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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6月鳳
凰花開，又到了驪歌聲唱的畢業季節。
學生事務處於今日（14日）上午10時，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以「三環五育‧
職場享譽」為題，舉行102學年度畢業
典禮，逾7,400名應屆畢業生將展翅高
飛，其中有48個國家、超過200位境外
生，一同開展新人生里程碑。上午8時
40分畢業學子進行「校園巡禮」，從學
生活動中心出發，沿經覺生紀念圖書
館、海事博物館，最後踏上五虎崗階
梯。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蘭陽校
　園主任、各院院長、系主任及師長們
　，將於體育館前歡迎畢業生。
　畢業典禮由張校長主持，邀請來賓吉
里巴斯共和國駐華大使游黛姤（Teekoa 
Iuta）蒞臨致詞，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副理事長陳兆伸致詞勉勵畢業
生；接續由畢業生管科四張瑋代表致
詞，畢籌會代表管科四李恬瑜代表全體
畢業生獻上紀念品。本屆優秀畢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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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雪儀、黃雨柔淡水校園報導】第71
次校務會議於11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行，與蘭陽
校園、臺北校園同步視訊。會中由校長張家宜
揭曉「第二屆系所發展獎勵」名單，由化學、
土木、電機、資工及統計5系獲獎，各得獎金
15萬元及獎座。而諮輔組組長胡延薇推行輔導
工作表現優異，特頒贈獎牌。
　此次2場專題報告，先由資傳系助理教授楊
智明、賴惠如，以課程發展經驗為例，報告服
務學習與在地關懷成果。接續由同舟廣場募款
推動小組召集人黃文智簡報「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同舟廣場」募款策略。
　會中提案通過103學年度預算、性別平等教
育實施辦法、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對於學
雜費調整一事，學生會會長吳承翰、學生議會
議長陳彥甫皆發言，反應調幅看法。會中決議
研究所延修生加收雜費將於103學年度、外籍
生及陸生調整學雜費將於104學年度實施。
　此外，104學年度各學院增設學位學程，包

含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商管學
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及國際
研究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張校長表
示，「未來淡江國際化的對象不只是學生，老
師也應國際化、與逾百所姊妹校合作。」
　同舟廣場募款目前新增中華商管協會、淡江
大學童軍團，各捐贈30萬元。為進一步討論具
體廣場設計理念、使用用途及募款事宜，16日
將於臺北校園召開會議。黃文智表示，會中將
邀集民國68年至100年各屆淡海同舟校友會負
責人出席研商是否成立募款組織等事宜，希望
募集更多力量，打造社團人的榮耀。
　另本校「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款計畫，據
校服暨資發處統計資料指出，自3月至5月底，
300萬元的中型會議室，化學系校友林健祥、
英文系各認捐1間；200萬元的客房，財金系、
資工系各認捐1間。執行長彭春陽表示，目前
尚有會議室、客房及一人一磚計畫待認捐，歡
迎踴躍捐款。

第71次校務會議 頒5系發展獎勵

中文四吳哲瑜、傅聖鈞、電機四王善弘、教
科四蘇奕睿、會計四古品潔等人，詳見四版
「畢業生榮譽榜」。而典禮中還有雄友會、
熱舞社、德文四張芸甄演唱〈隱形的翅膀〉
等熱力表演，為畢典帶來熱鬧氛圍。
　典禮中張校長將表揚101學年度特優導師5
名：資圖系教官曲冠勇、資工系副教授鄭建
富、產經系教授胡名雯、西語系副教授林惠
瑛，以及觀光系助理教授葉劍木獲此殊榮，
以獎勵輔導學生的卓越貢獻。典禮最後將齊
唱校歌，為求學階段畫下完美句號。下午，
各系所將自辦畢業典禮，請見右表。
　典禮會場共有819個家長觀禮席位，自8時30
分起開放入場，自由入座額滿為止。同時亦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1樓、3樓及松濤館美食廣
場設有家長休息區，及同步轉播實況；若無
法親自參與盛會者，可透過本校網頁首頁的
畢業專區觀看。為使活動進行更加順利，亦
於傳播館對面設置服務臺及
急救站，提供家長及來
賓諮詢服務。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8日與新
北市立錦和、永平、竹圍高級中學與臺北市立
永春高級中學4所學校，舉行策略聯盟協議書
簽約典禮，由校長張家宜主持簽約典禮。
　本校與高中簽訂策略聯盟非首例，教務長葛
煥昭表示，此次同時與4所高中策略聯盟，希
望藉此合作模式，整合共享資源，促進雙方卓
越發展，進而提升整體競爭力。
　葛煥昭說明，本校長期與4校有密切的合作
與推廣協助，如錦和與永平高中多年提供場
地，為本校協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
測驗」、「指定考試科目」及「高中英語聽力

