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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 林麗娟                                                 校園焦點 

 校園焦點   

 1 【111 級畢業典禮】成大邁向百年新篇章 
蘇慧貞校長期勉畢業生勇敢承擔 反身
自省無懼前行 

 

 3 【111 級畢典蘇慧貞校長致詞】 

謙卑學習 同理關懷 無懼前行 

 

 活動快報    
 5 學務新鮮事 & 風雲榜   5 
 5 111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學生社團獲獎名

單-1 金 3 銀 2 銅 
 

 6 110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錦標賽學生社

團獲獎名單 

 

 6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學生社團

獲獎名單-6 項特優、7 項優等 

 

 7 【企業參訪】產業接軌 共好職涯 I   
上品綜合工業 X 惠特科技 

 

21 畢業生流向調查 
--畢 1(110 級)、畢 3(108 級)及畢 5(106 級)  

 

 活動花絮   

 8 捐血成果分享  

 8 校園捐血抽安全帽｜成大場加碼  

 9 職業生涯教練計畫花絮 

--就業力分享  --職場環境體驗 

 

11 從古文，漫畫到 PODCAST：文科生才懂
的創意軟實力 

 

 學務寬頻   

13 111-1 全校在校生各類資格學雜費減免申請  

15 成功深耕扶助計畫開始受理公告  

16 學生宿舍防疫措施更新公告(5/27)  

16 [第一梯防疫補助訊息] 

學生宿舍 111 年防疫返家交通費補助 

 

17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離宿期間

家長進入宿舍協助搬遷措施 

 

17 110 學年度學生宿舍滿意度調查  

 點滴話校安   

18 111 年暑假期間提醒同學們的活動安全注
意事項 

 

19 新興毒品超會「裝」，男生女生都要注意  
19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

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 
 

20 確保租屋安全、避開惡房東  

 原資大小事   

21 原藝櫥窗--看見排灣之美  
21 文化研習--以皮雕刻出排灣歷史文化之路  

 幸福.com   

22 因應過度換氣的小技巧  

【111級畢業典禮】成大邁向百年新篇章 蘇慧貞

校長期勉畢業生勇敢承擔 反身自省無懼前行 

※轉載自本校新聞中心電子報 111.5.21 

    「此刻讓我們一起『反身自省，無懼前行』，未來雖然
難以預測，成大人卻必須勇敢承擔。」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
慧貞今（21 日）在成大 111 級畢業典禮致詞時期勉在場畢
業生。最後一次以校長身分主持畢典，她也感性表示：「我
衷心感謝所有與大家在這個校園相識的時光，讓我們相約，
10 年之後，成大百歲，無論是在台南的這裡或世界的某一
角落讓我們以永恆如一的成大情懷重逢遇見那個更好的彼
此！畢業成功，珍重再見！」 

    受到疫情影響，去年成大舉辦了創校 90 週年來第一
次的全線上畢業典禮，今年則在畢業同學代表的堅持努力
下，選擇實體與線上共容的方式同步舉行。除了事先報名也
有嚴格的防疫規劃，現場所有工作人員及師生、家長，都須
呈報疫苗接種證明（小黃卡、健保卡或 KUAP 綠燈），或
是 5 月 19 日後快篩／PCR 檢測陰性證明始可入場。 

    中正堂進場實施畢業生與家長分流，在 2 樓看台區的
親友眺望著畢業生，紛紛拿起相機記錄，臉上洋溢著驕傲神
情。而在線上觀看的畢業生親友也紛紛留言送上祝福文字
及圖案，有近 5 千次觀看人數。 

    隨著典禮揭開序幕，全體畢業生與看台區家長將手機
紛紛舉起，在寬敞的中正堂匯聚成點點星光、相互輝映，藉
由今年畢業歌曲《今仔日》的輕快旋律，感受這些年來畢業
生們在成大的累積的豐富回憶。 

隨後由成大校長蘇慧貞率領校內主管依序進場並發表
演說，蘇慧貞校長提到，當今世代是人類歷史上變動空前的
時代，氣候劇烈變遷、不同體制下的政治經濟衝突、以及因
貧富差距導致的健康不平等，都正嚴重威脅所有生命存續
的平等機會，因此她鼓勵畢業生們一起「回望歷史、謙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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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蘇慧貞致詞時與在場畢業生相約 
10 年後遇見更好的彼此 

蘇慧貞校長最後一次以校長身分主持畢典，在成
大 111 級畢業典禮致詞時期勉在場畢業生 

     

全體畢業生與看台區家長將手機紛紛舉起，在寬敞的
中正堂匯聚成點點星光 

成大資源工程系 95 級校友吳庭安擔任演講貴賓，
以視訊方式與成大學弟妹共勉 

習；凝視周遭，同理關懷；同時無懼、正直，昂
首闊步，成就屬於你自己獨一無二的未來。」 

111 級成大畢業典禮，邀請成大資源工程系 

95 級校友吳庭安擔任演講貴賓，吳庭安現為春
池玻璃研發長兼副總經理，是低調的「回收玻璃」
魔術師，過去他曾和同學一起到玻璃工廠打工，
在滿城山谷的殘留壞掉的牛奶、羊奶的玻璃瓶氣
味中度過整整一個暑假。因為那次經驗讓他對玻
璃回收的基礎知識與架構非常熟悉，將來在與員
工溝通時沒有了隔閡，也體認到「資源工程」與
「材料科學」就是他未來想走的路，找到了生命
中的北極星。 

