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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2019畢業典禮 各院系師生歡送學子

即時

文學院 

中文系畢典充滿文學浪漫祝福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於L412舉辦小畢典，系主任周德良、畢業班導師

黃文倩、林黛嫚、進學班導師曾昱夫、副教授陳大道等到場祝福。周德良致詞時表示

：「今天你們以淡江中文系為榮，希望你們日後的成就能讓中文系為榮。」黃文倩感

性地播放一段李宗盛的歌曲《山丘》，並說「江湖很小，來日再見」；林黛嫚則為畢

業生帶來Dylan Thomas的詩「不要靜靜走入長夜」，期許畢業生勇於奮鬥；畢業生傅

念族和周盈岑則共同表達四年學習的心得，「淡江四年讓我在與人相處方面有所成長

，在中文系學到的文學理念讓我們對生活更加敏銳，同時也鍛鍊了自己的語言表達能

力。」 

 

歷史系小畢典 學弟妹秀創意歡送畢業生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在文學館L201舉辦畢業歡送會，文學院院長林呈

蓉、系主任高上雯、師生、家長等逾百人共襄盛舉，氣氛溫馨感人。林呈蓉勉勵畢業

生：「四年轉瞬之間就過去了，師長們也從學生身上學到很多，恭喜畢業生們順利畢

業！接下來是年輕人的時代，祝願大家鵬程萬里！」高上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勉勵畢業生，同時恭賀畢業生學有所成，看到了大家四年來的成長與努力，以

你們為榮，相信大家有能力去面對未來的挑戰。 

其後進行撥穗儀式，由師長們一個個為畢業生撥穗，並與畢業生們抱成一團。活動尾

聲頒獎，頒發「最佳來亂從無到有獎」、「最佳有苦說不出獎」、「就是愛設計獎」

等特色獎項，並舉辦抽獎活動，送出筆記本、紙膠帶等由同學自行設計的小物。畢業

生陳冠甫開心地說：「今天我的心情很雀躍，四年的努力終於結了果，感謝師長的栽

培，目前考上國北教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研究所，未來想專攻文史工作室與商品開發。

」 

 

資圖系遊戲歡唱熱鬧送舊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6月4日晚間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自辦畢業典禮，系

主任歐陽崇榮、教授黃鴻珠、林信成、王美玉、副教授宋雪芳、林雯瑤、陳亞寧及前

系教官曲冠勇皆到場共襄盛。歐陽崇榮表示，「今天主角是在座的同學，我就不多說



，祝各位一切順利！」接著為畢業生撥穗，搭配影片播放、玩積分搶答遊戲、歌唱表

演炒熱現場氣氛，場面溫馨歡快。畢業生代表資圖四楊寶棠致詞回憶過去四年與同學

相處時光，「很榮幸可以當你們的同學，攜手度過大大小小的報告，現在我們的羈絆

即將畫下終結，但我相信絕對不會這樣就結束，溫暖的情意會一直放在心中，各位在

未來的路上若碰到困難，就想著大家的祝福，努力勇敢的走向下一個階段，珍重再見

。」 

 

大傳系媒體聯合授證溫暖感人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第33屆實習媒體聯合授證典禮在O101舉辦，由淡

江影像藝術工坊、淡江之聲廣播電台、淡江電視台三大媒體在校實習助理排成長長人

龍，列隊歡迎學長姐、家長與貴賓入場。典禮中，播放各媒體用心剪輯的成果展示片

段，除了喚起畢業生們難忘的回憶，也讓家長們了解孩子們在實習媒體中的學習點滴

。 

系主任許傳陽致詞時期許同學繼續傳承大傳系優良的實務精神；淡江之聲指導老師唐

大崙勉勵同學永保好奇心和對事物的熱忱，淡江電視台指導老師紀慧君則感謝學校提

供很棒的場所和環境孕育許多人才，並不設限地拍攝不同主題的新聞。 

媒體畢業生代表趙世勳、朱映琦與陳彥任表示，透過媒體的實習，讓他們在專業之外

，學會溝通並得到成長；感謝師長們的鼓勵，也希望學弟妹也能有堅持下去的動力。

活動在充滿溫暖與感動氣氛下圓滿結束。 

 

