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書畫展 ： 春華繽紛

828期

2.3版 感恩淡江栽培 畢業生踹共 4版 淡江暑期服務愛心跨6國 傳遞利他精神 5.6版 各系系主任及系友會祝福

淡江一甲子畢典 歡送7千名企業最愛
中 華 民 國 一○○年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電話／02-26250584 傳真／02-26214169
六 月 十 一 日 星 期 六 中文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Tamkang e-Times：http://tkutimes.tku.edu.tw/Eng.aspx

台北郵局許可證台北字第2676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6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薩爾瓦多大使將勉勵畢業生 賽博頻道、校首頁專區轉播實況

畢業

2011

禮讚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
度畢業典禮將於今日上午10時在淡水校
園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行。建校60週年
的教學成就與「企業最愛14連霸」的肯
定，今年以「淡江走過一甲子，企業愛
我一輩子」為主題，希冀7千餘名畢業生
秉持母校「樸實剛毅」的精神，勇敢迎
接未來的試煉。
「校園巡禮」將在上午9時登場，今年
巡禮隊伍將由管樂社的行進樂為首，再
由各院、系主管及教授、導師帶領畢業
生從學生活動中心出發，行經海報街、
福園，再踏上五虎崗階梯進入體育館。
張創辦人建邦博士、校長張家宜及師長
們將在體育館前迎接畢業生。體育館7樓
前、後入口也將有劍道社、西洋劍社所
搭出的拱門歡迎畢業生入場。學生事務
處也規劃，由5個社團帶來的精彩開幕表
演，讓畢業生在感傷的離情中，另能感
受歡樂氣氛。
典禮由張校長主持，除中華民國淡江
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將致詞外，遠
（攝影／林奕宏）
《畢業生校園巡禮》
時間：11日（週六）上午9時
集合：學生活動中心。
路線：學生活動中心→書卷廣場（海報街）→福園→五虎崗階梯→紹謨紀念體育館
《畢業典禮》
時間：11日（週六）上午10時
地點：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各系自辦畢典
在校園上演
【記者歐書函、梁子亨、陳思嘉、張莘慈、
林俞兒、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為了突顯各系
特色，給畢業生一個專屬的畢業饗宴，今天除
了在體育館所舉辦的畢業典禮之外，財金、公
行、保險、資管和會計、運管、統計、企管、
法文、日文、土木及戰略所共11系所，也絞盡
腦汁，各出奇招，希望帶給畢業生溫馨的回
憶。
財金系於下午1時，在商館B428舉辦畢業
典禮，有碩士外籍畢業生艾米勒的勁歌熱舞
表演。公行系於中午12時，將在化學館水牛
廳C013舉辦畢業活動，由公行系系主任黃一
峯、淡水區區長蔡葉偉、畢業班各班班導致詞
及撥穗儀式，畢業班也會推派代表感謝師長們
的照顧，各畢業班也自製影片，回顧在校生活
的點點滴滴，另外，系辦公室也準備香皂玫瑰
花，祝福畢業生鵬程萬里。保險系於中午12時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辦畢業典禮，將播
放畢業生自製之在校生活回顧影片，另有學弟
妹以活潑的表演方式，為畢業生獻上祝福。
資管系和會計系於下午2時，在體育館7樓舉
辦聯合畢業典禮，並頒發自創獎項，讓畢業生
留下美好回憶。運管系於上午11時30分在B912
舉行畢業典禮，除由畢業班導師副教授邱顯明
和辛其亮勉勵與祝福，另有神秘禮物送給畢業
生。統計系於上午11時30分在B712舉辦畢業典
禮，由系上教師準備表演活動，並播放統計系
系學會製作的回憶影片，讓畢業生能回憶在校
的點滴。企管系將於上午11時30分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自辦畢業典禮，撥放畢業典禮籌辦委員
會製作的影片，回顧在淡江4年1460天的每個
笑容，並將在蛋捲廣場放空飄氣球。
法文系於下午2時在T110舉行，邀請師長及
嘉賓獻上祝福及叮嚀，另由學弟妹精心準備各
式各樣的節目，包括木吉他演奏、國標舞表演
等，會中將穿插播放大學生活影片。法文二呂
佩琪說：「期待學長姐能感受到我們滿滿的用
心！」。日文系在外語大樓地下交誼廳舉辦畢
業茶會，邀請日文系老師與畢業生溫馨話別。
土木系也於下午1時在E787舉辦小畢典，將由
師長為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
戰略所於11時在T1202，舉辦第二屆「戰略
所畢業典禮餐會」。除邀請戰略所校友回娘家
參與，師長將穿上博士袍為畢業生撥穗，在校
生將各自準備畢業小禮物，獻給學長姊。

