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傳四施成宜：哇！我畢業收到好多花，都要變成花仙子了！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外籍生首次歡送會 畢業生不捨淡江大家庭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交流暨國際
教育處、國際志工團首次舉辦的「外籍生暨交換生
畢業歡送晚會」，於本週三（9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展開。開場由性感熱舞表演驚豔全場，緊接著有
阿波舞、歌曲獻唱、風笛表演、佛朗明哥舞、國標
舞、學生新聞集錦影片等，表演一個接著一個，完
全無冷場！來自海地的財金碩一艾米勒和國貿一克
羅德的歌曲獻唱，觀眾們聽得如痴如醉，而德國的
中文系博飛利帶來的吹奏風笛表演，更讓大家眼睛
為之一亮。
「今天真是很『國際』的一夜。」學術副校長陳
幹男笑著說：「成為國際生是很寶貴的經驗，希望
畢業生們不要忘記在淡江的生活。如果未來需要幫
助，淡江都會伸出手幫助你們。」當天貝里斯大使
Efrain Novelo也特別蒞臨現場，Efrain Novelo表示，
「本來已排有預定的行程，但是為了不錯過這次的
活動，排除萬難來和大家一起同樂。」
在活動接近尾聲時，現場發給每位參加者1朵玫

瑰花，在微亮燭光的氣氛下，
送給自己心目中最想感謝的對
象。活動結束後，畢業生們都
不願離去，依依不捨地留在現
場互相拍照、擁抱，「很不想
離開淡江這個大家庭。」畢業
生國貿四索瑪利芭說：「以前
剛來到這裡時，對一切的事物
都不了解，不過因為台灣朋友
們親切的幫助，加上學校對
外籍生有『Super good』的照
顧，我漸漸地熟悉這個環境。
謝謝這四年有你們的陪伴。希
望和大家See you soon！」克羅
德則笑著表示：「這次的活動
我也有參與表演，很開心也很
『Enjoy』。」

運管二項偉杰帶隊 研發賽摘冠

︵圖／蘭陽校園提供︶

感恩∼回味點滴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熱舞社於
6月4日舉辦「Sun of Beach BOOSY 畢業舞展」，邀
請佛光大學、宜蘭大學的學生一同尬舞，精湛的舞
技表演，博得滿堂彩。
主辦人旅遊四翁瀅棻說：「這個活動就是想把畢
業生從大一到現在所跳過的舞，再回味一次，也為
大學的跳舞生涯寫下美好的一頁。」BOSSY團長政
經四鄭宇博表示，感謝學校給的資源及場地、指導
老師陳亦男的用心指導、也感謝喜歡看熱舞社表演
的同學和朋友們，希望熱舞的精神能繼續在蘭陽校
園傳承下去。

學生反映：教室廣告單充斥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收集本年度
同學申訴案例，於日前獲得各行政單位回覆，將於
學生會網站公布內容。其中廣告傳單問題，最多同
學反映。
雖然總務長鄭晃二日前在班代表大會表示，目前
極力與業者溝通中。但學生會有更積極的建議，權
益部副部長化材二王奕筑表示，參考他校措施，如
政大將業者發傳單錄影存證，移送法辦。其中，許
多本校學生在補習班工讀，並在鐘響前、上課教師
未進入時，發放傳單，甚至拿起麥克風宣傳，行為
相當囂張。學務長柯志恩呼籲，學生發放傳單已觸
犯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提醒同學不要以身試法。

淡水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文、攝影／鄭
雅文、張豪展）

外籍生和交換
生致詞代表在歡
送會中，發表淡
江4年的生活心
得，其中交換生
致詞代表是來自
日本的橋本遙名
（圖一），以流
利的華語抒發對
淡江的情感。另
兩位致詞代表為
來自貝里斯韋恩
利立（圖二）、
尼加拉瓜索瑪莉
巴（圖五）。
來自各國的外
籍生（圖三、
四），心中充滿
畢業的喜悅和對
淡江不捨的矛盾
心情，希望能用
微笑為彼此這4
年的生活，留下
最美好的回憶。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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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系畢業生今集結在體育館
保險系畢業生