資傳系媒體授證創意滿點 

【本報訊】資傳系12時舉辦「第18屆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授證典禮」，頒發證

書給在實習媒體學習二年，包括中文與企管等24名畢業生，肯定他們在實習期間共同

完成許多的專案與競賽的豐碩成果。 

為使授證典禮更富含趣味性，特別以「肝巴茶診所救肝心大義診」為主題呈現，搶救

熱愛攝影熬夜修圖導致肝部硬化的「肝影化」、熬夜闖關成缺乏運動成肥宅的「肝遊

脂」、沒日沒夜架設網站造成肝火旺盛的「肝火網」、以及三天三夜不睡覺肝臟過動

的「肝過動」。參加授證的病人們通過系列健康檢查遊戲以及師長的治療祝福後獲頒

檢驗合格證書，讓他們能健康迎接未來職場的挑戰！ 

畢業生黃昱涵感謝兩年來的實習生涯，讓她除了獲得專業知識與技能，更學習到如何

與團隊溝通，一起達成目標。未來將進入職場，希望不負在淡江的學習。 

 

理學院 



數學系畢典 主任鼓勵善用所學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數學系中午在S433舉辦小畢典，頒發研究生畢業論文院

長獎及優等獎，接著讓畢業生上台與同學話別後，由系主任楊定揮進行撥穗儀式，氣

氛溫馨感人。楊定揮表示，這屆畢業生感情較好也較活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

個性，所以呈現出熱鬧且多元的氣氛；數學就科學而言雖然只是基礎層面，卻可因應

不同的專業發揮功能；他鼓勵同學可依自己興趣規劃，也希望大家都能有好的發展。

畢業生藍可昕表示，自己在數學系學到很多東西，也受到系上教授許多照顧，不論是

課業、事業、心理層面，都給予極多實質上的幫助，很開心能夠從數學系畢業！ 

 

物理系畢典 周子聰提醒反芻後努力朝目標前進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中午在S104舉辦小畢典，活動除播放學生、老師

紀錄影片及頒獎外，還特別運用Kahoot進行有獎問答，氣氛熱絡。理學院院長周子聰

提醒畢業同學，花點時間思考在大學期間的收穫及應該持續加強的部分，「每個人都

有很好的理想、目標，俗話說理想5分滿，現實是10分滿，若要達成自己的目標，必

須努力奮鬥。」畢業生曹嵂焜感嘆因籌備小畢典，轉瞬間就來到畢業典禮，他感謝物

理系帶給自己理性，對於籌辦活動，同學間表達方式直接，做事不帶情感；做事則透

過抽絲剝繭，找出問題核心，進而解決。對於人生規劃，他決定先當兵再工作，同時

思考確定自己的方向，並補充不足之處。 

 

化學系畢業茶會 師生家長輕鬆交流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於化學館二樓中庭舉行畢業典禮，現場無設置座

席，以茶會形式進行，與會的師生與家長交流其中，之後由全體畢業生與師生一齊圍

成圓圈形成舞台，進行撥穗與頒獎儀式，氣氛十分歡樂。 

畢業生黃俊傑表示，在淡江的四年過得很快，很開心能在這裡認識許多人，也透過系

上獲得了很多資源與實習機會，未來希望學弟妹能更加努力，珍惜並善加利用學校的

資源，化學系在未來有很多的選擇性，但並不能因此倦怠學習，很開心自己在這裡渡

過了四年，期許自己未來能更進步，也祝全體畢業生畢業快樂！ 

 

尖端學程小畢典 歡送首屆畢業生 

【記者黃棓榆淡水校園報導】尖端材料科學學位學程小畢典於鍾靈化學館水牛廳舉行

，學程主任陳耀鴻等師長、在校生，以及畢業生家長共襄盛舉。陳耀鴻致詞表示，「

本學程於2015年創立，課程主打跨領域，學歷只是個歷史，未來還是要看能力，學越

多就越有競爭力。儘管遇到許多波折，但在教學相長下，第一屆的同學終能迎來畢業



。」典禮尾聲，畢業生齊聚在館外廣場拋學士帽，共同歡呼畢業快樂。畢業生黃力偉

表示，很開心進入淡江這個大家庭，謝謝大家四年來如同家人一般的陪伴。 

 