測驗」之分區試場。英文系助理教授林銘輝等
人協助永春高中針對該校學生課程需求，開設
英文科專修課程；理學院則協助辦理高中科學
營。教育學院與竹圍高中在師資培訓上進行實
質合作等，因此選擇與4校高中簽訂。
　葛煥昭強調，合作範圍包括：課程支持、教
師成長、社團合作、素養奠基、國際教育5大
方向來推展；合作方式則包含：共同研討課程
設計與教學策略，辦理教學創新工作坊，社團
共同規劃活動，辦理科學營隊或系列演講，協
助締結姊妹校、學生交換、課程交流及國際化
相關活動等。

本校與新北4高中策略聯盟

展驥摶飛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羅森
恭喜各位同學完成經典之學，榮譽畢業了，

但是切記，步出校門如何把「死學問活化」才
是真功夫，因此寧可謙虛、禮讓、吃虧、努力
從經驗中找出訣竅，方能勝出，這就是大智若
愚所以能成功之道。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
恭喜同學完成學業，畢業了﹗首先歡迎加入

校友會。淡江校友會的特點是很親，願意照顧
學弟學妹。樂意分享人生經驗，這是你們擁有
的寶貴人際資源。藉此機會，祝福找到理想的
工作，學以致用、發揮所長，貢獻國家。也祝
福您帶著淡江人獨特的樸實剛毅精神、有高
昂的鬥志、旺盛的企圖心，不怕困難、不畏艱

鉅，勇於挑戰困難，去建構屬於自己有意義的
人生目標。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
首先恭喜各位完成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性學

業。往後在人生的旅途上無論就業或深造，還
有很漫長的路要創造、要學習。但淡江的大學
生活，將是您一生永難抹滅的記憶。「淡江校
友」這個名詞將永遠不會改變，也永遠陪伴
您。您的一舉一動將代表著淡江人。您的功成
名就將是淡江人的榮耀。日不落淡江的各地校
友會及您所屬的各系所友會，將是淡江人大家
庭的延伸。讓我們共同感受您人生中的喜怒哀
樂，需要服務或幫忙的時候，也不要忘記回到
淡江的大家庭。學長姐將非常樂意分享他們的
人生歷練及工作經驗。
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王肇嘉
當今社會環境，瞬息萬變，競爭激烈。期許

同學到新環境，抱著謙卑態度，多觀察學習，
努力工作，建立良好人際關係，俾能發揮所
長，適時創新，為社會貢獻心力。

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暨臺南市校友會理事長陳双喜
人生以真誠、真理善待他人，也善待自己，

堅持做對的事。今日你們以淡江人為榮，他日
淡江以你們為榮，我們一起努力，祝福大家。
臺中市校友會理事長林欽濃
希望在校時您以淡江為榮，畢業後淡江以您

為榮！追求卓越人生目標時，請時懷感恩、惜
福與回饋之心，繼續充實自己，參加校友會共
同造福人群，服務社會。
中國文學學系系友會理事長陳秀美
「淡江」將是我們共同的記憶與回憶，也是

我們「築夢踏實」的根基。藉此我以過來人的
身份祝福您未來的每一天都能「有夢最美，快
樂相隨」。

水環系系友會理事長倪世標、副理事長王繼國
恭喜畢業，祝各位鵬程萬里，一帆風順，期

望各位學以致用，發揮所長，開創美好前程。
保險學系系友會會長江朝峯
理想不妨高一些，眼光不妨遠一些，不要斤

斤計較眼前的小利益，不要滿足於現在的小確
幸，那麼你未來的成就肯定會偉大許多。
統計學系系友會會長胡淑貞
現在是一個「快、變」的年代 、「整合型

人才」的社會；「終身學習」是一個應變的不
二法門！祈願所有應屆畢業同學都能實現夢
想，昂首邁向未來！
公共行政學系學友會理事長陳烯堅
祝福鵬程萬里，展驥摶飛。賡續秉持與時俱