（圖五）

（圖四）

獲歐洲獎學金修雙碩博學位

中心學習法文1年，由於他具備西班牙文、
法文、英文能力，且有極為豐富的實習經
驗，才能獲得青睞，因此成功申請到該獎
助計畫。他說，申請過程時間冗長，手續
複雜，十分感謝美洲所榮譽教授李本京在
那段時間的鼓勵與支持。
吳穎錫表示，在歐洲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同學，有不同的文化差異，在同一個議題
上也有大相逕庭的思維，這是在國內學習
不易擁有的經驗。吳穎錫具體指出，最大
差別在於國外重視獨立研究能力，只能以
e-mail連絡老師，凡事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解決。對於想一圓留學夢的學弟妹，他建
議，在國內時需加強語言的準備，面對新
環境時，才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解決問題，
融入當地生活也會更順利。學弟妹應趁年
輕時把握出國留學機會，增加視野與國際

觀，接觸不同的文化。

理學院畢業論文展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於
11日在科學館1樓大廳舉辦「理學院畢業論
文展」，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系三系共
81篇論文參展，論文題目相當廣泛，包括
奈米、光譜、抗癌藥物及有機太陽能電池
等研究。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為了想讓應屆
畢業的理學院研究生，有一個被鼓勵及肯
定的舞台，所以參考化學系舉辦畢業論文
展的經驗，舉辦第一次院內的聯合畢業論
文展，希望讓畢業典禮當天到校的家長或
廠商，也能看見他們努力的成果。

資訊週陳攸華來校演講 資傳動畫作品集展

【記者陳書澔、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資訊工程學系於上週舉辦
「2010資訊週」活動。會場展示多項資工系研究成果及專題展覽，
其中包括可以實際拿著槍，在腳上綁上感應器模擬CS槍戰的互動
遊戲，吸引許多同學爭相圍觀。
而這次受邀演講的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教授陳攸華，講
題為「一個小女人的心路歷程」，由於患先天性軟骨發育不全症，
身高120公分，但陳攸華說她媽媽未因此而特別縱容她，待她和其
他兄弟姐妹一樣平等且嚴厲，養成她不輕易向生命低頭的性格，並
向同學們強調「No pain，No gain」的道理。
另一場中華電信副總經理黃子漢談「在Internet TV尋找機會」，
他向同學們說明，現今IP技術產業對電視的影響。資工二林士傑聽
完演講後表示，原以為MOD是機械、電機系在做的東西，「沒想

到跟資工系息息相關，聽完他的介紹，讓我對這個行業有深的認
識，希望以後可從事相關工作。」
另外，資訊傳播學系7日至9日在覺軒花園舉辦「愛麗絲夢遊仙
境」，展示歷屆的優秀作品集，包括動畫、影片電腦自畫像、企業
設計的吉祥物等，數百件作品令人目不暇給。
展覽組組長資傳二宋狄諺解釋，命名為「愛麗絲夢遊仙境」是想
將展場布置成迷宮的樣子，所以展場內利用螢光粉營造出洞穴的神
祕氣氛，他說：「這是第一屆舉辦，希望未來能成為資傳系的傳
統，並將資傳系宣傳給更多大學生、高中生認識。」水環三黃國楷
表示，這次的展覽很有趣，因為他們運用電腦軟體來展現各式創
意，例如利用軟體做室內設計圖，就令人印象深刻。」

航太系學會辦搶先畢業歡送會

熱舞 球 棍 氣氛沸騰

網路

畢業生鄭瑞賢（左一）、航太二甘睿軒（左二）、詹博硯（左三）因
團康遊戲上台，露出結實腹肌！（圖／航太系提供、文／陳瑩臻）

【記者陳瑩臻淡水校園報導】校園中的畢業氣息濃，航太系系學
會於10日晚上6時30分在E901，搶先於畢業典禮前舉辦歡送畢業生晚
會，系主任李世鳴也到場祝賀。晚會執行長航太三洪紹展表示，以前
送舊都是離情依依充滿感傷，今年要以歡樂形式將祝福帶給畢業生。
開場在校生以蛙鏡造型登場，有的還穿上特地訂做的舞衣，動感十
足的青春熱舞，逗得畢業生哄堂大笑，接著上場的「DJ丹尼斯模仿
秀」和火球、火棍表演更讓氣氛達到沸騰。在主持人不計形象地帶動
團康下，每位畢業生彷彿回到了新生時，第一次玩團康的新鮮和活
躍。航太四張維恩說：「系學會讓我大吃一驚，沒想到會這麼大費周
章的為我們送舊。」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91-4-.indd

