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特刊

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六

展翅高飛 鵬程萬里 各系所主任的祝福
理學院
天下《Cheers》雜誌3月公布的2011年「企業最愛大學生」
調查，本校在8大能力指標中，今年進步為3項，進入全國前5
名，且為各指標中唯一進入前5名的私立大學。其中「學習意
願強與可塑性高」排名第3、「團隊合作」排名第4、「穩定度
與抗壓性高」排名第5，連續14年蟬聯私校第1。
另外，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合作「2011企業最愛大學
評鑑」調查，本校首次打敗台大，排名第2，為私校第1五連
霸，僅次於成大。兩項調查本校雙雙蟬聯稱霸，表現犀利！
本校以「校風自由」配合「三環五育」的教育方針，讓學生
的自律性高，相對強化危機處理的能力，並重視學生的「品
德」、「倫理」，並用心辦學塑造好口碑，使形成具有吸引優
秀學生的良性循環。因此，今年畢業同學將帶著信心，進入社
會各領域，各系（所）主任都獻上誠摯的祝福，祝福畢業同學
能夠錦繡前程。

文學院
中文系系主任 張雙英

資圖系系主任 林信成

五虎崗尋幽訪勝3、4年，留下數萬
個流連忘返的足跡，中文系莘莘學子
將邁向下一個人生旅程的，必是堅定
而輕盈的腳步。

各位即將展翅高飛，未來人生旅途
若遭遇亂流，千萬別畏懼，你絕對有
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加以克服，並驚訝
於自己潛力之強大。

歷史系系主任 林呈蓉

大傳系系主任 楊明昱

只要是人，就有煩惱。男人有男人
的煩惱，女人有女人的煩惱，小孩有
小孩的煩惱，老人有老人的煩惱。這
個階段的煩惱過了，下個階段又有新
的煩惱。既是人就會有煩惱。有了煩
惱請鼓起勇氣，以平常心去面對它、
處理它、忘記它！或者隨時回來學校,
系所大門永遠為您敞開！

同學們，盡你的能力，讓這世界的
人們過得更幸福安樂。

資傳系系主任 劉慧娟
用堅毅的心，面對人生的挑戰；用
溫柔的心，對待人生的伙伴；希望你
們發光發熱，更希望你們幸福快樂。

工學院
建築系系主任 賴怡成
放眼世界，主動積極面對未來的挑
戰，以熱忱的心勇敢追逐夢想。

土木系系主任 楊長義
恭喜各位並希望同學遵循既「土」
且「木」的大自然法則，持續不斷的
學習與前進，隨時秉持正向的思考，
常感念母系師長的教誨。

水環系系主任 李奇旺
藉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
中，不斷地累積經驗和智慧，你的人
生將會多采多姿。

機電系系主任 林清彬
過了，4個鳳凰花開花落季節的遷
移，生命的列車，再次要駛離這滿
載回憶的淡水小鎮繼續追尋著人生的
「幸福」，幸福，不在別處，不在明
天；幸福，選擇自己要走道路；幸
福，在我們不經意時來臨，它可能出
現在微笑和淚水裡，也可藏在野地小
花芬芳裡。同學們，祝你／妳們可以
在生命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社區發展學院

化材系系主任 余宣賦
恭喜各位又完成你（妳）人生歷程中
的一重要階段。不要鬆懈，調整好自
己並把握住時間與機會，腳踏實地的
繼續朝向你（妳）人生歷程的下一階
段勇往邁進。 祝各位充實又美滿。共
勉之。

電機系系主任 李維聰
恭喜各位畢業同學完成人生重要的
一個階段：大學畢業，在此期盼各位
在未來的求學或工作領域裡，能夠發
揮在淡江電機四年中所學到的知識與
技術，貢獻自己，造福社會；祝福各
位前途似錦、鵬程萬里。

資工系系主任 郭經華
敬祝資訊工程學系99學年度畢業同
學：凡走過必留足跡，凡經我手必
屬佳作。願您們未來在任何崗位上皆
能持續地用心雕塑自己，成為彈指之
間，鋒芒四射，心靈卓越的資訊人
才。

航太系系主任 李世鳴
如鷹展翅，鵬程萬里。

休閒系暨服務系系主任 吳錦波

景觀系系主任 林炳宏

珍惜淡江蘭陽優美校園四年的共同
學習，祝福同學「簡單生活，一日幸
福快樂，一生幸福快樂。」

生活是景觀設計的重點，亦是人生
的中心。

什麼事情讓你
大學四年中，
？讓我們一起
印象最深刻呢
你我在淡江的
來回味一下，
記憶吧！

教育學院

數學系系主任 張慧京

化學系系主任 吳嘉麗

恭喜大家在預期的年限裡畢業，離
開學校後記得要常常回來看我們，希
望大家有順利的未來與喜歡的工作。

大學是人生漫長學習過程中的一個
階段，有人將進入研究所，繼續另
一階段更專業的鍛鍊；有人可能從此
跨入社會，面對一個迥然不同的社會
環境。不管你的選擇是哪一條路，能
夠從淡江化學系畢業，絕對是一種肯
定，一件值得你和家人大大慶賀的
事，一件值得你接受恭喜的事！祝福
你（妳）鵬程萬里。