蘭陽校園畢業典禮，現場播放10分鐘畢業
回顧影片，片中的蘭陽之歌、校
園回憶，使畢業生們落下
感動眼淚，掉入過往
回憶。（攝影／曾
煥元）

【記者江
啟義蘭陽校
園報導】本
校蘭陽校園
於4日在強邦
國際會議廳舉
辦第3屆畢業典
禮，共8學系、
249位畢業生，全
程以英語進行。典禮
前，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各院院長及系主任等師
長，引領畢業生進行校園巡禮，走訪陪伴畢業生
4年的一景一物，包括走大階梯鳥瞰蘭陽平原、
龜山島，接著走下132階的蘭陽校園克難坡。而
學弟妹們在宿舍平台駐足，為畢業生獻上花束，
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等師長，在會議廳前祝
賀並迎接畢業生。典禮由政經系助理教授周志偉
主持，張校長、貴賓、校友代表洪逸倫、畢業生
代表政經系劉淑瑩同學等皆上台致詞；典禮中並
揭曉「青出於蘭獎」得獎人，並進行頒獎。
張校長於畢業致詞時，細數蘭陽校園創立以來
的點點滴滴，勉勵畢業生要記得大三出國的成
長，成為一個成功的人，同時也感性地提醒畢業
生，向努力教導的老師、父母，以及朋友們，說
聲謝謝！
頒獎典禮彷彿置身奧斯卡頒獎現場，先公布入
圍者，再由司儀揭曉得獎名單，其中由師生網路
票選出的「傑出獎」分別由旅遊系黃鈺婷、尤銘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人事室主辦
「99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將
於13日（週一）下午2時3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溫馨舉行。退休同仁共21位，包括中文系
教授王邦雄、吳哲夫、曾昭旭及副教授王麗
華、資圖系副教授陳和琴、數學系教授王筱
蘭、劉豐哲、化學系教授王啟銘及薛文發、
國企系副教授林健次、會計系講師楊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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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處首辦校友企業就業媒合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於9日在海報街舉辦「99學年度大專
畢業生至校友企業就業媒合博覽會」，邀請中
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及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33家企業共同參
與。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理事長羅森、科見美語創辦人侯登見
等校友企業剪綵開幕。高柏園致詞中表示，畢
業生至校友的企業就業，除了提升就業率，也
透過就業媒合方式將優秀人才送到校友企業，
這是良性的循環，希望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表示，這
次是首次邀請校友企業，在校園擺攤，提供同
學諮詢及媒合，他說：「一般企業不適任就不
錄取，但校友企業則不同，當學生提出較不切
實際的想法時，他們會站在學長姐的立場給學
弟妹建議，說真話給他們聽。」他也規劃，未
來將定期舉辦校友企業就業媒合博覽會，以提
供同學更多元的求職參考。
錯過這次盛會的畢業生，於9月30日前，可
上網填寫履歷報名，網址為https://968.lhu.edu.
tw/GetNewJob2/Home/Stud_Info.aspx。

大傳實習媒體聯合授證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淡江之聲主
辦的大傳系聯合授證典禮--「第25屆實習媒
體聯合授證典禮」，將於11日下午1時30分在
淡江電視台O101舉行，包括淡江電視台、淡
江影像藝術工坊、淡江之聲，總計將有35位畢
業生參加，並邀請大傳系教師及學生家長一起
參與。典禮中除由指導老師頒發服務證書，並
播放應屆畢業生於實習媒體的生活點滴影片，
最後由在校生獻給畢業生滿滿的祝福。