管院各系心向母校
【記者黃雅雯、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管理學
院自辦畢業典禮方面，商管碩士聯合在職專班
（EMBA）畢業典禮將於今天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行，邀請科見美語總裁侯登見、兆豐銀行
常務董事陳戰勝、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陳烯堅致詞；
會計系於中午12時30分在體育館7樓舉辦，除畢業
班導師感性致詞，還將頒發神秘紀念品；資管系於
下午1時30分在B712舉行，將播放學弟妹所剪輯的
回顧影片，在溫馨的音樂縈繞下歡送畢業生；運管
系於上午11時30分在B119舉行，播放MV並邀請畢
業生家長參與；統計系於上午11時30分在Q409舉
行，現場提供茶點並播放賺人熱淚的MV；決策系
暨管科所於上午11時30分在B616舉辦，大學部及
碩、博士班畢業生將齊聚一堂，由在校生及決策系
系主任暨管科所所長廖述賢等獻上祝福；公行系於
中午12時在B712舉行，邀請系上教師參加，並播
放影片回顧畢業生這些年來的生活點滴。

文學院大傳資傳媒體授證

美洲所博士生吳穎錫
【記者張友柔、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
美洲所博三吳穎錫獲得由歐洲委員會補助
的高額獎學金共42000歐元（約新台幣188
萬），遠赴法國（Universite de Reims）及
西班牙（Universitat de Roviral i Virgili ）攻
讀學位，日前又獲得西班牙當地教授的推
薦，於西班牙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美洲所所長
陳小雀表示，吳穎錫是美洲所第1位攻讀
研究所又至國外進修雙碩士及雙博士學位
者，他不停地提升能力及擴展視野，對於
任何進修的機會都努力嘗試，我們為他感
到驕傲。
吳穎錫於2007年申請「Erasmus Mundus碩
士課程獎助計劃」，自全球約200位申請者
中脫穎而出，為18位入選者中，獲得最多
獎學金的學生。他表示，申請前先去語言

自辦畢典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淡江電視台主辦
的大傳系聯合授證典禮--「第24屆實習媒體聯合
授證典禮」，於下午1時在O101舉行，包括淡江電
視台、影像藝術工坊、淡江之聲總計將有45位畢業
生參與。大傳系於上午11時30分在O202舉辦「時
光‧回憶」系友返校聯誼活動，邀請系友重溫校園
時光；資傳系「第9屆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
授證典禮」於11時30分在Q306舉辦，以「結婚典
禮」為主題，代表10位畢業生在媒體實習期間，就
像嫁給資傳系，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給畢業
生們滿滿的祝福！

台北校園
日期/時間

（圖三）

（圖二）

)

蘭陽熱舞社畢展 學生尬舞

圖六為親善大
使團長大傳二葉
慧筠。親善大使
今日將以全新服
裝，歡送畢業生
哦！
︵圖六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運管二項偉
杰、國貿二吳芝儀、國貿進學三蘇芳瑩及文化大學
陳玫君於日前參加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舉辦的
「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以「振興經濟，積極
促進就業—悠遊台灣，e卡通」，自全國77件提案
中脫穎而出，獲得優勝及5萬元獎金。
隊長項偉杰表示，設計專屬台灣的「悠遊台
灣，e卡通」卡片，包含「無線漫遊」、「里程放
送」、「漫步雲端」、「記憶猶新」4大功能，可
提供使用者搭乘交通工具、點數累積、定點資訊查
詢、卡片記憶等功能，為台灣的觀光業盡一份心
力，「謝謝國貿系講師鄧玉英在整個計畫中給予我
們很多建議及幫助。」
項偉杰等人將於8月28日參與「一日首長見習體
驗活動」，與行政院相關部會首長座談，並向總統
馬英九專案報告，增加政策提案實踐的可能性，他
指出：「非常期待能與馬英九總統見面，也想趁此
機會，熟悉政府部會的運作。」

國際之夜

（上接一版）

畢 業
金 榜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商學院保險系也
特別集結大學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的畢業
生，一同在12日下午4時在體育館7樓舉辦畢業典
禮，邀請商學院院長胡宜仁等人到場致詞，當天播
放收錄畢業生四年點滴的MV，並精心為每個人準
備各自獨特的獎。