物理系系主任 周子聰
希望你們的大學回憶：充實、溫
馨，值得留戀；祝愿你們的未來生
活：開拓、奮進，幸福圓滿。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系系主任 黃逸民

恭喜畢業了！英文系的師長及助教
們都以滿懷祝福的心情，祝福各位展
翅高飛，勇敢追尋自己的理想，敢於
創新與眾不同。
一個嶄新的人生就要開始了， 努力
往前走吧 ！讓你們的生命永遠充滿活
力與希望。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前程
似錦。

莫忘五虎崗上因緣，職場盡心盡力
報師恩。消融自我成就他人，煩惱沉
盡智慧自然生。

德文系系主任 鍾英彥
經過4年德文系的磨練，同學們已奠
定了日耳曼人處事為人的紮實基礎，
現在就等著你們去開創自己的天地。
祝福準備展翅高飛的99學年度德文系
每位畢業生。

國企系系主任 賈昭南

今年是國際企業學系由國際貿易學
系改名以後的第1屆畢業班，在歷屆系
友的辛勤耕耘下，國際貿易學系有著
輝煌的歷史，本屆畢業同學過去肩負
著披荊斬棘的重責大任，繼續為本系
以及學弟妹們爭光。套一句校長去年
給畢業生的臨別贈言：「今日你以國
企系為榮，明日國企系以你為榮」，
互勉之。

財金系系主任 邱建良
畢業為人生另一個起點，希望同學
們畢業後仍能與同學保持聯繫，因同
學間的感情最真誠；亦不要忘記與系
上保持聯繫，如在職場上遇到任何困
難，財金系將是最佳的避風港！

企管系系主任 洪英正
好朋友們，畢業是展翅高飛的日
子，記住，永遠要看得起自己、永遠
不失去盼望與熱情，我們企管系的歷
史高峰等待你們去創造，祝福大家。

會計系系主任 陳叡智
畢業是另一段學習的開始，加油再
出發！慎思明辨、正面積極、待人以
誠，通情達理且不失原則。

統計系系主任 温博仕
恭喜本系二百多名畢業生，順利完
成人生重要的大學學習階段；也恭喜
老師們又培育出一批優秀，具有統計
專業與管理知識、具有數據分析、資
訊科技應用能力「統計人」進入社
會，貢獻所學為家庭、社會、國家盡
一己之力。
畢業了，各位同學是否記得生命中

恣意忘春瘋 偶像現身 熱力滿分
財金四
戴嫚姍
每年令
我魂牽夢
縈的就是
上千人在
活動中心
追星的那
一晚，相
信我畢業
後，一定
不會忘記
那天，我
們瘋狂的
嘶吼著。

中文四黃雅雯
不覺得穿高中制服漫步在淡江
超青春的嗎？

骨牌秀刷新國內紀錄
在體育館舉辦「創意校園骨牌
瘋之『推倒』校園」，打敗先前
逢甲大學保持4萬多片記錄。

大傳四王育瑄

蘭陽校園
‧建置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
‧96年8月蘭陽校園首屆大三
‧情境語練教室語言聯誼專區開張。
學生出國留學成行。
‧賽博頻道開播。
‧女宿自強館將重新翻修成教育館。‧蘭陽校園綠建築環保新典
範。
‧會文館重新開幕。
‧每天中午由多元文化與語言
‧學生學習檔案上線。
學系負責廣播學英文。
‧開放自動借書機。
‧電子履歷攜著走。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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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第15屆的同學畢業了！主任僅
代表俄文系全體師、生，祝福所有畢
業同學鵬程萬里、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以後在社會上遇到的各種艱險，
別忘了，有俄文系挺你（妳）！

