶會當天，校長張家宜將出席致詞
並贈送精美紀念品，女聯會也將贈送文錙
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提畫的茶杯，讓退休
人員收到滿滿的祝福與感謝。

林生祥：依山傍水好環境 啟發創作力

（交管系系友、獲第16屆金曲獎三獎項）
淡江大學屬於城市中的邊陲地帶，但又鄰近台北
市區，所以淡江學生擁有都市的便利性及郊區的好環
境。我認為淡江依山傍水的地理環境及特殊氣候，是
造就學生性格且培養創作能力的原因之一，因為大自
然能給人啟發，我創作的第一首歌就與淡江有關；淡
江創作的人才一直沒斷過，建議學弟妹把握這個好環
境，好好培養創作力。

胡國裕：課業討論 磨練職場溝通術

（建築系系友、全球建築新秀、建築設計登Wallpaper
國際期刊）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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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福園，再踏上五虎崗階梯進入體育
館。創辦人張建邦、校長張家宜及師長
們，將在體育館前歡迎畢業生。今年與
以往不同的是，典禮開始前由學務處精
心策劃，將給畢業生一個驚喜，由社團
帶來表演，讓畢業生感受歡欣的氣氛。
典禮由張校長主持，張創辦人、中華
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等將
致詞勉勵畢業生。另頒發創辦人獎、學
業獎、操行獎、體育獎及服務獎，分別
由德文系林琬津、財金系在職專班張依
婷、政經系鄭宇博、保險系徐湘婷及企
管系李岱珈代表領獎，其中，林琬津正
巧是林聰明的女兒，以第1名的優異成

績獲創辦人獎，將與其父親同台，並接
受表揚。
畢業生代表致詞為德文四范艾綺、財
金四徐宛琪、會計四陳佩君，將引領師
生回味校園生活點滴並感謝師長諄諄教
誨。同時，為營造溫馨氣氛，驪歌將由
合唱團帶領畢業生合唱小虎隊的《放心
去飛》，祝賀莘莘學子學業有成。
另外，除在典禮會場設置700個家長
觀禮席，體育館3樓桌球室及1樓社團活
動場地也設置近千個座位，提供來賓、
家長休憩，並供應茶水與咖啡，由賽博
頻道及網路同步轉播典禮實況，讓無法
進場觀禮的家長，即時收看典禮盛況。

蘭陽223生畢業
青出於蘭獎揭曉
【記者江啟義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5日在強邦國際
會議廳舉辦第二屆畢業典禮，共有223名畢業生參與，典禮
以英語進行，許多畢業生離情依依，掉下不捨的淚水，校長
張家宜也感性地提醒畢業生：「記得常回母校看看。」
休閒系黎喬泰因罹患基原性肌肉萎縮症，無法自主行動，
但仍十分勤學，成績名列前茅，張校長特別步下講台，親自
頒發畢業證書，鼓勵其奮發向學的精神，現場響起熱烈的掌
聲。此外，今年畢業的外籍生共有2位，分別是政經系陸西
雅、戈燁偉，其中，陸西雅的雙親，還特地自瓜地馬拉遠道
蘭陽校園參加畢典。
今年畢業典禮主題為「天上人間何處去，大鑼神仙下凡
來」。早上9時不到，全體畢業生就駐足在大階梯上，在師
長的帶領下昂首闊步，進行「校園巡禮」。旅遊系吳哲翰
說：「這是最後一次和大家一起走校園，心裡有些難過。」
經過宿舍1樓平台時，許多學弟妹站在兩旁，獻上一朵朵花
束，獲得許多玫瑰花束的政經系鄭宇博開心地表示：「很驚
訝學弟妹貼心準備這麼多花束，感謝他們的祝福。」
「青出於蘭」獎仿效奧斯卡頒獎典禮進行，介紹入圍者後
在典禮上揭曉得獎名單，得獎者也一一上台以英文發表得獎
感言。其中，旅遊系施利旻獲得勤學、學分2項大獎，是今
年的最大贏家。她又驚訝又開心地說：「因為老師活潑的上
課方式，讓我不願蹺課，更努力向學。」經師生投票選出的
青出於蘭傑出獎，由資創系黃嘉民、旅遊系吳哲翰、服務系
邱琍敏、景觀系林朝木奪得，黃嘉民表示，感謝師長及同學
的支持與肯定，進入職場後會更加努力學習。
此外，典禮也貼心設計影片，播放每位畢業生的照片，最
後，熄燈高唱蘭陽之歌〈I have a dream〉，並一同觀賞畢業
生校園生活點滴MV，為典禮劃下完美句點。