證機制。
虞國興表示，本次提出校務發展計
畫，教學與研究有7面向，以明定本校
重點發展領域、確立各院特色學系，並
落實產學合作。教學方面為「打造各學
院教學特色」、「延聘業師與大師」、
「發展學分學程」、「強化英語授課發
展」、「深化姊妹校交流」、「提升生
源多元化」、「改善教學環境」；在研
究方面有「打造頂尖研究領域」、「延
聘熊貓級教授」、「提升產學合作」、
「形塑特色學系」、「加強國內外校
際研究合作」、「五年一貫學碩士學
位」、「改善研究環境」等，其中「形
塑特色學系」確立9個特色學系為：中文

系、物理系、電機系、產經系、資管系、英文
系、陸研所、教科系、國際觀光管理系。
會計室說明100學年度的經費規畫，原有預
算多將分配到新的發展性業務，並期望各單位
控管流用。在組織調整及更名的部分，部分單
位名稱「室」改為「處」，部分一級單位「主
任」改為「長」；為取得AACSB認證，商學院
及管理學院將合併，更名為「商管學院」。另
外，為因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4號解釋，
該號解釋最重要意義為全部的大學生擁有行政
訴訟權，而本校應檢視學生權益相關法規、保
障學生程序權，以強化本校學生申訴制度。

張校長勉:做成功的人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
於4日舉辦期末座談暨畢業送舊會，共45人在
河畔咖啡餐敘，為了歡送畢業生，由輔導老師
規劃大致方向，交由大一到大三學生親自準備
了許多表演節目，包括＜今年夏天＞、＜朋友
＞等動人歌曲，中文一王得聖也帶著吉他表演
五月天的＜擁抱＞送給畢業生，氣氛溫馨。盲
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黃逸寧表示，這一屆的畢
業生對自己的未來很有想法，敢於築夢，並勇
於追逐實現，像是財金四謝明宏克服身體上的
障礙努力學習，預計今年九月赴美深造。黃逸
寧以一句「Just follow your heart」作為贈言，
希望本屆畢業生能夠找到心之所向，鵬程萬
里。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第65次
校務會議於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通過第119次行政會議多項提案，會中由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和品質保證稽核室主
任白滌清，進行專題報告。
校長張家宜表示，100學年度將落實產
學合作、給予各院資深副教授的輔導，
及深化姊妹校的交流。並指出，本校有
100多所各具特色的姊妹校，各系可各自
與其推動合作事宜，或找一所標竿學校
為學術榜樣。在課程方面，今年服務學
習的預算少，可望明年各系院大量的投
入，100學年度將增設首辦社團經營與團
隊發展學門。另外，品保室將逐步推動
稽核工作，各單位也應自行建立品質保

蘭陽畢典離情依依

歡送盲生 願找到心之所向

EMBA聯合畢典 將 充滿驚喜

校長張家宜
及3位副校長
與蘭陽畢業生
合影。（攝影
／曾煥元）
敏、服務系孫鼎元，以及休閒系郝興龍獲
得。（得獎名單見4版）。
各系系主任為畢業生一一撥穗，由張校長
親頒畢業證書，並播放每位畢業生剛入學、
求學過程及畢業照的影片。政經四張舒婷
說：「看到每階段的照片，體會到自己的成
長，在淡江真的成長了好多！」畢業生致詞
代表劉淑瑩，以活潑的方式娓娓道出大學4
年經歷的事物，提醒畢業生「記住蘭陽所帶
給我們的回憶及成長，也別忘了在出社會後
發光發熱！」

資管系副教授謝順金、決策系副教授陳登
源、英文系教授宋美璍及副教授黃淑均、教
務處註冊組專員賴秀貞、總務處事務組組員
李黃素香、技士葉寬鴻及工友蔡妙娟、覺生
紀念圖書館典藏閱覽組組員董質偉、淡江時
報社編纂吳美秀。吳美秀表示，在淡江37年
多了！想起62年9月1日到校時，初生之犢忐忑
不安之情，仍歷歷在目，或許幸福的日子總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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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次校務會議 推升學術地位 確立9特色學系專題報告