工學院 

土木系約250人慶賀畢業 

【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土木工程學系第56屆小畢典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現

場有土木系系主任張正興及系上老師及畢業生與親友約250人，氣氛熱鬧不已。神秘

嘉賓工學院院長李宗翰蒞臨致詞表示，肯定每位工學院畢業生的實力，未來一定能對

社會有所貢獻。張正興在致詞時表示，今天是各位最後一天學生身分，並將邁入另一

段生涯，期望各位的未來能更加璀璨。工作人員用心在入口處布置成工地樣貌，畢業

生與家人一同拍照留念。土木四蔡秉庭微笑地說：「同學的演講讓我回想到許多過去

開心的事，大家能一起慶祝畢業感覺真不錯。」 

 

水環系祝賀畢業生畢業快樂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自辦畢業典禮於6月15日在E401舉行，水環系系

主任李柏青、系上師生一起出席為畢業生撥穗，現場擠滿了畢業的學生和前來祝賀的

朋友和家長，感受到大家歡騰和雀躍的心情。本次除了系上師生為畢業生祝賀外，畢

業校友也特地返校為畢業生勉勵並分享職場上的經驗；撥穗儀式讓現場氣氛溫馨感人

，由學生的導師來為畢業生進行撥穗，象徵著同學都學成如同顆飽滿的稻穗，隨時能

展翅高飛。水環四江佳倫表示：「目前已經安排會在校進修研究，跟著大家一起度過

四年求學時光和參加畢業典禮十分開心。」 

 

機械系小畢典師長祝福一帆風順 

【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於舊工館G315舉行小畢典，由工學院院

長李宗翰為優秀畢業生頒發獎章及致詞表示：「這裡每位學生都曾被我教過，心中有

些感概，但還是恭喜同學們與家長，祝福大家未來一帆風順。」系主任王銀添表示

，未來希望各位一樣珍惜身旁的同學朋友，務必保持與系上和系友的聯繫，並期待大

家出社會能正直地服務社會。老師們隨後一一為畢業生撥穗。機械四黃禹丞表示，老

師以熱力學的理論提醒我們如何面對未來，讓他印象深刻。機械四張仲豪，很開心最

後還能跟大家一同上課。 

 

化材系自辦畢典 教師撥穗祝福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於6月15日在E4161舉行碩士班和大學部自辦畢業



典禮，現場佈置相當溫馨，除了前後擺放氣球裝飾外，現場也準備許多小點心和飲料

提供給畢業生和家長享用。典禮一開始，化材系系主任賴偉淇勉勵畢業生，未來無論

遇到什麼問題，系上師長都歡迎各位返校和師長們聊聊，期許各位都有個美好的未來

。畢業生化材碩二張聰譯說：「從學校畢業就表示要進到人生下一個階段了，不管要

開始工作還是要去當兵，都是全新的開始和挑戰。」 

 

電機系小畢典頒趣味獎 

【記者高苹芳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於6月15日在E301、E3012、E302舉辦自辦畢典

，現場以氣球拱門繽紛裝飾，本次活動還有各式的獎項頒予畢業生，如周公下棋獎、

話都你在獎、工館頂樓環保小尖兵獎、作業救星獎等，讓現場充滿著歡樂氛圍。電機

系系主任楊維斌致詞勉勵畢業生：「四年裡，在此有讓你們深刻回憶的老師、同學

，希望大家能秉持所學的邁向未來。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學習的開始。」畢業生電機

四周瑋泰表示，很高興畢業後有確立的方向，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非常感謝老師

們的教導。 

 

航太系畢業茶會 紀念影片歡送畢業生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於6月15日在E787舉行第四十三屆畢業茶會，航