進初衷，開拓多元國際視野，厚植外國語文能
力，踐履志工關懷服務，共同為實現人生，理
想與壯大淡江大步向前。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暨EMBA聯合同
學會理事長許義民

以個人過去20幾年職業生涯所學心得供參
考：把握機會、積極學習！人生有夢、逐夢踏
實！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祝福鵬程
萬里、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喜樂。
英文學系友會會長侯登見
淡大生蟬聯17度企業最愛，原因是具有積極

主動態度、更高的績效表現、更好的穩定性，
與更強的抗壓性。除了這些特質，要保持終生
學習精神，提升外語力，尤其是英語力。把英
語學好，敢開口，能運用，在職場身價百倍！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友會理事長賴進義
四個人生錦囊供參考：（一）「求知」不

僅知識，而且智慧。（二）「求先」凡事先
籌，別臨陣磨槍。（三）「求全」全局思考。
（四）「求善」追求完美的勇氣。

《畢業生校園巡禮》
時間：14日（週六）上午8時40分
集合：學生活動中心前（遇雨取消）
《畢業典禮》
時間：14日（週六）上午10時
（家長觀禮席上午8時30分至9時50分開放入場）
地點：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

來自校友的祝福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第六
屆畢業典禮，於7日上午10時在新建落成的紹
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行。校長張家宜率3位副校
長、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及蘭陽全體教師同仁
共同歡送173位畢業生，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處
長周慶安、宜蘭縣議員江聰淵皆到場恭賀。張
校長致詞以「三環五育，職場享譽」鼓勵學
生，畢業後仍須不忘努力向前，懷著一顆感恩
的心，感念父母養育之恩。現場畢業生也同轉
身向來賓席的父母說聲：「Thank you！」場
面感人。
　畢典前，師長帶領學生校園巡禮、走132階
克難坡，回顧蘭陽生活點滴。畢典採全英語進
行，張校長也親自為全體畢業生頒授畢業證
書。重頭戲頒發「青出於蘭」畢業獎時，現場
氣氛宛如奧斯卡頒獎典禮，緊張刺激。

蘭陽校園畢業典禮 歡喜相送173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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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畢業特刊

MOS全國決賽
統計生奪2季軍

淡江時報

以行動支援你

QR Code 搜尋淡江大小事

2014畢業禮讚 三環五育職場享譽

　最後，學分獎由政經四陳彥尹獲得；國
際獎由資創四簡鈺玲及語言四施瑜涵拿
下；領袖獎則由政經四郭宇璇、陳彥竹奪
得殊榮；傑出獎由各系推薦1名參與角逐，
由師生網路票選，最終獲獎者為資創四呂
彥承。
　典禮尾聲以影片重溫大學生活，並高唱
蘭陽之歌〈Proud of You〉，典禮最後隨著
彩帶與氣球落下，畢業生齊拋學士帽，笑
中帶淚、且相擁而泣，場面溫馨。
　政經系助理教授鄭欽模則勉勵畢業生，
畢業後應如海綿般吸收新知，並接受挑
戰，才能逐步邁向成功。資創四呂彥承表
示，得獎真的是欣喜若狂，同時真的非常
感謝師長、朋友的一路支持，才讓我今天
有機會站在臺上。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女性文學13日研討
　【本報訊】為提升女性文學之豐富多元
文化意涵，中文系「中國女性文學研究
室」13日於文學館舉辦「2014女性文學與文
化學術研討會」，邀請30餘位學者研討。

女聯會塑身閉幕 熱力不減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
聯誼會於12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排球場
為本學期「塑身健身、活力校園」活動舉
行閉幕式及本學期最後一堂舞動熱力。

丁元亨分享國際參與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帶著愛心
去旅行。員工福利委員會於11日邀請願景青
年行動網協會執行長丁元亨蒞校，以「上
班族也可以當國際志工」為題演講。