淡江大學能連續13年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1的殊
榮，與有榮焉。就學期間，我就讀的建築系師資堅
強，老師與同學的互動良好，並積極與同學討論課
業。進職場後，許多專業知識必須與顧客溝通，此
時，大學時代與老師的溝通成了我最佳的經驗。此
外，大學時與同學團隊合作做作業，也是我學習與同
儕相處、齊力完成任務的好機會。

陳建騏：開放校風 造就可塑性

（會計系系友、2008年電視金鐘獎最佳音效）
淡江大學開放的校風造就許多音樂界的傑出創作
人才，比如知名音樂製作人鍾成虎及最近火紅的盧廣
仲等，他們能創造出不一樣的東西，十分具有創新能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日文系於
今日中午12時在外語大樓1樓廣場舉辦畢業茶會。
法文系、英文系則分別於下午2時在T110、外語大
樓地下1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帶來精采的表演及
影片，師長們將為畢業生獻上叮嚀與祝福，期許同
學們畢業後能有美好的發展。

國際學院師長撥穗加勉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今
天上午11時45分至下午1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國際研究學院畢業典禮」，包括歐研所、美洲
所、亞洲所、大陸所及戰略所的畢業生都將參與，
由師長為畢業生一一撥穗並頒發證書。

建築系魚竿搶證書 土木系小畢典溫馨話別

【記者陳依萱、陳瑩臻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
建築系於今天下午4時，在迪化街127號公店舉辦
「Architorture－建築折磨」畢業成果展暨畢業典
禮，建築系師生、系友的設計作品將齊聚一堂，展
至27日止。除了系主任將畢業證書綁在魚竿上，讓
大家在台下搶奪之外，還會播映5年來在建築系的
生活血淚史，呈現建築系學生從沒日沒夜的設計生
活中解脫的感覺！此外， 13日將邀請知名建築師
林子超與建築系系友廖偉立談「從世博看建築這件
事」、20日邀請建築系助理教授龔書章和建築師孫
德鴻對談「台灣的未來在澳底」。土木系於下午1
時30分在E787舉辦「小畢典」，邀請系主任楊長義
及畢業班導師與畢業生溫馨話別。
（其他各院系自辦畢業典禮文轉四版）

現場註冊 99學年起取消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學期即將結束，
教務處提醒，本校自99學年度起取消現場註冊，無
欠繳前學期學雜費、學分費或住宿費，並依繳費單
上規定之期限內繳費者即完成註冊。9月6日起，繳
費至少三個工作天後，可上網或以電話語音查詢
是否完成註冊。相關訊息可至註冊組網站或電分機
2368、2360、2210查詢。

期末考21日起舉行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將於21至27日
舉行，考前開放B119教室供溫書。14、15、17、18
日開放時間為晚上6時10分至10時；16、19、20日
為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
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應考。若遺失學生證，
須於考試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註冊組辦理補
發；未帶證件者，須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離校手續詳教務處網頁

蘭陽校園於5日舉辦畢業典禮，223名畢業生穿上
蘭陽特有的藍袍學士服合照，學成的興奮與喜悅
溢於臉上。（攝影／陳怡菁）

林聰明李述德徐重仁朱立倫輪番演講 學生飽吸經驗
【記者陳若仁
勻、王育瑄、張莘慈淡
水校園報導】本校日前邀請多位社會菁
英蒞校演講，讓學生一飽求知慾，並吸
取經驗。
教育學院開設的「大學教育與教
學」課程8日邀請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
明演講，以「現今教育發展及重要相關
議題」為主軸，針對少子化、大學形象
與品牌的建立、全球化、環保與永續經
營，以及目前最熱門的兩岸關係等教育
議題，和與會42位博士生交流。軍訓室
教官管科所博二揭維恆說：「林次長是
教育領域專家，透過他的經驗分享，讓
我在結合實務面時，能更清楚本校在追
求卓越的過程中得持續不斷努力。」
商學院9日邀請財政部長李述德蒞校
演說「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以過
去、現在及未來發展為同學講解財政部
的施政情況。李述德表示，財政部中、
長程方向，將會以「財務管理」、「稅

日文系法文系英文系精采表演獻祝福

務管理」及「財產管理」為三大核心，
建立起健全的財政體系，他舉銷售、所
得、財產稅為例，解釋課稅的用意及帶
給社會的影響。保險碩一鐘御郡表示：
「聽完演講後，才發覺財政部做的各項
決策是以人民的立場為出發點在做事，
未來也會對財政部實施的政策更有信
心！」
商學院「理財與創業」課程也於9日
邀請統一超商7-ELEVEN總經理徐重仁
演講，剖析7-11如何依顧客需求，發
展各種創新服務，如：電子錢包i-cash
等。徐重仁說：「希望藉這堂課讓同學
對未來生涯有所啟發，也算是一圓自己
盡到社會責任的心願！」若錯過本學期
「理財與創業」課不用扼腕，可直接至
財金系副教授顧廣平的教學支援平台
搜尋喔！網址為：http://tsp.ec.tku.edu.
tw/QuickPlace/108144qp/Main.nsf/h_
Library/D146B0C74C1C80B04825772D