太系系主任陳步偉感謝各位畢業生和畢業生家長前來參加，現場播放系上師生祝賀影

片，以歡送畢業生，其中陳步偉於影片中提到：「淡江四年來的充實和磨練，什麼困

難挫折都打不了你們，人生不可以停下來，不要害怕未來，一步一步的來，慢慢會找

到自己的方向。」工學院院長李宗翰也來到現場祝福畢業生，勉勵表示，每位畢業生

都是國家的棟樑也是淡江的希望，每次航太週都很精彩展現同學的創意，再次恭喜各

位順利畢業。茶會的最後進行研究生和大學部的撥穗儀式。航太四張嘉分享，大二轉

到航太系就讀，很幸運在四年期間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未來將繼續攻讀淡江航太碩

班，希望之後能找到與碩士論文的相關工作。 

 

商管學院 

國企系小畢典 師長溫情送舊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國企系於商管大樓B703及B708舉行自辦畢典，近400位

師生家長參與，由畢業班自製影片揭開序幕，系主任孫嘉祈表示，「國企系多年來致

力培養業界全方位管理人才，未來期許畢業生們，帶著淡江的精神，活潑挑戰未來。

」助理教授張勝雄願大家繼續維持友誼，並傳承企業最愛大學生，證明不只是口號。

系教官孫宥慈則感性提醒「未來若是遇到任何不順遂的事，記得回首這四年，你們不



孤單，還有我們等著你回來。」畢業生代表林佩萱致詞時表示「回首這四年來的點點

滴滴，我們一起寫下許多美好回憶，不管四年帶給我們什麼，希望我們都能帶著這點

什麼，在各自的人生闖蕩。」典禮在系主任及班導師為畢業生撥穗後結束。 

 

財金系拍照專區吸睛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財金系於工學大樓E307、E308、E311舉辦畢業典禮，為讓學

生有個難忘的回憶，特別在中庭設置拍照專區以及標語手板，吸引許多畢業生開心地

和同學及家人合影留念。系主任陳玉瓏致詞時恭喜同學們順利畢業，這是人生的一個

重要階段；她也提醒之後沒有系上幫忙排課，同學們不要忘了持續的自我終身學習

，因應環境趨勢的變化；也希望同學們能與系上保持聯繫，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緣。

碩士畢業生彭彥綸表示，很高興能在淡江就讀研究所，碩士班的課程能充分結合實務

，老師在學界及業界的緊密連結，都給自己在求學期帶來很大的幫助。未來規劃出國

進修，希望多增進一些專業知識，再投入職場一展長才。 

 

風保系小畢典 師生溫馨創造回憶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我們畢業了！風保系在在文學館L301舉辦傳統小畢典

，風保系系主任曾妙慧、師生、家長逾百人共襄盛舉，氣氛溫馨感人。即使淡水比較

偏遠，仍有許多家長不辭辛勞的從各地前來，只為了見證到子女們的成長蛻變。曾妙

慧很高興看到同學們的努力開花結果，同時提醒在這個多變的時代 ，要多努力，持

續保有學習的心，歡迎隨時回來看看。畢業生代表黃敬凱感謝系上老師的栽培，讓大

家見證了風保系的歷史與繁榮，一步步的與時俱進。其後舉行撥穗儀式與頒發系學會

項，不少畢業生開心的與師長合照，留下美好的回憶。畢業生黃信銘開心地說：「

在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天，非常感謝系上老師的教導，努力了這麼久我畢業了！同時祝

福所有學弟學妹們學業順利，好好把握接下來所剩不多的大學生活，更祝福所有同學

，能在未來揮灑出屬於自己的色彩。」 

 

產經系小畢典 洪小文願畢業生活出自己的精采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產經系於商管大樓B704舉行自辦畢典，近200師生及家