最後，在全體畢業生齊唱校歌、熄燈播放
蘭陽之歌＜Proud of You＞（揮著翅膀的女
孩），並回顧蘭陽生活的MV，周志偉於結
尾時，哽咽地祝福畢業生鵬程萬里，在場畢
業生掉下不捨的淚水，與師長相擁而泣。
今年畢業生中，有3位外籍畢業生，政經
四西蒙恩感性地表示，在蘭陽4年與大家朝
夕相處，不僅結交了一群知心好友，也受到
大家的照顧與扶持，如今要畢業了，會記得
這些美好的回憶。

13日歡送21位榮退同仁 茶會溫馨話別憶從前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828-1.indd

道而來的薩爾瓦多大使錢曾愛珠也將勉
勵祝賀畢業生。
本次學業獎、操行獎、體育獎及服務
獎將分別由國企系張育滋、歷史系洪銘
偉、機電系王永勛及航太系陳柏達代表
領獎。畢業生致詞代表是來自薩爾瓦多
的國企四孟熙娃擔任，全程將以中文演
講，感謝母校的培育，也帶領畢業生一
同回憶大學生活。最後驪歌將採用小虎
隊的＜放心去飛＞，祝福畢業生鵬程萬
里。
為使參加典禮者，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除了在典禮會場設置700個家長觀禮
席外，體育館1樓社辦廣場及3樓桌球室
也設有近千個座位，供應茶水，提供來
賓及家長休憩。
畢業典禮即時盛況，可在本校各樓館
電視「賽博頻道」收看，而無法到校
之家長、來賓，也可利用本校網站首
頁「2011畢業生禮讚」專區收看實況轉
播，網址http://cyber.tku.edu.tw/show/
graduate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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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是畫者充分運用 筆的特
色所繪製，整幅作品以點、畫的方
式作畫，將 筆最精到的筆觸和筆
鋒來顯示樹幹、樹枝的剛柔成長，
然後用許多的點在整個篇幅中點
綴。就畫作來說，這應是最簡單的
技法，但由於顏色取用非常鮮明雅
緻，讓人有豐富多彩的感覺。在學
校畢業季節中，希望所有的新鮮人
都能繽紛多彩。 ︵圖文／文錙藝
術中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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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得特別快，有幸參與本校60週年校慶、
時報發行800期的盛會，入寶山吸盡精華，終
於要下山了，感謝一路上相挺的好朋友！在
時報社7年，最想念250多個星期五晚上，挑燈
夜戰編版的日子，濃郁的革命情感、濃濃的
親情。時空的永恆，如影隨形，我相信曾經
在其中的我們，不會真正離開淡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本報訊】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於11日下
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畢業典禮。本次
畢業典禮以照片回顧和影片欣賞做為開場，邀
請EMBA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許義民致詞外，並
安排神秘嘉賓出場，讓畢業生充滿驚喜。會中
頒發學業獎及服務獎各10名，最後由各所所長
為250位畢業生舉行撥穗儀式及合影留念。

李佩華赴加國展本校特色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
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於5月31日至6月3日赴加
拿大溫哥華，參加全世界四大國際教育者會議
中最大的「北美國際教育者年會」，並承辦該
會今年的「Studying in Taiwan」台灣展區。
李佩華此行除與台灣18所大專院校，共同展
出台灣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狀況外，本校亦承辦
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主辦的
Taiwan Forum及Taiwan Night活動。藉由前者
向國際教育者介紹台灣高等教育，並邀請台灣
18所大專院校及其姊妹校、未來希望合作之學
校，參加Taiwan Night的晚餐餐會，增進彼此
的互動與了解。
談到參與活動的收穫，李佩華表示，除能了
解與姊妹校之間的交換生學習狀況、向外推廣
本校辦學特色，也藉此機會拓展與他校建立姊
妹校合作的可能；此外，這次也與姊妹校舊金
山州立大學深入討論2+2學位的交流事宜，讓
本校學生有更多的海外留學選擇。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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