保險系系主任 高棟梁

祝福你們未來都有很好的發展，好
好珍惜與同學及系友間的情誼，保險
系永遠都是你的家，隨時歡迎你及你
的保險家族回來。

產經系系主任 林俊宏
不捨與期待的感覺，這一刻終將來
到。前面是我們即將起飛的未來。產
業經濟學系的畢業生們，讓我們一起
加油！

經濟系系主任 莊希豐
對你們最大的期待是，在未來的人
生階段中終於能發現大學四年的學習
是受用且有助益的。邁開大步，迎向
璀璨的人生，祝你們幸福百分百。

管理學院

在制服日時，讓同學能開心穿
著高中時代的制服、重溫往日青
澀的歲月，並聯繫大家的感情。

四年的變革

俄文系系主任 張慶國

商學院

97學年度

看到骨牌順著圖案往前跑時，真的會讓人屏住呼吸，深怕在哪個段
落就停住了，最後全部圖案都呈現完畢，超精采的！

本校是企業最愛，而全校畢業生中
推薦給親友的第一名是日文系！今
天，你以日文系為榮，明日，日文系
以你為傲！

西語系系主任 吳寬

攝影／黃士航、洪翎凱、黃乙軒、吳佳玲、梁琮閔、張峻銓

制服日喚起高中回憶

日文系系主任 馬耀輝

法文系系主任 楊淑娟

重溫我們共同的回憶

96學年度

的貴人與恩師？4年近1500個日子，不
知你們是否注意到父母的臉上增加了
幾許皺紋？是否留心到老師的頭上增
添了幾絲白髮？。多年來，父母辛苦
的養育你們、師長認真的教導你們，
你們才有今天的知識與成就，所以，
希望同學們應心中懷著感激：感激父
母的養育之恩、感激師長們的教導之
情、感激同學們相互扶持、共同學習
之義、感激國家、學校為你們提供良
好的學習環境。因此，同學們應時時
刻刻做一個懂得感恩的人。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成長、
學習階段的開始，更代表著你們即將
要展開一個新的人生，向未來人生的
目標和夢想邁進。再一次的恭喜你
們，並祝福你們在往後人生的每個階
段，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資管系系主任 周清江
恭喜大家，在淡江努力向學所付出

教科系系主任 何俐安
匆匆四年，轉眼你們就要畢業了，
希望未來你們一切順利，別忘了，專
業能力是基礎，認真負責的態度才是
成功關鍵喔！

本校獲得行政院經濟部核定頒發第19屆國家
品質獎「機關團體獎」，並於98年5月5日在中
油大樓國光會議廳接受頒獎表揚

學校獲得國品獎，代表著外界對淡江的肯
定，也讓即將畢業的我，感到與有榮焉。我永
遠以身為淡江人為榮。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生的課程，昂首邁向人生另一個充實
且精彩的旅程！

教政所所長 楊瑩
祝福大家展翅築夢、心想事成、更
上層樓。

課程所所長 游家政

教心所所長 李麗君

恭喜所有課程所的畢業生，一步一
步完成碩士學位。這個歷程就像帶著
各位挑戰觀音山一樣，只要踏穩每一
步，就能再爬上更高的階梯。期許畢
業的同學們，帶著每位老師給你們的
能量與祝福，將研究所期間學習到的
理論與經驗，運用到未來的工作中，
甚至實踐於生活中，設計屬於自己人

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隨時讓自己
準備好， 掌握每個機會。

未來學所所長 鄧建邦
能順利完成大學／研究所學業，代
表你（妳）人生第一階段高峰，恭
喜！未來人生尚有無數挑戰，別畏
懼，祝你再戰高峰！

國際研究學院
歐研所所長 郭秋慶
鳳凰花開，飛向未來，願從此展
翼，祝鵬程萬里，一路順風。畢業不
是終曲，而是新的開始，更代表向未
來人生的目標和夢想邁進了一步。驟
你雖然不是出類拔萃，但你是獨一無
二。不要小看自己，人生有無限的可
能。認真努力，人生必將開闊美麗。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
壯志凌雲，前程似錦。

亞洲所所長胡慶山
祝福每位畢業生如鷹展翅上騰，翱
翔全球，利上加利；恩上加恩；福上
加福。

戰略所所長 翁明賢

大陸所所長 張五岳

人生如同戰略，是一種「設定目
標」、「路徑選擇」與「資源運用」
的過程。是以，先健身後思考，再行
動去實踐，必可達華枝春滿的人生。

面對一切的人與事應秉持經驗性與
邏輯性做為兩大判準。面對終身學習
不要忘了時時保持自我檢視與反省求
進步。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
資創系系主任 林銀河

語言系系主任 王蔚婷

畢業只是奠立人生經營的部分基
礎，你還必須以終身學習的精神、感
恩、反省與寬容的態度面對未來人生
的挑戰，充實你真正心靈卓越的瑕滿
人生。

三年在蘭陽與一年海外的學習，造
就出個個不平凡的你們，語言系永遠
以你們為榮，未來一定要繼續堅持你
們的夢想，永不輕言放棄。

旅遊系系主任 張淑雲
祝賀各位即將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相信於龜山夕照暉映下，各位大學四
年生活是多釆多姿，先恭賀你們又將
順利地完成人生的一個重要旅程，期
待你們永遠抱持著一個開放的心胸去
迎接未來的各種挑戰，畢業後不管你
們在何處，蘭陽校園將永遠是同學最
溫暖的靠岸。
的心血開花結果了。希望大家未來都
能秉持「樸實剛毅」的校訓，在世界
各地發亮、發光，造福社會人群。