長參與，系主任洪小文提醒，每一位畢業生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一條屬於自己的道

路，期勉充分發揮能力與天賦，活出自己的精采人生；副教授胡登淵期勉同學在日新

月異的時代，能夠與時俱進、終身學習；助理教授劉家樺則願所有畢業生能夠有被討

厭的勇氣，追求自由，找出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實現。 

在校生代表產經三蕭長建祝福學長姊，未來都能找到目標，成為理想中的自己，畢業



生代表賴世宸則感謝大學四年來朋友的陪伴，以及老師們的指導。活動尾聲頒發「

107學年度產經系頂石課程成果海報展競賽」得獎名單，並由胡登淵為畢業生進行撥

穗儀式，最後進行大合照，結束典禮。 

 

經濟系小畢業 林彥伶鼓勵畢業生多學習多旅行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在商館大樓B713舉行小畢典，師生、親友逾

200人共襄盛舉，系主任林彥伶致詞時表示，對於今天有點緊張也有點期待，因為是

她第一次接系主任、第一年主持畢典，恭喜畢業生們經歷許多刻骨銘心的學習與考驗

，從經濟系畢業並開始新的人生；她另以兩件事勉勵畢業生，「第一，不要停止學習

，成為雜學的青年，才能因應這個變化飛快的時代。第二，開始去旅行，旅行是認識

世界最直接的方式，也才能真正認識自己」。最後，她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

為別的，就因你熱愛且相信它很重要！」畢業生胡靖敏分享：「很開心可以在經濟系

這麼好的學習環境學習，接下來要努力工作賺錢，如果有去有能力的話希望可以回饋

社會。」 

 

企管系畢典「時光郵筒」邀一年後再見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於商館B428室舉行小畢典，系主任楊立人、校友

會理事長王永才及系上師長到場給予祝福，楊立人致詞時回憶四年來的時光，以及共

同建立起的革命情感，他鼓勵大家勇於追夢，但也應早建立正確理財觀念，為自己做

好規劃，最後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校友會，在畢業後也能心繫淡江、回饋母校。現場另

發給每位畢業生一張明信片，讓他們寫信給一年後的自己，將其封入「時光郵筒」

，隔年返回系上一起開啟；另設置「小相館」讓大家拍照留念，留住大學最後的美好

時光；現場也有家長送花給兒女，並與他們合照當成人生的重要紀錄；班導師則為每

位畢業生撥穗，為大學生涯劃下完美的句點。 

 

會計系小畢業 周華健天外飛來祝福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小畢典在E514舉行，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系主

任顏信輝、副教授陳叡智等出席祝福。蔡宗儒致詞時提到大學是人生難忘的階段，畢

業並不是學習的停止而是轉折點，要以不同的速率，加速前進，靠著所學為專業加值

；即將卸下主任職務顏信輝則勉勵畢業生，在加速變革的時代要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將任何的考驗視為成長的機會，努力向前走，學校是永遠的娘家，歡迎隨時回來分

享酸甜苦辣，資源豐沛的系友會更可成為最強大的後盾； 

畢業班導師方郁惠則以賈伯斯的話，提醒畢業生永遠保有好奇心，有跨領域的學習。



除此還特別邀請知名歌手周華健拍攝祝福影片，以「朋友」一曲送給畢業生珍惜身旁

的朋友。 

 

統計系小畢典 師長溫馨祝福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與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於活動中心舉

辦畢業典禮，逾500人出席，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以學長身分提出祝福，「畢業不是

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始，對於未來或許會有期待與不安，但記得勇敢面對；不要忘

了當初進到淡江學習的初衷與理想」。系主任李秀美則期許同學常懷感恩與關懷的心

，這是除了專業能力之外非常重要的精神。系友會長蘇志仁則歡迎畢業同學們加入他

們的行列，一起協助學弟妹強化與職場的聯結，提升畢業競爭力。畢業生王智猷表示

，很高興四年內能學到相關的專業知識，並在畢業前找到工作，非常感謝老師們的指

導，未來希望先工作中累積相關職場經驗，若有需要則考慮透過在職進修的方式繼續

學習。 

 

資管系小畢業 胡德民影片祝福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資管系6月14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畢業典禮，系