學業獎

資圖系黃瀅晏、中文系李蓓琦、歷史系黃湘棋、資傳系蘇孟薇、大傳系高
孝蓉、財金系徐慧馨、產經系王冠婷、國貿系林貞瑜、保險系吳靜宜、經
濟系徐名儀、教科系陳姵妏、建築系黃平瑋、機電系鄭秉恩、土木系郭政
鑫、土木系汪俊彥、化材系王永傳、資訊系沈于涵、航太系蔡博欽、電機
系李玟芳、水環系陳玫君、法文系孫家莉、德文系林琬津、日文系張玲
瑜、英文系何欣芸、西語系王皆登、俄文系張慧妮、語言系林昱宏、政經
系周宛璉、會計系黃偉哲、企管系鄔宜恒、決策系張玉幸、資管系張筱
玫、公行系黃珮宣、統計系蔡任勛、運管系林姿雅、化學系簡逸棻、化學
系王嘉慶、數學系張秀玲、數學系蔡長宇、物理系顏維宏、物理系詹宜
頻、資通系黎慧雅、資創系葛恒甫、旅遊系湯蕙霞、中文系進學班江燕
祝、財金系進學班謝佳芳、國貿系進學班林欣怡、資訊系進學班林祖賢、
電機系進學班魏弘懿、日文系進學班吳一依、英文系進學班王堤誼、會計
系進學班陳又瑄、企管系進學班楊展帆、公行系進學班林念穎、統計系進
學班詹國松、景觀系進學班黃嘉雯、休閒系進學班游家寧、服務系進學班
邱琍敏、財金系在職專班黃涵青、財金系在職專班張依婷（領獎代表）、
國貿系在職專班李靜怡、國貿系在職專班林宜澍、日文系在職專班黃阡
睿、日文系在職專班林秀麗。

服務獎

中文系曾于庭、中文系徐苑容、數學系張弘陵、電機系陳則承、電機系李
青芳、化材系官俊廷、水環系陳妤亭、土木系林智仁、經濟系許晏琦、財
金系徐宛琪、財金系鄔承渟、財金系王褣喬、產經系洪裕恒、國貿系吳霽
儒、企管系李岱珈（領獎代表）、公行系丁玟綺、公行系林美妤、會計系
陳露靜、會計系洪嘉紋、會計系吳佩倫、會計系陳佩君、運管系陳貞如、
英文系楊婕綾、英文系張專雅、日文系陳力瑜、日文系江昱嫻、日文系許
元彥、德文系范艾綺、西語系洪貞韻、政經系黃群婷。

體育獎

歷史系市原皓毅、大傳系吳子麒、數學系劉光州、數學系劉逸洋、物理系
張逸雯、土木系周宜蓁、化材系朱俊銘、化材系李鎮全、資訊系呂明遠、
資訊系黃世杰、航太系蔡孟芬、航太系左浩儒、國貿系朱婉瑈、國貿系趙
庭誼、國貿系馬爾峰、財金系陳韻婷、保險系朱瑋莉、保險系蔡宗育、保
險系徐湘婷（領獎代表）、產經系曾偉華、產經系傅寶玲、經濟系呂湘
惠、統計系余思潔、統計系吳昇翰、公行系陳頂仁、英文系王兆民、西語
系王珮如、西語系沈佳穎、教科系周如茵、教科系鄭旭成。

操行獎

資圖系蔡秉倫、中文系廖致賢、歷史系黃湘棋、資傳系陳怡君、大傳系陳
方偉、化學系王珈琳、化學系陳彥丞、數學系楊佳曄、數學系陳思伶、物
理系簡永順、物理系吳品嫺、建築系陳彥妏、機電系游源展、土木系徐昱
舜、土木系蕭邦濬、化材系李鎮全、資訊系呂明遠、航太系陳奕憲、電機
系賴鈺婷、水環系陳念妤、財金系林詩婷、產經系林岑泱、國貿系張家
綸、保險系徐湘婷、經濟系黃宗偉、會計系周琇羚、企管系馬郁翔、決策
系蘇契磬、資管系吳冠億、公行系陳慕璇、統計系申孟平、運管系陳孝
慈、法文系范文綾、德文系張詠翔、日文系曾婧芳、英文系周湘寧、西語
系陳思蓓、俄文系張家瑋、教科系林羿妏、語言系藍翎、政經系鄭宇博
（領獎代表）、資通系施懿珊、資創系吳舒絹、旅遊系施利旻、中文系進
學王珮芸、財金系進學楊涵淑、國貿系進學林欣怡、資訊系進學鄭文煒、
電機系進學江聖忱、日文系進學洪雋霖、英文系進學林孟輝、會計系進學
吳欣霓、企管系進學蔡桂琴、公行系進學李明芳、統計系進學王美雲、景
觀系進學林明義、休閒系進學黃正國、服務系進學邱琍敏、財金系在職專
班歐俊廷、財金系在職專班陳亞戀、國貿系在職專班楊碧家、國貿系在職
專班林宜澍、日文系在職專班江偉、日文系在職專班林旺城。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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