運管系系主任 劉士仙
畢業象徵著別離、也意味著新生。
企業們的最愛，再一次將展現你的專
業與多元能力，開始探索精彩美麗的
世界，相信本系所培育之「專業、倫
理、創新、人文」的軟硬能力，定能
伴隨著大家快速成長，開創新的格
局。再會啦！運管系的最愛。

公行系系主任 黃一峯
恭喜各位同學完成大學學業，即將
展開新一階段的人生進程。
期許各位在職場上不但要全心投入
工作、努力充實專業知能，更要關心
週遭的人與事，經營人際關係，建立
人脈網絡，才能累積社會資本，為日
後的成就奠定更厚實的奧援。When

98學年度
學生會於99年5
月4日舉辦第一屆
「淡江學聲節-right
fighting」，進行學
生對校務人員滿意
度調查，並設立彩
繪牆，你可寫下對
淡江的期望及需要
改進之處。

公行四江啟義

謹期勉政經系應屆畢業的學生，要
效法海綿寶寶的精神，除了常保赤
子之心外，也要隨時汲取新知充實
自己，祝各位在下一個階段的人生旅
程，都能像蘭陽校園天際那一對蒼
鷹，飛得又高又遠……。

opportunity knocks your door, answer it!

決策系系主任 廖述賢
經過四年的學習，恭喜決策系的同
學們畢業了！畢業的同時，無論是升
學抑或者是就業，也是你們人生新的
開始。「人生有夢，築夢成真」，祝
同學們在夢想當中，建立前進的方
向；在學習的過程中，克服困難，完
成夢想！

商管聯合碩專班執行長暨華商經
管數位碩專班班主任 林江峰
經過淡江大學商管EMBA的試煉，
相信各位同學已成為卓越幹練的企業
精英，在職場上定能發揮所長，在此
祝各位 步步高升、高才得展、鵬飛鷹
揚。
另外，祝各位華商班同學，萬事如
意、友誼永固、鵬程萬里。

淡江六十校慶
‧籌製淡江大戲《那些淡江教我們的
事》，透過影片敘事的方式，讓大家
一起來說「淡江的故事」。
‧校慶運動會除了跳高、跳遠、鉛球
擲遠、各項短跑、長跑，以及大隊接
力等項目外，更增加盲生60公尺跑走
競賽及教職員工趣味競賽。
校慶演唱會「那人、那校、那歌，美聲傳揚」，由卜學亮擔任主
持，並邀請施孝榮、蕭煌奇、盧廣仲等人表演，讓觀眾驚呼連連！
淡卷嘉年華的「傳燈傳心點
燈儀式」於99年11月5日晚間
在書卷廣場舉行，搭配雷射光
製造聲光效果，讓書卷在生日
快樂歌中綻放光芒，並在書卷
上投射淡江老照片，帶領觀眾
與淡江一同走過歷史的列車。

這是學校第一個讓學生吐露心聲的活動，我
不會忘記那一天在海報街，參加租屋博覽會跟
填寫滿意度問卷，讓學生權益更進一步！

資工系千人宴 歡慶40歲
資訊工程學系舉辦的「創系40週年團團圓圓
千人同學會」，在紹謨紀念體育館席開百桌盛
大舉行，共同為這「全國最老」的資工系歡慶
40歲生日！

政經系系主任 鄭欽模

99學年度

第一屆學聲節

‧「淡江達人、挑戰60」的益智問答活動，由全校師生組隊參加，並
以按鈴搶答方式進行，共有16組進入決賽，整場活動令人心跳加速。

歷史四歐陽龍德
在60週年校慶活動影片裡見到許多淡江的故事，像是已經畢業的學
長姐，有些事業有成、有些成為了演藝明星，從這之中能夠看出淡江
人才輩出。另外，從校慶也可以感受淡江的學生除了課業優異之外，
在其他活動方面也都有傑出的表現。讓我覺得身為淡江人十分驕傲！

為日祈福音樂會 愛心成音傳千里

98年5月榮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

大傳四張靜怡

5

資工四洪源懋
這是學校第一次用「辦桌」的方式，凝聚校
友情感，看到千位校友齊聚一堂的感覺，內心
波濤洶湧，感謝系上及系友給予我們這麼多的
資源，希望未來我們的感情能夠長長久久。

在福園舉辦「日本甘巴嗲，
淡江愛很大！」祈福音樂會，
大家一同為日本集氣。

產經四舒烜
當看到這個活動的時候非常
意外，雖然只是小小的祈福音
樂會，但這份愛心真的很感
動，令人感到與有榮焉！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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