主任游佳萍、教授黃明達、鄭啟斌、副教授劉艾華、張昭憲與畢業生家長逾400人出

席，氣氛熱鬧沸騰。游佳萍致詞表示，「在場所有畢業生都是淡江資管的家人，現在

是全家人為你們鼓勵的時刻，相信你們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可以飛得更高、更遠

，祝福各位鵬程萬里。」會中同時邀請系友，臺灣微軟專家技術部總經理胡德民錄製

影片為畢業生們送上祝福，並由師長們為畢業生撥穗。畢業生林秀黛致詞感謝老師們

毫不吝嗇給予指教，同時提醒同學們，不論未來遇到多少困境，都要相信自己的選擇

，放手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且保持熱情。 

 

運管系小畢典 師生感性互動 

【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運管系的小畢典於6月15日在商館B712舉行，現場親友、師

生共計逾200人，場面熱鬧。運管系、系主任溫裕弘致詞：「在學校時還能盡情犯錯

，但出社會後就不行了，只能靠自己的努力。畢業只是個逗點不是句點，希望你們離

開學校的保護傘後，可以盡情的飛翔在這片蔚藍的天空。」畢業生代表吳恩瑋致詞則

提到，在運管所學的知識是為了發現問題，對於未來可以辨別真假，溝通的技巧可以

運用在各個領域。最後他感謝家人，因為有他們才能完成學業；感謝老師無私的教導

，同時也邀所有畢業生和身邊的夥伴握個手，感謝一起共度四年，走過風風雨雨和報

告。在校生代表們則感謝學長姐的照顧，並提醒不論工作或繼續學業，都不要忘記在



運管學到的東西。 

畢業生余 寧表示：「很高興讀書四年可以獲得豐碩的收穫，從入學到畢業，經歷過

很多挑戰，同時很慶幸有身邊的夥伴陪我經歷風風雨雨，祝福大家未來都順利，成為

自己想要的人，做自己想做的事！」 

 

公行系小畢典 蕭怡靖願畢業生展現實力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在商管大樓B604舉辦自辦畢典，近200位師生出

席，系主任蕭怡靖鼓勵畢業生在未來勇於接觸、嘗試不一樣的事物，找到自己的興趣

，並勇敢向前，讓大家知道公行系學生的實力，「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即便不能

百分百保證努力一定能達到目標，也不要輕易放棄。」 

畢業生潘玉婷致詞表示，「大學四年過得很快，為自己許下的目標，無論有沒有達成

，都將啟程出發，踏上下一段嶄新的道路。」來自香港的柯韻詩則感謝系上師長的教

導，讓隻身在異地求學，一開始徬徨無助的自己，能夠在犯錯中學習成長，勇於接受

挑戰。典禮於系主任為畢業生進行撥穗儀式後結束。 

 

管科系小畢典 曹銳勤勉同學創造自己的價值 

【記者黃棓榆淡水校園報導】管科系於Q409舉辦小畢典，系主任曹銳勤等師長，以及

在校生共同為畢業生獻上祝福。曹銳勤致詞期勉畢業同學，學習是一個成長的歷程

，「在全球化的世界下，唯有不斷的努力與學習，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大學

部畢業生張安媞致詞時表示：「淡江是個奇怪的地方，走進每個大樓就會疑惑這是一

樓嗎？搶課就跟搶票一樣難，偷來的雨傘就會被再偷，或許很奇怪，但將會是一輩子

的有趣回憶。」接著由師長輪流頒發畢業證書畢業生，並播放回顧影片，讓師生共同

回憶在淡江的點點滴滴。 

 

全財管學程首屆小畢業 茶會中展開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首屆小畢典，於商館

B501室，在「GFM」字樣氣球的裝飾下，以茶會方式舉行。教室中央擺滿整桌的小蛋

糕與甜品，畢業生家長更是拿著花束慶祝兒女畢業快樂。學程主任林允永主任致詞時

祝福畢業生們進入人生的嶄新里程碑，撥穗時更如數家珍地給予每位畢業生特別的感

謝與叮嚀，場面十分溫馨，大四導師也到場給予畢業生最大的祝福，希望未來大家都

能飛得更高更遠，典禮在大合照後劃上完美句點。 

 