吳庭安說，「每一段經驗累積，也許在事件
當下你無法領會它的意義，但回首後就會發現，
每段路和過程絕對不會有白走的路，都將成為身
體的養分，也能變成未來創新的可能性」。呼應
成大致力培養的 I 型與 T 型人才，I 型人才意
旨在專業領域之下深入研究；T 型人才除了深入
的研究，還需要兼具廣博、跨域的知識。吳庭安
帶著在台灣走過一甲子的春池玻璃脫胎換骨，從
設計、材料科學的角度，讓回收跟創造成為一個
循環鏈，賦予廢棄玻璃新的價值。吳庭安鼓舞學
弟妹，運用專業與熱忱，找到自己生命中的北極
星，一點一滴改變這個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 

緊接著，進行撥穗禮以及畢業證書授予儀式。
畢業生上台時，現場不時傳來歡呼，為上台的同
學鼓舞。會計系郭睿、周明瑋代表學士生致詞提
到，很多人說大學是進入職場前的試煉廠，在成
大他們學會了兩件事情，分別是「做選擇」以及
「停止比較」。每個人都在一系列選擇下活出迥
異、精彩的大學生活，站在畢業的時間點往回看、
向前望，會發現每個選擇都是最好的學習，都使
我們踏上新的旅程；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經常
透過不斷與他人較量，來衡量自己的價值，然而
「只有我們能夠定義自己是誰」。 

 
會計系郭睿、周明瑋代表學士生致詞表示：「只有
我們能夠定義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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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不是一個終點，而是開啟人生下一階
段更遠大的旅程。」來自巴拉圭的外籍畢業生代
表醫工系的杜思孟（Laudes Centurión Rivas）說，
讀大學就像是一場有難度的馬拉松，尤其國際生
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主要科目是以中文授課，
但她很感激成大採用英文教材並實施英語版的
考試，透過建置雙語課程來照顧外籍生。「生命
是一場旅程，所有在課堂上獲得的成果將成為起
始點，指引我們未來前進的方向。」她認為，透
過不懈努力而獲得的學位，將成為邁向世界的利
器，替畢業生們開拓更多機會。語畢，她更以自
己的母語表達祝福：「現在，恐懼不復存在，因
為那僅存在於自己的腦海。就讓我們挺身而出，
做有意義的事吧！」融合自身母語、中文與英文
的致詞獲得現場師生滿堂彩。 

今年 111 級畢業典禮上，成大也正式亮相
邁向百年新篇章所呈現的新學位服，主要由上台
師長與代表接受撥穗的畢業生穿著。新學位服以
「成大紅」為主、各學院院色為輔，進行識別規
劃與細部設計，以俐落的線條傳達「勤懇樸實、
藏行顯光」的校風，重塑本校品牌形象、引領國
際化。(文、圖／成大新聞中心) 

 

 

來自巴拉圭的外籍畢業生代表醫工系的杜思孟融合自身
母語、中文與英文的致詞獲得現場師生滿堂彩 

 

今年 111 級畢業典禮上，成大也正式亮相邁向百年新
篇章所呈現的新學位服

【111級畢典蘇慧貞校長致詞】 

謙卑學習 同理關懷 無懼前行 

今天在場與線上，共同參加國立成功大學 111 年
畢業典禮的 2492位大學部、3106位碩士班、196位博
士班同學，所有家長，關愛成功大學的各界先進，大
家平安，大家好： 

去年，我們舉辦了創校 90 年來第一次全線上畢
業典禮；今年，在成大邁向第一百年的啟動之際、在
畢業同學代表的堅持努力之下，我們選擇以實體與線
上並容的方式共同記憶這一個屬於你們的日子。 

而此刻，我們又正在經歷怎樣的年代呢？最壞或
最好？愚蠢或智慧？是希望之春、還是絕望之冬？無
可置疑的是，今天我們所在的世代是一個人類歷史上
變動空前的時代。 

氣候劇烈變遷導致的災害早已成為你我的日常，不同體制下的政治經濟衝突也在各地蔓延，瞬
息之間、無辜生命的流逝與珍貴文化被消滅，挑戰我們對民主自由價值的堅持。你也見證了疫情下
貧富國家間健康不平等的現象正嚴重威脅所有生命存續的平等機會。 

因為這些體認，此刻，請讓我們一起回望歷史，謙卑學習。 

回顧近百年來的風雲歲月，成大人不曾缺席。從 1931 年創校，這所學校的同學就被期待應該具
備頭腦冷靜、 心胸寬大與手腳敏捷的特質，從此，在水利工程、交通運輸、工業發展等重大建設中