力。此外，開放的校風也造就淡江生的高可塑性、學
習意願也較強，擁有自主的想法，所以才能在學習中
獲得成長。

楊雅吉吉：反思獨特性 增設課程養實力

（大傳系系友、2002年金鐘獎單元劇導演獎及編劇獎）
淡江大學雖然獲多項肯定，但應該反思，是否有自
己的獨特性，以及企業最愛的真正原因為何？就我的
印象，淡江電視台較偏向新聞報導，且拍片相關課程
較其他學校少，所以建議應多增設與拍片相關的專業
課程，或與世新大學等校交流，並鼓勵學生多參加校
外舉辦的學生影展，以培養競爭實力。
（文／張莘慈、江啟義整理）

000760E1/?OpenDocument。
此外，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及學
生事務處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於10日
邀請前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蒞校演講
「逐夢，在不遠處--與青年學子談國
際觀與台灣的未來」。朱立倫在演講中
指出，七年級生面對的是個非常苦悶
的時代，因為要面對民主化、全球化及
教改三大挑戰，他鼓勵大家勇敢面對新
挑戰，對抗全球化所帶來的壓力，並
解釋，教改讓教育普及化、全面化，造
成大家現在學歷一致化，所以他建議：
「學歷只是一個基礎，要找出自己的差
異性，並且逐夢，就能圓夢。」中文
二楊贄熏詢問未來的發展，朱立倫笑著
說：「我很羨慕你唸中文系，現在亞洲
大國崛起，目前中文為最多人使用的母
語，所以不要低估中文的力量及未來
性，會變成相當大的優勢。」

選擇淡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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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修收費標準報你知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會計室公告98學年
度暑修收費標準，文、外語、教育、商、管理、全
發、社發學院，以及數學、旅遊系：每學分1,350
元；理、工、創發學院（旅遊系除外）及資管、資
傳、大傳：每學分1,480元；二年制在職專班每學分
2,015元。體育、軍訓按上課時數收學分費（1學分
以4小時計）；排有實習、實驗課者，每週上課4小
時收1學分費，未達或超過4小時者按前述比例收取
學分費；語言實習費每科收取640元。

德州農工國際大學來訪促交流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美國德州農
工國際大學副校長Dr. Pablo Arenaz等一行4人於7日
蒞校參訪，由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國交處
主任李佩華陪同參觀校園，使雙方更進一步了解彼
此。李佩華表示，該校於1月與本校簽訂姊妹校，
希望藉此交流，促成兩校師生的學術交換。
參觀校園後，於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座談會，
包括本校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運管系系主任劉士
仙、企管系系主任洪英正，以及會計系副教授林谷
峻帶領20多位國貿系同學到場交流。由於德州農工
國際大學位於墨西哥邊境，屬西班牙語系國家，李
佩華說，希望未來本校西語系及美洲研究所能和該
校進行更深一層的學術合作。

█淡水

個理由

理由46、2007年教部評鑑數位
學習碩專班8項滿分
理由47、2007年WOS評鑑TOP10
本校8學門上榜
理由48、《淡江評論》獲國科
會評為年度核心期刊
理由49、管科資圖受肯定期刊
2009年獲TSSCI收錄
理由50、教資季刊獲國科會2008
年評比第一級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畢業生具領學位證
書離校手續相關資訊可至教務處註冊組網頁http://
www.acad.tku.edu.tw/upload/news/淡江大學畢業生
離校手續(新)98(2)起.doc查詢。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台北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6/15(二)
9:10
6/15(二)
10:10
6/15(二)
13:10
6/17(四)
14:10
6/18(五)
12:10
6/18(五)
12:30

產經系
B604
化學系
C013

華一銀行閔行支行行長林凌盟
兩岸銀行職業發展實務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鯤雄
大學錯過的必修課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專門調
亞洲所
查員駒見一善
驚聲國際會議廳 影響力增大的中國與東亞─以日台中
關係為主
中文系
知名詩人鄭愁予
Q409
時不我予—時間美學的小漩渦
台北榮民總醫院臨床藥學科主任張豫立
女聯會
驚聲國際會議廳 用藥的迷思
課程所
義守國際高級中學校長周玉霜
Q201
永續的國際教育-IB課程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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