EMBA畢業典禮 葛校長勉勵畢業生培養三能力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於體育館七樓舉辦畢業典禮

，現場佈置精美，氣氛溫馨，校長葛煥昭、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EMBA執行長林谷峻

、商管碩士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蘇建任、師生、畢業生及家長逾百人出席。葛煥昭勉勵

畢業生培養「終身學習」、「自主學習」、「跨領域學習」能力，以因應時代快速的

變化，與時俱進。商管碩士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蘇建任則以自身經驗，勉勵畢業生能勇

於接受挑戰，有夢就追。 

畢業生代表康丕樹、洪玉瓊致詞時，以書為引，期許大家要多認識不同的人，見賢思

齊，見不賢內自省，希望都能成為更好的人；在校生代表張佳琪則以搶課系統形容在

校的種種回憶，都像費盡千辛萬苦搶到的課一樣，值得儲存在腦海中，同時感謝學長

姐在學校時所給的寶貴的建議與指導。典禮尾聲由葛校長頒發傑出貢獻獎與畢業證書

，隨後在撥穗儀式後圓滿落幕。 

 

外語學院 

英文系畢業典禮 師長期盼互相幫助 

【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英文學系107學年度小畢典於6月15日在驚聲大樓T310舉行

，由系主任蔡振興開場致詞表示，希望大家對自己要有信心，未來要對父母好，同學

之間要保持聯繫、互相幫助，也歡迎回來系上找老師，成就以後也別忘支持系上。幽

默風趣的系主任讓現場充滿歡樂，現場則布置金銀色氣球與彩色字貼溫馨呈現，許多

親友們在布置前與畢業生合影。英文四蔣季薇開心地說，「主任的話讓我回想到當初

大一剛修主任的課堂畫面，還有同學之間的相處，讓人有些難過和感傷。」 

 

西語系自辦畢典 師長為畢業生撥穗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6月15日在L307舉行自辦畢業典禮，西語系系

主任林惠瑛期許畢業生，帶著學習西語的熱情，發揮專業所長，為社會盡一分力，並

祝大家畢業快樂。畢業生也感謝師長教誨和感謝系上的教導，師長為畢業生撥穗和頒

發證書，畢業生紛紛與師長拍照合影留念。西語四黃思瑋分享，在淡江四年印象最深

刻的是會話課，可以藉此鍛鍊自己的口說能力，希望能讓自己有機會去外商公司發展

。西語四張雅帆表示，學習西語系讓我認識了不一樣的西班牙的文化，也讓自己勇於

表達自己，希望學弟妹要多加油，打下學習基礎。 

 

法文系自辦畢典 師長祝福前景燦爛 

【記者高苹芳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6月15日在E304、E305舉辦自辦畢業典禮，現

場備有小茶點提供畢業生及家長品嚐外，畢業生們更是熱烈地與師長們跟彼此合影留



下美好的畢業回憶。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致詞表示，畢業將是另一個新的開始，無論

同學的發展如何，學校的大門永遠為各位展開，祝福同學的前景燦爛幸福，藉由主任

、老師撥穗，也代表著畢業生們即將起飛。。畢業生、法文四楊昀庭說：「經過大學

四年的努力，今天終於順利畢業了，非常感謝老師的教導，很高興在這裡遇到這麼棒

的老師及同學。」 

 

德文系自辦畢典 TAMKANG勉勵畢業生 

【記者黃棓榆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6月15日在Q306舉辦小畢典，德文系系主任吳

萬寶等系上師長、家長參與，現場擺放五彩繽紛的氣球，座無虛席。吳萬寶以照片來

回顧和畢業生在校生活的點點滴滴，以「TAMKANG」代表德文中的「Traum（夢想）、

Anstrengung（努力）、Mut（勇氣）、Kreativit t（創造力）、Anpassung（適應力

）、n tzlich（有用的）、Glaube（信仰）」，送給畢業生給予勉勵。於典禮尾聲

，吳萬寶邀請學生上台致詞，大家在有哭有笑的歡樂之中，回憶淡江的學習生活。畢

業生德文四楊海蔚表示，目前感覺找工作是困難一些，但系上提供學生很多幫助，如

有到海外工作的機會，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很開心可以在淡江讀書，提供出國留學、