資管系.大陸所近3百校友聚首
　【記者謝雅棻臺北校園報導】7日，資管
系在臺北校園舉行資管所所友會，80位畢業
校友齊聚。同日，中國大陸研究所在臺北
圓山大飯店舉辦所友會，集迎新、送舊、
歷屆所友相聚於一會，逾200位共襄盛舉。

17日歡送榮退同仁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
為歡送退休同仁，將於17日下午1時30分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02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
同仁歡送會」。本學期榮退教職員共16位，
有行副室編纂伍秀絹、歷史系副教授楊育
鎂、物理系副教授陳武斌、化學系教授陳幹
男、建築系副教授周家鵬、水環系副教授王
士紘、電機系教授詹益光、化材系專員賀偉
浩、會計系副教授葉金成、英文系副教授郭
岱宗、日文系副教授齋藤司良、德文系助理
教授羅瀾、事務組工友謝楊雪櫻、林張于、
人管組編纂朱家瑛、淡江時報編纂王嫡瑜。
　預計活動當日將有近80人共襄盛舉，現場
除了邀請榮退教職員分享在校服務的點滴，
另將贈送紀念品，一同祝福退休人員展開新
旅程。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獲教育
　部103年度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
及補助經費為新臺幣1億3,332萬9,200元，預
計使用在教學、研究、國際化、學生輔導及
就業情形4個辦學特色面向。另教育部日前公
布103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名單，
共有33所學校獲補助。其中本校執行2年期程
(102-103年)中的103年度獲補助5千萬元。品
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表示，本校以學
生學習經驗及成效為主體，教卓計畫著重在
提升就業競爭力、發展特色競爭力，其中強
調落實並展現全員參與精神，以貫徹執行，
藉此打造學用硬實力、厚植就業軟實力。

各系所6月14日（六）畢典活動
系　所 活　動 時　間 地　點
理學院 學生論文展 8:00-14:00 科學館大廳
財金系 自辦畢典 11:00-13:00 B614、B615
企管系 自辦畢典 11:00-13:00 C011、C013
國企系 大學部自辦畢典 11:30-12:00 B706
運管系 自辦畢典 11:30-13:30 B713
公行系 自辦畢典 11:30-14:00 Q409
管科系 自辦畢典 11:30~12:30 B616
中文系 自辦畢典 12:00-15:00 L307
德文系 自辦畢典 12:00-13:15 T311

日文系 自辦畢典 12:00-15:00 牧羊草坪
（雨備T212）

戰略所 自辦畢典 12:00-14:00 驚聲國際廳
國企系 碩士班自辦畢典 12:05-12:30 B302A

資傳系 資傳系實習媒體
授證典禮 12:30-15:30 O306

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 自辦畢典 12:30-15:30 覺生國際廳

土木系 畢典、撥穗儀式 13:00-16:00 工學大樓中庭
會計系 自辦畢典 13:00-15:30 體育館1樓
統計系 自辦畢典 13:00-15:00 B712
資管系 自辦畢典 13:00-17:00 學生活動中心
英文系 自辦畢典 13:00-15:00 T310

大傳系 大傳系實習媒體
聯合授證典禮 13:30-16:00 O101

機電系 自辦畢典 13:30-16:00 E787
法文系 自辦畢典 14:00-15:30 T110
保險系 自辦畢典 15:00-17:00 B712

建築系 自辦畢典 18:00-22:00 中山創意基地
URS21

本表僅供參考，確實時間以各系為準　

全文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本校獲私校發展.教卓獎勵

　7日，蘭陽校園首座活動中心迎來第一場畢典，
師生偕同親友慶賀。圖為資創系系主任武士戎
（前排右二）與畢業生合影。（攝影／余浩鉻）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16(一)
14:00

法文系
T505

輔仁大學法文系教授黃孟蘭
法語口譯技巧

教學
卓 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16(一)
14:30

品保處
驚聲國際廳

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理事
長王怡心
內控自評與風險評估

6/17(二)
10:10

亞洲所
T506

中經院東協中心執行長徐遵慈
東協經濟整合與臺灣的角色
與挑戰

6/17(二)
12:30

國際學院
驚聲國際廳

臺灣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蔡政文
國際關係的新發展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6/19(四)
13:00

安全組
5樓校友
聯誼會館

金華消防分隊隊員彭茂凱
自衛消防隊演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