海外工作等各種國際化措施。 

 

日文系自辦畢典 師長恭賀順利畢業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6月15日舉辦自辦畢業典禮，現場座無虛席

，師生、家長、親友均一同前來祝賀，畢業生也與師長們合影，為這一天留下紀念性

的一刻。日文系主任曾秋桂恭喜畢業生順利畢業，感謝家長們願意將自己的孩子送到

本系就讀，期許各位在未來，都能夠勇敢並自信地往前走，也對新的事物保有熱情

，更不要忘記在淡江日文所學到的一切。 

 

俄文系自辦畢典 學弟妹表演歡送畢業生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6月鳳凰花開，在梅雨季過後的微風徐徐中，畢業生乘

著微風即將遠颺。俄文系於6月15日在E812、813舉辦自辦畢業典禮，俄文系系主任劉

皇杏、副教授張慶國等師長們出席祝福，現場還有學弟妹帶來精采的演出，俄文二林

雨政自彈自唱「世界最美好的城市」，令觀眾如癡如醉；接著由俄文系大一生組成男

子天團和女子天團，演唱「第七元素」、「馬」歌曲，炒熱現場氣氛，為將踏上未來

旅程的學長姊們帶來歡笑。劉皇杏感謝家長們不辭千里來看孩子們人生重要的一刻

，並表示，學習俄文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學生都堅持下去完成學業，四年間讓大

家收穫很多，祝福各位同學鵬程萬里、一切順心。 



 

國際研究學院 

戰略所自辦畢典 家屬親自祝賀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戰略所於6月15日在B302A舉行自辦畢典，國際事務副校

長暨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成、戰略所所長李大中、教授翁明賢與副教授黃介正等師

長們皆出席盛會，本次博士班加上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共計26位，加上家人親屬為歷

年來最為盛大的活動，現場頒發斐陶斐獎外，並以撥穗儀式、頒贈戰略所所徽以做為

淡江戰略所的榮耀。王高成致詞表示，很高興戰略所榮獲今年本校的系所發展獎勵

，能獲獎十分不易是靠大家的努力，期許未來有更好的成績。李大中感謝大家參與

，期盼畢業生們勿忘初衷並謹記師長的教導，希望大家都能在各種環境下，努力實踐

理念並突破困境，祝福大家畢業快樂。 

 

外交系自辦畢典 家長見證學子成長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外交系於6月15日中午舉行自辦畢典，現場以氣球妝點

佈置，使氣氛增添些許溫馨熱鬧感，許多家長更是遠自國外前來觀禮，看見孩子畢業

時的成長喜悅。外交系主任鄭欽模以中、英致詞表示：「各位畢業生在四年前願意選

擇新創的本系作為學習的地方，在完成學業的今天，在此對各位表達欽佩之心，同時

也感謝諸位家長教育出優秀的孩子並交給外交系，在今天與學子們共享學習成果。」

現場還介紹創系教師為前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其他的系上教師們，並頒發畢業證

書給予畢業生，見證學子們成長的喜悅。 

 

教育學院 

教科系自辦畢典 師生200人互道珍重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於6月15日在E411舉辦大學部暨碩士班自辦畢業

典禮，教科系系主任鄭宜佳、助理教授鍾志鴻等師長出席祝福，共逾200人參加，氣

氛溫馨、感人，同學們互相擁抱笑談四年的學習成果。教科系教授張瓊穗表示，雖然

在學期間沒有完成「導生聚騎腳踏車」的目標，希望同學畢業後沿著淡水河時，可以

騎著腳踏車回來教科大家庭，張瓊穗表示，今天不單只是畢業而是人生的起點，願同

學們帶著專業及夢想，踏上自己想要的道路。畢業生、教科碩二林絲瀅分享，最難忘

的日子莫非寫論文的時候，但只要打破論文這個魔咒，往後的人生應該不怕困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